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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起，製造商可以利用 UL 的專業

技術和工程經驗，掌握自己的安全認

證所需時間。製造商一旦獲准參加 UL 

Advantage 計畫數位學習訓練課程，並

且接受 UL 的監督，只要按照計畫要求製

造所有產品，無論是現有產品還是概念

產品，就能在廠內直接為產品蓋上 UL 標

誌。換句話說，現在不需要為了通過認證

而特別更改生產時程，也無需冒延遲上市

的風險。企業能抓緊最佳時機，讓通過安

全認證的產品迅速上市。

UL Advantage 的後續檢驗服務也有所變

革。UL 每兩年會到生產現場稽核製造商

的檢測流程一次（而非檢驗產品），並且

審閱所有產品的文件，多一道把關措施，

服務獨步全球。

展開您的想象：認證程序幾乎立即完成，

無需等待。

UL Advantage: 走進今天的新技術

2 首座獲得 NVLAP 認證的
馬達實驗室 3 三國標準 7  ENERGY STAR® 

能源之星快報

作者： Doug Lockard / 全球業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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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nergy 的馬達驅動器檢驗室，成為全球首座通過美國

自願性實驗室認證計畫（NVLAP）的馬達實驗室，由美國國家

標準技術局（NIST）證明符合馬達效率的檢驗標準。這座檢驗

室最近剛剛獲准加入 UL（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的第三者

測試資料計畫。Advanced Energy 在獲得這項認證後，即可檢驗

單相和三相電動馬達的馬達效率，並將結果直接送交 UL。

Advanced Energy 的馬達驅動器協理 Kitt Butler 指出：「Advanced 

Energy  通過這項認證後，就能接下以前不能做的幾項檢驗標準工

作，測試小型馬達的效率。由於政府將在 2015 年以後管制這些小型

馬達的效率，所以 Advanced Energy 會繼續與 UL 合作，鼎力協助電

動馬達製造商滿足美國能源部（DOE）日漸嚴格的能源效率規定。

作者： Giuseppe Barisan / 業務經理

UL 馬達實驗室 
獲得 NVLAP 認證

歡迎收看

第一期的 

Appliance 

Advocate。。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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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月刊由我們的技術主管

和業務主管編寫而成，讓您

瞭解各項標準和法規的變

動狀況，將在 2012 年期間

直接送到您的電子郵箱。

我們一直傾聽客戶的需求，所

以特別推出 UL Advantage 服

務，希望縮短認證耗時、增

加元器件的選擇彈性，並且

授權讓您在多種小型家電上

使用廣受信賴的 UL 標誌。

請持續注意 UL 的最新發展和

創新服務內容。我們將持續努

力，讓您的產品能更快上市。

順頌 時祺

Alberto Uggetti 

家電部門全球副總裁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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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o 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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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Advanced Energy’s Motors and Drives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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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七年修訂，通行三國的 

「家電與相似電器安全標準

第一部：一般要求」終於公

布於世。這項標準在美國稱

為 UL60335-1 第 5 版，在加拿

大和墨西哥則分別稱為 CAN/

CSA-C22.2 No. 60335-1-11 和 

NMX-J-521/1-ANCE（都是第 

 1 版）。

這項三國標準是以國際電工委員會

的電器標準（IEC60335-1 4.2 版）

改編而成，與北美地區三個最大

電器市場的一般技術要求整合，

是朝向國際要求接軌的一大步。

第 1 部標準与第 2 部配合適用各類 

特殊電器。 舉例來說，第 2 部

中的特別要求標準和第 1 部中

的一般要求涵蓋家用冰箱和冰櫃

（UL60335-2-24）。在具體運

作中，除非第 2 部的要求使得

第 1 部條文有所改變或無效，

否則第 1 部的標準仍然適用。

目前公布的第 2 部標準涵蓋電動剪

髮器/電鬍刀（UL60335-2-8）、電

熨斗（UL60335-2-3）和馬達壓縮

機（UL60335-2-34）。目前正在

制訂空調和除濕機（UL60335-2-40 

草案）的三國標準，將來也會

與第 1 部條文搭配使用。

由於三國標準已經整合，因此北美

地區各國的第 1 部標準差異很少，

但是標準文件內的 IEC 要求卻有一

些歧異。除了和電力基礎設施以及

接線規定的差別外，北美地區和 IEC 

的要求將來都會逐漸一致。由於整

合三國標準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因

此技術整合次級委員會（Technical 

Harmonization Sub-Committee）

未來將更新第 1 部標準的內容，

納入 IEC 標準（第 5 版）的變動

項目，同時繼續找出應該消除

哪些存在於各國之間的差異。

作者： Tom Blewitt / 首席指定工程師部門協理

三 國 標 準



產品開發週期亦不受干擾。如果能在生產

期間就在廠內直接檢驗產品，對企業營

運而言的優點更是不可勝數。這就是 UL 

Advantage。UL Advantage 除了帶給您 UL 

認證經歷考驗的所有優點之外（技術專

業、品質絕不妥協，以及消費者信賴的品

牌），還結合了全新、更有彈性的流程，

為您提供所需的機動性和速度。

UL Advantage 計畫初期涵蓋以下產品：

• 電熨斗

• 吊扇

• 家庭用攪拌機

• 電風扇

• 有線

• 無線剪髮器和電鬍刀

其他產品將在 2012 年間陸續 

加入，請隨時注意 

 www.ul.com/advantage 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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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AdVANTAGE: 
新一代安全認證
 （續封面： UL Advantage: 新技術、現代式）

New component database 
allows qualified end-

product manufacturers to 
quickly source and 

manufacture with UL 
Advantage components.

Manufactures can source 
components certified under 

UL Advantage, providing 
more flexibility in the 

end-product, and helping 
to speed time to market.

全新元器件資料庫讓合格

的成品製造商能迅速採

購、製造通過  

UL Advantage  

認證的組件。

製造商可採購通過 

 UL Advantage 認證的 

元器件，除了讓成品製程 

更具彈性外，也能加快 

上市時間。

www.ul.com/advantage


[ 5 ]

UL.com/appliances

HOW IT WORKS

SMARTER.

EASIER.

BETTER.

YOUR 
PRODUCT

The UL Advantage
program is built

around you and your
product lines. Waiting

for compliance is a
thing of the past.

ASSESSMENT 
AND VALIDATION

Manufacturing 
locations are 

assessed for Quality 
Systems and Testing 

Capabilities. This 
validates that 

manufacturers are 
proficient to perform 

in-house or 
UL witnessed testing.

MARK 
AUTHORIZATI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enables 
UL to use the UL make 

like never before. 
Robust components 
allow new flexibility 
in design, giving you 

unmatched speed 
with the same quality 

UL mark you trust.

FACTORY 
SURVEILLANCE

During product 
manufacturing, 

UL conducts regular 
in-field audits of 
manufacturing 

testing processes 
and inspects 

production lines to 
ensure continued 
qualification for 
UL Advantage.

Certification that adapts to your existing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Manufacturers are in greater 
control of the timing, simply leveraging UL’s expertise and 
engineering experience. That makes it smarter.

Working with UL has never been simpler. We have streamlined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and established clear rules and requirements 
on components, creating a fast end product program. Qualified 
customers have the convenience of in-house evaluation, 
increasing speed and control. That makes it easier.

Same uncompromising standard of quality for product safety. 
Products certified with the UL Mark increase consumer confi-
dence and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our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That makes it better.

eLEARNING 
TRAINING

A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 at your 
company will need to 

complete technical 
training. One course 

on the program, 
one for each type of 

product. This helps you 
design products to 

comply.

更精明
認證程序能隨著您的產品開發製造流程調整。製造

商只要利用 UL 的專業技術和工程經驗，對於認證

時程就有更大的掌控權，所以這種作法更精明。

更簡單
UL 處處為您設想。我們簡化整個認證流程，並針

對元器件訂出清楚的規則和要求，打造更精簡的成

品認證方案。客戶只要通過資格審查，就能享有廠

內直接檢驗的便利，讓您不但加快速度，而且操之

在我。所以這種作法更簡單。

更有效
產品安全標準完全相同，絕不妥協。獲得 UL 認證

標誌的產品能提高消費者信心，並且指明您遵守我

們訂下的認證規範。所以這種作法更有效。

流程

您的產品

UL Advantage 計畫

是根據貴公司和產

品生產線而打造。

以後您再也不需要

苦候認證結果。

數位學習訓練課程

貴公司的技術代表

必須修完技術訓練

課程，其中一堂課

和本計畫有關，另

一堂則是針對各類

產品。旨在幫助您

設計出符合標準的

產品。

評估與驗證

由我們評估製造廠

的品管制度和檢驗

能力。這道程序能

確認製造商具備在

廠內直接測試的能

力，或者在 UL 的
見證下進行測試。

標誌授權

只要順利完成訓

練課程和驗證手

續，UL 就能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核發UL  
標誌。由於元器件

品質優良，因此您

在設計時擁有無比

的彈性，不但在速

度方面無人能比，

您信賴的 UL 標誌

也不因此讓品質稍

微打折。

監督工廠

UL 會在產品製造期

間經常到現場稽核

製造檢驗流程， 

同時檢查生產線，

確認是否仍然符合  
UL Advantage 的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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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消除業界和 AHRI 的疑慮，我們特地發佈 UL 1995 第 4 版。背景說明：空調標準幾年前的

方向，是開發出整合的 IEC 標準，目的是將 UL 1995 和 60335-2-40  的差距逐漸縮小，然後取

消 UL 1995。整合委員會曾經努力整合兩套標準，後來決定讓整合後的 60335-2-40 與 IEC 版

本維持一致。其時，UL 1995 已必須更新，否則無法與冷凍空調業的新技術與時俱進。

為了維護 UL 1995 標準，CANENA 和 

SC61D WG-3組成了 工作小組。現在 UL 

1995 第 4 版已經融入 46 項提案。新版 

UL 1995 並不含可燃冷媒或紫外線燈具的

要求，不過現在已經有其他工作小組在制

訂相關需求。第 4 版已經在 2011 年 10 

月 14 日公布，多項要求在公布時即刻生

效。不過以下條款的生效日期是 2014 年 

10 月 14 日：1.11、2.1、18.2、 

18.10、20.1、20.12、20.18、 

26.10、26.20、28、30.15、31、37.3 

的（ j）項、38.2、38.16、48.1、 

52、54.2、54.3、56.3、56.4、61.5 

— 61.8、80。以下簡單介紹 2014 

年 10 月 14 日生效的其中幾條：

1.11、37.3 ( j)：這項要求規範產品採

用的冷媒種類和數量，除了規定必須符

合 UL 2182 標準外，也規定冷媒種類必

須屬於 ANSI/ASHRAE 34 其中的分類。

2.1、18.2、18.10：這項新要求

規範測試媒體輪（testing media 

wheels）放置在空氣處理空間中，

並規定其必須遵守 UL 900。

20.12 ：這段新內容規範佈線時何時

必須使用軟管。現在規定導管和每個

連接盒，接線箱、電箱、導管盒或其

他導管終端的距離只要在 756 公釐

（30 英吋）以內，就必須加以固定或

支撐，而且之後每隔 1,361 公釐（54 

英吋）就必須加以固定或支撐。

20.18、80：這段新內容規定若佈線

在正常使用中經常移動，例如從電

箱拉線到鉸接門或其他部位，就必

須按照第 80 條測試其柔順性。

26.20、38.16、52：本節新內容規範對

馬達進行 半波測試，以便用於固態速度

控制（solid-state speed controls）。

30.15：這項要求適用於電熱器開關

的限流控制器、水銀或電磁接觸器和

斷路接觸器。限流控制器和接觸器現

在必須將所有未接地的導體斷路。

31：這項要求適用使用一般或特殊用途插

座的設備。每個一般或特殊用途插座從現

在起必須屬於接地類型，而且必須遵守相

關的 CSA-C22.2 No. 42 和 UL 498 標準。

56.3、56.4：條文中動過的部分，

適用於壁掛或懸掛式設備，目的是

避免設備從原先安裝位置落下。

UL 1995 現在每 3 年修訂一次。對 UL 

1995 所提出的修訂，將由產業工作小組

審核。該小組在下次修訂之前大約 18 個

月內監督UL 1995。不過，新提案如果

涉及一設備現實可能發生的危害時，工

作小組則必須召集特殊會議討論相關標

准。所有新提案，請透過標準合作發展

計畫（CSDS）提出，網址是 www.ul.com

UL 1995 第 4 版簡介

www.ul.com


ENERGY STAR® 能源之星快報

美國環保署（EPA）最近修改 ENERGY 

STAR® 能源之星計畫內容，以下是簡介：

除濕機

ENERGY STAR® 3.0 版除濕機規格拍板定

案。3.0 版規格將在 2012 年 10 月 1 日 

生效。

洗衣機

6.0 版洗衣機規格定稿釋出，開放各界提

供意見。

作者： Mike Shows / UL 驗證服務部全球營運經理

UL 提供中國能效 

標識檢驗服務

UL 的蘇州和廣州檢驗室通過認證， 

即將為冰箱產品提供檢驗服務， 

並核發「中國能效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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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馬達實驗室獲得 NVLAP 認證（上接第 2 頁）

UL 的全球馬達事業部經理 Giuseppe 

Barisan 表示：「此舉讓 UL 成為客戶的

認證『大賣場』，一次就能搞定馬達效

率和安全認證，大大有助於消費者生產

品質更好的成品。我們努力滿足客戶的

關於在美國提供第三方馬達效率檢驗服

務的需求。而且由於美國能源部可能對

電動馬達加強管制，我們期望和一位能

夠提供馬達效率檢驗服務的合作夥伴合

作，為客戶提供貨真價實的檢驗資源。

通過UL 和 Advanced Energy的通力合作，

讓在世界各地的客戶更好地利用我們的

服務并簡化第三方檢驗工作的流程。」

如需報價，請洽 http://ul.com/global/
eng/pages/corporate/contactus/rfq

UL.com/appliances

http://ul.com/global/eng/pages/corporate/contactus/rfq
http://ul.com/global/eng/pages/corporate/contactus/rfq


為消除業界和 AHRI 對整合標準的疑慮，UL 特地協助組成空調標準 CANENA（美洲國家電工標準整合委員

會）工作小組。

在 CANENA 工作小組的指導下，SC61D 

WG-2 已經根據 IEC 的 60335-2-40 標

準訂出三國（美加墨）通行版本，

並將在 2012 年第一季送交美國、加

拿大和墨西哥表決。預計這項標準將

在 2012  年底或 2013 年初正式公告。

這項新標準一經公告就立即生效。

UL 60335-2-40 標準涵蓋所有空調設

備，但不含 600 伏特以下的不匹配冷

凝機（unmatched condensing units）

。60335-2-40 三國通行版將涵蓋 UL 

1995 目前範圍內的大部分設備，以

及 UL 484 和 UL 474 目前涵蓋的所有設

備。三國通行版的涵蓋範圍與現行的 IEC 

60335-2-40 標準類似，但三國通行版

與該標准存在一項差別，即，禁用可燃

冷媒。IEC 一個獨立工作小組（SC61D 

WG-11）目前的任務之一，就是將不

匹配冷凝機納入標準範圍（下次會議將

在 2012  年 4 月 11 日於倫敦召開）。

IEC 60335-2-40 和目前提案的三國通行版 

60335-2-40 標準，都在範圍一節指出：

這個國際標準處理電熱泵的安全問題，涵

蓋衛生熱水電熱泵、空調，以及內含馬

達壓縮機和循環加熱/冷卻室內風扇線圈

的除濕機，單相電器的最高額定電壓不得

超過 250 V，其他電器不得超過 600 V。

UL 1995 的範圍在經過修訂後，可適

用於額定電壓在 600 伏特到 7200 伏特

的所有三相設備。UL 1995 的範圍將繼

續涵蓋 7200 伏特以下的冷凝機和冷卻

塔，直到 IEC SC61D WG-11 工作小組修

改 IEC 60335-2-40 標準適用範圍為止。

三國通行版的 60335-2-40 標準一旦公

布，廠商就能根據這項標準將設備送交

認證。廠商也可以繼續依據適用的舊標

準（UL 1995。UL484 或 UL474）將設

備送交認證，除非已被 60335-2-40 三

國通行版涵蓋的這些標準失效（可能在 

60335-2-40 三國通行版公布後的 10 年

之後）。60335-2-40 三國通行版必須搭

配 60335-1 第 1 部的三國通行版（目前在

美國已經公布為 UL 60335-1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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