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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电

在 2011 年及 2012 年初，UL 发表了数

份有关于智能功能家电安全要求的认

证规定决议 (CRDs)。这些规定考虑了

未来消费者与智能电网之间的互动及

遥控，因此这些规定将被用来评估通

讯和控制电路以及家电智能功能的安

全性。

背景资料

“智慧电网”是指将一般用电全面升

级至美国电网的目标。待全面实施

后，预计将可提升配电系统的整体效

率、可靠性及安全性，同时促进再生

能源的循环及利用，获得更多附加环

境效益。为达此目标，其中一部分需

要通过与具有电网通讯功能的家电互

动来达成。

新型智能家电的认证规定决议

3 可燃性冷媒概况 4 马达 DNA 配对程序 8 IFR 专栏

作者：Randall Haseman / 首席工程师；Barry Kalian / 事业发展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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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衣机的失火起因可能很复杂。许多这类火灾经常起因不明，

不一定是由棉絮堆积、零件故障、油渍衣物或其他较明显的原

因引起。虽然正确安装及有效维护可大幅降低烘衣机火灾发生

率，但还需结合产品制造及设计考虑，以确保烘衣机安全。

为防止火灾发生，UL 2158“电动式衣物烘衣机安全标准”已经

被修订列入火灾抑制测试条款。修订内容获得许多团体的建议与

认可，包括“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家电制造商协会 (Association of Home 

Appliance Manufacturers, AHAM)、各家电制造商，以及包括 UL 在

内的标准制订机构。所有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之后认证的烘衣机都

必须符合新的规定。

作者：Scott Wourms / 项目经理

烘衣机火灾抑制
因应复杂挑战的简易策略

欢迎阅读 

Appliance 

Advisor，这是

由我们业务及

技术主管执

笔的电子双月

刊。本期通讯

将探讨烘衣

机的安全：UL 向来致力于关注此

一问题，以防各种复杂原因所引

起的烘衣机火灾。若您对智能家

电有任何疑问，或关心日益成熟

的智能电网将在何地、以何种方

式影响您的业务，本刊另配其他

分析文章。您可能已有机会接触

我们的 UL AdvantageSM 计划，并

看到它如何能帮助您加速产品交

付时间，增加您选择零部件的弹

性，并授权您将受信赖的 UL 标

志放在许多小家电产品上。若您

尚未亲自体验，请浏览我们的网

站 www.ul.com/advantage。

UL 将随时公布更令人振奋

的发展及创新，努力协助您

加速产品上市时间，请随时

关注我们的最新消息。

顺颂 商祺

Alberto Uggetti

副总裁及全球家电产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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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arry Karnes / 首级工程师

为顺应美国环保署 (EPA) 即将拟定的“最终规则” (Final Rule) 以及业界对于在制冷及空调设备中使用可

燃性冷媒的兴趣，2012 年末，UL 「标准技术研究小组」(Standards Technical Panel, STP) 中的部分成员

合组了一个“联合任务小组” (Joint Task Group, JTG) 。此外，UL 还邀请技术知识丰富的业界人士一同参

与。JTG 的任务是为 STP 的行动提出建议 ，以确保 Class A2、A2L 及 A3 冷媒能被安全且一致地使用。

2011 年 2 月，UL 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第

一次 JTG 会议。会议结束前，JTG 成立

了三个工作小组 。其中一个小组负责 

草拟空调设备适用的可燃性冷媒规定，

第二个小组则负责草拟制冷设备适用 

的类似规定。JTG 要求第三个小组修 

订出可燃性冷媒的测试及评估规定  

(包括新的 Class A2L)，并参考另外两

个设备工作小组所提出的规定建议。

接着，各工作小组于 2011 年间召开多

次组内会议，包括远程及面对面会议。

全体 JTG 成员于 2012 年 1 月在 UL 的伊

利诺伊州诺斯布鲁克分部 (Northbrook, 

IL) 召开第二次会议。以下总结各工

作小组至今的工作计划，每一小组将

于 2012 年间继续召开定期会议。

第一工作小组 (空调、热泵及相似设备)：

•  预计以 IEC 60335-2-40 现有的 Class 

A2 与 A3 可燃性冷媒规定为基础

• 计划让 Class A2L 可燃性冷媒规

定与 ISO 5149 提案内容一致，

并能被纳入 IEC SC61D/WG09

• 考虑以 20% 可燃下限 (LFL) 为

基准制订可燃性冷媒规定

• 起草 Class A2L 冷媒使用规定提

案 (与 IEC 60335-2-40 之差异)：

–  Class A2L冷媒附近暴露表面最

高容许温度为 700°C (1300°F)

– 可能提高填充量上限，使其超

过第 Class 2、3 冷媒填充限制

– 可能规定在启动前需以整合式送风

机/风扇进行空气循环 10 秒钟 

– 根据 60335-2-40 中公式稍

作更改来核准管道设备

•  讨论 UL 474、484、1995 及 

60335-2-40 之可能变动

– 除了填充量上限为 1 kg 之外，目

前 的UL 484  Class A2 与 A3 冷媒规

定 与 IEC 60335-2-40 现有规定相似

• 等候 AHRI 及 ASHRAE 赞助的几项 

风险评估结果出炉 

可燃性冷媒
联合任务小组活动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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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   
DNA  
配对

假如我是UL 的创始人William Henry Merrill，我在 2011 年

创办 UL，而非1894，我的 UL 安全评估报告会是什么样

子？又具体来说， 我的马达组件安全评估报告会是什么

样子？这是我们在 2011 年夏末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为了找出答案，我们必须先问自

己：撰写书面报告的目的是什么？

谁是这份报告的“顾客”？没错，

我们需要一个方式来记录我们的工

作结果，但马达制造商 (即付款方) 

肯定不是这份书面报告的“顾 

客”。真正的“顾客”是 UL 的终

端产品工程师，他们需要确定这

些马达对于他们所评估的终端产品

的适用性；而 UL 工厂检验人员则

需负责确认工厂是否依照他们手

中的报告来制造眼前的马达。可想

而知，谁都不想细读传统 UL 报告

中将数据连成一篇大作的“优雅词

句”，他们真正想看的只有数据。

因此我们思考：要是这份“报告”

不是报告，而是储存在一个数据库

中的关键安全数据呢？

这种格式不仅能大幅缩短“制

作报告”所需的时间 (进而加

速客户的上市时间)，还能带

来许多目前没有的优点。

UL 报告格式的优点

将所有关键安全数据储存在一

个关系数据库中，即可对测试

过的组件进行搜寻、排序及参

照，彻底发挥 UL 的知识力。

作者：Frank Ladonne / 首席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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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达制造商或终端产品制造商的角度

来看，我们将提供一份可依照额定值、

效能及关键安全参数排序及搜寻的“UL 

认证马达目录”。您是否需要为您的

家电产品寻找一个 UL 认证的马达，而

该马达必须是 1/4 马力、每分钟1725 

转、120 伏特，且转子锁固时的温度不

超过 75°C？只要几秒就能找到。您是否

正在设计一个新的马达，想要使用您先

前在 UL 认证马达中用过的组件，而不

必重新测试？ 您可以在几秒内找到先前

的测试数据，避免重新测试。  

 

速度与效率

说真的，要多快才算快？我们与 UL 

客户测试数据计划 (CTDP) 的顾客合

作，启动了一项“马达 DNA 配对” 

(Motor DNA) 程序。我们发现，通

过该程序，我们经常可以在 24 小

时或更短时间内，将新收到的待测

马达归入现有的马达系列或家族。

我再强调一遍：24 小时或更快！

您弹药库中的重要武器

这么说来，DNA 是安全性评估及认证

的“万灵丹”吗？它能解决所有问题

吗？不，当然不能。世上没有“一键

适用”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加入UL  

CTDP (Client Test Data Program) 的客

户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强大而重要的利

器，或许能满足您 80% 以上的需求。

什么是 CTDP？如何加入？

CTDP 是 UL“数据认可计划”(Data 

Acceptance Program) 所提供的服务项

目之一。参加 CTDP 的客户能在自己

的实验室中依自定义的时间表产生报

告数据，然后将数据送交 UL 进行快

速认可。欲知详情，请上网至 www.

ul.com 搜寻“DAP”，然后选择列表中

的“UL Client Test Data Program”。 

若您已是 CTDP 客户，请来电

或 Email 给我们，询问如何搭上

这班 24 小时交件的 DNA 列车。

我们竭诚欢迎您的加入。

这是 UL 成立以来的第一份认证报告，日期为 1894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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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家电产品通常可通过与电源

之间的沟通或计算机、智能手机等用户

遥控接口来遥控功能。 这让家电可与电

力公司互相交流信息，并在需求尖峰时

间减少或延迟电力消耗。此外，它让用

户能遥控启动家电及变更设定。该家电

产品必须配备能与电源或遥控接口沟通

的机上或外接控制器 (一般经由无线网

络或电源线传送讯息)。

安全考虑

当我们评估一项智能型家电或控制器

时，考虑的重点包括：

• 功能安全性 — 输入的信号不可危及

家电保护功能或意外启用具危险性的

操作。同样地，家电上未经评估的新

功能也不得启用。有些操作参数可能

必须禁止遥控启动，这点必须针对不

同家电个别规范。

•  电路 — 基本安全规定 (自身非危险物

品) 并强调采用 UL 60730。

• 硬件部件 — 家电标准目前未涵盖之

通讯电路及相关规定均包含在这份 

CRDs 内。

• 启用的功能 — 所有启用的功能都必

须考虑在内 (用户及智能启用)。

• EMC“自我免疫” — 家电内部或面板

上的通讯电路可能提供 EMC 功能。

该功能必须被评估，以确保不会影响

到家电的功能安全性或保护功能。 

已发布的 CRDs

UL 目前已发布下列主要家电类别的 

CRDs：

•  电动烘衣机 (UL 2158)

• 家用冰箱及冷冻库 (UL 250)

• 家用贮备型电热水器 (UL 174)

• 能源管理设备 (UL 916)

• 室内空调 (UL 484)

• 电动洗衣机 (UL 2157)

• 家用炉灶 (UL 858)

• 微波炉 (UL 923)

• 家用洗碗机 (UL 749)

这些规定应与基本的终端产品安全标准

合并使用，以确保智能功能不会影响该

家电或设备的整体安全性。它们是这几

类产品 UL 认证规定的一部份。

UL 正与业界合作评估通风空调设备、

照明产品及其他家电是否需要这类附加

规定。

欲知更多信息，请与 Barry Kalian 联

络：电子信箱：barrett.t.kalian@

ul.com；电话：+1.360.817.5504。

新型智能家电的认证规定决议 (接封面)

mailto:barrett.t.kalian%40ul.com?subject=
mailto:barrett.t.kalian%40ul.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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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衣机火灾抑制 (接第 2 页)

可燃性冷媒概况 (接第 3 页)

UL 已发表一份白皮书，提供制造商、

零售商及其他对烘衣机标准及其火灾抑

制有兴趣的人士做为参照。这份白皮书

包含本次增列规定的背景，火灾抑制

测试需考虑的设计元素，测试方法详

细说明，并探讨如何评估替代材料及

架构以及它们对家电产品可能造成的

影响。最后，该白皮书依照整条生产

线的条件去考虑并选出代表性测试。

若 UL 的烘衣机列名制造商想要了解

更多有关火灾抑制测试的详细信息，

请与厨房及洗衣机产品类别的首席工

程师 Michelle Anderson 联络，电子信

箱：Michelle.Anderson@ul.com。

第二工作小组 (制冷设备)：

•  计划比照第一工作小组，

对大型设备及充电装置采

用 IEC 60335-2-40 之规定

•  讨论多项可能对 UL 471 所

做的修订，包括：

   – Class A2L 冷媒的规定

  –  将 IEC 60335-2-40 之无通风装置

规定加至 UL 471, Supplement SB

•  讨论对其他冷媒设备标准所可能

做的变更 (例如 UL 563 及 621)

   –  UL 250、471 及 541 现已纳入可燃性

冷媒规定 (针对较小设备 / 充电装置)

第三工作小组 (冷媒)：

•  讨论对 UL 2182“冷媒安全标

准”的更新建议，包括：

   –  删除 100°C 可燃性测试，

以与 ASHRAE 34 及候审的 

ISO 817 修订条款一致

  –  加入选用的燃烧速率测试，以将 

Class 2L 与 Class 2 冷媒区隔开来

  –  保留自燃温度测试，以支持终端

使用标准中的高温表面温度限制

  –  考虑增列碳氢化合物纯度规定 (因可

能涉及新技术，暂无嗅觉规定) 

  –  暂不列入最小引燃能量 (MIE) 测

试，等候另外两组提供意见

  –  讨论测试 Class 2L 冷媒

燃烧速率的仪器

•  预计将在风险评估之后与第

一、第二工作小组同时完成

工作，以确保一致性

等三个工作小组各自完成报告及标

准提案之后，我们将整合出一份建

议报告给全体 JTG 委员审查并提供意

见。我们的目标是在 2012 年 9 月将

报告定稿，并发送给适当的 UL 标准

技术委员会 (STP) 以及相关组织。

http://www.uluniversity.us/common/ncsresponse.aspx?rendertext=applianceshvacthoughtleadership 


家电标准审查及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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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标准编号 批覆函日期 作业完成日期 名称

2013-03-21 1786 2011-08-01 2013-02-21 直插式夜灯

2013-06-28 60745-2-15 2011-11-25 2013-05-24 手持马达式电动工具 - 安全性 - 
2-15 部分：修篱机特殊规定

2013-09-23 NSF 18 2011-09-15 2013-08-21 手动食品饮料供给设备

2013-09-23 NSF 3 2011-10-12 2013-08-21 商用洗碗设备

2013-09-23 NSF 51 2011-09-21 2013-08-21 食品设备材料

2013-10-07 60745-2-1 2011-12-09 2013-08-30 手持马达式电动工具 - 安全性 - 2-1 
部分：电钻及震动式电钻特殊规定

2014-03-21 NSF 169 2011-09-15 2014-02-21 特殊用途食品设备及器具

2014-03-21 NSF 8 2011-09-16 2014-02-21 商用电动食物处理设备

2014-09-02 710B 2011-12-02 2014-07-29 再循环系统标准

2014-09-22 NSF 2 2011-09-19 2014-08-21 食品设备

2014-09-22 NSF 4 2011-10-10 2014-08-21 商用烹饪、复热及电动热食保温及
运输设备

2015-04-05 283 2011-12-12 2015-03-16 空气清新机及除臭机标准

生效日期 标准编号 批覆函日期 作业完成日期 名称

2011-12-16 1086 2010-06-02 2011-11-16 家用垃圾压缩机

2012-02-18 858 2010-12-08 2012-01-18 家用电炉

2012-04-12 962 2008-09-17 2012-02-20 家用及商用装备安全标准

2012-06-15 A156.4 2009-02-18 2012-05-18 门控制装置 – 关闭装置

2012-07-14 1090 2011-02-23 2012-06-29 电动铲雪机

敬请光临“全美五金大展” 
(National Hardware Show)， 
UL 摊位：3641

2012 年 5 月 1-3 日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 
注册：www.nationalhardwareshow.com

mailto:Appliance.advisor%40ul.com?subject=
http://www.ul.com/lumeninsights
www.eepurl.com/f68y5
www.nationalhardwareshow.com
www.nationalhardwaresho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