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L 為其《家用電動咖啡機及沖煮型

電器安全標準》(Standard for Safety 

Household Electric Coffee Makers and 

Brewing-Type Appliances, ANSI/UL 1082) 

發表了一項補充條款，以描述餐旅用的

美式滴漏電動咖啡機暨相似的沖煮式電

器之要求。這些電器特別是指專供辦公

大樓、飯店及同類場所使用，而儘管此

類電器的外觀與家用型相似，但卻是不

同於家用及商業用器具。

現今 UL針對咖啡機的評估將採用兩種

標準： UL 1082 標準 (家用電動咖啡機

及沖煮型電器) 適用於標示家庭用途的

咖啡機、UL 197 標準(商業用烹飪電器) 

則適用於商業用途的咖啡機。以上兩套

標準雖皆以其預設的使用環境為發展基

準，不過內容不盡相同，尤其是商用咖

啡機的規範特別將操作者視為已受過訓

練及為有經驗者來納入考量中。

在商業環境下，故障的電器可能很快就

會停用，然而在前述的任一種環境下  

(辦公室或飯店客房)，使用這些電器卻

鮮少附上使用手冊，因此產生一專責工

作小組彙整諸如此類問題及更多考量，

以進而向負責 UL 1082 的標準技術小組 

(STP1082) 提出建議。目前 STP1082 已

為餐旅用美式滴漏咖啡機擬定出規範

並完成投票。由於 STP  的組成具備利

益平衡的特質，因此促使 UL 標準指定

成為美國國家標準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原則上，餐旅用美式滴漏

咖啡機所採用的規範與家用型相同，但

卻多了下列規定：

餐旅用優質咖啡機
新的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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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STAR® 熱水器規範 2.0 版」草案三稿

ENERGY STAR® 熱水器規範目前正在修訂中。3 月 19 日，美國環保署 

(EPA) 發表了「ENERGY STAR® 熱水器規範 2.0 版」草案三稿 (Draft 3 

ENERGY STAR® Version 2.0 Water Heaters)。

「ENERGY STAR® 洗衣機 規範 6.0 版」草案最終稿

3 月 29 日，美國環保署發表了「ENERGY STAR® 洗衣機規範 6.0 版」草

案最終稿，其中包括三機一體式 (All-in-One) 洗衣機若干變更的提議。

「ENERGY STAR® 商業用製冰機規範」正在修訂中

「ENERGY STAR® 商業用製冰機規範」目前仍處於修訂狀態，不

過「ENERGY STAR® 商業用自動製冰機檢測方法」(ENERGY STAR® 

Automatic Commercial Ice Makers Test Method) 草案最終稿已於 2012 

年 3 月 29 日發表。歡迎製造商及其他利害相者對提案提供意見。

「ENERGY STAR® 機上盒規範 4.0 版」

3 月 20 日，美國環保署公布了「ENERGY STAR® 機上盒規範 4.0 版」

(Version 4.0 Set-top Boxes) 的審查結果。該單位並於 2012 年 4 月 5 日

舉辦了一場線上研討會，以討論應考慮的問題及草擬 4.1 版規範的後續

步驟。

「ENERGY STAR® 不斷電 (UPS) 規範 1.0 版」草案最終稿

4 月 6 日，美國環保署發表了「ENERGY STAR® 不斷電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UPS) 規範 1.0 版」草案最終稿及檢測方法。歡迎製造商

及其他利害相者檢視該文件並向環保署提供書面意見。

能源效率新訊

歡迎閱讀本訊

春/夏號 – 本

期內容將傳遞

對日用家電賦

以商用品質標

準的重要性，

就像我們鮮少

質疑諸如咖啡機等這些居家隨

手可及之家電的安全性。鑒於

坊間許多餐旅業者逐漸意識顧

客對其設備安全的顧慮，並了解

若要尋求更新更好的方式以確

保顧客的滿意度與忠誠度，採用

通過安全認證的電器即為其中

必須檢視的領域。此外，我們要

正式介紹這家新公司：UL-STR，

其將不僅能夠滿足新的測試需

求，且更重要的是能為許多下

游零售業者提供產品驗證。

一如既往，身為我們最珍視的

顧客，敬請持續對我們的服

務、努力和承諾不吝賜教。

順頌 商祺

Alberto Uggetti  

副總裁暨全球家電產業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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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oe Susice / 行銷經理

UL-STR 為提供品質保證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導者，其成立宗旨為協助企業於產

品上市前，即得以檢驗其所生產、銷售和 (或) 經銷的產品是否符合品質、安全

及性能標準，以及是否遵守當地及國際規定與符合消費者期待。

植有 65 年以上的經驗及遍佈全球的 12 

間實驗室，UL-STR 的專業能力涵蓋廣

泛的消費性產品類別，其中包括電子與

電氣產品、家用化學品以及一般消費商

品；其主營的品質保證方案能夠提供兼

備可靠與質量的資訊，以幫助零售商、

製造商及供應商了解並降低供應鏈中的

產品風險。

UL-STR 的品保檢測服務 (QA  Testing 

Servcies) 協助客戶對其產品及系統建

立最強大的信心。現在全球客戶皆可

藉由 UL-STR 的專業能力來維護品牌聲

譽；UL-STR 的檢測服務包括產品開發技

術支援、產品設計及結構評估、原料檢

驗、依客戶指定規格的檢測方案，以及

產品風險評估等，另其實驗室檢測服務

還可提供產品比較性檢測及產品性能的

實地檢驗。UL-STR 所採用的分析性、微

生物抑是物理性測試，皆能確保產品符

合法律所要求的協議、規定及標準。此

外，在產品上市前，UL-STR 還可進行耐

用性及有效期限測試，並檢查產品包裝

及標示。

作為不僅是純粹的測試機構，UL-STR 更

在供應鏈各個環節與客戶展開合作，以

進而評估風險並從容擬定防範問題發生

的解決方案。深度的檢驗方案將協助客

戶密切掌握全球製程動脈；而在製程的

各階段，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將會對產

品品質執行關鍵的檢查，包括從產品製

程開端至製造期間的品檢，再到產品運

送前及裝載時的檢查。不論在工廠、倉

庫或港口，UL-STR 都能幫助客戶確保產

品符合或超越品質及安全標準。

綜言之，不管客戶是計劃提升產品性

能，或試圖推出全新產品，UL-STR 對市

場的感知能力、以及擁有的消費者研究

資料將能夠提供高度價值的意見，從而

協助客戶確保產品的成功上市。受有高

度訓練的專家會執行範疇廣泛的測試計

畫，其中包括小組評估、保存期限及不

同測試程度的穩定性研究。另外，客製

化的消費者研究計畫尚涵蓋相關的消費

者回饋，因此可協助客戶制訂關鍵性的

產品開發、行銷及上市決策。

保護消費者的新途徑
UL-STR 公司重點概述



•  需要接地，以為使用不當的電器提

供額外的電擊保護。

• 提供自動關閉的手動重置操作控制或

電子式開關按鈕，其自動關閉時間

最長為一小時，並應具備「鎖定」

(Lock Out) 功能。

• 電源線應附加吊牌，以提供「重要安

全保障」(Important Safeguards) 訊

息。此外，機身上的印刷標籤亦應

為不熟悉特定機型的使用者提供一

般性的操作說明。

• 為辦公大樓或飯店的維護及管理人員 

提供使用者維護說明。

• 不得使用內為玻璃材質的保溫咖啡

壺。

業界現在可提供特別列名在餐旅專用

的咖啡機。咖啡機符合新增的餐旅用

規定即可標上 UL 列名標誌 (UL Listing 

Mark)，羅列的資訊包括與 “LISTED” 

字樣一起的 UL 標誌、UL 指定的控制

編號、以及產品名為「餐旅用美式滴

漏咖啡機」(Hospitality-use Drip-type 

Coffee Maker) 或「餐旅用咖啡機」

(Hospitality-use Coffee Maker)。在

此新類別產品上市後，您將可以很

快地無後之憂享用一杯咖啡了。

餐旅用優質咖啡機  (接續封面)

典型認證 實驗室認可計畫 (DAP) 毋需測試的行政案件

及早參與：構思階段 — 確保專案進行順

暢，降低不合規定的風險

更快的服務 — 為完整的 DAP 下的 客戶測

試數據計畫(Client Test Data Program) 的送

件流程

及早辨識行政類案件 — 工程人員僅低度 

參與

界定檢測範圍的技術協助 — 第一次即能獲

得檢測範圍界定資料及報價

DAP 見證測試計畫 — 依所需預約工程師時

程到場拜訪

「高速團隊」 — 48 小時之內交件

簡化收件手續 — 不再有等候時程 認可您在實驗室及人員的投資 高度透明，高度滿意

同步測試及結構審查 — 收到樣品後即開始

測試

專為DAP 客戶量身訂製的教學服務 UL Advantage 正在發展的服務

早期詳檢 — 可大幅降低後期才發現問題的

機率

更快取得認證

讓客戶與 UL 合作便利易行無疑是我們的終極目標。為此，我們改造「送件流程」，以讓客戶能

更迅速、輕鬆並且滿意地取得所需認證。以下即概述我們如何透過新流程的三種服務等級幫助使

用者更快取得認證。

作者：Robert Pence / 營運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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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式保護馬達

現在，您有更多選擇

UL 從事電動馬達安全的測試、評估及認證方面的工作

經驗已逾百年 (正是始於 Tesla 獲得他的第一個交流電

感應馬達專利後不久)。 100 多年來，多數小型單相

馬達都是用一種叫做「熱耦式馬達保護器」 (Thermal 

Motor Protector, TMP) 的裝置進行過熱保護，其是一種

會同時對線圈溫度及線圈電流做出回應以斷開電路的

馬達保護器，因此可有效根據絕緣系統材料的絕緣能

力限制馬達線圈溫度，以防發生火災或電擊危險。

約在 10 年前，市場開始大量出現電

子整流馬達 (ECM) 或無刷直流 (BLDC) 

馬達。此波潮流亦宣告了用市場將

以大規模採用電子式電路過熱保護

取代 TMP 霸主地位的新紀元。隨著

馬達製造商逐漸了解馬達保護電路

在設計上的各項細節，安全測試/評

估及認證業者也忙著評估隨新興技

術而生的故障模式及種種挑戰。IEC 

60730「家用及類似用途之自動電控

制器」(Automatic Electrical Controls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Use) 正是

因應此技術而誕生的第一本標準。

這套原始規範已成為今日家用及商

用產品保護裝置的安全評估基礎。

該標準的原理基礎可用一個詞來

概括：「功能性安全」(Functional 

Safety)。現在功能性安全已不再是

一個新的觀念，儘管 UL 所經手的安

全評估案件多半不涉及產品的「功能

性」，但其中仍然是具某些關聯性。

例如，當 UL 評估一台烤麵包機時，

我們並不在乎它烤出來的土司品質如

何，而是關乎這台機器在正常及合理

可預期的非正常使用情況下 (甚至用

叉子試圖從高溫的烤麵包機中撈出深

陷於內的土司)，是否會有火災或電

擊的危險；相反地，對於保險絲及斷

路器，我們不僅在乎是否有火災及電

擊的危險，還在乎這些裝置是否符合

「功能性安全」標準。換句話說，我

們不單只關切此保險絲或斷路器會不

會引發火災或發生電擊，更在乎這些

零件能否發揮其特定的功能：意即在

必要時，過電流裝置會在設定的時間

─電流參數範圍內確實斷開電路。

類似的原理也應用在馬達的電子熱

耦保護電路上。此外，功能性安全

的原則會嚴格要求「不得發生單點

失效」，此意謂著一個電子零件

的故障 (短路或斷路) 不應導致電

子式保護電路的安全功能失效。

由於此原理已被證實相當的有效，

因此，在今日的家庭及企業中，

已有數百萬件家用及商用產品均

是透過此法評估其安全性。

最近，電子式保護電路已開始應用

於工業用大型馬達的保護。事實

交流電磁馬達，專利日期：1890 年 8 月 5 日

背面續

作者：Frank Ladonne / 首席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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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全認證產業有始以來即是以稍

微不同的角度看待工業用產品，畢竟

家用及商用產品皆是由一般大眾操作

使用，因此除預設使用者無任何的技

術背景外，同時也會考量這些產品在

使用時，附近經常會有易燃物或可

燃物的存在，例如寢具、傢具等。

相對而言，工業用產品一般都置放在

機具間、變電室或沒有可燃物的廠區

內，而這些區域通常配有專業維修人

員定期進行檢查及維修，且設備也會

受到密切監測以隨時得知故障。因

此，工業用馬達在傳統上並不會採用 

TMP 保護裝置，而是用磁力式 馬達啟

動器監測馬達電流。當馬達電流升高

到異常值時，馬達啟動器會跳開，此

時便需要專業技術人員介入處理。

這種原理上的差異可合理延伸至電

子式馬達保護電路。長久以來，工

業用馬達保護裝置均是援用 UL 508

「工業控制設備標準」(Standard for 

Industrial Control Equipment) 以及 UL 

508C「電力轉換設備標準」(Standard 

for Power Conversion Equipment) 進

行評估，由於此成效良好，同時在實

地操作上並無特殊的失效故障紀錄，

所以我們可合理地將同樣的評估方法

延伸至工業用電子式保護馬達上。

雖然工業用或商用電子式保護馬達向

來都是以 UL 1004-7「電子式保護馬

達標準」(Standard for Electronically 

Protected Motors) 搭配 UL 60730-1 

「家用及類似用途自動電子控制器標

準之第一部份：一般規定」(Standard 

for Automatic Electrical Controls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Use,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進行評估，不

過 UL 近期仍為工業用電子式保護馬達

建立了專屬的新產品類別，其編碼為 

XDNZ，並援用 UL 1004-3「熱耦式保

護馬達標準」(Standard for Thermally 

Protected Motors)  及 UL 508「工業

控制設備標準」或 UL 508C「電力

轉換設備標準」進行測試及評估。

現在，您有另一個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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