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裝於通風空間和直立管
道裡的通訊電纜 – 由國家
認可測試實驗室頒發認證
的重要性 

https://www.ul.com/


簡介

白皮書

2

20世紀下半葉，高層建築的施工方法、材料、陳設和室內裝飾 
的改 變，引起 火 負載 以 及 火 負載分 佈出現 變 化。1這包 括 
語音和數據通訊系統的演變和激增以及空氣流通空間內語
音和數據電纜佈線的增加。2建築施工或升級時，在直立管道 
(立管)或通風空間(夾層)內安裝通訊電纜的採購者、規範制定
者、安裝者和檢驗者，必須意識到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電纜可
加速火災蔓延的重大風險.這對建築物使用者和所有者來說
是一項不可接受的風險，但卻是可以避免的意外。 

銷售和安裝帶有假冒認證標誌的電纜或表面印有符合夾層或
立管等級但沒有認證標誌的電纜（自行合規宣告）已對市場
造成混亂。安裝人員很難將這些電纜與認證電纜區分開來。 

這很重要，因為紐約火災保險商委員會在世貿中心一號大樓
火災後於 1975 年發佈了一份報告，報告指出，如果電纜沒有
使用合適的材料製造，而且大量的該等電纜在很多辦公室內
使用，為通訊設備提供電力和數據傳輸，可能會導致一場重
大火災長時間持續。通風空間和直立管道中安裝的電纜是一
個潛在的嚴重火災安全隱患。必須遵守選用和安裝規範才能
適當管理該風險。 

行銷和銷售帶有假冒認證標誌或不帶認證標誌的通訊電纜讓
製造商面臨著潛在火災風險，尤其是在電纜上作出符合夾層
或立管等級的宣告。3假冒者為了利潤最大化，使用劣質材料
誤導大眾，最終造成風險。如果安裝了不符合要求的電纜，當
發生火災時，最終付出的代價是財產損失和/或住戶的生命。

1 《夾層電纜防火標準的演變以及這些標準對材料規範的影響》，Stanitis 和 Dohmann。
2 同前註。
3 《安裝或行銷虛假標記銅包鋁電纜的承包商或製造商的潛在責任》，CCCA，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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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消防協會 (NFPA) 70， 
國家電氣規範
幾個重要標準用於區分和分類美國國家消防協會 (NFPA) 國家電氣規範 (NEC) 中所述的通訊電纜。

當NEC被地方司法管轄區採用時，規範監管機構會強制執行NEC裡的安裝規範，因為這些要求已經
被州和地方立法機構採用。該規範針對電氣安全隱患，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措施，保障人身和財產
安全。

NEC 要求通訊電纜符合第 8 章通訊系統的要求： 
• 該電纜必須由相關機構列名和認證，該機構在評估產品或服務方面被規範監管機構所接受，並對列名產品進行定期生產檢

驗，且在列名中說明該產品符合相應指定標準。 
• UL 是一所國家認可測試實驗室 (NRTL)，符合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署 (OSHA) 指令。 
• 電纜應符合通訊電纜安全標準 ANSI/UL 444 中所述的要求。UL 444 是美國和加拿大兩國的共識標準。

吊頂上方空間（夾層額定 - CMP）

辦公環境，桌面插座線纜
（通用 - CM）

墊高地板上方空間（夾層額定 - CMP）

樓層之間的直立線纜開槽
（直立管道額定 - CMR）



白皮書

4

問題
電纜基礎設施在安裝後通常不可見。這些電纜大多
安裝在墻壁、天花板或地板內，因此可能很容易被忽
略。然而，如果電纜不符合 ANSI/UL 444 中所述的國
家安全要求，則該產品在火災事故中的燃燒反應可能
會導致生命和/或財產的慘重損失。 

乍看之下，所有通訊電纜的外觀可能都一樣。然而，
使用存在缺陷的製造工藝和不合格材料生產的電纜
會構成安全威脅。如果沒有第三方認證，包括諸如評
估材料和結構以及測試和監督等工作，則建築物中所
舖設的不合格電纜可加速煙霧和火焰的蔓延。

必須著重強調通風空間的防火安全，因為通風空間可加速火焰和煙霧在建築結構中的蘉延。通風空間中安裝的電纜構成潛在的
嚴重火災風險，因此必須制定選用和安裝規範以妥善管理該風險。同樣，直立管道中安裝的電纜可能在樓層之間傳播火焰，而住
戶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一點。 

預期舖設於通風空間的通訊電纜必須設計為符合嚴格的耐火和有限煙霧產生的要求。安全測試標準，NFPA 262《空氣處理空間所
用電線電纜火焰傳播和煙霧測試的標準方法》，可以處理這些安全隱患。NEC 和 NFPA 90A《空調和通風系統安裝標準》中引用了
這本標準，作為測試電線電纜是否符合通風空間使用要求的方法。 

供使用於直立管道的電纜必須設計成不會導致火焰在樓層之間傳播。符合立管等級的電纜必須根據 UL 1666《豎井中垂直安裝的
電氣和光纖線纜火焰傳播高度測試標準》進行評估。NEC 中也引用了該標準。

在施工或升級過程中的每個階段，識別帶正確標簽和認證的電纜都至關重要。挑選、核准或安裝電纜的人員應能夠相信，電纜經
過適當測試和認證，可以在建築物的墻壁和天花板內使用。 

當挑選帶適當標簽和標示的電纜時，必須暸解電纜表面印字上的資訊以及標籤、紙箱、盤盒或最小單位包裝上必須包含的內容。

對於 UL 標誌，「產品上的 UL 符號以及隨附貼紙、卷盤或最小單位包裝上的 UL 認證標誌，是 UL 提供的用於識別產品是否依據其
認證和後續檢驗服務製造的唯一方法。」4製造商在產品上印上 UL 標誌，代表其針對產品在生產時符合 UL 要求作出聲明。如果缺
少以上一項或兩項標示，則應對該產品表示懷疑。為了幫助打擊假冒者，通過 UL 認證的所有通訊電纜類別產品必須貼有獨一的 
UL 鐳射標籤。

4 網路廣播（第 3 部分）：《不合格通訊電纜》，2012 年 5 月 30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40vbJ1Aw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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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的市場調查
市場調查是 UL 全面監督計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每年定期從線上零售商、經銷商和
零售店舖購買 UL 認證產品的樣品。

在最近的市場調查中，UL 針對夾層和立管電纜市場進行了一項全面的調查。除了 UL 認證
的電纜，我們還購買了其他 NRTL 認證的電纜，以及一些沒有任何認證標誌的未列名電纜，
這些電纜在表面印字和/或紙箱上有適用於夾層或立管使用的參考標示。

要求
對於夾層中使用的電纜，NFPA 262 合格/不合格要求是最大峰值光密度 (POD) 低於或等於 
0.50，平均光密度 (AOD) 低於或等於 0.15，且最大火焰傳播距離少於或等於五英呎。 

對於立管中使用的電纜，UL 1666 合格/不合格條件是每組電纜的火焰傳播高度不應等於
或超過 12 英呎，0 英吋（3 m，66 cm），且第二樓層地板槽中的任何熱電偶的溫度不應超
過 850 華氏度（454.4 攝氏度）。

夾層電纜的測試結果
依據UL 準則，夾層電纜的火焰傳播距離超過 6 英呎，AOD 超過 0.20 且 POD 超過 0.60，會
被視為嚴重不合格 (SNC)。 

UL 的市場調查得出下列 SNC 數據：
• 100% 的自行宣告（未列名）電纜出現嚴重不合格，而結果顯示，所有被測電纜的火焰

傳播距離均超過 19 英呎 
• 70% 具有其他 NRTL 標誌的電纜亦出現嚴重不合格 
• 0% 的 UL 認證電纜出現嚴重不合格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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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0%

UL 認證 其他 NRTL 認證 自行宣告

除了進行大規模火焰測試，我們還使用了錐形量熱儀和 X 射線熒光光譜儀 (XRF) 進行分析測試。 

XRF 結果顯示，出現嚴重不合格的電纜，在其護套材料中未發現阻燃劑成分或煙霧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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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數據顯示，自行宣告（未列名）電纜會引起嚴重的安全風險，不應
使用。自行宣告（未列名）電纜有表面印字，宣稱它們符合夾層或
立管等級，即標記為 CMP 或 CMR。此外，紙箱上通常會有「夾層」
或「立管」標誌，這與認證夾層或立管電纜使用的紙箱相似，可能
令人混淆。這些未列名電纜，一旦進口至美國後，便可被用於安裝
中，並宣稱符合 NEC 規範。事實上，安裝商亦有和 UL聯繫，詢問
在安裝中使用這些自行宣告（未列名）電纜的問題。其中一款展示
給 UL 的電纜只是簡單地標記為「LAN」電纜。

目前，製造商希望利用通訊電纜只被看成是一種商品的觀念，將含有與認證電纜類似的標誌但實際上缺少關鍵要素（例如 UL 認證
標誌）的電纜投入市場。製造商在未經認證的情況下將電纜標記為夾層或立管等級。

目前的聯邦法規並未要求第三方認證。這些自行宣告電纜被引入美國，用於 NEC 規範以外的安裝，例如跳線。

立管電纜的測試結果
當火焰傳播到第二層樓的時間少於 5 分鐘時，UL 將該立管電纜視為嚴重不合格 (SNC)。

UL 的市場調查得出下列 SNC 數據：
• 75% 的自行宣告（未列名）電纜出現不合格，實際上對於每種被測電纜，其火焰都在不到 2 分鐘時間內傳播到第二樓層
• 53% 具有其他 NRTL 標誌的電纜亦出現嚴重不合格 
• 14% 的 UL 認證電纜出現嚴重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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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出現 SNC 的 UL 認證電纜，UL 已經發出公告並撤回這些電纜適用于立管施工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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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事件範例
以下事件發生在相應安全和安裝要求制定以前。使用不符合相關要求的立管和夾層電纜可造成以後發生相似事件。

美國伊利諾州艾克格羅夫聯合航空營運控制中心  
– 1999 年 8 月

世貿中心一號大樓紐約州紐約市，
- 1975 年 2 月

「最糟糕和最危險的狀況是在通風空間舖設了帶有可燃絕緣
的電線電纜，並貫穿到上一樓層。在空調中使用可燃物帶來了
雙重危險......應注意的是，在許多辦公用房中，為通訊設備供電
的大量電纜足以引起一場重大火災。雖然單獨一根電纜很難點
燃，但一組並排鋪設的電纜會劇烈燃燒，這種狀況就跟壁爐中
有一堆圓木一樣。」 

——紐約火災保險商委員會報告

通風空間內的可燃物在建築物中傳播煙霧和火焰。由於這場火
災，所有電子設備均被損壞或損毀。

由於市場存在大量不知名的電纜品牌，其售價較低並聲稱具有消
防安全列名及符合標準，因此您必須保持警愓並進行一定的審查,  
以保障您在 ICT 行業的聲譽。

1980 年發生在拉斯維加斯的米高梅大酒店和賭場（現名為巴厘）
的火災促成了當今許多建築法規的變更和安全措施的實施。



5 《夾層電纜防火標準的演變以及這些標準對材料規範的影響》，Stanitis 和 Dohmann.
6 風險、責任和聲譽：《您必須知道有關不合格電纜的事項》，CCCA，
https://cccassoc.org/resources/risk‑responsibility‑and‑reputation‑what‑you‑need‑to‑know‑about‑non‑compliant‑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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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認證、工廠和市場監督
1978 年 2 月 7 日，UL 發佈了一份事實調查報告，該調查以不同的測試幾何形狀，比較了通訊電纜的火焰傳播和發煙實驗。5 該報告 
用於制定測試方法，以確定 NEC 規範將採用的電纜是否具有足夠的耐火和低煙產生特性。現在 NFPA 262 中規定了該測試方法。

然而，即使在測試和認證通訊電纜後，也必須保持進行持續監察。UL 執行的工廠和市場監督包括產品隨機採樣、材料分析測試以
及大規模火焰測試，這些工作對於確定電纜是否繼續符合相關要求至關重要。必要時，必須對任何不合格產品採取糾正措施，包
括發出公告和撤銷認證。 

為了維護 UL 認證，UL 現場工程師必須根據製造商的生產量水平每年至少造訪製造商的生產地點四次。除了在工廠測試產品樣
本，UL 還會在其實驗室進行其他測試，亦會從市場購買電纜做測試。

對通訊電纜供應鏈進行與安全合規有關的持續教育十分重要。UL 與規範監管機構攜手，與經銷商合作，在商業出版物上發表文
章，並參加演講，幫助產業廣泛和深入地理解不合格通訊電纜的問題。

為了區分授權和未授權電纜，UL 推出了鐳射標籤，讓製造商在經過測試和認證的電纜上使用。
每箱 UL 認證電纜上都必須有帶有鐳射標籤。它具有一些防偽特徵，例如變色墨水以及唯一代
碼，並可用鑒別器進行驗證。鑒別器上有一個視窗，移動到變色墨水構成的特殊 UL 標誌上時，背
景顏色會隨之改變。

結論
不合格夾層和立管電纜帶來的安全隱患，會造成重大的風險，並可影響一場火災的性質和規模。包括 NEC 在內的安裝規範，透過
要求使用符合關鍵的安全標準以規避該風險。UL 完善的電纜安全認證計畫可讓人們有信心相信該等安全問題已經過評估。

鐳射 UL 標誌是所有供應商、安裝商和最終使用者暸解電纜是否經過安全測試和認證的第一個參考點。在電纜外箱上尋找 UL 鐳
射標籤以及在表面印字上尋找字母「UL」。還可在 UL Product iQ® 網站上查詢。

不要購買或安裝未認證的電纜，並對自我宣告符合標準的未列名電纜保持懷疑態度。依據 NEC 規範的安裝要求進行謹慎的調查，
並驗證包裝和電纜護套上的標籤和印字。僅指定和購買證明符合相關標準並帶有 UL 鐳射標簽的電纜。除了暸解風險之外，還要
明白自己在處理這一問題方面的責任，並且在懷疑使用不合格或假冒電纜時，務必報告產業機構和協會，從而幫助產業解決問題.6

您很可能可以挽救生命和保護財產。

https://www.ul.com/resources/apps/product-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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