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具產品安全指南
暸解家具電氣安全以幫助規避家具產業的風險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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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結果

簡介
意識到家具產業正在以多種方式快速變化和發展，導致製造
商及其供應鏈面臨多種挑戰，UL 已制定家具產品安全指南以
幫助您：

• 透過識別常見風險類別，大致暸解涉及家具產品的潛在
危險，包括大致暸解不同 UL 家具標準及其如何適用於
您的產品。

• 暸解設計產品時要考慮的合規設計以及安全細節，包括
認證零組件的重要性。

• 建議認證計畫以幫助降低與家具產品有關的潛在風險。
• 實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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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遠端工作人員的增多以及線上學習機會的增加，工作、學校和家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這一變化推動了電氣化家具需求，即可以輕鬆移動且在不同環
境中適應不同用途的家具，這是一個新的混合家具細分市場，即「住宅商用」家具應運而生。COVID-19 疫情使得在全球範圍內進行遠端工作成為必要，讓企
業、學習機構和員工尋求能夠改善居家效能、提高生產效率和確保安全的解決方案，進而加速這一轉變。

為應對這種持續趨勢，零售商已增加家具供應，包括滿足居家辦公需求和靈活戶外使用的便利解決方案，同時還進行創新，以便更有效地在線上銷售產品。
同樣，這些產品的安全性仍然至關重要，除了解決包括電氣、機械和易燃性在內的典型風險外，家具製造商和零售商還必須適應消費者通常使用這些家具的
新環境（從居家辦公到戶外空間）。

將科技整合到家具中 與這種新電氣化和互連有關的危險和挑戰

家具產品安全的兩大挑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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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大致暸解涉及家具產品的潛在危險並識別常見風險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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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具產品有關的常見風險

點選每個類別，瞭解更多：

家具

住宅/居家辦公 商用/住宅商用

戶外庭院/ 
戶外辦公



住宅 | 居家辦公家具 
危險
家用家具可能是最廣泛的子產業，包括木質和軟墊家具、
寢具和床墊、兒童家具以及廚房與浴室櫥櫃。為了舒適或
美觀，家用家具產品中通常會包含紡織品和其他家具裝飾
材料。此外，油漆、清漆、塗料和其他飾面通常會用於家具
表面以改善外觀和耐久性。在產品組合中，這些家具產品
的電氣用途持續增加。這可能包括有線和無線充電、電氣
接線和零組件等功能，以支援輔助照明、移動或驅動，從
而更易於消費者進行操作或調整和用於智慧應用。

家用家具產品的危險包括但不限於穩定性、觸電、因預期
和可預見誤用導致的可能造成受傷的性能不佳，以及易燃
性。在住宅環境中，兒童很可能不暸解移動家具的潛在危
險。他們可能會無人看管並玩耍家具，從而導致潛在的傾
翻危險或其他風險。因此，產品必須沒有機械風險，例如
卡夾、夾點或突出部件或使用電氣插座造成的觸電危險。

UL 安全要求
UL 962，家用和商用家具標準

UL 962 是北美主要的家用和商用家具標準，證明產品符合電氣、易燃性和人身安全要
求。大多數北美經銷商或整合商會要求產品獲得 UL 第三方認證，以最大限度降低其
進口產品不合格的風險並提高監管機構的接受率。

UL 962 適用於額定電壓 600 V AC 或以下的馬達驅動家具和床榻、電動和非電動家
具、住宅和辦公家具、一些商用陳列產品和內建浴室櫥櫃。

其他安全方面
• 易燃性——家具產品通常由可能易燃的材料製成，例如木材和家具裝飾材料、黏

著劑、油漆和清漆。因此，家具可能是室內火災的主要起火點或燃料源。出於這個
原因，很多司法管轄區要求對紡織品和軟墊家具進行易燃性測試。易燃性測試透
過評估材料的耐熱性或阻燃性及其燃燒和放熱特性，評估材料用於家具產品的
適用性。

• 化學成分和化學物質排放——在美國，消費性產品安全改進法案 (CPSIA) 禁止或
嚴格限制在兒童預期使用的產品中使用某些化學品。在加州，製造商必須根據該
州的安全飲用水與有毒物質強制法案（也稱為 65 號提案）列明可能含有有毒物
質且超過可接受暴露等級的產品。

• 化學物質排放測試——隨着時間的推移，家具產品中會釋放出一些化學物質，
例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和甲醛。由於這些排放可導致室內空氣品質變
差，因此進行化學物質排放測試或評估就是取得健康環保產品認證 (例如 UL 
GREENGUARD)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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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 | 住宅商用家具 
危險
商用家具產品設計為可滿足不同商用環境中的持續使用、
移動和其他需求，包括教育機構、醫療機構和辦公室等環
境。今天，隨著「住宅商用」概念的形成，商用家具也逐漸
進入住宅市場。如今的工作場所正隨著科技的發展而改
變。人們對內建、可攜式辦公和會議空間以及對可改善可
用性和舒適性且同時可支援電子裝置的電氣化家具的需
求越來越大。

雖然兒童不太可能出現在商用環境中，但相比住宅環境，
商用產品的使用量要大得多。工作場所中的家用沙發、扶
手椅或桌子必須具有耐久性，但多數住宅家具並非為高人
流和使用量而設計。由於商業空間需要更高靈活性，因此
很多製造商致力於提供具有商用品質的住宅風格家具系
列，包括耐用面料，因為家具裝飾材料往往最先磨損。

最後，在北美，一些規範監管機構要求國家認證測試實驗
室 (NRTL) 評估辦公產品。一些市政當局還可能要求家具
超過國家規範標準。此外，辦公設備受美國職業安全與健
康管理局 (OSHA) 要求安全工作環境的命令管轄。

除符合監管要求和市場需求，關注安全性還可幫助製造商
和零售商建立客戶信心，同時降低產品召回、銷售損失、
罰金和品牌聲譽受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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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安全要求
UL 962，家用和商用家具標準
UL 1286，辦公家具標準
UL 2999，個人商用辦公家具標準

UL 962 UL 1286 UL 2999
1996 年發布，2001 年更新 1984 年發布，2018 年更新 2020 年 5 月發布
涵蓋書櫃、古玩櫃、書桌、桌椅、配
電設備和床榻

涵蓋隔板（小間）系統以及其中安裝的附件，
例如工作表面、儲物箱和電氣系統

涵蓋所有類型的個人商用辦公家具

根據產品類型，UL 962 中的機械要
求是該標準所獨有

2009 年，UL 1286 標準技術小組 (STP) 增加了
個人辦公家具的機械測試要求

UL 2999 中的機械測試參考了產業接受的商業
和機構家具製造商協會 (BIFMA) 有關這些類
型產品的標準

適用於部分住宅和部分商用家具，
不包括個人辦公家具

適用於商用辦公家具系統 僅適用於個人商用辦公家具產品

考慮要點
UL 2999 包含一些高於 UL 962 和 UL 1286 要求的新要求。為幫助您更好地為過渡
到新標準做準備，下面概述了可能需要額外測試、資訊或評估的最常見領域。

類別 詳細資料
使用者指南/安裝說
明/標誌

安全評估的這一領域最常出現不符合問題。標準明確概述，為滿足使用者指南和說明的該類要求，組織
需要採取的行動。

電氣外殼的所需塑
料等級

由於塑料是在產品開發的設計階段進行選擇，因此必須針對預期用途認真考慮具體塑料要求。

易燃性要求 超過 10 平方英尺的任何可燃零組件都要進行易燃性測試。該測試目的是幫助確保家具不會加劇或加速
建築火災。該測試測量與可燃材料有關的火焰蔓延指數和煙密度指數。該測試在組合材料（芯材、黏著
劑、層壓板等）上進行，因此需要注意，產品結構發生任何變化都需要進行重新測試。

鎖定轉子測試和安
全挑戰

對於電動產品，鎖定轉子測試用於模擬使用者試圖啟動產品，但有物體阻礙產品移動的狀況。在很多
狀況下，零組件的製造商可能依賴於軟體或電子器件作為保護產品之手段。如果使用軟體或電子器件
進行保護，則 UL 2999 要求評估該軟體或電子器件作為功能性安全迴路的可靠性。

零組件 認可零組件在終端產品內使用之前無法進行全面評估。雖然某些零組件可能已按照具體標準進行評
估，但不太可能已經作為家具的一部分進行評估。認可零組件未作為終端產品的一部分進行測試。

人身傷害點 高度可調的桌子和其他電動家具可能具有人身傷害區域。儘管 UL 2999 在產品符合其他要求時允許存
在這些區域，但必須要考慮可能使用的所有附件，例如遮腳板或擋板，幫助確保已確定受傷點的所有
可能風險。

附件 為幫助確保整套家具裝置符合標準要求，所有附件必須隨家具一起進行評估。測試中甚至應包含可能不會
影響測試的附件，以幫助確保其不會給產品的安全性帶來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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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 | 住宅商用家具 

其他安全方面 
• 易燃性 - 由於住宅家具在商業環境中的使用增加，因此家具裝飾材料、

黏著劑、油漆和清漆的易燃性問題也變得重要。因此，您需要考慮適用於
這些成分的其他測試。易燃性測試透過評估材料的耐熱性或阻燃性及其
燃燒和放熱特性，評估材料用於家具產品的適用性。

• 化學成分和化學物質排放 - 世界上的很多司法管轄區嚴格監管家具
中的化學物質使用和家具產品的化學物質排放控制。歐盟 (EU) (EC) 
1907/2006 號條例（也稱為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 (REACH) 條
例）適用於在歐盟製造、進口或出售的多數化學品和含有化學品的產品。
在美國，CPSIA 嚴格限制在兒童預期使用的產品中使用某些化學品。 

在加州，製造商必須根據該州的安全飲用水和有毒物質執行法案（也稱
為 65 號提案）列明可能含有有毒物質且超過可接受暴露等級的產品。

• 化學物質排放測試 - 隨着時間的推移，家具產品中會釋放出一些化學物
質，例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和甲醛。由於這些排放可導致室內空
氣品質變差，因此進行化學物質排放測試或評估可能是獲得環保產品
認證的條件或是採購要求。

經過環境永續性評估或經過 UL GREENGUARD 認證的家具可為包括 
LEED 評級系統在內的許多綠色建築認證計畫增加分數。



戶外庭院家具 | 戶外辦公
家具
危險
傳統上，對於使用戶外家具產品的消費者而言，風險
包括各種傷害，例如跌倒、夾傷、撕裂傷和更嚴重的
手指截肢。

隨著人們不斷尋求可安全社交的新環境，戶外工作空
間變得越來越受歡迎，從而導致戶外家具使用增加。
這也提高了移動家具的需求，即可輕鬆移動且適應不
同用途和環境的家具。然而，由於人們在戶外空間使
用室內家具，或在室內空間使用戶外家具，因此可能
會遇到新增風險，例如由於在水邊使用電腦和電氣裝
置而產生的電氣危險。

UL 安全要求
UL 4041，戶外家具安全要求

UL 4041 旨在評估庭院家具在正常使用或可合理預見的誤用時，各方面可能導致的
失效或傷害。該計畫評估：

• 機械相關安全問題，包括零組件品質和完整性，以降低斷裂或失效的風險，還
有裝置的結構強度，例如承重或荷載分布不均勻。機械安全評估還確定可能導
致受傷的銳邊、夾點或其他危險。

• 透過測試評估性能問題，旨在防止產品在可合理預見的使用條件下失效。這包
括廣泛的耐久性測試以增強使用者對產品使用壽命的信心。

• 針對不同家具種類及其零組件的測試要求。本文件涵蓋的適用產品包括桌椅、
雙人沙發、躺椅、長椅和吊椅。

• 概述產品零組件和設計已經過評估的認證報告。這些報告將進行無預告季度
檢驗，驗證帶有 UL 標誌的產品沒有發生未經核准的設計變更或成本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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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家具產品種類繁多，監管程序複雜且有時還會相互衝突，因此可以想像，製造商可能會對如何協商家具產品的評估程序感到困惑。UL 專家與客戶合作，
提出可能有幫助的最佳做法建議。

暸解監管要求和市場需求——家具產品要符合各種監管要求，而不同司法管轄區的監管要求並不相同。由於家具產品種類繁多，且適用要求對各個產
品進行分類的方式不同，因此監管環境日益複雜。為成功應對這一複雜環境，家具製造商須深入暸解在任何目標司法管轄區適用於其具體產品的監
管要求並持續監測監管的發展以避免出現意外狀況。

閱讀標準——我們經常發現企業在未查閱相應標準的狀況下提交產品進行安全評估。很多企業不知道標準現在可在線上免費查閱。

在產品開發早期階段確定必要和建議的測試——很多必要和建議的測試和評估幾乎涵蓋給定家具產品的各個方面，從機械和電氣安全測試到產品環
境性能評估等。在產品開發流程儘早階段確定適用測試和評估，可讓產品設計和材料選擇獲得更優測試結果，並降低需要產品重新設計的意外可能
性。

依據測試要求提高測試效率——深入暸解適用監管要求，並儘早確定必要和建議的產品測試，可讓製造商制定健全的測試和監管核准計畫，從而最大
限度減少重複測試，降低成本並更快上市。

編制使用者指南和安裝說明——對於聘請 UL 進行安全評估的組織，我們遇到的最常見挑戰之一就是未能提供這一必要文件。在流程開始前編制該
資訊，或者針對如何處理該資訊制定明確計畫，以幫助確保您的產品符合要求且滿足時間表。

從相應 UL 列名或 UL 認可零組件開始——在產品設計和採購時，組織通常以最低價格尋找滿足所需美觀要求的零組件或產品。如果僅考慮這個方
面，則可能的問題是零組件並未針對預期用途進行評估，這意味著還需要額外測試才能確認是否合規。此外，當採購這些零組件時，企業既未索要也
未記載適當技術資訊，諸如合格條件 (CofA) 或與如何評估零組件有關的測試報告。沒有這些資訊，您可能會遭遇專案延遲、意外費用增加和潛在違
規。從相應 UL 列名或 UL 認可零組件開始有助於成功按時完成 UL 認證。可在 UL Product iQ® 上透過相關類別控制編號 (CCN) 找到關鍵零組件清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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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設計產品時的安全考量，包括認證零組件的重要性

https://productiq.ul.com/


結果：建議認證計畫以幫助降低與家具產品有關的潛在風險
家具產品具有眾多安全相關風險。您可能面臨消費者投訴、昂貴的客戶服務協調以及聲譽損失（可能是最嚴重的損失）。如果消費者對您的品牌失去信任，則可
能很難挽回。家具製造商應考慮與具有深厚家具產業專業知識且在家具產品必要和建議測試與評估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的獨立第三方進行合作的潛在價值。

按照適用標準成功完成測試，可獲得升級版 UL 認證標誌，除此之外，還能獲得 UL 後續檢驗服務，以便發現可影響產品性能的供應鏈變化情況。此外，可在產
品和宣傳材料上使用升級版標誌。同時，您的產品還將列於我們的免費線上認證目錄 UL Product iQ®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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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全方面
• UL.com/Furniture
• UL Product iQ® 
• myUL®
• myHome
• 為您的產品安全認證做準備
• UL 報告
• UL 後續檢驗服務
• UL 後續檢驗服務開始指南
• 標誌中心
• 標誌和標籤 
• UL Verify
• SPOT
• 家具聚焦電子報
• 全球市場准入
• UL 標準
• 標誌與標籤常見問答 

若要暸解更多與 UL 家具測試服務有關的資訊或想
要與我們的專家溝通，請聯絡我們：

北美：FurnitureNA@ul.com
歐洲：FurnitureEU@ul.com
亞太：asiaenquiry@ul.com

https://www.ul.com/industries/products-and-components/furniture
https://www.ul.com/resources/apps/product-iq
https://my.ul.com/
https://www.ul.com/resources/help/preparing-your-product-safety-certification-evaluation
https://www.ul.com/resources/help/preparing-your-product-safety-certification-evaluation
https://www.ul.com/resources/help/ul-report-and-fus-procedure
https://www.ul.com/sites/g/files/qbfpbp251/files/2021-08/FUStart_English_June2021.pdf
https://www.ul.com/resources/apps/marks-hub
https://marks.ul.com/about/
https://verify.ul.com/
https://spot.ul.com/
https://www.ul.com/news/furnishings-focus-newsletter
https://gma.ul.com/about/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
https://www.ul.com/resources/faq/marking-and-labeling-systems-faqs
mailto:FurnitureNA@ul.com
mailto:FurnitureEU@ul.com
mailto:asiaenquiry@u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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