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具产品安全指南
了解家具电气安全以帮助您应对家具行业的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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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意识到家具行业正在以多种方式快速变化和发展，导致制造商及其
供应链面临多种挑战，UL 已制定家具产品安全指南以帮助您：

• 通过识别常见风险类别，大致了解涉及家具产品的潜在危险，
包括大致了解不同 UL 家具标准及其如何适用于您的产品。

• 了解设计产品时要考虑的合规设计以及安全细节，包括认证 
零部件的重要性。

• 建议通过认证计划以帮助降低与家具产品有关的潜在风险。
• 实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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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远程工作以及在线学习人员的增多，公司、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一变化推动了对带电家具，以及既能够轻松移动又适用于不同环境
的家具的需求，被称为“商住”家具的新型混合家具细分市场也应运而生。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全球范围内的远程工作成为必要，从而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变， 
促使企业、学习机构和员工寻找解决方案，提高在家工作的绩效、支持生产力并确保安全。

为应对这种持续趋势，零售商已增加家具供应，包括满足居家办公需求和户外灵活使用的便利解决方案，同时也在进行创新，以便更有效地在线销售产品。
同样，这些产品的安全性仍然至关重要，除了解决包括电气、机械和易燃性在内的典型风险外，家具制造商和零售商还必须适应消费者通常使用这些家具的 
新环境（从居家办公到户外空间）。

家具中的技术集成 电气化和互连有关的危险和挑战

家具产品安全的两大挑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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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大致了解涉及家具产品的潜在危险并识别常见风险类别



家具产品安全指南4

家具相关常见风险

点击每个类别，了解更多：

家具

住宅/居家办公 商用/住宅商用

户外庭院/ 
户外办公



住宅 | 居家办公家具 
危险
家用家具可能是最广泛的子行业，包括木质和软垫家具、
寝具和床垫、儿童家具以及厨房与浴室橱柜。为了舒适或
美观，家用家具产品中通常会包含纺织品和其他家具装饰
材料。此外，油漆、清漆、涂料和其他饰面通常会用于家具
表面以改善外观和耐久性。在产品组合中，这些家具产品
中的电气装置持续增加。这可能包括有线和无线充电、电
线和照明相关配件，移动或驱动配件，从而更易于消费者
和智能应用进行操作或调整。

家用家具产品的危险包括但不限于稳定性、触电、因未达
到预期的性能和可预见性误用导致的受伤，以及易燃性。
在住宅环境中，儿童很可能不了解移动家具的潜在危险。
他们可能会无人看管并玩耍家具，从而导致潜在的倾翻危
险或其他风险。因此，产品必须没有机械风险，例如卡夹、
剪切或突出部件或手可触碰式电气插座造成的触电危险。

UL 安全要求
UL 962，家用和商用家具标准

UL 962 是主要的北美家用和商用家具标准，证明产品符合电气、易燃性和人身伤害
安全要求。大多数北美经销商或集成商会要求产品获得 UL 第三方认证，以最大 
限度降低其进口不合格产品的风险并提高监管机构的接受率。

UL 962 适用于额定电压 600 V AC 或以下的马达驱动家具和床榻、电动和非电动 
家具、住宅和办公家具和内置浴室橱柜。

其他安全方面
• 易燃性：家具产品通常由可燃的材料制成，如木材和家具装饰材料、胶粘剂、油

漆和清漆。因此，家具可能是室内火灾的主要起火点或燃料源。出于这个原因，
很多司法管辖区要求对纺织品和软体家具进行易燃性测试。易燃性测试通过评
估材料的耐热性或阻燃性及其燃烧和放热特性，评估材料用于家具产品的适用
性。

• 化学成分及化学物质排放：在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CPSIA) 禁止或严
格限制在儿童产品中使用某些化学品。在加利福尼亚州，制造商必须根据该州
的《安全饮用水和有毒物质执行法案》（也称为 65 号提案）标明可能含有有毒
物质且超过可接受暴露等级的产品。

• 化学物质排放测试：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具产品中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
例如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和甲醛。由于这些排放可导致室内空气质量
变差，因此进行化学物质排放测试或评估可能是获得环保产品认证（例如 UL 
GREENGUARD）的条件。

家具产品安全指南5



商用 | 住宅商用家具 
危险
商用家具产品设计为可满足不同商用环境中的持续使用、
移动和其他需求，包括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办公室等环
境。当今，随着“住宅商用”概念的形成，商用家具也逐渐
进入住宅市场。 如今，人们对内置便携的办公家具和会议
空间需求持续增加，同时，需要这些家具能改善可用性和
舒适性并且支持电子设备。

虽然儿童不太可能出现在商用环境中，但相比住宅环境，商
用产品的使用量要大得多。工作场所中的家用沙发、扶手
椅或桌子必须具有耐久性，但多数住宅家具并非为高人流
和使用量而设计。由于商业空间需要更高灵活性，因此很
多制造商致力于提供具有商用质量的住宅风格家具系列，
包括耐用面料，因为家具装饰材料往往最先磨损。

最后，在北美，一些规范监管机构要求国家认可测试实验
室 (NRTL) 评估办公亭产品。一些市政当局还可能要求家
具超过国家规范标准。此外，办公设备还受美国职业安全
与健康管理局 (OSHA) 要求安全工作环境的命令管辖。

除符合监管要求和市场需求，关注安全性还可帮助制造商
和零售商建立客户信心，同时降低产品召回、销售损失、 
罚金和品牌声誉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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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安全要求
UL 962，家用和商用家具标准
UL 1286，办公家具标准
UL 2999，个人商用办公家具标准

UL 962 UL 1286 UL 2999
1996 年发布，2001 年更新 1984 年发布，2018 年更新 2020 年 5 月发布
涵盖书柜、古玩柜、书桌、桌椅、 
配电设备和床榻

涵盖隔板（小间）系统以及其上安装的附件，
例如工作表面、储物箱和电气系统

涵盖所有类型的单独商用线下家具

根据产品类型，UL 962 中的机械 
要求是本标准所独有的内容

2009 年，UL 1286 标准技术小组 (STP) 增加 
了单独办公家具的机械测试要求

UL 2999 中的机械测试参考行业接受的美国 
办公家具协会(BIFMA)相关产品的标准

适用于部分住宅家具及部分商用 
家具，不包括单独办公家具

适用于商用办公家具系统 仅适用于单独商用办公家具产品

考虑要点
UL 2999 包含一些高于 UL 962 和 UL 1286 要求的新要求。为帮助您更好地为过渡
到新标准做准备，下面概述了可能需要额外测试、信息或评估的最常见领域。

类别 详细信息
用户指南/安装说明
书/标识

这是安全评估中最常出现不符合问题的领域。标准里明确指出，制造商为满足用户指南和说明的要求
需要采取的行动。

电气外壳所需的塑
料等级

由于塑料是在产品开发设计时进行选择的，因此必须针对预期使用场合认真考虑具体塑料要求。

易燃性要求 超过 10 平方英尺的任何可燃零部件都要进行易燃性测试。该测试目的是帮助确保家具不会加剧或加速
建筑火灾。该测试是测量与可燃材料有关的火焰蔓延指数和烟密度指数。该测试在组合材料（芯材、 
胶粘剂、层压板等）上进行，因此需要注意，产品结构发生任何变化都需要进行重新测试。

堵转测试和安全挑战 对于电动产品，堵转测试用于模拟用户试图启动产品，但有物体阻碍产品起动的状况。在很多状况下，
零部件的制造商可能依赖于软件或电子器件作为保护产品之手段。如果使用软件或电子器件进行保护，
则 UL 2999 要求评估该软件或电子器件作为功能安全回路的可靠性。

零部件 认可零部件如果没有在终端产品内一并进行过评估，其并不能被认为全面评估。虽然某些零部件可能
已按照独自标准进行评估，但不太可能已经作为家具的一部分进行评估。认可零部件未作为终端产品
的一部分进行测试。

人体伤害点 高度可调的桌子和其他电动家具可能具有人体伤害区域。尽管 UL 2999 在产品符合其他要求时允许存
在这些区域，但必须要考虑可能使用的所有附件，例如遮脚板或挡板，帮助确保已确定受伤点的所有
可能风险。

配件 为帮助确保整套家具装置符合标准要求，所有附件必须随家具一起进行评估。测试中甚至应包含可能不会
影响测试的附件，以帮助确保其不会给产品的安全性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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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 | 住宅商用家具 

其他安全方面 
• 易燃性：由于住宅家具在商业环境中的使用增加，因此家具装饰材料、

胶粘剂、油漆和清漆的易燃性问题也变得重要。因此，需要考虑进行额
外测试评估这些材料。易燃性测试通过评估材料的耐热性或阻燃性及
其燃烧和放热特性，评估材料用于家具产品的适用性。

• 化学成分及化学物质排放：世界上的很多司法管辖区严格监管家
具中的化学物质使用和家具产品的化学物质排放控制。欧盟 (EU) 
第 1907/2006 号条例 (EC)，也称为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及限制 
(REACH) 条例，适用于在欧盟制造、进口或出售的多数化学品和含有化
学品的产品。在美国，《消费产品安全改进法案》(CPSIA) 禁止或严格
限制在儿童用品中使用某些化学品。 

在加利福尼亚州，制造商必须根据该州的《安全饮用水和有毒物质执
行法案》（也称为 65 号提案）标明可能含有有毒物质且超过可接受 
暴露等级的产品。

• 化学物质排放测试：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具产品中会释放出一些化学
物质，例如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和甲醛。由于这些排放可导致
室内空气质量变差，因此进行化学物质排放测试或评估可能是获得 
环保产品认证的条件或是采购要求。

经过环境永续性评估或经过 UL GREENGUARD 认证的家具可为包括 
LEED 评级系统在内的许多绿色建筑认证计划增加分数。



户外庭院家具 | 户外办公
家具
危险
传统上，对于使用户外家具产品的消费者而言，风险
包括各种各样的伤害，如跌倒、夹伤、撕裂伤和更严重
的手指截肢。

随着人们不断寻求可安全社交的新环境，户外工作空
间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从而导致户外家具使用增加。
这也提高了移动家具的需求，即可轻松移动且适应不
同用途和环境的家具。然而，由于人们在户外空间使用
室内家具，或在室内空间使用户外家具，因此可能会
遇到新增风险，例如由于在水边使用计算机和电气 
装置而产生的电气危险。

UL 安全要求
UL 4041，户外家具安全标准

UL 4041 旨在评估庭院家具在正常使用或可合理预见的误用时可能导致失效或 
伤害的各个方面。该计划评估：

• 机械相关安全问题，包括零部件质量和完整性，以降低断裂或失效的风险，还
有装置的结构强度，例如承重或荷载分布不均匀。机械安全评估还确定可能 
导致受伤的锐边、夹点或其他危险。

• 通过测试评估性能问题，旨在防止产品在可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下发生故障。
这包括广泛的耐久性测试，以增强用户对产品使用寿命的信心。

• 针对不同家具种类及其零部件的测试要求。UL4041涵盖的适用产品包括桌椅、
双人沙发、躺椅、长椅和吊椅.

• 获得认证说明产品和零部件是经过评估的，同时针对产品会有季度飞行检查，
验证带有 UL 标志的产品没有发生未经批准的设计变更或成本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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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家具产品种类繁多，监管程序复杂且有时还会相互冲突，因此可以想象，制造商可能会对如何协调家具产品的认证流程感到困惑。 
UL 专家与客户合作，提出可能有帮助的最佳做法建议。

了解监管要求和市场需求——家具产品要符合各种监管要求，而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监管要求并不相同。由于家具产品种类繁多，且适用要求对各个
产品进行分类的方式不同，因此监管环境日益复杂。家具制造商必须全面了解其所有目标市场所属司法管辖区对其产品的具体法规要求，并持续关
注法规变化，避免出现意外状况。

阅读标准——我们经常发现企业在未查阅相应标准的状况下提交产品进行认证。很多企业不知道标准现在可以免费在线查阅。

在产品开发早期阶段确定必要和建议的测试——很多必要和建议的测试和评估几乎涵盖给定家具产品的各个方面，从机械和电气安全测试到产品
环境性能评估等。在产品开发流程尽早阶段确定适用测试和评估，可让产品设计和材料选择获得更优测试结果，并降低需要产品重新设计的意外
可能性。

依据要求提高测试效率——深入了解适用监管要求，并尽早确定必要和建议的产品测试，可让制造商制定健全的测试和监管批准计划，从而最大 
限度减少重复测试，降低成本并更快上市。

编制用户指南和安装说明书——对于聘请 UL 进行安全评估的组织，我们遇到的最常见挑战之一就是未能提供这一必要文件。在流程开始前编制 
该信息，或者针对如何处理该信息制定明确计划，以帮助确保您的产品符合要求且满足时间表。

从相应 UL 列名或 UL 认可零部件开始——从产品设计和采购开始，企业通常以最低价格寻找满足所需美观要求的零部件或产品。如果仅考虑这个
方面，则可能的问题是零部件并未针对预期用途进行评估，这意味着还需要额外测试才能确认是否合规。此外，当采购这些零部件时，企业既未索
要也未记载相应的技术信息，诸如合格条件 (CofA) 或与零部件评估方式相关的测试报告。没有这些信息，您可能会遭遇项目延迟、意外费用增加和
潜在违规。从相应 UL 列名或 UL 认可零部件开始有助于成功按时完成 UL 认证。可在 UL Product iQ® 上通过相关类别控制编号 (CCN) 找到关键 
零部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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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设计产品时的安全考虑，包括认证零部件的重要性

https://productiq.ul.com/
https://productiq.ul.com/


结果：帮助降低家具产品相关潜在风险的认证计划
家具产品有很多种相关风险。您可能面临消费者投诉、昂贵的客户协调服务以及声誉损失（可能是最持久的损失）。如果消费者对您的品牌失去信任， 
则可能很难挽回。家具制造商应考虑与具有深厚家具行业专业知识且在家具产品必要和建议测试与评估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独立第三方进行合作的潜在价值。

按照适用标准成功完成测试，可获得 UL 升级版认证标志，除此之外，还能获得后续检验服务，以便发现可影响产品性能的供应链变化情况。此外，可在产品和
宣传材料上使用升级版认证标志。同时，您的产品还将列于我们的免费在线认证目录 UL Product iQ®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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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全方面
• UL.com/Furniture
• UL Product iQ® 
• myUL®
• myHome
• 为您的产品安全认证做准备
• UL 报告
• UL 跟踪检验服务
• UL 跟踪检验服务入门指南
• 标志中心
• 标志和标签 
• UL 验证
• SPOT
• 家具聚焦时事通讯
• 全球市场准入
• UL 标准
• 标志和标签常见问题 

若要了解更多与 UL 家具测试服务有关的信息或 
想要与我们的专家沟通，请联络我们：

北美：FurnitureNA@ul.com
欧洲：FurnitureEU@ul.com
亚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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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