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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請注意，以下是適用於本產品類型的法規要求的子集，僅供參考，不具有法律意見
之目的。具有特殊特性或屬性的產品可能有額外的法規要求。作為提醒，您應當負
責確保您的產品符合所有適用的法律和安全標準（不論亞馬遜是否要求審查任何特
定的文件）。亞馬遜有權單獨要求審查更多的信息或文件。亞馬遜與您之間不存在
律師與委託人的權利關係。您應當聯繫您的律師以就任何問題獲得幫助。
您可以點擊這裡聯繫 12 家品質合規解決方案提供商。

電子產品北美市場准入
進入北美市場，我們需要準備什麼呢？安規認證（Safety）能效（Energy efficiency）電磁兼
容（EMC）以及行業協會要求。

安規認證（Safety）
安規認證其實包含了產品安全認證，電磁兼容 EMC 認證，環保認證，能源認證等等各方
面· 是基於保護使用者和環境安全和質量的一種產品認證·

能效（Energy efficiency）

電磁兼容（EMC）

效能 簡介

國家 安規 簡介

美國 UL (Underwrites Laboratories Inc.)UL 安全實驗所是美國最具權威的，也

是世界上最大的從事安全試驗和鑑定的專業機構。

FCC FCC 全稱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制訂法規的目的是減少電磁干擾，管理和控制無線

電頻率範圍，保護電信網絡、電器產品的正常工作。

加拿大 CSA 加拿大標準協會（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的簡稱是 CSA它

成立於 1919 年，是加拿大首家專為製定工業標準的非盈利性機構。在

北美市場上銷售的電子、電器等產品都需要取得安全方面的認證。目

前 CSA 是加拿大最大的安全認證機構，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安全認證

機構之一

國家 效能 簡介

美國 DOE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針對美國的能效要求

CEC CEC 認證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能源委員會（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於 2005 年 12 月 30 日依法實施的電器能效法規

（Appliance Efficiency Regulation ）。該法規實施的目的是為了提

高用電產品的效率，節約能源，減少氣體排放和溫室效應。

https://services.amazon.com/solution-providers/?localeSelection=zh_CN&ref=as_cn_ags_hnav_sp_SPN&ld=ASGSAGSDirect#/search/US/complianc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8%AE%A4%E8%AF%81


EMC 電磁兼容性是指設備或系統的功能，在其電磁環境中完美運作而不會

給環境中其他物體帶來無法容忍的電磁干擾。 EMC 測試是一系列的

測試，以確保產品的電磁兼容性。

電池兼容豁免和不可豁免產品

例舉：

可以豁免產品

不可豁免

法規要求
美容美髮護理器具

產品信息 描述或使用範圍 站點 標準及要求

家用個人美容護理產
品

美國 ANSI/UL 859

商用個人美容護理產
品

美國 UL1727

加拿大 CSA-C22.2 No. 36, "Hairdressing

Equipment."

電動吹風機 美國 ANSI/UL 73, " Motor-Operated 
Appliances



家用和商用電動吹風
機

加拿大 CAN/CSA-C22.2 No. 68, 

"Motor- Operated 

Appliances 

電子產品歐盟市場准入
環保 RoHS/WEEE; CE (強制認證)；GS 等

產品信息 描述或使用範圍 站點 標準及要求

電熱器 美國 ANSI/UL 499, "Electric Heating

Appliances

加拿大 ANSI/UL 499, "Electric Heating

Appliances

水族燈 美國 UL   1018,  "Electric Aquarium

Equipment."

加拿大 CSA-C22.2 No. 250.4, "Portable
Luminaires“

水泵 美國 ANSI/UL 778, "Motor-Operated

Water Pumps."

加拿大 ANSI/UL 778, "Motor-Operated

Water Pumps."

產品信息 描述或使用範圍 站點 標準及要求

電池 北美 電芯 UL1642

電動汽車電池：UL2580

鋰電池，適用於家用和商用
UL2056

鋰電池，鉛酸電池，鎳鎘電
池……UL62133

國家 安規 簡介

歐盟 CE 歐盟 CE 指令。 CONFORMITE EUROPEENNE 在歐洲經濟區（歐洲聯盟、歐洲

自由貿易協會成員國，瑞士除外）市場上銷售的商品中，CE 標誌的使用越來

越多，加貼CE 標誌的商品表示其符合安全、衛生、環保和消費者保護等一系

列歐洲指令所要表達的要求。

寵物器具

電池



指令名稱（英文/中文）

Low Voltage Electrical Products 低電壓指令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電磁相容指令

Machines 機械指令

EuP 能耗產品指令

RoHS 限用物質指令

Red 無線設備指令

Gas Appliances 燃氣指令

SPVD 簡單壓力容器指令

Toys 玩具指令

WEEE 廢舊電子電氣設備指令

主要指令編號

2014/35/EU

2014/30/EU

2006/42/EC

2009/125/EC

2011/65/EU

2014/53/EU

2009/142/EC

2014/29/EU

2009/48/EC

2012/19/EU

GS GS 的含義是德語"Geprufte Sicherheit"（安全性已認證），也有"Germany

Safety"（德國安全）的意思。GS 認證以德國產品安全法（GPGS）為依據，
按照歐盟統一標準 EN 或德國工業標準 DIN 進行檢測的一種自願性認證，是
歐洲市場公認的德國安全認證標誌。

需要 CE 認證的產品

例舉如下，具體法令需參照當地法規要求，請諮詢您的律師或者第三方檢驗機構。

顯示設備

監視器 筆記本電腦 台式個人電腦 數碼相框 電子書

投影儀 電視機 雙耳式耳機 單耳式耳機 作為零部件的激光器



信息通信與技術

家電產品/家用電器

ZigBee相關設備 藍牙相關設備

手機及相關設備 無線充電設備Qi認證 Wi-Fi相關設備



個人護理

洗碗機 烤箱 吐司機

製冰機 微波爐 食品保溫櫃

口腔衛生電器 皮膚和頭髮護理

剃鬚刀 剪髮器



室內家用電器

鋰電池供電產品

鋰電池/電推剪/電吹風/噴泉
泵
產品信息 描述或使用範圍 站點 標準及要求

鋰電池 歐盟 鋰電池安全測試要求
IEC/EN UN38.3（UN38.3是《
聯合國危
險物品運輸試驗和標準手冊》第
3 部份 38.3 款，簡稱 UN38.3。

電熨斗 泵 洗衣機

加濕機 噴霧器 風扇



電推剪 歐盟 LVD 指令（電源需要通過 EN

61558 的測試，電推剪需要通
過 EN 60335-2-8 的測試）
以及 EMC 指令
鋰電池相關的要求 RoHS 限用物
質指令
WEEE 廢舊電子電氣設備指令

電吹風 歐盟 LVD 指令（電吹風需要通過 EN

60335-2-23 的測試） EMC 指令
RoHS 限用物質指令
WEEE 廢舊電子電氣設備指令

噴泉泵 歐盟 LVD 指令（噴泉泵需要通過 EN

60335-2-41 的測試） EMC 指令
RoHS 限用物質指令
WEEE 廢舊電子電氣設備指令

Shower-and-Bath-Supplies

電吹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