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消费者采用新技术 

https://www.ul.com/


锂离子电池是目前最常用的电池技术，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 
产品类别中。了解如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将风险降至最低。

在过去 30 年，消费类电子产品变得愈加复杂，且无处不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兴起的原因之一
是便携式电源的发展，比如 1991 年问世的锂离子电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锂离子电池的物理尺寸减小了，同时性能愈发强大。因此，面向消费市场
的最新产品的功能和连通性不断改进，可以集成更小的锂电池和电子电路。

让我们探索这种多功能技术如何为消费者带来变革，以及锂离子电池将如何继续影响日常
生活。

便携性和多功能性 — 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消费类电子产品。从电动自
行车到平板电脑，从健康导向型可穿戴设备到电子烟，这些以电池为驱动力的设备
在世界各地用户的口袋、背包和钱包中随处可见。根据使用情况，快速充电可能会
让设备在几小时、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内不需要通电。

锂离子电池性能的进步使其更广泛地应用于更重要的设备中，例如住宅太阳能系
统，甚至飞机。甚至传统产品的功能也更加丰富，包括带有自动传感器的消费类和
商业机器人，其作用是检测人体运动和互动，带有机载地理围栏的电动割草机，或
者为好奇的宠物设计的互动玩具。

更卓越的性能 — 电池设计的进步有助于克服限制并提高可靠性。如今的锂离子 
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能够以更小的体积提供更多的电量。

可持续性 — 针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发现，我们需要采取直接行动，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在能源选择方面，锂离子电池功率的增加不仅使脱离电网成为可能，而且
实用且经济实惠。在许多地区，面积与一个屋顶相当的太阳能电池板，搭配轻质可
堆叠的锂离子电池，就可以为单户住宅提供电力。

 此外，在许多较新的锂离子化学配方中，钴的使用正逐渐减少。钴经常被认为是一
种冲突矿物，目前科学家正在进行新的尝试，以更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获取
钴，并在最新的电池化学配方中减少对钴的依赖。

城市规划者、交通倡导者和消费者都对交通如何提高可持续性越来越感兴趣，包括个人移
动解决方案、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以及更强大的公共交通解决方案。根据《铁路时代》
报道，所有这些交通方式都可以通过锂离子动力来支持，例如德国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计
划推出锂离子动力电动火车。《研究与市场》的数据显示，Deloitte 预估，截至 2023 年，电
动自行车的使用量将超过 3 亿辆；截至 2028 年，电动滑板车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 将
达到 7.6%。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insights/us/articles/722835_tmt-predictions-2020/DI_TMT-Prediction-2020.pdf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en/news-release/2021/08/12/2279478/28124/en/Global-34-7-Billion-Electric-Scooters-Markets-to-2028.html


2020 年，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为 500 
亿美元。截至 2025 年，该市场预计将
达到 1,000 亿美元。
来源：2020 年 5 月，《市场研究报告》

绿色事实
消费者愿意为有益于环境可持续性的
产品支付更多费用。以下按不同世代
进行了划分：

来源：绿色足迹、皮尤研究中心 

锂离子技术推动的新兴消费趋势 
适用于日常家庭或工作用途

娱乐和工作
虚拟工作/学校技术、家庭/办公
设备、游戏、增强现实 (AR)、 
虚拟现实 (VR)、混合现实 (MR)

健康和保健
健身追踪器、助听器、牙刷、 
智能服装/可穿戴设备、 
个人美容设备、蓝牙®耳机 

家居与园艺
服务机器人、机器人割草机/ 
吸尘器、业余爱好无人机、 
安全系统

微出行
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 
悬浮滑板

婴儿潮一代（1946 年至 1964 年）

X 世代（1965 年至 1980 年）

千禧一代（1981 年至 1996 年） 

Z 世代（1997 年至今） 

57%

64%

75%

63%
主动解决消费者的担忧

由于搭载锂离子电池的产品日益普及，制造商必须确保其电池驱动产品能够 
满足当今消费者对性能的高度期望，更重要的是，对安全性的期望。

2020 年 7 月，《消费者报告》进行了一项研究，表明制造商未能满足如今买家
对安全性的期望：

• 96% 的美国消费者认为他们购买的产品需要遵守强制性安全标准。 
真实数字？ 在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 (CPSC) 监管的 15,000 种产品中， 
只有 70 种（不足 1%）必须符合强制性安全标准。

• 97% 的美国消费者期望制造商在产品进入市场之前对其进行测试。

 96% 

理想 现实

产品测试

的美国人认为他们购买
的家居用品必须符合 
安全标准。

CPSC 监管的 

不足 1%  
的产品类别必须符合 
强制性安全标准。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0/05/04/2026556/0/en/Lithium-ion-power-battery-market-size-to-exceed-51-3-billion-by-2020-end.html
https://www.convenience.org/Media/Daily/2021/Mar/23/6-GreenPrint-Survey-Finds-Consumers-Eco_Research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2/12/boomers-silents-still-have-most-seats-in-congress-though-number-of-millennials-gen-xers-is-up-slightly/)


自 2012 年以来，CPSC 在 2020 年报告了超过 
2.5 万起涉及锂离子电池驱动产品的事故。为
保护公众免受伤害风险，CPSC 发起了 70 多
次产品召回，涉及超过 700 万件电池品类和
终端产品。

来源：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高能量密度电池项目
最新进展报告”。
2020 年 3 月 31 日。

• 安全性 — 因涉及火灾或爆炸而导致产品召回的事故，关注度高，可能会在一些
消费者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使消费者在购买电池驱动产品时犹豫不决。然而， 
消费者仍想要体积更小、价格更低、功能更强大的电池。

• 热失控通常是这些问题背后的罪魁祸首。这种反应是由电池内部不受控制的过
热引起的，必须通过产品设计、电子电路、关键安全软件和清洁制造进行仔细管
理。制造商应进一步履行品牌承诺，通过独立、公正的第三方评估、检测和认证，
保护消费者免受已知锂离子的危害。

• 与过往相比，这些产品包含更多的锂离子电源，并且正在涌向不需要第三方认证
的市场。仓促开发和缺乏监督会直接导致产品故障、火灾甚至伤害。

• 产品生命周期 — 我们清楚消费者关注可持续性。锂离子电池的特点是可持续性，
因为这些产品可以充电数百次或数千次，且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但目前市场上
鲜有回收计划。美国能源部估计，只有不足 5% 的锂离子电池被回收。锂和其他
组成成分（如钴）的采购方法和原产国可能会导致其他消费者问题。

• 制造商必须谨慎，切勿对其产品的可持续性作出错误声明。未经证实的声明可能
会疏远或激怒消费者并损害品牌信誉，而真实的声明可以增强消费者的认知，并
教育消费者。

“在消费者应用方面，锂离子
电池引起的事故在过去 10 年
中逐年增加。家用电器、消费
类电子产品、医疗设备、电动
汽车和许多其他令人惊讶的应
用中大量使用锂电池，这引起
了人们对公共安全的关注。 
UL 认为，对公众而言，最简单
和最好的保障措施之一是要
求第三方认证其产品符合适用
的产品安全标准。产品安全标
准由专家集体制定，旨在改善
公共安全，也是我们的一大利
器，助力确保锂离子电池驱动
产品的安全。” 

UL 消费者与医疗技术部首席
工程总监 Crystal Vanderpan

https://www.cpsc.gov/s3fs-public/High Energy Density Batteries_Status Memo_FY20_1-6bCleared-04012020.pdf?Qj4t_otWKfBZYLpvu4l6sUvx9ZJfFc4f
https://www.cpsc.gov/s3fs-public/High Energy Density Batteries_Status Memo_FY20_1-6bCleared-04012020.pdf?Qj4t_otWKfBZYLpvu4l6sUvx9ZJfFc4f
https://www.energy.gov/sites/prod/files/2019/07/f64/112306-battery-recycling-brochure-June-2019 2-web150.pdf


UL 可以根据主要的国际、国家和地区标准以及认证计划
评估电池产品，例如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充电器和适
配器以及电池供电的最终产品，其中这些标准和认证 
计划包括如下：

• UL 810A，电化学电容器标准
• UL 1642，锂离子电池标准 
• UL 1973，固定式、汽车辅助电力与轻型电力轨道 

(LER) 应用的电池安全标准
• UL 2054，家用和商用电池标准 
• UL 2580，电动车用电池标准
• UL 2271，轻型电动车 (LEV) 应用件用电池标准
• IATA/UN DOT/UN 38.3 T1-5、T6、T8 或 IEC/EN 

62281，锂电池和电池组
• IEC/EN/UL 60086-1/-2，原电池安全标准
• IEC/EN/UL 60086-4，原电池安全标准 — 第 4 部分：

锂电池安全性 
• IEC/EN 60086-5，原水电解质电池
• IEC/EN/UL 62133-1:2017，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

解质的二次蓄电池和电池标准，便携式密封性二次
蓄电池及其制成的蓄电池组及便携式应用使用的 
蓄电池安全要求 — 第 1 部分：镍电池 

• IEC/EN/UL 62133-2:2017，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
解质的二次蓄电池和电池标准，便携式密封性二次
蓄电池及其制成的蓄电池组及便携式应用使用的 
蓄电池安全要求 — 第 2 部分：锂系统 

• IEC/EN/UL 62368-1，音频/视频、信息和通信技术
设备标准 — 第 1 部分：安全要求 

• IEC/EN 62619，用于固定存储的锂离子电池、模块和
电池组的安全要求

• IEC/EN 62620，用于固定存储的锂离子电池、模块
和电池组的性能要求

• IEEE1625/1725、CTIA
• BMSI、CNS 15364 99/102 台湾
• JIS C 8715-2，固定式 — 日本
• GB31241-2014，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电池的中国 

CQC 标志

专为电池和电池驱动产品制造商设计的综合
电池安全计划

随着便携式电子设备的普及，电池和电池驱动产品的效率、可靠
性和安全性变得更加重要。UL 提供广泛的服务，旨在让制造商
安心，让买家和消费者增加对其产品的信心。

电池安全测试和认证
UL 提供了许多对电池驱动产品的安全至关重要的相关服务。 
我们从材料入手，可以根据 UL 2591《电池隔板调查大纲》 
评估锂离子电池隔板。

对于支持蜂窝技术的产品，UL 是 CTIA 授权的电池安全测试实
验室，为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了一种灵活且经济高效的方式来
获得行业认可。CTIA 认证表明移动电池产品符合 IEEE 1725 
（蜂窝电话可充电电池）或 IEEE 1625（便携式计算可充电电池）
标准。

内部 EMC 兼容性 
UL 还提供电磁兼容性 (EMC) 服务，提供定制套餐，
优化测试能力。这使制造商能够尽早发现和解决 
EMC 问题。

坚持可持续性
UL 的《环境声明验证》(ECV) 增加了制造商其环境
可持续性声明的可信度，如电池回收计划。UL 提供
可公开访问的可持续产品数据库 UL SPOT，其中 
列出了经验证的产品。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18966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1642_6_S_20200929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1973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1973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2054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2580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2271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29547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29547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641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641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641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641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642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642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642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642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583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UniqueKey=36583


为什么选择 UL？

在 UL，我们始终关注技术将如何影响产品安全，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并与消费者权益倡导机构、行业协会和用户团体密切 
合作，制定旨在识别和降低风险的标准。

我们为制造商提供全面的电池安全计划，帮助降低出现安全问题的可能性：

公认的专业知识 — UL 在电池评估和测试方面拥有 40 多年的经验。通过证明符合适用标准，数以千计的产品获得了 
UL 认证，这是品牌声誉和公众信任的关键驱动因素。

供应商优选 — 成功往往取决于参与项目的合作伙伴的能力。UL 赛百库® 和 UL Product iQ® 数据库帮助制造商根据 
属性、应用领域、安全数据、性能特征等等，识别符合其需求的供应商。

安全的系统方法 — 我们采用系统方法来分析安全性，并分析消费者依赖的辅助产品，如替换电池和充电器。

故障分析和审计 — 当我们使用模拟、物理测试和故障树分析等方法将产品推向极限并识别漏洞时，一些关于产品安全
的最佳可获信息就会出现。

继续教育 — 我们为整个锂离子电池价值链的研发、合规、工厂、组装、维护、运输和运输工人提供自定进度的培训，并
提供内容丰富的网络研讨会，帮助引导监管领域。

为我们现代世界提供动力的设备需要一套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健康、财产和数据的整体安全方法。在 UL，我们帮助 
制造商识别可能影响产品安全、上市时间和品牌声誉的风险。

从 UL 的电池安全测试和认证计划开始吧。若要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UL.com/batt 或联系我们，网址为： 
UL.com/contact-us

依赖标志认证 

消费者应该相信其选择的产品安全无虞，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消费者寻求第三方测试和认证的原因，例如 UL 标志。我们还制定了专门的
列名和分类标志，传达对消费产品和电池的特殊意义。

零售商也重视 UL 品牌，根据最近的美国价值链研究，66% 的美国零售商表示更喜欢 UL 标志
而不是其他测试、检验和认证 (TIC) 标志。

https://www.ul.com/services/battery-safety-testing
https://www.ul.com/contact-us/


UL 和 UL 标识是 UL LLC 的商标，版权所有 © 2022。

UL.com 

CS675429 - 0422

https://www.ul.com/
https://www.u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