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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华通威 A2LA扩项成功

2017 年 6 月 7 日，华通威已成功通过 A2LA 扩项申请，FCC 授权范围已涵盖常见的电子电器产品！

在 2017 年 3 月 23 日，美国正式授权 A2LA 及 NVLAP 为 FCC 指定认可机构。

华通威实验室早在 2005 年已获得 A2LA 资质，并定期接受美国 A2LA 的评审，得到了绝对肯定与高度评价。2017 年 5 月，

我公司正式向 A2LA 提出扩项申请，并于 2017 年 6 月 7 日正式通过。华通威的检测实力进一步得到承认，FCC 认证范围涵盖以

下所有的电子电器产品：

1. 普通电子电器产品：FCC Part 15,Supart B

2. 工业、科学、医疗设备、灯具： FCC Part 18

3. 短距离无线产品 ： FCC Part 15,Supart C

4. 消费类移动通讯产品： FCC Part 22/24/25/27

5. 陆地对讲通讯产品： FCC Part 22/90/95/97/101

6. 海事对讲通讯产品： FCC Part 80/87

华通威作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CCIC）下属综合性实验室，现已获得 A2LA 扩项申请认可，我司具有丰富的测试和认证经验，

拥有专业的标准检测设备，可满足客户的检测需求，我们将为您提供专业、周到的服务。欢迎您来华通威咨询及认证！

华通威 新闻



尊敬的 先生/女士

随着短距离无线产品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厂商嗅到了商机，纷纷涉足无线行业，如何做好品质管控，了解和掌握各国（或

地区）无线法规要求和变化成为广大厂商的迫切需求。例如近期欧盟 RED 新指令的实施，美国 FCC 新政策安排，均对我国无

线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深圳华通威国际检验有限公司联合深圳市公平贸易促进署举办此次研讨会，将从各个方面详细讲解各国无线产品的法规和

要求，助力企业顺利通过认证，从而迅速抢占国际市场。

深圳华通威国际检验有限公司，具有近 20 年国际检测认证经验，将紧随行业需求，为广大厂商提供 新、 快、 优的无

线产品检测认证服务。

喜讯：我司顺利通过 A2LA 扩项评审，持续为您提供 FCC 检测认证服务（点击此处了解更多）

深圳华通威国际检验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时间 会议主题

13:40‐14:00 SRD 常见技术规格

14:00‐14:30 SRD 常见技术应用

14:30‐15:00 测试样机要求

15:00‐15:15 茶歇

15:15‐15:45 产品技术资料要求

15:45‐16:15 常见国家认证要求

16:15‐16:45 答疑环节

华通威 新闻

研讨会流程：1

讲师介绍：2

华通威 RF 技术负责人，从事 RF 检测认证多年，经验丰富，熟悉 2G/3G/4G 通信技术、手机、平板电脑、短距

离遥控产品、蓝牙、WiFi 等多种无线产品，熟悉欧盟、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射频产品法

规要求。

 胡志强



文/华通威 纺织产品线 张家周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网络买买买，可谓方便多多，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没

有直接查看产品，怎么确保产品安全以及质量好坏？一方面需要商家本身自觉销售合格产品，另一方面需要消费者监督和市场

监管，更重要的是电商平台本身的管控，如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都有明确的产品品控要求，以保障产品质量。

对纺织产品，淘宝网主要考核标识标志、成分含量以及 GB 18401 中各项目是否符合，其中 GB 18401 项目又以甲醛、偶氮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为主要考核项目。

下面是淘宝网抽检流程及规则：

国内淘宝篇

——纺织品质系列

电商要求之淘宝：

前言：

 淘宝规则：

专题



分类 检验项目

一般违规：删除

商品+扣 2 分（A

类）

一般违规：

删除商品+

每次扣 3 分

（A 类）

一般违规：

删除商品+

每次扣 6 分

（A 类）

严重违规：删除商品+每次扣

6 分、再次及以上扣 12 分，

特定类目每次扣 12 分（B 类）

严重违规：删除

商品+扣 12 分

（B 类）

标识标志不合格 描述不符 描述不符 假冒材质成份 特定商品不合格

男女装、内衣（含

户外服装 ）

1. 标识标志 标识标志不合格 /

2.游离甲醛

/

/ / / 任意一项不合格3.甲醛

4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5.特殊纤维含量/材质（高价值或消

费者关注度高的纤维/材质，如羊毛、

羊绒、丝、天然皮革、皮草、纯棉等）

标称值与实

测值差值超

过国标允差

范围且未超

过 30%

标称值与实

测值差值超

过 30% 且

不足 100%

完全不符

（包括羽绒服含绒量为 0）
/

6.普通纤维含量/材质（除特殊以外

的纤维材质）

/

任意一项不

合格（除完

全不符外）

完全不符

/
7.异味

8.pH 值

其他物理项目及功能性项目等

服饰配件类：包括

腰带、背带、帽子、

围巾、口罩、手套、

耳套、脚套、领带、

领结、丝巾、披肩、

手帕、假领、运动

袜、头巾、遮耳、

围脖等

1.标识标志 标识标志不合格 /

2.特殊纤维含量/材质（高价值或消

费者关注度高的纤维/材质，如羊毛、

羊绒、丝、天然皮革、皮草、纯棉等）

/

标称值与实

测值差值超

过国标允差

范围且未超

过 30%

标称值与实

测值差值超

过 30% 且

不足 100%

完全不符

（包括羽绒服含绒量为 0）

/3.普通纤维含量/材质（除特殊以外

的纤维材质）

/

任意一项不

合格（除完

全不符外）

完全不符

其他外观、规格或物理性能等

聚划算要求需要参与质检的商品分两类：

1. 按材质：商品中包含高危材质的，需要提供材质的质检报告。目前聚划算所定义的高危材质主要分为商品中描述含有

真丝、桑蚕丝、羽绒制品、羊绒羊毛制品、全棉（100%棉）、真皮（包括猪、牛、羊皮）、稀有毛皮等具体材质。

2. 按类目：服装行业和家纺行业不论材质均需要提供质检报告。涉及类目：女装/女士精品、男装、女鞋、童装/童鞋/

亲子装、箱包皮具/热销女包/男包、女士内衣/男士内衣/家居服、床上用品/布艺软饰、流行男鞋、服饰配件/皮带/

帽子/围巾、尿片/洗护/喂哺/推车床、孕妇装/孕产妇用品/营养。

 聚划算规则：

专题



纤维含量 甲醛 耐摩擦色牢度 耐水色牢度 洗缩率（尺寸变化） 其他

含毛针织衫、羊绒毛衣 ● ● 起球

毛呢服装 ● ● 起球

真丝服装 ● ●

羽绒服（含绒量≥50%） ● 充绒量、含绒量

棉袄、棉服（外面料及填充物）、浴

袍、床垫（填充物）
●

打底裤 ● ●

泳衣（外层） 氯化水色牢度

全棉 ● ● ●

普通面料服装 ● ●

文胸（里）、内裤（裆）、基础内衣、

睡衣、家居服、美体塑身服装、袜

子、打底袜

● ● 耐汗渍色牢度

丝袜 ● 耐汗渍色牢度

硅胶隐形胸罩 重金属 10 项

保暖内衣/保暖裤 ● ● 保暖率

普通帽子、腰带/金属腰带、领带 免检

普通手套（里料） ● ●

围巾、披肩 ● 干摩擦

袖套 ●

毛线 ●

皮衣、皮草、皮手套 材质 ●

羽绒被、羽绒枕芯/垫芯（含绒量＞

30%）
材质 羽绒含绒量

被芯、蚕丝被（≥50%蚕丝） 材质 填充物成分

枕套/垫套、 材质 干摩擦 耐汗渍色牢度

枕芯/垫芯 材质 填充物成分

毯子、亚麻凉席、床单、被套、床

上套件
材质 ● 干摩擦 耐汗渍色牢度

地毯、窗帘（主面料） ● ●

桌布、牛皮席、仿藤席、沙发套、

马桶套、空调罩、电视套、椅套、

布料

材质成分 ●

毛巾 材质 吸水性

竹纤维 材质

家居服 ● ● 耐汗渍色牢度

绗缝制品 ● ●

专题



藤席 ● pH 值

蚊帐 ● 网眼密度、顶破强力

沙发套、马桶套、空调罩、电视套、

椅套
● ●

布衣收纳箱、洗衣袋 ●

收纳箱（纺织品） ● 承重

围裙 ● 耐洗色牢度

1. 如经营进口商品，须提交近一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扫描件，报关单上应展现对应品牌名称及商品

名称；

2. 其余商品需提供检测报告，每个品牌须至少提供一份由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成品检测报告内容须包含品

牌名称、商品名称和各类商品对应的下述必检项目。

纤维含量 GB 18401 全套 标识标志 外观质量 水洗尺寸变化率 其他

手套/领带/领结/帽子/手帕/

围巾/丝巾/披肩/布面料/毛线
● ●

女装/孕妇装/塑身服/文胸/塑

身服/袜子/男装/塑身服
● ● ●

针织衫 ● ● ● ●

家居服/保暖内衣 ● ● ● ● ●

运动服/休闲服装/床上套件 ● ● ● ●

婴幼儿服装/童装 ● GB 31701 ● ●

羽绒服装 ● ● ● ● 含绒量、充绒量、种类鉴定

棉被/蚕丝被芯 ● ● 原料要求

羽绒被芯 ● ● 含绒量、充绒量、原料要求

皮革/皮草类服饰 摩擦色牢度（仅皮革）、皮革撕裂力（仅皮革）、甲醛含量、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标识标志、外观质量、

材质鉴定

请关注下篇——电商要求（国内篇 2）之京东、苏宁易购篇

注意：

1. 如商家已完成商品质检，要求质检报告中必须带有和报名商品一致的商品 id。

2. 商家选择的质检机构必须拥有 CNAS 或 CMA 等资质。

 天猫规则：

专题



文/华通威 纺织产品线 张家周 续上篇——电商要求（国内篇 1）之淘宝篇

标局官网(//sbj.saic.gov.cn/sbcx/)上查询到该类别商品的注册信息，则还须提供商标注册证明或者商标受理通知书、完

整授权证明；如查不到，则仅须提交该品牌近一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

以下商品每个品牌须至少提供一份由国家认定的具有 CNAS 与 CMA 资质的第三方质检机构出具的一年内的成品检测报告。成

品检测报告内容须包含品牌名称、产品名称和各类产品对应的下述必检项目，必要检测项要求如下：

纤维含量 GB 18401 全套 标识标志 外观质量 水洗尺寸变化率 其他

普通男女装/文胸/内裤/塑身

衣/孕妇装/男女袜
● ● ● ●

童装/婴幼儿服装 ● GB 31701 ● ●

家居服/保暖内衣 ● ● ● ● ● 保温率

羽绒服装 ● ● ● ● 含绒量（绒子含量）、充绒量、绒类鉴别

普通针织衫 ● ● ● ● ● 起毛起球

羊毛衫/羊绒衫 ● ● ● ● 松弛尺寸变化率 起毛起球

皮衣皮草
材质鉴定、摩擦色牢度（干/湿）、皮革撕裂力（仅皮革）、甲醛含量、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标识标志、

外观质量

1. 如经营进口商品，仅须提交该品牌近一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

2. 以下产品需提供检测报告（每个品牌须至少提供一份由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成品检测报告内容须包含品

牌名称、产品名称和各类产品对应的下述必检项目），必要检测项要求如下：

专题

国内京东、苏宁易购篇

——纺织品质系列

电商要求之京东规则：

电商要求之苏宁易购规则：



纤维含量 GB 18401 全套 标识标志 外观质量 水洗尺寸变化率 其他

男女装/文胸/塑身服/童装/孕

妇装/袜子
● ● ●

童装/婴幼儿服装 ● ● ● ●

家居服/保暖内衣 ● ● ● ● ●

针织衫 ● ● ● ●

手套/领带/领结/帽子/手帕/

围巾/丝巾/披肩/布面料/毛线
● ●

羽绒服装 ● ● ● ● 含绒量、充绒量、种类鉴定

皮衣皮草
摩擦色牢度（仅皮革）、皮革撕裂力（仅皮革）、甲醛含量、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标识标志、外观质量、

材质鉴定

请关注下期——电商要求（国际篇）

专题



当今现代，手机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手机占了大部分的时间。而手机当中

对人体的辐射影响，手机辐射的危害，现在就为大家科普一下。

当使用移动电话进行呼叫时，移动电话会发射无线电波。这些无线电波可被距离 近的基站接收，基站接收到移动电话传

来的无线电波，就会将其传输到交换台，交换台根据当前呼叫的类型将呼叫转接到另一个基站或固定电话线网络，从而实现通

话———这就是移动电话的工作原理。当人们使用手机时，手机会向发射基站传送无线电波，而任何一种无线电波或多或少的

被人体吸收，从而改变人体组织，有可能对人体的健康带来影响，这些电波就被称为手机辐射。那么如何避免手机辐射呢？

由手机辐射所产生的危害，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了，而我们要做的不是被手机的辐射所吓倒，而是应该改变一下我们

的习惯，尽量做到降低手机辐射对我们造成的危害，下面就为大家讲解一下降低手机辐射对身体危害的 11 条妙招:

1. 手机打开的瞬间和手机接通前后的几秒钟是手机电磁辐射 强的时候。因此，在这两个时间段， 好不要让手机贴身，或

贴耳接听。

2. 当你感觉接听手机的头部或脸部开始发热时，应立即停止通话，并用热水擦

洗和按摩脸部，促使受伤害组织恢复。

3. 建议经常使用手机及长时间通话者，使用耳机方式。手机对头部的辐射主

要影响是近场辐射，当手机远离头部 30cm 以上时，将会大大衰减对头部的辐射。

试验表明在正常情况下，使用耳机比使用手机头部受到的辐射要小 100 倍以上。

特别对于那些手机辐射敏感的人群，采用耳机方式会消除用户的自觉症状。

专题

手机辐射的来源：

手机辐射的危害与避免：



4. 尽量减少手机通话时间，不要“煲电话粥”，如一次通话时间确需较长，中间不妨停一停，分成两次或三次交谈。由于辐

射能量所产生的热效应是一个积累过程，因此应尽量减少每次使用手机的时间，以及每天使用手机的次数。在必须要较长时间

通话时，应左右耳交替使用更为科学。

5. 如今大部分手机都支持蓝牙功能，而使用蓝牙耳机可有效降低手机辐射伤害。

6. 应注意手机显示信号越弱的时候说明手机距离基站越远，此时手机的发射功率就会变大，尽量短时间使用是有好处的。

7. 手机充电时，插座 好离开人体 30 公分以外，切忌放在床边，否则免疫功能细胞有可能会受到辐射而数量减少。

8. 尽量不要在墙角货小而封闭空间使用手机。对于涉及私密内容的电话，不少人喜欢躲到建筑物的角落接听。而一般情况下，

建筑物角落的信号覆盖比较差，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手机的辐射功率增大。基于同样道理，身处电梯等小而封闭的环境时，

应慎打手机。

9. 不要把手机挂在脖子或腰间。手机的辐射范围是一个以手机为中心的环状带，手机与人体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辐射被人体吸

收的程度。因此，人与手机需要保持距离。有医学专家指出，心脏功能不全、心律不齐的人尤其不能把手机挂在胸前。手机如

果常挂在人体的腰部或腹部，可能会影响生育能力。较为健康安全的方法，是把手机放在随身携带的包中，并尽量放在包的外

层，以确保良好的信号覆盖。

10. 接电话时尽量不要移动。一些人喜欢在打手机时不自觉地踱步、频繁走动，却不知频繁移动位置会造成接收信号的强弱起

伏，从而引发不必要的短时间高功率发射。此外，在行驶的车上打手机，手机有可能会为了避免过于频繁的区域切换，而指定

覆盖范围更广的大功率基站提供服务，其发射功率则会因传输距离的增加而提高。

11. 如果你频繁使用手机后，忽然感到失眠健忘、头晕心悸，但又找不到其它原因，建议你减少甚至停止使用手机一两个星期。

使用手机是现代很多人不可避免的事情，感觉手机不在身边或者视线内就很不安心，这也是现代人的通病。但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解到如何避免手机辐射，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编后语：

专题



近日，欧盟、美国等国家陆续发布对玩具的新要求。

年 5月 24 日，欧盟玩具安全指令中关于甲酰胺的限制开始实施，其中泡沫玩具材料中甲酰胺的含量不得超过

200mg/ kg，否则必需实施为期 28 天的释放量测试。

 5 月 4 日，欧盟发布针对现行玩具安全指令(2009/48/EC)的修订指令，对 3 周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或可被放入口中的

玩具中的苯酚成分在迁移量和含量上均作出限制。修订指令从发布到生效的时间极短，指令发布后第 20 天即将生效。

 5 月 1 日，瑞士《玩具条例》的修订法案，也即新《玩具条例》正式生效。新《玩具条例》融合了欧盟《玩具安全

指令》2009/48/EC 的部分 新内容，，还纳入了欧盟 REACH 法规附件 17 中的部分化学物质，如苯、邻苯二甲酸酯及

多环芳香烃等物质，与欧盟的《玩具安全指令》更趋融合。已在瑞士上市并符合旧条例的产品 迟可销售至 2018

年 4 月。

 4 月 30 日起，美国玩具强制性标准《消费者安全规范-玩具安全》正式生效。新标准涵盖所有在美国销售的玩具，

总体要求较之前的 ASTM F963-11 标准更为严格，在生效日及其后生产的玩具的认证需按照 ASTM F963-16 的要求进

行测试，不满足该要求的玩具将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4 月 27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指令(EU)2017/738,对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 附录Ⅱ中关于铅的限值进行了修订，对

于各类玩具材料铅含量的新要求加严了数倍，尤其是对于可刮去的材料，限量要求徒然从 160mg/kg 降至 23mg/kg。

这次修订对于企业的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配方设计，甚至生产工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指令于 5 月 17 日开始生效，

2018 年 10 月 28 日开始实施。

 此外还有 4 月 1 日土耳其海关及贸易部修订土耳其玩具法规，澄清之前法规中模糊的部分，并制订了新的玩具产品

化学品限制清单，新增 9 项供 36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及其他可悲儿童放入口中的玩具的化学品限制及其限量，

该法规向欧盟玩具指令 2009/48/EC 进一步靠拢。同日，出口海湾地区玩具必须加贴 GSO 符合性追溯标识 GCTS(GSO

Conformity Tracking Symbol)。

标准更新

华通威解决方案：

针对各国家/地区不断更新的玩具新要求，需要

解决的是跟上新规的步伐。华通威具备符合多国家/

地区玩具新要求的各项检测能力，有丰富的玩具检

测经验。欢迎选择华通威检测认证！



文/华通威 无线产品线 孙彰宝

其实早在之前一段时间，已经公布过正式版本的消息，但是 ETSI 官网忽然删除了。

直至于 2017 年 5 月末 ETSI 官网发布了正式的标准版本，而且欧盟官方公告于 2017 年 06 月 08 号正式颁布此标准属于

Directive 2014/53/EU 下的协调标准。所以，出口欧盟国家申请 5GHz RLAN 的产品不用再引用草稿标准去做测试了。

 增加接收阻塞测试

 变更自适应要求（特别备注：新的自适应性要求条款在 OJ 颁布说明中，可以照常应用过去 R&TTE 指令下 V1.8.1 版本的要

求，但是到 2018 年 06 月 12 号之后，必须使用新版本标准的 4.2.7 条款要求，或许需要给测试设备制造商一些时间升级

测试系统）

 修订测试自适应性的方法

 修改标准符合 RE-Directive 要求

因为 5GHz RLAN 的使用和雷达信号在同频段上使用，所以世界上各国只是有限制的开放使用，且开放的部分基本要求仅供

室内使用。室外使用是有条件限制的，在此不再详述。也正因为如此，做 CE 认证的产品使用说明书需要加上仅供室内使用的警

示语，就是怕干扰正常的雷达通信。

欧盟 28 个国家地区中针对 5GHz RLAN 有不同的限制，Directive 2014/53/EU Article 10（10）就明确的规定如有国家限

制使用的，需要在包装盒中列出限制使用的国家。

都不能同时符合 5GHz RLAN band：5150-5250 MHz；5250-5350 MHz；5470-5725 MHz 国家如下：

AT BE BG

SZ EE FI

IT LV LT

LU NL PL

RO UK MT

标准更新

符合 RE-Directive 的 5GHz RLAN 正式版本

EN 301 893 V2.1.1 发布了

EN 301 893 V2.1.1（2017‐05）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查询欧盟官网公布的结果来看罗列如下表格，仅供参考，实际仍需查询欧盟各成员国当地法规为准：

注：包装盒需要添加此内容



欧盟各个成员国

名称(28)

欧盟各个成

员国名称缩

写(28)

Band 1:5150-5250

MHz

Band 2:5250-5350

MHz

Band 3:5470-5725

MHz

Austria AT

Belgium BE

Bulgria BG

Croatia HR

Cyprus CY

Czechrepublic SZ

Denmark DK

Estonia EE

Finland FI

France FR

Germany DE

Greece EL

Hungary HU 5216-5250 MHz

Ireland IE

Italy IT

Latvia LV

Lithuania LT

Luxembourg LU

Malta MT 5570-5725 MHz

Netherlands NL

Poland PL

Portugal PT

Romania RO

Slovakia SK

Slovenia SI

Spain ES

Sweden SE

United Kingdom UK

标准更新

注：

1. 红色是限制使用频段或是没有查询到结果。

2. 黄色是代表部分可使用的频段。

3. 绿色是代表查询到可以使用的频段。



新加坡 RoHS于 2017年 6月 1日起正式实施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凡是在新加坡市场上销售的为家庭设计的任何空调、平板显示电视、手机、便携式电脑、冰箱

或洗衣机都应当遵循有害物质限制要求，限制物质如下：

镉及其化合物 0.01%

六价铬 0.1%

铅及其化合物 0.1%

汞及其化合物 0.1%

多溴联苯 0.1%

多溴二苯醚 0.1%

华通威建议各出口电子产品到新加坡的企业，及时排查产品的 RoHS 符合性，由于和欧盟 RoHS 要求在限制物质种类和限量

要求上相同，只要是符合欧盟 RoHS 要求的产品也能满足新加坡 RoHS 的要求。如果无法确定产品的符合性，建议企业尽早从供

应链获取相应信息，必要时提供产品进行第三方检测。

标准更新

华通威解决方案：

华通威具有完整、准确、快速的电子产品环保

性能、符合性的检测评估能力，可以为广大客户提

供包括欧盟、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电

子产品检测服务。欢迎您选择华通威进行检测认证！



IEC/UL/EN 62368‐1标准对电源产品使用 PCB多层板做绝缘隔离的要求

由于时代科技不断进步各厂商在技术上也一直在创新与突破，Power supply & DC to DC Converter 产品申请 ITAV 标准

IEC/UL/EN 62368-1 认证时，电源厂商为了在空间与效能上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而利用 PCB 多层板的设计 (如下 ILL. 1 Planar

Transformers 平面变压器)来取代传统变压器，该类型电源供应器厂商，考虑到产品生命周期长，信息领先等原因，采用

IEC/UL/EN 62368-1 作为电器安全申请标准，当使用多层板变压器 (Planar Transformers) 做为 Reinforced Insulation (RI)

加强绝缘或 Basic/Supplementary Insulation (BI/SI)绝缘时，因为 PCB 多层板变压器外观与特性，普遍会疏忽相关的结构要

求如下 ILL. 2 PWB Multiple layer 结构说明。

 方式一：进行 thermal cycling test (5.4.4.5 (c))

同层之间的 RI 隔离保持 少 0.4mm 的厚度; 层与层之间的 RI 单层隔离保持 少 0.4mm 的厚度，或按照 Table G.14 进

行评估测试。

a. 管制 PCB 板厂商型号与规格

b. 进行 Thermal Cycling Test

c. 额外产生测试费用

d. 此项测试时间: 30-45 天

 方式二：依照工作电压要求留安全距离 (5.4.4.5 (a))

如 PWB 未通过 thermal cycling test，则需按照条文要求的 Pollution Degree 2 条件保持足够的空间及沿面距离。

 方式三：使用外层具有 reinforced insulation 的 PCB 去堆栈一、二次侧隔离。

华通威 解决方案

新闻事件：

对此我们整理出可以符合标准要求的三种方式，需要注意如下：

华通威解决方案：

华 通 威 是 62368‐1 的 CB 实 验 室 ， 具 有

IEC/UL/EN62368‐1 的认证检测能力，已成功处理多个

客户的多类案件，具有丰富的认证经验，能为客户提

供多种解决方案。欢迎您选择华通威进行检测认证！



澳洲将不再接受 EN 55022 而改为 EN 55032

根据澳大利亚 ACMA的要求，产品出口至澳洲需要提供相对应的报告证明该产品已符合 EMC标准。而 OJEU已公布 EN

55022：2010 已被 EN 55032 取代，且在 2017 年 3 月 25 日之后失效；因此，澳大利亚也不再接受 EN 55022 EMC 报告，而是

被 EN 55032 取代。

其实很多客户针对澳洲法规的使用版本一直存在很大的疑问，在这里和大家建议：当遇到各类 EMC 标准，如 EN, IEC,

CISPR新旧更换；在过渡期时，ACMA只承认并接受该产品首次进入澳洲市场时使用的 EMC 标准。而大家在选用标准版本时，

可在 OJEU 网站上进行确认查询。

华通威 解决方案

新闻事件：



短距离产品标准更新版本

文/华通威 无线产品线 孙彰宝

关于无线产品线--短距离的产品，查询 ETSI 官网和欧盟的 OJ 上公布的信息。

Standard ETSI Version
OJ(协调标准

公布采用日期)
Check date Remark

EN 300 328 2.1.1(2016‐11) 2017/1/13 2017/6/18

EN 300 440
2.1.1(2017‐03)

Published
无 2017/6/18

EN 300 330 2.1.1(2017‐02) 2017/3/10 2017/6/18

EN 300 220‐1
3.1.1(2017‐02)

Published
无 2017/6/18

essential

requirements

EN 300 220‐2 3.1.1(2017‐02) 2017/3/10 2017/6/18
essential

requirements

EN 300

220‐3‐1
2.1.1(2016‐12) 2017/3/10 2017/6/18

social

alarms(869.200‐869.250

MHz)

EN 300

220‐3‐2
1.1.1(2017‐02) 2017/3/10 2017/6/18

Wireless

alarms(868.60‐868.70

MHz)(869.25‐869.40

MHz)(869.65‐869.70

MHz)

EN 300 220‐4 1.1.1(2017‐02) 2017/3/10 2017/6/18

Metering

devices(169.400‐169.475

MHz)

EN 301 357
2.1.1(2017‐06)

Published
无 2017/6/18

Cordless audio

devices(25‐2000 MHz)

EN 301 489‐1
2.2.0(2017‐03)

Draft
无 2017/6/18

EN 301 489‐3
2.1.1(2017‐03)

Final Draft
无 2017/6/18

EN 301 489‐17 3.2.0(2017‐03)

Draft
无 2017/6/18

行业资讯

新的标准版本如下示，做 CE认证时，建议使用 新标准进行申请：

注：

绿色部分是欧盟公布采用正式的协调标准。

其他为 ETSI 官网发布正式版本和草稿版本，但还未被欧盟公布采集到 Directive 2014/53/EU 下协调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