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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9 款負離子風筒及 5 款非負
離子風筒

測 試 的14 款 樣 本售 價由 $ 9 9 至

$868不等，額定功率由1200至2300瓦

特（Watt，W），其中9款標示能產生負離

子，聲稱可消除頭髮靜電及修護頭髮。除

「沙宣VS Sassoon」（#13）外，其餘樣本

都有一個集風嘴（concentrator），部分加

送擴散風嘴（diffuser）。「飛利浦Philips」

HP4940（#11）及「億健Innocare」（#14）為

旅行風筒，提供雙電壓選擇，適合消費者外

遊時在採用不同電壓的國家或地區使用。

實驗室測試及用家親身試用
機電工程署及本會委託本港獨立測

試實驗室，參考最新版本的國際安全標準

IEC 60335-2-23測試樣本的安全表現。本

會另委託德國一間檢定中心參考國際標準

IEC 61855測試樣本的效能表現。此外，檢

定中心安排由試用者親身試用樣本，並收

集試用者和評審員的評價及意見，以評估

各樣本的實際使用表現及使用方便程度。

6 款不達部分安全測試項目
要求

14款樣本中，8款表現優異，測試中

沒有出現不符標準的情況，包括「樂信牌

Rasonic」（#1）、「飛利浦Philips」HP8260

（#2）及HP4940（#11）、「Bosch」（#3）、

「百靈牌Braun」（#4）、「Panasonic」EH-

NE50（#5）及EH5163（#10）、「Alpha Tool」

（#8）。餘下6款樣本於非正常操作、電線裝

置、輸入功率準確度及/或標示說明等項目

中，未能符合當中部分項目的標準要求。

3 款電線裝置有改善空間

風筒在引入電源線的位置應設有適

當的電源線保護套，以減少電源線因屈曲、

磨擦及拉扯而受損的機會。測試根據最新

（2012年）版本的安全標準，將樣本的電

源線懸垂並加上10牛頓的向下拉力，再用

儀器將保護套所包裹的電源線作180度擺

動，重複10,000次後，檢視保護套內電線的

絕緣體及導電體有否受損。測試下「好運達

Rowenta」（#6）、「Super」（#12）及「沙宣

VS Sassoon」（#13）樣本的保護套內部分

電線的絕緣體及／或導電體受損，顯示其電

線裝置有改善空間。不過，這3款樣本均能

通過舊版本標準的4,000次測試要求。

1 款實際功率與標示有出入

比較樣本的實際輸入功率與其標籤上

聲稱的數值是否吻合，如有差距，也不應超

出－10％至＋5%的範圍。「Valera」（#7）在

電壓220及240伏特（Volts，V）下量得的實

際功率分別比其標示的低10.6％及10.7％。

髮型對儀容的影響舉足輕重，洗髮

後用風筒吃乾頭髮，不僅令頭髮貼服，也

可塑造理想造型，更顯個人魅力。一些

風筒聲稱能產生負離子，消除頭髮上的

靜電，究竟功效是否一如聲稱？風筒會吹

出高溫熱風，其安全性如何？

測試了14款風筒，當中6款不達部

分安全測試項目要求，有樣本於非正常

操作下，零件過熱燃燒；2款風筒的最高

吹髮溫度竟逾100℃，溫度過高會損害頭

髮的角質層及使頭髮顏色變得暗淡；此

外，2款負離子風筒的除靜電效果突出。

2款風筒
吹髮溫度高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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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操作下   2 款零件過熱燃燒

測試風筒在非正常情況下操作會否構

成危險。測試時，模擬樣本在馬達出現短路

故障的情況下操作，「聲寶Sharp」（#9）及

「億健Innocare」（#14）部分零件過熱燃燒

以致部分塑膠外殼變形，令帶電部件外露。

此外，測試亦模擬樣本於馬達停轉的情況

下操作，樣本#14在電壓120V的設定下（旅

行風筒須分別於其標示電壓120V及230V

下測試），部分零件同樣過熱燃燒以致部分

塑膠外殼變形，帶電部件外露。

2 款標示說明不完善

「Super」（#12）及「億健Innocare」

（#14）的標示說明不足，需要改善，包括部

分標示符號的大小不符標準要求、標示未

能通過擦拭測試、及／或說明書欠缺避免

讓小孩玩弄風筒、勿在浴缸、洗面盆或其他

裝水的容器旁使用風筒等警告字句。

效能測試
測試包括量度輸入功率、吹髮溫度及

吹乾速度。

量得功率均比標示低

試驗人員以本港供電電壓220V操

作樣本，量度樣本在最高溫度及風速設定

下的輸入功率，然後與標示的額定功率比

較。結果發現，全部樣本在220V電壓下量

得的功率均比其標示的低，相差由2.2％至

19.6％。差別較大的是「樂信牌Rasonic」

（#1）、「Bosch」（#3）、「Valera」（#7）、

「Alpha Tool」（#8）及「億健Innocare」

（#14），詳情見列表。

#1及#14的額定電壓分別為230V - 

240V及230V，但由於本港的供電電壓為

220V，故樣本#1及#14在本港使用時，實

際功率會較其標示的低。#3及#8的額定

電壓為220V - 240V，但代理商表示其標

示的輸入功率是在較高電壓而非220V下

量度，故相差百分比較其他樣本明顯。本

會建議，為免消費者誤以為風筒有較高

功率，廠商在標註產品的額定電壓及功率

時，應同時標示產品在本港供電電壓下使

用時的輸入功率，為消費者提供全面的產

品資料。

2 款的最高吹髮溫度逾 100℃

試驗人員從不同的操作距離量度樣

本在最高溫度及風速設定下的吹髮溫度，

並與IEC國際標準建議的標準吹髮溫度（約

75℃）作比較。測試的操作距離包括25毫

米（樣本不裝上風嘴）、100毫米（樣本不

裝上風嘴）、100毫米（樣本裝上集風嘴）

及50毫米（樣本裝上擴散風嘴）。

「樂信牌Ra so n i c」（#1）、「飛

利浦Phi l ips」HP8260（#2）、「Bosch」

（#3）、「百靈牌Braun」（#4）、「好運達

Rowenta」（#6）及「聲寶Sharp」（#9）在

各操作距離量得的吹髮溫度均接近標準建

議的吹髮溫度。在操作距離為25毫米下，

「Alpha Tool」（#8）及「沙宣VS Sassoon」

（#13）量得的最高吹髮溫度分別達109℃

及105℃。有海外醫學研究報告指，超過

95℃的熱風會損害頭髮的角質層及使頭

髮的顏色變得暗淡；香港醫學會會董及皮

膚科專科陳厚毅醫生表示，溫度過高的熱

風，不單有機會使髮質受損，而且部分髮質

較乾、有皮膚敏感或濕疹的人士，其頭皮

會容易產生敏感反應，尤其是在乾燥的冬

天。陳醫生建議，用者使用風筒時，把溫度

選擇掣調低或在距離頭髮遠一點的位置使

用，亦不應讓熱風集中在同一位置。

「Panasonic」EH-NE50（#5）及EH 

5163（#10）在各個操作距離量得的吹髮

溫度雖比IEC標準建議的吹髮溫度低（只

有約50℃至57℃），但其量得的數據均與

其聲稱的「護髮」溫度吻合，故其評分將

這特殊情況考慮在內。不過，消費者若鍾

情於吹髮溫度較高的風筒，或需考慮其他

型號。

護髮小知識
頭髮長時間不吹乾  髮質會受損

陳厚毅醫生表示，視乎頭髮長度，長髮

人士洗頭後，在正常室溫下，一般約需兩小時

頭髮才乾透。頭髮濕了後會變得特別脆弱，

若長時間保持濕潤，髮質會受到損害。陳醫

生建議洗髮後應將頭髮吹乾，而避免採用自

然乾髮的方式。此外，洗髮後將適量的護髮

素塗上頭髮，可滋潤頭髮表面的角質層，但

若護髮素使用過量會令頭髮更容易沾染灰

塵及滋生頭皮。護髮素只需塗抹在髮梢及頭

髮中部位置，盡量避免直接塗到頭皮上，而

且要徹底沖洗。

有海外研究報告指，頭髮長時間處於

濕潤的狀態會損害頭髮的細胞膜複合體（Cell 

membrane complex，CMC）；報告並指出，

相對於使用風筒在距離頭髮15厘米，以吹髮

溫度47℃把頭髮吹乾，採用自然乾髮的方式

對髮質的損害較大。

吹頭免傷頭髮貼士
● 洗淨頭髮後，用毛巾盡量抹掉水分。

● 溫度過高的熱風會使頭髮受損，設定風筒

溫度時要注意，也不應讓風筒太接近頭髮。

● 應順着頭髮生長方向吹髮。因頭髮濕了

後，其毛鱗片是張開的，順生長方向吹髮

可讓毛鱗片關閉，從而使頭髮順滑。

● 吹髮時，風筒應上下左右來回移動，避免

熱風集中在同一位置。

● 氣流應指向髮刷或頭髮，每段頭髮的吹乾

時間及距離須平均。提起足夠頭髮長度，

避免吹向髮根及頭皮，減低髮質受損的機

會。吹短髮以手指代梳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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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乾速度相差不遠

在樣本的最高溫度及風速設定下進

行測試，把一塊沾了10克水的測驗布放在

風筒樣本的出風口，擺放的位置調節至樣

本可吹送IEC國際標準建議的吹髮溫度（約

75℃）的距離。測試時樣本都不接上風嘴，

啟動60秒後，試驗人員量度濕布重量下降

的幅度，從而計算吹乾速度。14款樣本量

得的速度由平均每分鐘3.1至5.9克不等，以

「樂信牌Rasonic」（#1）的吹乾速度最快。

1

4 7

2

5

8

3

6

9

樂信牌 Rasonic
RHD-SP22
$258

百靈牌 Braun
Satin Hair 7
$598

Valera
545.08
$498

飛利浦 Philips
HP8260
$538

Panasonic
EH-NE50
$318

Alpha Tool
YL-3107
$628

Bosch
PHD5781
$598

好運達 Rowenta
CV3622
$198

聲寶 Sharp
IF-CA60A-P
$868

2 款負離子風筒的

除靜電效果突出

頭髮容易因摩擦

及乾燥而產生靜電，導

致頭髮飄起來或變得毛

燥，不但影響外觀，亦難

於梳理。樣本#1至#9屬

聲稱有產生負離子功能

的風筒（簡稱負離子風

筒），設有離子產生器，

令吹出的氣流帶有負離子，據稱能中和頭

髮的靜電。

評審員先把一束滿布靜電的假髮

掛起，再分別以樣本#1至#9吹向假髮約

5秒（假髮與樣本出風口間的距離為10厘

米），比較樣本的除靜電效果。測試發現，

全部負離子風筒樣本（#1至#9）均能中和

或減少假髮的靜電。其中「Bosch」（#3）及

「百靈牌Braun」（#4）的表現最佳，假髮

上的靜電幾乎全被消除。

實際使用分高下

每款樣本安排由19位不同頭髮長度

（短髮、中等長度及長髮）及髮型（直髮、

曲髮及電燙過的頭髮），年齡介乎20至53

歲的女性於檢定中心分組試用。風筒分別

加上或不加上風嘴。使用風筒吹髮前，所

有試用者須按指示用同一款洗髮劑洗淨頭

髮並用毛巾盡量抹掉水分。

試用者每次完成試用後填寫問卷，就

所用樣本的用後感覺（例如整體吹髮及造

型效果），以及吹髮效能（例如乾髮所需時

間、吹髮後的髮量、順滑度、光澤感、容易梳

理程度等）進行評分。此外，檢定中心的專

業評審員亦會量度每位試用者乾髮所需的

時間，並就各樣本的吹髮效能評分。「飛利

浦Philips」HP8260（#2）及「百靈牌Braun」

（#4）設有負離子開關掣，用家可按掣選擇

開啟或關閉其離子器的功能。有見及此，本

會分別試驗了這兩款樣本在開啟及關閉產

生負離子功能下的吹髮表現以供参考。

聲稱能產生負離子的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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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enta」（#6）在頭髮順滑度方面得分較

高，其中#2至#5在容易梳理程度方面亦表

現不俗。

「Panason ic」EH5163（#10）及

「飛利浦Phil ips」HP4940（#11）雖沒有

產生負離子功能，但實際使用時頭髮順

滑度亦獲得好評，#10亦被指吹髮後，頭

髮容易梳理。至於樣本#11至#14，部分

試用者及評審員均認為用於吹髮後，頭

髮仍有大量靜電或較乾。

 

使用方便程度：
3 款被評重身或手柄不就手

試用者試用樣本後就其使用方便程

度評分，項目包括提起及放下風筒、按掣

及推掣、吹髮、收藏及寧靜程度。

「百靈牌Braun」（#4）、「Alpha 

Too l」（#8）及「Super」

（#12）均被指不夠輕便及

手柄不太就手。8款樣本備

可摺式手柄，易於收藏攜

帶。其中旅行風筒「飛利浦

Philips」HP4940（#11）及

「億健Innocare」（#14）體

積較小，在收藏方面得分

較高。所有樣本都設有掛

牆吊圈，方便用者使用後

掛牆放置。全部樣本在操

作時都難免發出噪音，不過

除靜電效果測試：
（左）吹髮前，假髮滿布靜電。（右）吹髮後，假髮的靜電被中和。

「Valera」（#7）及#11較為寧靜。詳細結果

見列表。

機電署的回應
機電工程署表示，在詳細分析測試報

告後，已聯絡供應商溝通有關報告的事宜。

在是次安全測試中，大部分樣本都通過各項

安全測試並符合國際安全標準的要求。雖

然有部分樣本未能完全符合有關標準的要

求，但整體安全表現滿意，在正常操作下，

不會構成危險。為確保市民安全，該署會繼

續密切留意同類電氣產品之安全，若發現有

不安全的電氣產品在本港供應，該署將會

採取適當之相應行動。

使用安全
● 風筒屬高耗電量電器，部分型號的額定

功率更超過2,000瓦特，不應與其他高

耗電量電器共用插座。

● 切勿在洗手盆或浴缸等潮濕位置使用風

筒，以免因風筒掉進水中或水分滲入風

筒而引致觸電意外。

● 手濕時應先弄乾雙手才使用風筒，減低

觸電危險。

● 風筒開動後，切勿放近易燃物件，例如酒

精、紙張或被面，也應避免讓物件跌入

出風管或阻礙氣流，以免因意外失火。

● 使用後把風筒的插頭拔掉或關上插座

的獨立開關掣，避免長期接上電源。

10 1311

14

12
Panasonic
EH5163
$208

沙宣 VS Sassoon
VS907PH
$149

飛利浦 Philips
HP4940
$178

億健 Innocare
HD1200DU
$99

Super
S2018
$398

大部分樣本在試用者實際使用下均

獲得良好的評價，使用負離子風筒樣本與

非負離子風筒樣本在吹髮效能方面並沒有

發現顯著的分別。

負離子風筒「樂 信牌 R a s o n i c」

（#1）、「飛利浦Philips」HP8260（#2）、

「Bosch」（#3）、「百靈牌Braun」（#4）、

「Panasonic」EH-NE50（#5）及「好運達

沒有聲稱能產生負離子的型號



風筒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類別 聲稱能產生負離子的型號 沒有聲稱能產生負離子的型號

牌子
樂信牌 
Rasonic

飛利浦 
Philips

Bosch
百靈牌 
Braun

Panasonic
好運達 

Rowenta
Valera Alpha Tool

聲寶 
Sharp

Panasonic
飛利浦 
Philips

Super
沙宣 

VS Sassoon
億健 

Innocare

型號 RHD-SP22 HP8260 PHD5781 Satin Hair 7 EH-NE50 CV3622 545.08 YL-3107 IF-CA60A-P EH5163 HP4940 S2018 VS907PH HD1200DU

售價                             [1] $258 $538 $598 $598 $318 $198 $498 $628 $868 $208 $178 $398 $149 $99

聲稱原產地                   [2]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泰國 中國 瑞士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負離子產生功能 開啟 關閉 開啟 開啟 關閉 開啟 開啟 開啟 開啟 開啟 開啟 不適用

總評                               [3] ★★★★1 ★★★★1 ★★★★1 ★★★★1 ★★★★1 ★★★★1 ★★★★1 ★★★★ ★★★★ ★★★★ ★★1 ★★★★1 ★★★★1 ★★★1 ★★★1 ★★
安全程度                       [4] ●●●●● ●●●●● ●●●●● ●●●●● ●●●●● ●●●●0 a ●●●●0b ●●●●● ●●0 c ●●●●● ●●●●● ●●●0 a d ●●●●0 a ●● c d 

效能表現（實驗室測試） [5] ●●●●● ●●●●0 ●●●●0 ●●●●0 ●●●0 ●●●●0 ●●●● ●●● ●●●●0 ●●●0 ●●●● ●●●● ●●0 ●●●●

功
率

額定電壓（伏特） [6] 23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 220-240 220-240/110-127 220-240 220 120/230

額定功率（瓦特） [6] 2000-2200 2100-2300 2000* 1850-2200 1350-1600 1400-1700 1680-2000 2000* 1600 1350-1600 1350-1600/
1200-1600 1850-2200 1200 1200

220V下量得的功率（瓦特） 1780 1935 1650 1745 1280 1345 1502 1700 1520 1280 1320 1810 1125 965

吻合度 (差異百分比) [7] ●●●●  (-11%)▼ ●●●●0  (-7.9%) ●●●0  (-17.5%) ●●●●●  (-5.7%) ●●●●●  (-5.2%) ●●●●●  (-3.9%) ●●●●  (-10.6%)◆ ●●●0  (-15%) ●●●●●  (-5%) ●●●●●  (-5.2%) ●●●●●  (-2.2%) ●●●●● (-2.2%) ●●●●0 (-6.3%) ●●●0 (-19.6%)▼

吹髮溫度 [8] ●●●●● ●●●●● ●●●●●▽ ●●●●● ●●●●▽ ●●●●●▽ ●●●●0 ●●●▽ ●●●●●▽ ●●●●▽ ●●●●▽ ●●●●0 ▽ ●● ▲▽ ●●●●0 ▽

吹乾速度 ●●●●● ●●●●0 ●●●●0 ●●●●0 ●●● ●●●● ●●●● ●●● ●●●0 ●●● ●●●0 ●●●0 ●●0 ●●●

負離子功能（除靜電效果） ●●●●0 ●●●●0 ●●●●● ●●●●● ●●●● ●●●0 ●●●● ●●●● ●●●0 不適用

實際使用表現 [9] ●●●● ●●●● ●●●● ●●●● ●●●● ●●●● ●●●● ●●●● ●●●● ●●●● ●●●0 ●●●● ●●●● ●●●0 ●●●0 ●●●●

試用者評價 [10] ●●●●0 ●●●●0 ●●●● ●●●● ●●●● ●●●●0 ●●●● ●●●● ●●●● ●●●● ●●●0 ●●●●0 ●●●0 ●●●0 ●●●0 ●●●●

吹髮效能 [11] ●●●● ●●●● ●●●● ●●●● ●●●● ●●●● ●●●● ●●●● ●●●● ●●●● ●●●● ●●●● ●●●● ●●●0 ●●●0 ●●●● 

乾髮速度 ●●●●0 ●●●●0 ●●●●0 ●●●● ●●●● ●●●● ●●●●0 ●●●●0 ●●●● ●●●● ●●●● ●●●●0 ●●●● ●●●●0 ●●●● ●●●●

髮量 ●●●● ●●●● ●●●● ●●●● ●●●0 ●●●● ●●●● ●●●● ●●●● ●●●0 ●●●0 ●●●● ●●●0 ●●●0 ●●●● ●●●●

頭髮光澤度 ●●●● ●●●● ●●●● ●●●● ●●●● ●●●● ●●●● ●●●● ●●●● ●●●0 ●●●0 ●●●● ●●●● ●●●0 ●●●0 ●●●0

頭髮順滑度 ●●●●0 ●●●●0 ●●●●0 ●●●●0 ●●●● ●●●●0 ●●●●0 ●●●●0 ●●●● ●●●● ●●●● ●●●●0 ●●●●0 ●●●● ●●●● ●●●●

容易梳理程度 ●●●● ●●●●0 ●●●● ●●●●0 ●●●● ●●●●0 ●●●●0 ●●●● ●●●● ●●●● ●●●● ●●●●0 ●●●● ●●●0 ●●●● ●●●●

使用方便程度 [12] ●●●● ●●●● ●●●● ●●●0 ●●●● ●●●●0 ●●●● ●●●0 ●●●● ●●●●0 ●●●●0 ●●●0 ●●●● ●●●●0

提起及放下 ●●●● ●●●● ●●●● ●●●● ●●●●0 ●●●●0 ●●●● ●●●0 ●●●● ●●●●● ●●●●0 ●●●0 ●●●● ●●●●0

按掣及推掣 ●●●●0 ●●●●0 ●●●● ●●●● ●●●● ●●●●0 ●●●● ●●●0 ●●●● ●●●●0 ●●●● ●●●● ●●●0 ●●●●

吹髮 ●●●●0 ●●●● ●●●● ●●●0 ●●●●0 ●●●●0 ●●●● ●●●0 ●●●● ●●●●0 ●●●●0 ●●●0 ●●●● ●●●●0

收藏 ●●●● ●●●● ●●●● ●●●0 ●●●● ●●●● ●●●0 ●●●● ●●●0 ●●●● ●●●●0 ●●● ●●●● ●●●●0

寧靜程度 ●●●● ●●●● ●●●● ●●●0 ●●●0 ●●●● ●●●●0 ●●●● ●●●0 ●●●● ●●●●0 ●●●0 ●●●0 ●●●●

型 
號 
規 
格 
資 
料 
與 
聲 
稱 
功 
能 
[13]

溫度及風速設定數目 [14] 3 / 2 3 / 2 3 / 2 3 / 2 3 / 2 3 / 2 3 / 2 3 / 2 2 3 / 2 2 2 / 2 2 2

重量（克） 591 678 527 726 489 471 560 876 587 477 456 923 472 344

電源線長度（厘米） 183 248 176 186 168 182 184 297 177 170 183 231 181 152

可摺式手柄 － － ▓ － ▓ ▓ － － ▓ ▓ ▓ － ▓ ▓

掛牆吊圈 ▓ ▓ ▓ ▓ ▓ ▓ ▓ ▓ ▓ ▓ ▓ ▓ ▓ ▓

瞬間冷風掣 ▓ ▓ ▓ ▓ － ▓ ▓ ▓ － － － ▓ － －

負離子功能開關選擇 長開 ▓ 長開 ▓ 長開 長開 長開 長開 長開 － － － － －

110-120／220﹣230伏特
電壓輸入（旅行用）

－ － － － － － － － － － ▓（手動調校） － － ▓（手動調校）

可拆式隔濾網 ▓ ▓ ▓ ▓ － ▓ ▓ ▓ ▓ － － － － －

其他聲稱功能 －
恆溫吹風、陶瓷發熱線、

遠紅外線等

護髮功能掣、
加快氣流掣、

護色等
護髮功能掣

速乾護髮風嘴、
雙負離子管道、
護髮溫度吹風等

－ 護色、低噪音等
陶瓷發熱線、
遠紅外線、
轉動手柄等

PCI 離子技術、
減少分叉及

異味等

速乾護髮風嘴、
護髮溫度
吹風等

－ 低噪音 － －

附送配件
集風嘴及
擴散風嘴

集風嘴及擴散風嘴 集風嘴 集風嘴及擴散風嘴 集風嘴 集風嘴
集風嘴及
擴散風嘴

集風嘴
集風嘴及
清潔刷

集風嘴 集風嘴及旅行包
大集風嘴及
小集風嘴

－ 集風嘴

保用期（年） 1 2 1 2 1 1 1 1 2 1 2 1 2 1

註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粒。  

－表示不適用、沒有該功能或沒有提供資料。   

樣本#1、#2、#4至#6、#10、#12及#13的安全測試結果部分由機電工程署提供。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2015年1月在市面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
的售價或有差別。    

[2]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標籤。    

[3]  總評分的比重如下：
 安全程度 20% 實際使用表現 30%
 效能表現（實驗室測試） 20% 使用方便程度 20% 
 負離子功能（除靜電效果） 10%   
 若任何項目不適用，比重由其他項目按比重攤分。
 整體總評除根據比重計算外，計算程式亦包括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若樣

本在安全項目表現不理想，便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總評分數。 

[4] 安全程度     
 a 電源線未能通過最新版本安全標準要求的擺動屈曲測試。 
 b 實際的輸入功率比其標籤上聲稱的功率低，相差超過10%。
 c 在模擬樣本的馬達短路及／或失靈停轉時，樣本的部分零件過熱燃

燒以致部分塑膠外殼變形，令帶電部件外露。  
 d 樣本上部分標示的尺寸不符標準要求、標示未能通過擦拭測試及／

或說明書欠缺部分使用說明或警示字句。   

[5] 效能表現（實驗室測試）按下列比重計算:    
輸入功率標示吻合度 10% 吹乾速度 40%  

 吹髮溫度 50%   

[6] 資料主要源自產品標籤。    
 * 樣本上標示的額定電壓為220-240V，但只標示單一額定功率。根據

標準，輸入功率應在電壓230Ｖ下量度，但由於本港電壓為220V，使
用時實際輸入功率可能較標示的數值低。   

[7] 根據本會在220V下量得的功率與樣本標示在220V下的功率的吻合度評分。
 ▼ 樣本#1及#14分別只標示在230-240V及230Ｖ下的額定功率，故難以和本會

在220V下量度的功率直接比較，評分時已考慮這特殊情況及本港消費者的
需要。 

 ◆	根據測試中量得的最低功率計算。  

[8] 根據從不同的操作距離量得的吹髮溫度來評分，包括25毫米（不裝上風嘴）、
100毫米（不裝上風嘴）、100毫米（裝上集風嘴）及50毫米（裝上擴散風嘴）。

 ▲ 樣本沒有提供集風嘴，故評分不包括操作距離為100毫米（裝上集風嘴）量
得的吹髮溫度。   

 ▽ 樣本沒有提供擴散風嘴，故評分不包括操作距離為50毫米（裝上擴散風嘴）
量得的吹髮溫度。   

[9] 實際使用表現按下列比重計算:   
 試用者評價 40%
 吹髮效能 60%    

[10] 每位試用者試用樣本後就整體用後感覺，包括乾髮及造型效果，給予
評分。

[11] 試用者試用樣本後，由試用者及評審員分別填寫問卷，就乾髮所需
時間及吹髮效能給予評分，包括髮量（volume）、頭髮的光澤度、
順滑度、容易梳理程度等。

[12] 使用方便程度按下列比重計算:    
提起及放下 10% 收藏 10%

 按掣及推掣 20% 寧靜程度 15%
 吹髮  45%   

[13] 資料主要由檢定中心量度所得或源自產品標籤、說明書、包裝資料
及宣傳單張。 

[14] 單一數字表示樣本設定同時改變溫度及風速。



風筒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類別 聲稱能產生負離子的型號 沒有聲稱能產生負離子的型號

牌子
樂信牌 
Rasonic

飛利浦 
Philips

Bosch
百靈牌 
Braun

Panasonic
好運達 

Rowenta
Valera Alpha Tool

聲寶 
Sharp

Panasonic
飛利浦 
Philips

Super
沙宣 

VS Sassoon
億健 

Innocare

型號 RHD-SP22 HP8260 PHD5781 Satin Hair 7 EH-NE50 CV3622 545.08 YL-3107 IF-CA60A-P EH5163 HP4940 S2018 VS907PH HD1200DU

售價                             [1] $258 $538 $598 $598 $318 $198 $498 $628 $868 $208 $178 $398 $149 $99

聲稱原產地                   [2]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泰國 中國 瑞士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負離子產生功能 開啟 關閉 開啟 開啟 關閉 開啟 開啟 開啟 開啟 開啟 開啟 不適用

總評                               [3] ★★★★1 ★★★★1 ★★★★1 ★★★★1 ★★★★1 ★★★★1 ★★★★1 ★★★★ ★★★★ ★★★★ ★★1 ★★★★1 ★★★★1 ★★★1 ★★★1 ★★
安全程度                       [4] ●●●●● ●●●●● ●●●●● ●●●●● ●●●●● ●●●●0 a ●●●●0b ●●●●● ●●0 c ●●●●● ●●●●● ●●●0 a d ●●●●0 a ●● c d 

效能表現（實驗室測試） [5] ●●●●● ●●●●0 ●●●●0 ●●●●0 ●●●0 ●●●●0 ●●●● ●●● ●●●●0 ●●●0 ●●●● ●●●● ●●0 ●●●●

功
率

額定電壓（伏特） [6] 23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240 220 220-240 220-240/110-127 220-240 220 120/230

額定功率（瓦特） [6] 2000-2200 2100-2300 2000* 1850-2200 1350-1600 1400-1700 1680-2000 2000* 1600 1350-1600 1350-1600/
1200-1600 1850-2200 1200 1200

220V下量得的功率（瓦特） 1780 1935 1650 1745 1280 1345 1502 1700 1520 1280 1320 1810 1125 965

吻合度 (差異百分比) [7] ●●●●  (-11%)▼ ●●●●0  (-7.9%) ●●●0  (-17.5%) ●●●●●  (-5.7%) ●●●●●  (-5.2%) ●●●●●  (-3.9%) ●●●●  (-10.6%)◆ ●●●0  (-15%) ●●●●●  (-5%) ●●●●●  (-5.2%) ●●●●●  (-2.2%) ●●●●● (-2.2%) ●●●●0 (-6.3%) ●●●0 (-19.6%)▼

吹髮溫度 [8] ●●●●● ●●●●● ●●●●●▽ ●●●●● ●●●●▽ ●●●●●▽ ●●●●0 ●●●▽ ●●●●●▽ ●●●●▽ ●●●●▽ ●●●●0 ▽ ●● ▲▽ ●●●●0 ▽

吹乾速度 ●●●●● ●●●●0 ●●●●0 ●●●●0 ●●● ●●●● ●●●● ●●● ●●●0 ●●● ●●●0 ●●●0 ●●0 ●●●

負離子功能（除靜電效果） ●●●●0 ●●●●0 ●●●●● ●●●●● ●●●● ●●●0 ●●●● ●●●● ●●●0 不適用

實際使用表現 [9] ●●●● ●●●● ●●●● ●●●● ●●●● ●●●● ●●●● ●●●● ●●●● ●●●● ●●●0 ●●●● ●●●● ●●●0 ●●●0 ●●●●

試用者評價 [10] ●●●●0 ●●●●0 ●●●● ●●●● ●●●● ●●●●0 ●●●● ●●●● ●●●● ●●●● ●●●0 ●●●●0 ●●●0 ●●●0 ●●●0 ●●●●

吹髮效能 [11] ●●●● ●●●● ●●●● ●●●● ●●●● ●●●● ●●●● ●●●● ●●●● ●●●● ●●●● ●●●● ●●●● ●●●0 ●●●0 ●●●● 

乾髮速度 ●●●●0 ●●●●0 ●●●●0 ●●●● ●●●● ●●●● ●●●●0 ●●●●0 ●●●● ●●●● ●●●● ●●●●0 ●●●● ●●●●0 ●●●● ●●●●

髮量 ●●●● ●●●● ●●●● ●●●● ●●●0 ●●●● ●●●● ●●●● ●●●● ●●●0 ●●●0 ●●●● ●●●0 ●●●0 ●●●● ●●●●

頭髮光澤度 ●●●● ●●●● ●●●● ●●●● ●●●● ●●●● ●●●● ●●●● ●●●● ●●●0 ●●●0 ●●●● ●●●● ●●●0 ●●●0 ●●●0

頭髮順滑度 ●●●●0 ●●●●0 ●●●●0 ●●●●0 ●●●● ●●●●0 ●●●●0 ●●●●0 ●●●● ●●●● ●●●● ●●●●0 ●●●●0 ●●●● ●●●● ●●●●

容易梳理程度 ●●●● ●●●●0 ●●●● ●●●●0 ●●●● ●●●●0 ●●●●0 ●●●● ●●●● ●●●● ●●●● ●●●●0 ●●●● ●●●0 ●●●● ●●●●

使用方便程度 [12] ●●●● ●●●● ●●●● ●●●0 ●●●● ●●●●0 ●●●● ●●●0 ●●●● ●●●●0 ●●●●0 ●●●0 ●●●● ●●●●0

提起及放下 ●●●● ●●●● ●●●● ●●●● ●●●●0 ●●●●0 ●●●● ●●●0 ●●●● ●●●●● ●●●●0 ●●●0 ●●●● ●●●●0

按掣及推掣 ●●●●0 ●●●●0 ●●●● ●●●● ●●●● ●●●●0 ●●●● ●●●0 ●●●● ●●●●0 ●●●● ●●●● ●●●0 ●●●●

吹髮 ●●●●0 ●●●● ●●●● ●●●0 ●●●●0 ●●●●0 ●●●● ●●●0 ●●●● ●●●●0 ●●●●0 ●●●0 ●●●● ●●●●0

收藏 ●●●● ●●●● ●●●● ●●●0 ●●●● ●●●● ●●●0 ●●●● ●●●0 ●●●● ●●●●0 ●●● ●●●● ●●●●0

寧靜程度 ●●●● ●●●● ●●●● ●●●0 ●●●0 ●●●● ●●●●0 ●●●● ●●●0 ●●●● ●●●●0 ●●●0 ●●●0 ●●●●

型 
號 
規 
格 
資 
料 
與 
聲 
稱 
功 
能 
[13]

溫度及風速設定數目 [14] 3 / 2 3 / 2 3 / 2 3 / 2 3 / 2 3 / 2 3 / 2 3 / 2 2 3 / 2 2 2 / 2 2 2

重量（克） 591 678 527 726 489 471 560 876 587 477 456 923 472 344

電源線長度（厘米） 183 248 176 186 168 182 184 297 177 170 183 231 181 152

可摺式手柄 － － ▓ － ▓ ▓ － － ▓ ▓ ▓ － ▓ ▓

掛牆吊圈 ▓ ▓ ▓ ▓ ▓ ▓ ▓ ▓ ▓ ▓ ▓ ▓ ▓ ▓

瞬間冷風掣 ▓ ▓ ▓ ▓ － ▓ ▓ ▓ － － － ▓ － －

負離子功能開關選擇 長開 ▓ 長開 ▓ 長開 長開 長開 長開 長開 － － － － －

110-120／220﹣230伏特
電壓輸入（旅行用）

－ － － － － － － － － － ▓（手動調校） － － ▓（手動調校）

可拆式隔濾網 ▓ ▓ ▓ ▓ － ▓ ▓ ▓ ▓ － － － － －

其他聲稱功能 －
恆溫吹風、陶瓷發熱線、

遠紅外線等

護髮功能掣、
加快氣流掣、

護色等
護髮功能掣

速乾護髮風嘴、
雙負離子管道、
護髮溫度吹風等

－ 護色、低噪音等
陶瓷發熱線、
遠紅外線、
轉動手柄等

PCI 離子技術、
減少分叉及

異味等

速乾護髮風嘴、
護髮溫度
吹風等

－ 低噪音 － －

附送配件
集風嘴及
擴散風嘴

集風嘴及擴散風嘴 集風嘴 集風嘴及擴散風嘴 集風嘴 集風嘴
集風嘴及
擴散風嘴

集風嘴
集風嘴及
清潔刷

集風嘴 集風嘴及旅行包
大集風嘴及
小集風嘴

－ 集風嘴

保用期（年） 1 2 1 2 1 1 1 1 2 1 2 1 2 1

註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粒。  

－表示不適用、沒有該功能或沒有提供資料。   

樣本#1、#2、#4至#6、#10、#12及#13的安全測試結果部分由機電工程署提供。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2015年1月在市面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
的售價或有差別。    

[2]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標籤。    

[3]  總評分的比重如下：
 安全程度 20% 實際使用表現 30%
 效能表現（實驗室測試） 20% 使用方便程度 20% 
 負離子功能（除靜電效果） 10%   
 若任何項目不適用，比重由其他項目按比重攤分。
 整體總評除根據比重計算外，計算程式亦包括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若樣

本在安全項目表現不理想，便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總評分數。 

[4] 安全程度     
 a 電源線未能通過最新版本安全標準要求的擺動屈曲測試。 
 b 實際的輸入功率比其標籤上聲稱的功率低，相差超過10%。
 c 在模擬樣本的馬達短路及／或失靈停轉時，樣本的部分零件過熱燃

燒以致部分塑膠外殼變形，令帶電部件外露。  
 d 樣本上部分標示的尺寸不符標準要求、標示未能通過擦拭測試及／

或說明書欠缺部分使用說明或警示字句。   

[5] 效能表現（實驗室測試）按下列比重計算:    
輸入功率標示吻合度 10% 吹乾速度 40%  

 吹髮溫度 50%   

[6] 資料主要源自產品標籤。    
 * 樣本上標示的額定電壓為220-240V，但只標示單一額定功率。根據

標準，輸入功率應在電壓230Ｖ下量度，但由於本港電壓為220V，使
用時實際輸入功率可能較標示的數值低。   

[7] 根據本會在220V下量得的功率與樣本標示在220V下的功率的吻合度評分。
 ▼ 樣本#1及#14分別只標示在230-240V及230Ｖ下的額定功率，故難以和本會

在220V下量度的功率直接比較，評分時已考慮這特殊情況及本港消費者的
需要。 

 ◆	根據測試中量得的最低功率計算。  

[8] 根據從不同的操作距離量得的吹髮溫度來評分，包括25毫米（不裝上風嘴）、
100毫米（不裝上風嘴）、100毫米（裝上集風嘴）及50毫米（裝上擴散風嘴）。

 ▲ 樣本沒有提供集風嘴，故評分不包括操作距離為100毫米（裝上集風嘴）量
得的吹髮溫度。   

 ▽ 樣本沒有提供擴散風嘴，故評分不包括操作距離為50毫米（裝上擴散風嘴）
量得的吹髮溫度。   

[9] 實際使用表現按下列比重計算:   
 試用者評價 40%
 吹髮效能 60%    

[10] 每位試用者試用樣本後就整體用後感覺，包括乾髮及造型效果，給予
評分。

[11] 試用者試用樣本後，由試用者及評審員分別填寫問卷，就乾髮所需
時間及吹髮效能給予評分，包括髮量（volume）、頭髮的光澤度、
順滑度、容易梳理程度等。

[12] 使用方便程度按下列比重計算:    
提起及放下 10% 收藏 10%

 按掣及推掣 20% 寧靜程度 15%
 吹髮  45%   

[13] 資料主要由檢定中心量度所得或源自產品標籤、說明書、包裝資料
及宣傳單張。 

[14] 單一數字表示樣本設定同時改變溫度及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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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指 南
消費者宜先瞭解自己的要求，然後按自己較重視的因素去選擇。根據本會的評

分比重計算，以下是這次測試中部分總評分較高的樣本：

有產生負離子功能的樣本

「樂信牌Rasonic」RHD-SP22（#1，$258）、「飛利浦Philips」HP8260（#2，

$538）、「Bosch」PHD5781（#3，$598）、「百靈牌Braun」Satin Hair 7（#4，$598）

及「Panasonic」EH-NE50（#5，$318）整體評分較高。#1及#2獲得試用者較高的評

價，吹乾速度亦快，其中#1售價較低。#3及#4的除靜電效果佳。

沒有產生負離子功能的樣本

「Panasonic」EH5163（#10，$208）及「飛利浦Philips」HP4940（#11，$178）

整體表現較出色，#10獲試用者評價高，頭髮順滑及容易梳理。#11則較寧靜。

生產的產品的電線裝置均通過10,000次的

擺動屈曲測試，以符合最新版本安全標準

的要求，該公司並向本會提供產品的最新

安全測試報告。

「Valera」（#7）的代理商向本會提

供其生產商就產品功率所得的測試結果，

並表示日後生產會改善及控制實際功率與

標示功率間的誤差。

「Alpha Too l」（#8）的代理商表

示該型號的標示電壓為220-240V，其標

示的單一額定功率是根據國際安全標準

IEC60335-1的規定在電壓230V下量度。又

指國際安全標準IEC60335-2-23對吹髮溫

度沒有上限規定。

「聲寶Sharp」（#9）的代理商向本

會提供安全測試報告及證書，以證明產品

符合國際安全標準，表示是次產品未能通

過本會的非正常操作測試僅屬個別事件。

該公司又指在收到報告後已即時委託另一

所獨立實驗室進行試驗，結果符合標準要

求，並向本會及機電署提供測試報告，以強

調產品使用安全。

「Super」（#12）的代理商表示本會

所抽查的測試樣本是根據舊版本的IEC國

際安全標準設計及生產，並表示產品日後

會根據最新版本安全標準的要求生產。

「沙宣VS Sassoon」（#13）的代理商

向本會提供產品的安全測試報告，指產品

已符合本港的《電氣產品（安全）規例》。

「億健Innocare」（#14）的代理商向

本會提供安全測試報告及證書，以證明產

品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又表示有關產品於

正常使用下不會構成危險。該公司指收到

本會的測試結果後，已自行抽取樣本並與

生產商根據國際安全標準IEC60335-1及

IEC60335-2-23第19.3 及19.101章中要求的

條件及環境進行測試，未有出現不符標準

的結果，並向本會提供了有關的測試報告。

該公司指基於根據相同測試條件、方式及環

境下進行測試而未有出現不達標結果，認

為有關產品未能通過本會的非正常操作測

試屬個別事件。該公司另表示其產品標示

的電壓及功率是根據相關國際安全認證上

的資料列出，所以不存有誤導成分。

吹直髮時，宜利用圓捲梳把頭

髮由內扣着，風筒則順着頭髮

的生長方向由上往下拉吹。

吹曲髮時，用者可將風筒裝

上擴散風嘴，以吹出豐盈的

曲髮造型。

● 用後收起電源線並收藏好風筒，減少電

源線被過度拉扯或風筒被碰撞的機會。

定時檢查電源線及外殼，若發現任何變

形、燒焦或不正常的情況，應立即停用。

● 使用雙電壓的旅行風筒前，應留意設

定，尤其是剛從低電壓地區（如美國、日

本或台灣）回港時，切記把電壓調至本

港電壓，避免因輸入電壓過大而影響風

筒的正常操作。

廠商回應
「樂信牌Rasonic」（#1）的代理商表示

該型號的標示電壓為230-240V，故其標示

的功率較本會以電壓220V量得的數值高。

「Bosch」（#3）的代理商表示該型

號的標示電壓為220-240V，其標示的單一

額定功率是根據國際安全標準IEC60335-1

的規定在電壓230V下量度。又表示日後生

產的產品會標示在電壓220-240V下的功

率範圍。

「好運達Rowenta」（#6）的代理商

表示，本會所抽查的測試樣本是根據舊版

本的IEC國際安全標準設計及生產，而現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