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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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測試樣本
測試了13款在本港購買的單人床墊

式底氈（underblanket），售價由約$300至

$1,090不等。樣本的額定功率由45至150

瓦特（Watt，W），長度全為150厘米，闊度

則是70或80厘米。

測試項目
由本港獨立實驗室分別參考最新版

本的國際安全標準IEC 60335-2-17及IEC 

60299測試樣本的安全及效能表現。此

外，本會亦評估了各樣本的使用方便程度

及多功能程度。

安全程度
13款樣本中，「Beu re r」（#1）通

過安全測試而標示說明亦完備，表現優

異。「奧高Origo」（#2）、「A&S」（#3）及

「Comfy」（#4）亦通過全部安全測試項

目，只是標示說明不盡完善。其餘9款樣本

在結構及絕緣、溫度升幅、非正常操作、物

料耐熱及阻燃能力、標示說明等方面未能

符合標準要求。

2 款結構或絕緣未如理想

標準要求電熱氈採用一整條完整的

發熱線，不可由兩組或以上的發熱線接駁

而成。測試發現，「Dreamland」（#5）樣本內

的部分發熱線由兩組發熱線接駁而成，容易

因鬆脫或移位而導致接觸不良，影響操作。

「北歐牌North Euro」（#13）樣本的電源線

接頭的帶電部分與用戶可接觸位置之間的

絕緣距離不足，較標準下限少了0.9毫米，增

加短路的機會。

 

4 款溫度升幅高於標準

「Cel l in i」（#9）、「Bel lo」（#11）及

「北歐牌North Euro」（#13）於最高溫度

設定下，樣本部分發熱線的溫度升幅分

別為95.6K、89.4K及82.7K（1K等如溫度

上升1℃），高於標準所訂的溫度升幅上限

（80K）。另#11的過熱保護裝置於測試過

程中啟動，不符標準要求。

於低室溫（0℃至15℃）環境及最低溫

度設定下，「Imetec」（#8）樣本量得的氈面

電熱氈可以溫暖被窩，耗電量不高，是

很多人在冬季的保暖之選。不過，要安心及

舒適地睡一覺，產品的安全程度不容忽視。

測試了13款電熱氈的安全及效能表現，多達

9款未能通過安全測試。個別型號的熱力分

布不均，保暖效果遜色；若然整晚使用，樣本

間耗電量相差可逾一倍！

9款電熱氈
未能通過
安全測試



3 4

2

65

8

9

12

10

11 13

1

7

溫度為41.7℃，稍為超過標準限制的37℃。

電熱氈雖為保暖而設，但溫度亦不宜過高，

以免令用者體溫過高或增加灼傷的機會。

5 款於非正常操作時過熱

非正常操作測試是當電熱氈一旦出

現異常情況或失靈後，電熱氈亦不應出現

溫度過高等情況，以免影響用戶的安全。

測試時，模擬樣本在觸發三極管（Triac）

失靈後的情況下操作，「億健Innocare」

（#6）、「Ardes」（#7）、「伊瑪牌Imarflex」

（#10）、「Turbo Italy」（#12）及「北歐牌

North Euro」（#13）樣本的氈面溫度均高

於標準規定的上限（60℃），其中#10及

#12更分別達到73.8℃及87.1℃。

電熱氈通電後，發熱線所產生的熱

力會從氈中慢慢透出，若電熱氈受摺壓或

被重物壓着，熱力不能正常散開，就可能

把氈面燒焦，情況嚴重者更會引起火警。

#12及#13在摺疊至5層厚的非正常情況下

操作時，其發熱線量得的溫度分別比標準

上限超出13.4℃及11℃，不過，測試時並沒

有出現着火或冒煙的情況。

1 款物料耐熱能力不足

電熱氈可能長時間操作，非金屬物料

或配件必須有足夠的耐熱能力，避免因高

溫而導致變形或影響結構的安全性。「北

歐牌North Euro」（#13）樣本的電源線接

頭的膠料在球壓測試中變形，變形幅度超

出標準上限。

多款標示說明不完善

不正確使用電熱氈容易造成意外，所

以用戶開始使用前，必須先查看說明書，



若發現損壞迹象，必須即時停止使用，

並從電源插座拔出插頭。

基本篇

● 因應床鋪尺寸去選擇電熱氈的尺

寸，切勿弄皺或把電熱氈捲曲、摺

疊使用，以免損壞內部發熱線或

造成散熱不良而引起燃燒。

● 瞭解產品及細閱說明書上的指示，

保留說明書以便日後參考。

● 若怕弄污，可在電熱氈上鋪床單

使用。切勿在電熱氈上鋪床墊使

用，容易產生過熱而損害電熱氈。

● 切勿與暖水袋一起使用，以免不

慎弄濕電熱氈。

● 切勿將扣針或其他尖銳物件刺入電

熱氈。

● 入睡前，應把電熱氈溫度調低，溫

度過高會造成皮膚燙傷。

● 用後應從電源插座拔出插頭或關掉

電源上的開關掣，以策安全。

● 勿讓貓狗等寵物留在氈上，牠們的

爪可能會損壞發熱線。

● 經常檢查電熱氈是否有損壞迹象，

例如電熱氈過熱、氈面有焦黑痕

迹、電線損壞、內部發熱線移位等。

安
全
使
用
電
熱
氈

切勿弄皺或把電熱氈捲曲、摺疊使用，以免損

壞內部發熱線。

電熱氈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牌子 Beurer 奧高 Origo A&S Comfy Dreamland 億健 Innocare Ardes Imetec Cellini 伊瑪牌 Imarflex Bello Turbo Italy 北歐牌 North Euro

型號 UB53 UB3080L TT-AA TA-6604SN C9801 EB150PFT 413 804A1 CEB1230S INB-70 BTT-80A(BEL) TEB-150T SQ-0815

大約售價                             [1] $900 $898 $468 $499 $1,090 $300 $619 $788 $348 $799 $499 $668 $390

聲稱原產地                   [2] 匈牙利 中國 中國 中國 意大利＊ 中國 意大利 意大利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總評                               [3] ★★★★★ ★★★★★ ★★★★1 ★★★★1 ★★★★ ★★★★ ★★★★ ★★★1 ★★★1 ★★★ ★★★ ★★1 ★★1

安全程度  [4] ●●●●● ●●●●● ●●●●0 ●●●●0 ●●●● ●●●● ●●●● ●●●0 ●●●0 ●●● ●●● ●●0 ●●0 

結構及絕緣 [5] ●●●●● ●●●●● ●●●●● ●●●●● ●●●●         a ●●●●● ●●●●● ●●●●● ●●●●● ●●●●● ●●●●● ●●●●● ●●●●0   b

溫度升幅 [6] ●●●●● ●●●●● ●●●●● ●●●●● ●●●●● ●●●●● ●●●●● ●●●0    e ●●●0       c ●●●●● ●●●         cd ●●●●● ●●●0      c

非正常操作 [7] ●●●●● ●●●●● ●●●●● ●●●●● ●●●●● ●●●●          f ●●●●     f ●●●●● ●●●●● ●●●●      f ●●●●● ●●0         fg ●●0        fg

物料耐熱及阻燃能力 [8] ●●●●● ●●●●● ●●●●● ●●●●● ●●●●● ●●●●● ●●●●● ●●●●● ●●●●● ●●●●● ●●●●● ●●●●● ●●●●       h

標示說明 [9] ●●●●● ●●●●●          j ●●●0        i j ●●●0         i j ●●●●        i j  ●●●●0        j ●●●●●   j ●●●●●   j ●●●●●      j ●●          i j  ●●●         i j ●●●          i j ●●0         i j

效能表現 [10] ●●●●● ●●●●0 ●●●●● ●●●●0 ●●●●0 ●●●●0 ●●●● ●●●● ●●●0 ●●●●0 ●●●●0 ●●●0 ●●●0

熱力
均勻
度
[11]

最大
溫差

最高溫度設定 12K 17K 10K 22K 25K 16K 26K 33K 59K 14K 11K 47K 38K

最低溫度設定 3K 3K 3K 7K 10K 10K 13K 13K 22K 3K 4K 14K 15K

整體 ●●●●● ●●●●0  ●●●●● ●●●●0 ●●●● ●●●●0 ●●●0  ●●●0    ●●  ●●●●● ●●●●●  ●●● ●●0 

    加熱速度　 [12] ●●●●0 ●●●●0 ●●●●0 ●●●● ●●●●● ●●●●0 ●●●●0 ●●●●0 ●●●●● ●●●● ●●●●0 ●●●●0 ●●●●0

耗電
量
[13]

加熱（瓦特小時） 17 19 13 18 21 12 14 14 8 17 15 10 16

連續／整晚使用
（瓦特小時）

149 159 129 143 130 280 275 256 70▲ 156 229 130 246

使用方便程度 [14] ●●●●0 ●●●●0 ●●●● ●●●●0 ●●●●● ●●●● ●●●0 ●●●●0 ●●●●● ●●●●● ●●●●● ●●●●0 ●●●●

說明書 ●●●0 ●●●●0 ●●●● ●●●●● ●●●●● ●●●● ●●● ●●●●● ●●●●0 ●●●● ●●●● ●●●● ●●●

使用及多功能程度 ●●●●● ●●●●● ●●●●0 ●●●●0 ●●●●● ●●●●0 ●●●● ●●●● ●●●●● ●●●●● ●●●●● ●●●●● ●●●●0 

清洗及收藏 ●●●●0 ●●●●0 ●●●● ●●●●0 ●●●●● ●●●● ●●●● ●●●●● ●●●●0 ●●●●0 ●●●●0 ●●●●0 ●●●● 

型 
號 
規 
格 
資 
料 
與 
聲 
稱 
功 
能 
[15]

尺寸（厘米）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7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70 150 x 70 150 x 80 150 x 80

額定電壓（伏特） 220 - 230 220 - 240 220 220 - 240 230 - 240 220 - 240 23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額定功率（瓦特） 60 100 60 45 - 55 150 60 60 52 - 60 60 60 60 60 60

面料 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棉 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 抓毛 抓毛 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
舒棉絨、聚酯纖維、

微粒絨
聚酯纖維、微粒絨 防火棉 短毛絨

溫度設定數目 4 4 3 3 9 5 2 2 3 9（足部）／
9（身體）

9 5 3

時間掣定時設定 [16] ▼ 1 - 10小時 － － 75分鐘／12小時 1 - 10小時 － － ▼ 1/5/8/12小時 1 - 12小時 1 - 8小時 ▼

聲稱可水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手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 手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手洗 機洗、手洗

保用期 (年) 5 1 1 1 3 1 3 2 1 2 1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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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2014年12月
至2015年１月在市面購買樣本時的售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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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氣及電子部分的原產地，沒有提供最後生產地
的資料

[3] 總評分的比重：    
 安全程度  70%  
 效能表現   25%  
 使用方便程度     5%

  若樣本的安全程度得分不理想，總評分會受到限
制。 

[4]   安全程度評分的比重：   
 結構及絕緣  30%  
 溫度升幅  25%  
 非正常操作  20%  
 物料耐熱及阻燃能力 20%  
 標示說明    5%

  安全程度整體評分除根據比重計算外，計算程式
亦包括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若樣本在重要
項目表現不理想，便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安全程
度整體評分。

[5]  a 部分發熱線由兩組發熱線接駁而成，不符標準
要求。

  b 電源線接頭的帶電部分與用戶可接觸位置之間
的絕緣距離低於標準下限。  

[6]  c 最高溫度設定下，樣本#9、#11及#13部分發熱
線的溫度升幅分別為95.6K、89.4K及82.7K，高於
標準所訂的溫度升幅上限（80K）。

   （註：1K等如溫度上升1℃） 

  d 過熱保護裝置於測試過程中啟動，不符標準
要求。

  e 低室溫環境及最低溫度設定下，量得的氈面溫
度為41.7℃，稍為超過標準上限的37℃。

[7]  f 模擬樣本在觸發三極管失靈後的情況下操作，樣
本#6、#7、#10、#12及#13量得的氈面溫度分別
為67.4℃、65.2℃、73.8℃、87.1℃及63.3℃，高於
標準上限（60℃)。  

    g 樣本被摺疊至五層厚的情況下操作，樣本#12
及#13的發熱線量得的溫度分別比標準上限超出
13.4℃及11℃。

[8]  h 部分膠料未能通過球壓測試，變形幅度超出標準
上限。 

[9]   i 欠缺或錯誤標示部分標準要求的標示。 

        j  說明書欠缺部分使用說明及警示字句。 

[10] 效能評分的比重：   
熱力均勻度  60% 
加熱速度  40%

  所有項目參考國際標準IEC 60299進行。

[11]  根據樣本於最高及最低溫度設定下，氈面同溫區
域內不同位置之間量得的最大溫差及其溫度與平
均溫度的接近程度評分。

[12] 根據樣本於最高溫度設定下，氈面上的發熱位置
由15℃加熱至30℃所需的時間評分。 

[13]  參考國際標準IEC 60299進行。整晚/連續使用時
的溫度設定，為說明書或廠商建議的溫度設定。由
於各樣本的輸入功率及尺寸規格各有不同，耗電
量未必可以直接比較，故只列出量得的數值供參
考。

▲ 樣本開啟3小時後自動關掉電源，量得的數值為連
續使用3小時的耗電量。  

[14]  使用方便程度的比重：   
說明書  25%  
使用及多功能程度 55%  
清洗及收藏  20%

[15]  資料主要源自產品標籤、包裝資料、說明書、宣傳
單張或由代理商提供。

[16] ▼ #1、#9及#13分別開啟12小時、3小時及10小時
後會自動關掉電源。

註



部分樣本設有時間掣，方便只

想用電熱氈預熱床鋪及毋須整

晚開着電熱氈的用戶。

兒童長者篇

● 3歲以下幼兒、不能照顧自己或行動不便的長

者不宜使用電熱氈，以免出現意外時未能迅

速反應。

● 3歲以上但仍年幼的兒童，除非有家長在旁照

顧、已為電熱氈完成設定，或兒童已接受足夠

的使用電熱氈指示，否則亦不宜使用電熱氈。

● 宜選用備有時間掣或自動關機功能的款式。

電熱氈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牌子 Beurer 奧高 Origo A&S Comfy Dreamland 億健 Innocare Ardes Imetec Cellini 伊瑪牌 Imarflex Bello Turbo Italy 北歐牌 North Euro

型號 UB53 UB3080L TT-AA TA-6604SN C9801 EB150PFT 413 804A1 CEB1230S INB-70 BTT-80A(BEL) TEB-150T SQ-0815

大約售價                             [1] $900 $898 $468 $499 $1,090 $300 $619 $788 $348 $799 $499 $668 $390

聲稱原產地                   [2] 匈牙利 中國 中國 中國 意大利＊ 中國 意大利 意大利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總評                               [3] ★★★★★ ★★★★★ ★★★★1 ★★★★1 ★★★★ ★★★★ ★★★★ ★★★1 ★★★1 ★★★ ★★★ ★★1 ★★1

安全程度  [4] ●●●●● ●●●●● ●●●●0 ●●●●0 ●●●● ●●●● ●●●● ●●●0 ●●●0 ●●● ●●● ●●0 ●●0 

結構及絕緣 [5] ●●●●● ●●●●● ●●●●● ●●●●● ●●●●         a ●●●●● ●●●●● ●●●●● ●●●●● ●●●●● ●●●●● ●●●●● ●●●●0   b

溫度升幅 [6] ●●●●● ●●●●● ●●●●● ●●●●● ●●●●● ●●●●● ●●●●● ●●●0    e ●●●0       c ●●●●● ●●●         cd ●●●●● ●●●0      c

非正常操作 [7] ●●●●● ●●●●● ●●●●● ●●●●● ●●●●● ●●●●          f ●●●●     f ●●●●● ●●●●● ●●●●      f ●●●●● ●●0         fg ●●0        fg

物料耐熱及阻燃能力 [8] ●●●●● ●●●●● ●●●●● ●●●●● ●●●●● ●●●●● ●●●●● ●●●●● ●●●●● ●●●●● ●●●●● ●●●●● ●●●●       h

標示說明 [9] ●●●●● ●●●●●          j ●●●0        i j ●●●0         i j ●●●●        i j  ●●●●0        j ●●●●●   j ●●●●●   j ●●●●●      j ●●          i j  ●●●         i j ●●●          i j ●●0         i j

效能表現 [10] ●●●●● ●●●●0 ●●●●● ●●●●0 ●●●●0 ●●●●0 ●●●● ●●●● ●●●0 ●●●●0 ●●●●0 ●●●0 ●●●0

熱力
均勻
度
[11]

最大
溫差

最高溫度設定 12K 17K 10K 22K 25K 16K 26K 33K 59K 14K 11K 47K 38K

最低溫度設定 3K 3K 3K 7K 10K 10K 13K 13K 22K 3K 4K 14K 15K

整體 ●●●●● ●●●●0  ●●●●● ●●●●0 ●●●● ●●●●0 ●●●0  ●●●0    ●●  ●●●●● ●●●●●  ●●● ●●0 

    加熱速度　 [12] ●●●●0 ●●●●0 ●●●●0 ●●●● ●●●●● ●●●●0 ●●●●0 ●●●●0 ●●●●● ●●●● ●●●●0 ●●●●0 ●●●●0

耗電
量
[13]

加熱（瓦特小時） 17 19 13 18 21 12 14 14 8 17 15 10 16

連續／整晚使用
（瓦特小時）

149 159 129 143 130 280 275 256 70▲ 156 229 130 246

使用方便程度 [14] ●●●●0 ●●●●0 ●●●● ●●●●0 ●●●●● ●●●● ●●●0 ●●●●0 ●●●●● ●●●●● ●●●●● ●●●●0 ●●●●

說明書 ●●●0 ●●●●0 ●●●● ●●●●● ●●●●● ●●●● ●●● ●●●●● ●●●●0 ●●●● ●●●● ●●●● ●●●

使用及多功能程度 ●●●●● ●●●●● ●●●●0 ●●●●0 ●●●●● ●●●●0 ●●●● ●●●● ●●●●● ●●●●● ●●●●● ●●●●● ●●●●0 

清洗及收藏 ●●●●0 ●●●●0 ●●●● ●●●●0 ●●●●● ●●●● ●●●● ●●●●● ●●●●0 ●●●●0 ●●●●0 ●●●●0 ●●●● 

型 
號 
規 
格 
資 
料 
與 
聲 
稱 
功 
能 
[15]

尺寸（厘米）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7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80 150 x 70 150 x 70 150 x 80 150 x 80

額定電壓（伏特） 220 - 230 220 - 240 220 220 - 240 230 - 240 220 - 240 23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額定功率（瓦特） 60 100 60 45 - 55 150 60 60 52 - 60 60 60 60 60 60

面料 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棉 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 抓毛 抓毛 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
舒棉絨、聚酯纖維、

微粒絨
聚酯纖維、微粒絨 防火棉 短毛絨

溫度設定數目 4 4 3 3 9 5 2 2 3 9（足部）／
9（身體）

9 5 3

時間掣定時設定 [16] ▼ 1 - 10小時 － － 75分鐘／12小時 1 - 10小時 － － ▼ 1/5/8/12小時 1 - 12小時 1 - 8小時 ▼

聲稱可水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手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 手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機洗、手洗 手洗 機洗、手洗

保用期 (年) 5 1 1 1 3 1 3 2 1 2 1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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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2014年12月
至2015年１月在市面購買樣本時的售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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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氣及電子部分的原產地，沒有提供最後生產地
的資料

[3] 總評分的比重：    
 安全程度  70%  
 效能表現   25%  
 使用方便程度     5%

  若樣本的安全程度得分不理想，總評分會受到限
制。 

[4]   安全程度評分的比重：   
 結構及絕緣  30%  
 溫度升幅  25%  
 非正常操作  20%  
 物料耐熱及阻燃能力 20%  
 標示說明    5%

  安全程度整體評分除根據比重計算外，計算程式
亦包括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若樣本在重要
項目表現不理想，便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安全程
度整體評分。

[5]  a 部分發熱線由兩組發熱線接駁而成，不符標準
要求。

  b 電源線接頭的帶電部分與用戶可接觸位置之間
的絕緣距離低於標準下限。  

[6]  c 最高溫度設定下，樣本#9、#11及#13部分發熱
線的溫度升幅分別為95.6K、89.4K及82.7K，高於
標準所訂的溫度升幅上限（80K）。

   （註：1K等如溫度上升1℃） 

  d 過熱保護裝置於測試過程中啟動，不符標準
要求。

  e 低室溫環境及最低溫度設定下，量得的氈面溫
度為41.7℃，稍為超過標準上限的37℃。

[7]  f 模擬樣本在觸發三極管失靈後的情況下操作，樣
本#6、#7、#10、#12及#13量得的氈面溫度分別
為67.4℃、65.2℃、73.8℃、87.1℃及63.3℃，高於
標準上限（60℃)。  

    g 樣本被摺疊至五層厚的情況下操作，樣本#12
及#13的發熱線量得的溫度分別比標準上限超出
13.4℃及11℃。

[8]  h 部分膠料未能通過球壓測試，變形幅度超出標準
上限。 

[9]   i 欠缺或錯誤標示部分標準要求的標示。 

        j  說明書欠缺部分使用說明及警示字句。 

[10] 效能評分的比重：   
熱力均勻度  60% 
加熱速度  40%

  所有項目參考國際標準IEC 60299進行。

[11]  根據樣本於最高及最低溫度設定下，氈面同溫區
域內不同位置之間量得的最大溫差及其溫度與平
均溫度的接近程度評分。

[12] 根據樣本於最高溫度設定下，氈面上的發熱位置
由15℃加熱至30℃所需的時間評分。 

[13]  參考國際標準IEC 60299進行。整晚/連續使用時
的溫度設定，為說明書或廠商建議的溫度設定。由
於各樣本的輸入功率及尺寸規格各有不同，耗電
量未必可以直接比較，故只列出量得的數值供參
考。

▲ 樣本開啟3小時後自動關掉電源，量得的數值為連
續使用3小時的耗電量。  

[14]  使用方便程度的比重：   
說明書  25%  
使用及多功能程度 55%  
清洗及收藏  20%

[15]  資料主要源自產品標籤、包裝資料、說明書、宣傳
單張或由代理商提供。

[16] ▼ #1、#9及#13分別開啟12小時、3小時及10小時
後會自動關掉電源。

註



加熱耗電量不高

試驗人員量度樣本於室溫15℃的環

境及最高溫度設定下，氈面的發熱位置加

熱至30℃所需的耗電量。大部分樣本量得的

加熱耗電量相若，而「Cellini」（#9）量得的加

熱耗電量更只有8瓦特小時。「Dreamland」

（#5）則耗電較多，加熱時耗電量有21瓦特

小時。雖然各樣本於加熱狀態下的耗電量

不高，但用者應留意最高溫度設定只宜睡

前開啟用作溫暖床褥，以免高溫造成燙傷。

連續／整晚使用  耗電量差異大

樣本加熱後，試驗人員把其溫度設定

調校至說明書或廠商建議的連續/整晚使

用溫度，並量度連續使用8小時的耗電量。

「Cellini」（#9）於開啟3小時後會自動關掉

電源，故其量得的耗電量（70瓦特小時）為

連續使用3小時的耗電量。各樣本量得的耗

電量差異較大，由129至280瓦特小時，以

「A&S」（#3）、「Dreamland」（#5）及「Turbo 

Italy」（#12）的耗電量較低。假設每晚使用8

小時及每度電$1.1計算，各樣本每晚所花電

費只需約$0.14至$0.3，比起輸入功率達千

瓦的冷暖空調機或電暖爐經濟得多。

使用方便程度
評審包括說明書的詳盡程度、使用、

多功能程度、清洗及收藏等項目。

說明書

「Comfy」（#4）、「Dreamland」

（#5）及「Imetec」（#8）備有資料充足、

字體大小適中的中英文說明書。「Ardes」

（#7）僅提供英文說明書而「北歐牌North 

Euro」（#13）則只備有簡單的中文說明書，

對個別用戶或構成不便。

使用及多功能程度

大部分樣本的設計都備有綁繩或於

四角設有橡筋帶，方便用戶把電熱氈紮在

床架或箍在床褥上。

香港醫學會會董及皮膚科專科陳厚毅醫生表示，燙傷大多由於皮膚接觸到

火、滾油或熱水等高溫物所引致；電熱氈溫度儘管在40℃至60℃之間，但由於接觸

時間長，亦有機會造成燙傷，嚴重程度視乎電熱氈的設定溫度及個人體質而定。所

以用者應在入睡前把電熱氈調校至低溫，尤其是在睡前服了感冒藥或飲酒後的人

及皮膚對外界溫度不太敏感的長者。3歲以下幼童、行動不便、長期卧床或對熱不

敏感的人士更不宜使用電熱氈，因為一旦發生意外，他們未必能迅速作出反應。

此外，長時間使用電熱氈，會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使人體表皮水分蒸發，

而且熱力對皮膚來說亦是一種刺激，因此，部分人使用電熱氈會出現皮膚乾燥

及痕癢等情況。有濕疹或皮膚過敏症者宜先諮詢醫生意見後才使用。

使用電熱氈會被燙傷嗎？

瞭解使用方法、如何把電熱氈固定在床

上、清洗及收藏要點等。除「Beurer」（#1）

外，其餘12款樣本的標示說明均有改善空

間。普遍不足之處包括欠缺以下標示或警

告：不應讓3歲以下幼童使用、不應讓對過

熱欠反應的人士使用、使用標誌的解釋、

發現破損後務必送交代理商維修、收藏指

示及警告，以及說明書或標籤的字體及/

或標誌未達標準指定的高度等。「伊瑪牌

Imarflex」（#10）及「北歐牌North Euro」

（#13）的說明書欠缺較多標準要求的指示

或警示字句。

 

效能測試
測試項目包括熱力均勻度、加熱速度

及耗電量。

熱力均勻度表現各異

若電熱氈上不同位置的發熱效果不

平均，保暖效果固然受影響，也可能令用者

感覺不舒服，有機會影響睡眠。試驗人員分

別在最高及最低溫度設定下操作樣本，隨

後量度及比較氈面同溫區域內不同位置的

溫升差異。「Cellini」（#9）於最高及最低溫

度設定下，氈面上不同發熱位置之間量得的

最大溫度差異分別達59K及22K，表現較差；

「Turbo Italy」（#12）及「北歐牌North Euro」

（#13）於最高及最低溫度設定下，不同發熱

位置的最大溫度差異分別為47K及14K、38K

及15K，表現遜色。而表現優異的「Beurer」

（#1）、「奧高Origo」（#2）、「A&S」（#3）、

「伊瑪牌Imarflex」（#10）及「Bello」（#11）於

最低溫度設定下，氈面上不同發熱位置之間

的溫升相差少於4K，發熱效果均勻。

3 款加熱較快

樣本在室溫15℃的環境及最高溫度設

定下操作，試驗人員記錄氈面的發熱位置加

熱至30℃所需的時間。「Cellini」（#9）只需時

7分鐘，加熱速度最快，其次是「Dreamland」

（#5），只需9分鐘。「Comfy」（#4）則最慢，

需時約19分鐘。

耗電量

主要量度各樣本在加熱及連續/整

晚使用狀態下的耗電量。

熱力均勻度的測試點分布樣本各處，以量度氈面同溫區域內不同位置的溫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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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使用方面，「奧高O r i g o」

（#2）、「Dream l a nd」（#5）、「億健

Innoca re」（#6）、「伊瑪牌Imar f l ex」

（#10）、「Bello」（#11）及「Turbo Italy」

（#12）設有時間掣，方便只想用電熱氈預

熱床鋪及毋須整晚開着電熱氈的用戶。

8款樣本（#1、#2、#5、#8、#9、

#10、#11及#13）的控制器有背光燈設計，

方便用戶在黑暗中調校。大部分樣本都備

有2至5個溫度調節設定，#5、#10及#11更

備有多達9個不同溫度選擇。此外，#10為

身體及足部分別設有溫度調節設定，用戶

可按身體的需要增減溫度。

清洗及收藏

除「億健Innocare」（#6）外，其餘的

電熱氈樣本均可手洗及/或機洗。不過用戶

在清洗前切記先拆除電源線，切勿弄濕控

制器。此外，消費者亦不宜過度清洗電熱

氈，以免發熱線移位，而導致電熱氈使用

時出現過熱或溫度不均的情況。#1及#13

的說明書建議用者不宜把電熱氈清洗多於

5次，否則會影響其壽命。

全部13款樣本均附有原裝膠袋或紙

盒。收藏電熱氈最好用原來的包裝膠袋或

紙盒，大小適中，方便收藏。

機電署的回應
機電署收到測試報告後，已經聯絡

供應商跟進有關安全事宜，有關供應商亦

承諾作出相應改善。雖然部分樣本未能符

合標準要求，但在正常使用下，對使用者應

不會構成安全問題。機電署將會繼續跟進

及監察有關產品的改善情况。

廠商回應
「奧高Origo」（#2）、「A&S」（#3）及

「Comfy」（#4）的代理商都表示會更新標

示及/或說明書內容以符合安全標準要求。

「Dreamland」（#5）的代理商表示該

型號已停產。

「億健Innocare」（#6）、「Ardes」

（#7）、「Imetec」（#8）、「Cellini」（#9）、

「Turbo Ita ly」（#12）及「北歐牌North 

Euro」（#13）的代理商或生產商都向本會

提供安全測試報告及證書，以證明產品符

合國際安全標準。#7、#9及#12的代理商

或生產商亦表示會更新或已更新產品的說

明書以符合安全標準要求。

#6的代理商表示有關的說明書標示

項目已清楚印於產品標籤上，但同意更改

新批次產品的說明書以符合標準要求。該

公司稱收到本會的測試報告後，已自行抽

取樣本並安排生產商及是次本會委託的同

一實驗室根據國際安全標準IEC60335-1及

IEC60335-2-17第19.111條中要求的條件及

環境下進行測試，結果一致達到標準的要

求，該公司並向本會提供了有關的測試報告

以證明產品安全標準。該公司認為有關產品

未能通過本會的非正常操作測試，可能是由

於測試時詮釋產品類別及抽取數據不同所

致的個別事件。

#7的生產商表示根據其提供的安全

測試報告，有關產品於非正常操作時，氈面

的表面溫度最高只有59℃，低於本會量得的

溫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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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的生產商指收到本會之測試結果

後，已自行抽取樣本並根據國際安全標準

IEC60335-1及IEC60335-2-17第11.101條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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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9的代理商表示有關產品在本港220伏

特電壓下，其溫升幅度合乎國際安全標準及其

產品是配合本港的電壓生產，故在本港使用絕

對安全。就熱力不平均方面，該公司指出測試

是直接把銅片放在電熱氈上量度熱力，熱力

容易在銅片上流失而導致不平均，在實際使用

時，建議把床單覆蓋在電熱氈上，以幫助將熱

力平均散開，使床單上的溫度平均。

#13的代理商指有關型號屬控制型電

熱氈（即電熱氈的輸入功率會隨着溫度而改

變），而本會的安全測試是按非控制型電熱

氈的要求進行，故兩者的測試方法不同。該公

司又表示有關產品的代理合約已完，故不會

再銷售相關產品。

「伊瑪牌Imarflex」（#10）及「Bel lo」

（#11）的代理商表示，#10將會於本季後淘

汰，所以相關說明書及標籤可不用更新，往後

新型號的電熱氈將會按相關標準更新說明書

及標籤。而#11的說明書及標示則會於下批次

按安全標準要求修訂。該公司指生產商在採

購時已抽驗部分發熱絲阻值，當中未有發現問

題，但批次生產時未有對每一部產品的發熱絲

進行檢測，導致有小部分產品未能符合要求。

該公司又指生產商已經承諾往後將嚴格監管

對發熱絲的要求，對所有產品每條發熱絲均進

行百分百檢測，以剔除所有在可接受要求範圍

以外的發熱絲。 

  

「Beurer」UB53（#1，$900）及

「奧高Origo」UB3080L（#2，$898）

整體表現優異，#1熱力均勻並設5

年保用，#2則加熱較快及設有時間

掣。「A&S」TT-AA（#3，$468）及

「Comfy」TA-6604SN（#4，$499）整

體表現亦不俗，價格較相宜。

選擇指 南

( 上 ) 冬季過後，最好把電熱氈放入原來的包裝膠

袋或紙盒收藏。

( 下 ) 大部分樣本的設計都備有綁繩或橡筋帶，方

便用戶把電熱氈固定於床架或床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