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强型智能 UL  
认证标志和标牌



增强型智能 UL 认证标志*及标牌系统可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需求及不断演变的认证分类，提供更高的清晰度，有助于促进市场
接受度。随着产品实现更精细划分及更多认证，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及标牌系统可提供在单个标志显示 UL 认证范围的先进方法。

所有使用 UL 列名标志和 UL 分类标志（不论版本为何）的客户都
可免费转换至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系统。 

*除多重列名涉及的产品外，增强型智能 UL 认证标志不再使用四字符控制编码。取决于产品和 
类别，若干额外信息（如产品名称）虽然不再是标志的一部分，可能仍需提供，该等信息将在标志 
旁边显示。

增强版标志 智能标志

优势
•  提高清晰度及接受度

•  在合规性方面提供更高的透明度

•  将多个认证整合于单个标志

•  促进市场的合规性

UL 标志为未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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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代码
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设计采用两位数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
家代码，以指示认证中使用的地理区域标准。针对多个地理区域
的认证将在标志中采用多个国家代码。在某些情况下，取决于认
证计划，可能不使用国家代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适当的产 
品类别。

AU = 澳大利亚 CA = 加拿大 CO = 哥伦比亚 CN = 中国 EU = 欧洲 
JP = 日本 UK = 英国 US = 美国

4.唯一 ID
在4大多数情况下，每个 UL 标志都具有唯一的识别码或文件编
号。这有助于提高可追溯性及提供关于产品认证的更多信息。 
该信息可在 productiq.UL.com 上获得。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
唯一识别码或文件编号并不在标志内，而是位于产品的其他位置。

5.二维码
对于选择使用智能版本的增强型标志或标牌的客户，每个标志 
或标牌将嵌入二维码。在使用智能设备扫描时，二维码会将用户
链接至关于认证的额外信息。

横向 纵向

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系统采用定制的模块化插图为 
UL 认证客户创建独特的标志。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
主要包含四个元素：基础标志、认证属性、相关国家 
代码以及唯一识别码。

增强型智能 UL 
认证标志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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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 UL 认证标志
基础 UL 标志由熟悉的位于圆圈内的 UL 字母、描述 UL 提供的
服务的单词 CERTIFIED （经认证）以及注册商标符号组成。

2.属性
为描述 UL 认证的范围，以下属性可能出现在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中。标志模块中可能出现一个或多个属性。此外，某些属性
与模块中的安全属性配合使用。

Safety（安全）
根据适用的安全要求认证。

Functional Safety (FS)（功能安全）
根据产品上标记的功能安全要求认证。

Marine（海洋）
根据适用的海上要求认证，供船用。

Health Effects（健康影响）
根据适用的健康影响/毒物学要求认证。

Wellness（健康）
认证有助于建立以健康为重心的计划标准。

Performance（性能）
根据产品上标记的性能要求认证。

Security（安保）
根据适用的安保产品要求认证。

Sanitation（卫生）
根据适用的卫生/洁净性要求认证。

Signaling（信号）
根据适用的信号产品要求认证。

Energy（能源）
根据适用的能效要求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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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标牌
增强型智能 UL 认证标志系统还包括推广标牌，该标牌可在产品、
产品包装及营销材料的正面及其他渠道使用，以推广 UL 认证。 
将推广标牌与所需的认证及合规信息分开，可以更灵活及更轻松
地将其用于营销目的。客户可选择带或不带指向 UL 托管认证 
页面的嵌入式二维码的推广标牌。

SAFETY
ENVIRONMENT

CERTIFIED
SAFETY

+ ATTRIBUTECERTIFIED

FLAT

MOLDED

SILVER

SMARTATTRIBUTEBASIC
SAFETY

ENVIRONMENT

CERTIFIED
SAFETY

+ ATTRIBUTECERTIFIED

FLAT

MOLDED

SILVER

SMARTATTRIBUTEBASIC
SAFETY

ENVIRONMENT

CERTIFIED
SAFETY

+ ATTRIBUTECERTIFIED

FLAT

MOLDED

SILVER

SMARTATTRIBUTEBASIC
SAFETY

ENVIRONMENT

CERTIFIED
SAFETY

+ ATTRIBUTECERTIFIED

FLAT

MOLDED

SILVER

SMARTATTRIBUTEBASIC

标牌颜色处理选项

基础 属性 智能

平板

模制

银色

请注意：标牌仅可用于推广采用增强型或智能型 UL 标志的  
UL 认证。它不能用于替代认证标志，也不能将标牌用于带有 
UL 列名或分类标志的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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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变体 
取决于印刷技术和基底，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可采用以下三个
变体之一：

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最小尺寸
增强型 UL 标志的最小尺寸是 5 mm，前提是标志和模块中的文字
须清晰可辨。客户应负责确保 UL 标志上的所有文字清晰可辨。 
智能标志的最小尺寸是 13 mm，以确保智能设备能够准确扫描。 

标准
适合所有印刷、丝印或标贴应用。

反面
适合所有在深色材质或基底上。

正面
标准及反面版本的替代选项。冲压或压印标志的最佳选择。若采用 
冲压或压印，切勿使用智能版本标志。

增强型智能 UL 
认证标志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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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插图工具
构建和预览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和标牌设计，在使用前
由 UL 审核。

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指引
查看 UL 增强型智能标志和标牌的可接受的应用、要求
及变体。

常见问题解答与帮助
全面的问题和解答列表，可帮助客户完成增强型智能标
志的创建及审核流程。综合帮助平台使客户能够提出与
他们的标贴情景有关的具体问题。

标志中心帮助选项卡的常见问题解答可提供关于特定
应用及标贴方法的更多信息。访问标志中心需要登记，
访问权限仅限于 UL 客户及其代表。

UL 客户使用 UL 标志中心创建其定制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 
标志中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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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标志和标牌认证页面
UL 客户还可以在标志中心创建智能 UL 标志和标牌认证页面。 
产品页面是智能标志和标牌的特色。通过扫描二维码或搜索智 
能 UL 标志或标牌上的唯一 ID，用户可访问 UL 托管的认证页面。 
该页面载有 UL 产品认证细节及客户联系信息。

创建认证页面
利用 UL 标志中心，可引导构建智能 UL 标志或标牌的客户完成 
配置产品页面的流程。UL 批准智能 UL 标志或标牌后，认证页面
即可上线。该页面永久托管在 UL.com。关于认证页面创建流程的
常见问题解答可在标志中心获得。

访问认证页面
大部分用户可使用智能设备扫描智能 UL 标志或标牌中的二维
码，访问认证页面的移动版本。台式电脑用户也可以通过在标志
中心搜索中输入智能 UL 标志或标牌中的唯一 ID 访问认证页面。
用户访问产品页面无需登记。 

优势
•  提供对 UL 认证细节的快速访问 

或确认

•  为主管机构、零售商及消费者提供 
更高的透明度

•  确认合规性及令消费者安心

•  为进入市场提供对合规信息的 
移动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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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

旧版

旧版

旧版

旧版

增强型智能*

增强型智能*

增强型智能*

增强型智能*

增强型智能*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适用于根据健康影响标
准评估的产品

注：SAFETY（安全）
将出现在也进行安全认
证的产品的 UL 标志中。

适用于根据性能标准评估
的产品

注：PERFORMANCE
（性能）将出现在也进行
性能认证的产品的 UL 标
志中。

适用于根据健康影响标
准评估的产品

注：SAFETY（安全）
将出现在也进行安全认
证的产品的 UL 标志中。

适用于根据卫生标准评
估的产品

注：SAFETY（安全）
将出现在也进行安全认
证的产品的 UL 标志中。

适用于根据健康影响标准评估的产品

注：SAFETY（安全）将出现在也进行安全认证
的产品的 UL 标志中；PERFORMANCE（性能）
将出现在也进行性能认证的产品的 UL 标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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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增强型智能 UL 认证标志过渡
下图描述了如何从旧版 UL 标志改为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系统。



  

  

  

  

  

旧版

旧版

旧版

旧版

旧版

增强型智能*

增强型智能*

增强型智能*

增强型智能*

增强型智能*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模块中可能会出现替代国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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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增强型智能 UL 认证标志过渡
下图描述了如何从旧版 UL 标志改为增强型智能 UL 标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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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UL 标识及 UL 认证标志是 UL LLC 的商标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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