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認證

UL 大中華區測試能力



在全球，大中華經貿區已是經濟規模發展最快及最大的地域。2005 年，我們將中國、香港與台灣的

營運整合為一個大中華區服務網絡，以透過簡化的互作模式交付高效的服務解決方案，協助兩岸三

地製造商推進全球市場。我們在大中華區的數個樞紐城市皆設有服務據點，以及各有所長的測試實

驗室，能夠根據國際及國家安全標準與法規，滿足產業的需求。

中國蘇州

工具、線纜、太陽能光電、小型電池、電源線及泵浦產品的中國測試中樞

主要服務

符合 IEC、EN 與 UL 標準的安全性測試：
˙家電：風扇、馬達、空調製冷設備、工具與泵浦

˙小家電：咖啡機、麵包機、烤箱、燒烤工具、食物壓製機與吸塵器

˙照明：燈具、自整流燈具、燈泡、整流器、夜燈、燈座與 LED 照明產品
˙消費性科技：資訊科技與視聽設備、電源供應器與電池

˙能源：太陽能光電模組、變壓器、斷路器 (GFCI)、突波保護設備與工業控制設備
˙線纜：電線/電纜、插頭、連接器與電源線
˙性能材料：電磁線、電氣絕緣材料與塑料

中國強制性 CCC 符合性測試：
˙空調、冰箱與壓縮機

能源效率：

˙ENERGY STAR®；加拿大國家能效法規 (NRCan)； 加州能源委員會 (CEC)；中國國家能 
 效法規

中國廣州

馬達與電線連接器的大中華區測試中樞

主要服務

符合 IEC、EN 與 UL 標準的安全性測試：
˙家電：小家電、風扇、馬達、微波爐烤箱、泵浦與空調製冷設備 
˙照明：LED 照明產品、固定與可攜式燈具、Type A 列名燈具
˙消費性科技：資訊科技與視聽設備、電源供應器與小型電池

˙電源與控制：充電器、變壓器、電線連接器與控制器

˙醫療：醫療設備

能源效率：

˙空調與水冷裝置：ENERGY STAR®；NRCan；CEC

性能測試：

˙視訊監控攝影機性能 

中國南沙

照明、消費性科技產品及室內空氣機的大中華區性能測試中樞

主要服務

研發階段的測試以協助發展具品質的產品

性能測試以協助檢測產品：

˙家用電器與高科技產品的性能測試

˙LED 暨照明產品的光生物與 Zhaga 測試
˙產品可靠度測試

˙能源效率測試

˙室內空氣品質 
˙電子交易安全

檢驗/稽核以協助確保符合安全法規：
˙產品檢驗 
˙供應鏈評估 
˙採購前評估及量產的定期追蹤檢驗

香港

可攜式工具、線纜及標誌與標籤的亞太區測試中樞

主要服務

符合 IEC、EN 與 UL 標準的安全性測試：
˙家電：風扇、馬達、空氣過濾機與工具

˙照明：LED 照明產品、固定與可攜式燈具
˙消費性科技：資訊科技與視聽設備、電源供應器與電池

˙能源：太陽能光電變流器、電動車充電器與變壓器

˙線纜：電線/電纜、插頭、連接器與電源線
˙性能材料：標誌與標籤

中國強制性 CCC 符合性測試：
˙資訊科技產品類別

能源效率：

˙NRCan；CEC 

性能測試

˙產品的使用期限

˙零售商方案

台灣

零組件、性能材料及裝飾燈串的亞太區測試中樞

主要服務

符合 IEC、EN 與 UL 標準的安全性測試：
˙家電：風扇、馬達、家用與商用電器

˙照明：LED 驅動器、燈具與整流器
˙消費性科技：資訊科技設備、電源供應器與電池

˙零組件：開關、熱敏電阻、電容器與突波保護設備

˙能源：太陽能光電微型變流器、電動車充電器與大型電池

˙電源與控制：變壓器

˙線纜：插頭、連接器、電源線與裝飾燈串 
˙性能材料：塑料與印刷電路板

能源效率：

˙ENERGY STAR®；NRCan；CEC；美國能源署 (DOE)；E3 及 MEL

性能測試：

˙LED 使用期限測試 (LM80)
˙顯示器評估與認證

校正服務：

˙溫濕度、交流/直流電壓、電流、瓦特表、電源供應、電力負  
 載、耐久度、計時器及尺寸/重量/壓力

危險場所防爆產品測試：

˙UL/IECEx/CSA/ATEx 認證
˙照明產品

˙電源與控制：開關

˙家電：馬達

˙消費性科技：平板、工業用電腦及通訊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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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性科技：資訊科技與視聽設備、電源供應器與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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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可靠度測試

˙能源效率測試

˙室內空氣品質 
˙電子交易安全

檢驗/稽核以協助確保符合安全法規：
˙產品檢驗 
˙供應鏈評估 
˙採購前評估及量產的定期追蹤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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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工具、線纜及標誌與標籤的亞太區測試中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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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IEC、EN 與 UL 標準的安全性測試：
˙家電：風扇、馬達、空氣過濾機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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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客戶服務專線：86.512.6808.6400
E: customerservice.cn@ul.com

上海

上海市南京西路 388 號仙樂斯廣場 38 樓
郵政編碼：200003
T: 86.21.6137.6300 / F: 86.21.5292.9886/7

北京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光華東裡 8 號
院中海廣場 2 號 2712 室
郵政編碼：100020
T: 86.10.5977.2006 / F: 86.10.5977.2005 

蘇州

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澄灣路 2 號
郵政編碼：215122
T: 86.512.6808.6400 / F: 86.512.6808.4099

廣州

廣州市高新技術開發區科學城南雲二路 8 號
品堯電子產業園電子大樓

郵政編碼：510663
T: 86.20.3213.1000 / F: 86.20.8348.6777

廣州

廣州市南沙開發區環市大道南 25 號南沙科技創新中心
A1 棟  1 、2  樓
郵政編碼：511458
T: 86.20.2866.7188 / F: 86.20.8348.6605
E: vs.support@ul.com

香港

香港新界沙田安耀街 3 號匯達大廈 18 樓
業務服務專線: 852.2276.9000
T: 852.2276.9898 / F: 852.2276.9876
E: customerservice.hk@ul.com

台灣

客戶服務專線：886.2.7737.3168
E: customerservice.tw@ul.com

台北

台北市 112 北投區大業路 260 號 1 樓
T: 886.2.7737.3000 / F: 886.2.7737.3430

台北

台北市 112 北投區中央南路二段 35 號 4、5 樓
T: 886.2.7737.3000 / F: 886.2.7737.3430

桃園 

桃園縣龜山鄉文明一街 2 號 (大電池暨防爆實驗室) 
T: 886.2.7737.3000 / F: 886.2.7737.3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