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認證標誌和徽章



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認證標誌* 和徽章系統傳遞更清楚的訊息，且
有助於透過順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及認證不斷演進的性質來
推動市場接受度。隨著產品尺寸變小及取得更多認證，升級版與
智慧型 UL 標誌與徽章系統提供使用單一標誌傳達 UL 認證範疇
的方法。

所有使用各變異型式 UL 列名與 UL 分類標誌的客戶都可以免費
轉換至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系統。 

*除了多重列名涵蓋的產品，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認證標誌不再使用 4 字元控制號。雖然不再是標
誌的一部分，但依據產品及類別，某些附加資訊（如產品名稱）仍然需要標註在產品標誌旁。

升級版標誌 智慧型標誌

好處
•  提高清晰度及接受度

•  讓合規性更加透明化

•  將多項認證整合到單一標誌中

•  促進市場的合規性

UL 升級版標誌
服務未來

2 



3.國家代碼
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設計使用二位字母的國際標準組織 
(ISO) 國家代碼來表示其標準認證的地區。在多個地區取得認證將
在標誌中使用多個國家代碼。而依據認證計畫，某些情況可能不
會使用國家代碼。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相應的產品類別。

AU = 澳洲 CA = 加拿大 CO = 哥倫比亞 CN = 中國 EU = 歐洲 
JP = 日本 UK =英國 US = 美國

4.獨特識別碼
在大多數情況下，每個 UL 標誌都會有一個獨特識別碼或檔案號
碼。這有助於追蹤，且能夠提供有關產品認證的更多資訊。此資訊
可在 productiq.UL.com 取得。請注意：在某些情況下，獨特識別
碼或檔案號碼可能需要與產品上另一位置的標誌分開。

5.QR 代碼
針對選擇使用升級版的智慧型版本標誌與徽章之客戶，每個標誌
與徽章都會嵌入一個行動條碼。使用智慧型裝置進行掃描時，行
動條碼會將使用者連結至與認證有關的更多資訊。

橫向 縱向

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系統使用訂製的模組化插圖，為 
UL 認證客戶打造出每個獨特的標誌。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由四個主要元素組成：基本標誌、認證屬性、相關國家代
碼及獨特識別碼。

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認證標誌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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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 UL 認證標誌
基本 UL 標誌由令人熟悉的圓圈中包含 UL 字母組成，而

「CERTIFIED」（經認證）一詞說明了 UL 提供的服務以及註冊
商標符號。

2.屬性
為了說明 UL 認證的範圍，以下屬性現在可能會出現在升級版
與智慧型 UL 標誌中。這些屬性的一個或多個可能會出現在標
誌模組中。此外，部分屬性會與模組內的「SAFETY」（安全性） 
屬性一起使用。

安全性
按照適用的安全性要求進行認證。

Functional Safety (FS)（功能安全，FS）
按照產品上標明的功能安全要求進行認證。

Marine（航海）
按照適用的海運要求進行航海進行認證。

Health Effects（健康影響）
按照適用的健康影響/毒理學要求進行認證。

Wellness（健康）
透過認證，幫助建立以健康為重點的計劃
標準。

Performance（效能）
按照產品上標明的效能要求進行認證。

Security（安全）
按照適用的安全產品要求進行認證。

Sanitation（衛生）
按照適用的衛生/除塵力要求進行認證。

Signaling（訊號）
按照適用的訊號產品要求進行認證。

Energy（能源）
按照適用的能源效率要求進行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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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徽章
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認證標誌系統也包括廣告徽章，可印在產品
正面、產品包裝，以及市場宣傳與其他宣傳 UL 認證的其他管道。
將廣告徽章與必要的認證或合規性資訊分開，以便更靈活、更輕
鬆地用於行銷目的。客戶可以選擇使用含有或不含指向 UL 託管
認證頁面的內嵌式行動條碼的廣告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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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章顏色處理選項

基本 屬性 智慧型

單色

模壓

鍍銀

請注意：徽章只能用於宣傳使用升級版或智慧型 UL 標誌的 UL 
認證。它既不能用於取代認證標誌，也不能用於含有 UL 列名或
分類標誌的產品（若干特殊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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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變異型式 
依據印刷技術和基質，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可用於以下三
種變異型式之一：

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最小尺寸
升級版 UL 標誌的最小尺寸為 5 公釐，標誌及模組中的文字清晰
易讀。每位客戶都有責任確認 UL 標誌中出現的所有文字清晰可
辨。而智慧型標誌的最小尺寸為 13 公釐，用以確保可使用智慧型
裝置精確地掃描。 

標準
用於所有印刷、絲網或標籤應用。

背面
用於暗色材料或基質的所有印刷。

正面
標準和背面選項的替代方案。壓印或凹凸壓印標誌的最佳選擇。如要
進行壓印或凹凸壓印，請勿使用智慧型標誌版本。

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認證標誌變異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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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圖稿工具
建立及預覽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和徽章設計，並在
使用前通過 UL 的審查。

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指南
審核 UL 升級版與智慧型標誌和徽章可接受的用途、要
求及變異型式。

常見問題和說明
完整問題與答案清單可在整個升級版與智慧型標誌建
立及審核過程中協助客戶。整合的服務支援中心可讓客
戶提出與他們獨特標籤場景相關的具體問題。

標誌中心說明標籤上的常見問答提供有關具體應用與
標籤方法的更多資訊。需註冊才能使用標誌中心，且僅
限 UL 客戶和為其工作的人士使用。

UL 客戶使用 UL 標誌中心來建立客製化的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
誌。標誌中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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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標誌和徽章認證頁面
標誌中心也是 UL 客戶建立智慧型 UL 標誌與徽章認證頁面之處。
產品頁面是智慧型 UL 標誌與徽章的一項功能。透過在智慧型 UL 
標誌或徽章中掃描行動條碼或搜尋獨特識別碼，使用者可以存取 
UL 託管的認證頁面。此頁面包含 UL 產品認證的詳細資訊及客戶
聯絡資訊。

建立認證頁面
使用 UL 標誌中心，客戶可透過設定產品頁面流程的指導建立智
慧型 UL 標誌或徽章。一旦智慧型 UL 標誌或徽章獲得 UL 核准，
認證頁面就能使用。此頁面會永久駐留在 UL.com 上。認證頁面建
立流程中的常見問題可在標誌中心取得。

存取認證頁面
大多數使用者可以使用他們的智慧型裝置掃描智慧型 UL 標誌或
徽章的行動條碼存取行動版認證頁面。桌上型電腦使用者也可以
在標誌中心搜尋中輸入智慧型 UL 標誌或徽章上的獨特識別碼，
存取認證頁面。使用者使用產品頁面無須註冊。 

好處
•  快速讀取或確認 UL 認證詳細資訊

•  為官方機構、零售商和消費者提供更
大透明度

•  確認合規性並讓消費者放心

•  提供行動化並可在市面上立即讀取的
合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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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到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認證標誌
下圖描述了舊版 UL 標誌如何移至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系統。

 

 

  

  

  

舊版

舊版

舊版

舊版

舊版

升級版與智慧型*

升級版與智慧型*

升級版與智慧型*

升級版與智慧型*

升級版與智慧型*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適用於依據健康影響
標準評估的產品

備註：「SAFETY」
（安全性）也會出現在

經安全認證的 UL 標
誌產品中。

適用於依據效能標準評估
的產品

備註：「PERFORMANCE」
（效能）也會出現在經效能

認證的 UL 標誌產品中。

適用於依據衛生標準評估
的產品

備註：「SAFETY」（安全性）
也會出現在經安全認證的 
UL 標誌產品中。

適用於依據健康影響標準
評估的產品

備註：「SAFETY」（安全性）也
會出現在經安全認證的 UL 
標誌產品中。

適用於依據健康影響標準評估的產品

備註：「SAFETY」（安全性）也會出現在經安全認證的 UL 
標誌產品中；「PERFORMANCE」（效能）也會出現在經
效能認證的 UL 標誌產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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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

舊版

舊版

舊版

舊版

升級版與智慧型*

升級版與智慧型*

升級版與智慧型*

升級版與智慧型*

升級版與智慧型*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可選的國家代碼可能會出現在模組中。

過渡到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認證標誌
下圖描述了舊版 UL 標誌如何移至升級版與智慧型 UL 標誌系統。



UL.com/markshub
電子郵件：ulmarks@ul.com 

UL、UL 標誌和 UL 認證標誌是 UL LLC 的商標，著作權所有 © 2020。

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