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创新
开启万物互联

消费电子

欢迎来到一个更安全、
更智能的世界
UL专家凭借着卓越的最新知识，实践经验和独
立客观的态度，全面协助客户实现其最大潜
能一与物联网建立安全、无缝的链接

市场准备

制订
未来之路
“消费电子是孕育创新的温床。
我们的客户每天都在挑战自己，以
期开发更快、更智能的产品。创新
需要冒险，但又不能以牺牲客户安
全为代价。在 UL，我们通过运用安
全专业知识帮助您建立客户信任。”
UL 全球电子科技部，
副总裁兼总经理，
Ghislain Devo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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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采用
先进技术稳扎
稳打

激发消费者
对您的技术
的信心
安全测试

保护人员、
产品和品牌

6

全球认证

12

打开机遇之门
无线互操作性测试

简化
合规过程

8

10

验证测试

让消费者
依赖您的产品

14
16
EMC 和
无线电测试

创新
vs.
干扰
18

互操作性是采用智
能家居的关键
信任的
价值

汽车测试

保持汽车联网
和安全
22

20

培训
与咨询

关注
差距
24

26

市场准备

制订未来之路
复杂局势
带来风险

机遇
要求速度

快速行动要求
敏捷的思维

开拓新技术和产品让您的品牌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复杂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加的政府要求和瞬息万变的技
术与供应链动态都有可能导致市场准备不足。公司需要
可靠的解决方案来确保安全与合规、管理透明度、提供
质量和性能、提高可持续性及保护其品牌声誉。

成功的创新绝不只限于有一个绝佳的想法。它还意味着
能够在特定时间将该想法转化为满足预期需求、对消费
者安全且性能优越的产品。当今的创新冲击意味着您从
您的创新中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可能只有很短的保质期。
您可通过高效、灵活和快速的方式从中获取最大的利
益。

敏捷的思维至关重要，但只有基于准确的知识 — 您能信
任的知识方有效。这意味着，在快速发展的电子科技领域，
必须使用关于可靠性和互操作性及网络安全和全球主要
市场合规标准等的最新信息和建议。

UL 标志
出现在全球逾

种产品之上

44

UL 服务包括
测试、认证、
全球市场准入、培训和
验证。

当复杂性
成为问题时，
信任才是解决之道。
UL 与世界各地的客户和利益相关者合作，帮助他们应对复
杂的市场环境。 UL 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增强信任，为当前
和未来的商品、解决方案和创新产品及技术的责任设计、
生产、营销和购买提供支持。我们为人们创造了更加安
全、更加可持续的产品、服务、体验和环境，让他们能够
做出更好的选择并拥有更好的生活。
通过利用可靠的援助来源，让您的客户信任您。

了解更多:
ul.com/c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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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激发消费者对您的技术
的信心

汽车

信息和通信技术

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并保持这种信任
无论您从事什么行业，您知道的，信任是件很脆弱的东西。消费者必须信任您的品牌和产品。
他们必须相信您的产品能够实现所承诺的功能，并且是安全的。
同时，能够让您的产品在所有其他产品中脱颖而出的驱动因素 — 以及能够帮助您实现此目的的
技术创新工具 — 是您可能真的在开创一种新的、独特的东西。这种东西可能太新了，以至于
监管部门还不知道该如何评估它。如果监管部门不认可，市场可能也不会允许其上市。
综合这些因素，您会看到，获得安全、性能和所有其他测试方面的援助至关重要。您还会清
楚地看到，这种援助必须来自具有过硬的尖端技术知识和丰富的全球监管环境经验的机构。

电池
行动装置和电信

医疗器械
消费性电子
产品

6

物联网

汽车

信息和通信技术

物联网

即使是最便宜的车辆也包含了复杂的电子配件。以往的
事实证明，当这些电子配件无法很好地协同工作时，可能
会严重损害汽车品牌。制造商需要考虑互操作性和电池
技术，以及：

ICT 制造商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将创新和可验证的安
全性结合起来。企业需要信任您的产品，无论是企业级
服务器和电子产品还是云计算和模块化数据中心 (MDC)。
以下这些测试可提供保障：

在全球范围内，互联运行的数字和电子设备的数量几乎
是地球上人口的两倍 — 130 亿台。从自动售货机、工厂
和物流到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和智能城市，这些设备都
在相互交流。UL 服务包括：

•	射频 (RF) 测试
• 光辐射测试
• 互操作性测试
• 安全测试
•	OEM EMC 测试
• 无线测试
• 网络安全评估

•
•
•
•

•
•
•
•
•
•

专家测试、鉴定和认证降低了风险，并为提高消费者信
心和接受度扫清障碍。

电池
电池是现代移动设备的核心，为数量和种类都在大规模
增加的便携式设备提供动力。备用电池、可充电电池和
不可充电电池 — 包括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充电器和适
配器 — 对于设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需要进行下列
测试：
•
•
•
•

电池安全测试（锂电池、镍电池、碱性、燃料电池）
电池性能评估
国际运输标准规范
CTIA 协会电池认证

仿冒电池对品牌和消费者构成了威胁。我们必须继续监
控市场，以检测和消除欺诈行为。

安全测试
验证
EMC 测试
能效测试

此外，影响您的产品的环境法规正在继续发展和完善，
可能对于每个市场都不相同。

消费性电子产品
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不断变化的监管
和环境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制造商需要将低利润
和高创新速度结合起来，且需要快速合规和良好地管理
风险。所需的测试在不断变化，但可能包括：
•
•
•
•
•
•

EMC 测试
无线测试
OTA 测试
SAR 测试
PTCRB/GCF 认证测试
IEC 62368-1 基于风险的测试

安全测试
SAR 测试
EMC 测试
无线测试
互操作性认证测试
PTCRB/GCF 认证测试

行动装置和电信
电信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新科技与新的行动应用程式每天
都在开发，因此全球合规便会成为一个挑战。制造商需要
法规咨询与测试服务，以确保产品符合法规：
•
•
•
•
•
•
•
•
•

无线电设备指令 (RED) 2014/53/EU
PTCRB/GCF 认证测试
EMC 测试
NEBS 测试
SAR 测试
互通性认证测试
QoS 测试
射频 (RF) 测试
OTA 测试

医疗器械
医疗保健行业要求所使用的设备具有极高的质量、安全和
安保等级。这同样适用于可穿戴技术 (WT) 医疗产品和健
康监测设备，未来几年有望取得巨大进步。要求包括：
• 安全测试
•	射频 (RF) 测试
• SAR 测试
• 无线测试
• 医疗 EMC 测试
• 能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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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认证

打开机遇之门
Canada

Canada

EUROPE

NRCan

NRCan

Denmark

EUROPE

NORTH AMERICA

HAZLOC

MoC

CERT

CONUEE

India

CoC

Nigeria

Venezuela

CONATEL

NCC

Colombia

CoC

Brazil

TEC

LATIN AMERICA
Chile
SEC

INTERNATIONAL

Saudi
Arabia

Philippines

SIRIM

NTC

INTERNATIONAL

TEC

LATIN AMERICA
South
Africa
Chile
LOA

CoC

United
Arab
Emirates

Cambod

Malaysia

Kenya

ARCOTEL
CoC

India

CITC

CAK

Ecuador

Ecuador

MOC

Taiwan

OFCA

Kenya
ARCOTEL

KUCAS

CoC

Vietnam

TRC

ST

Jordan

Japan

Kuwait
EMSD

NCC

TRC

CoC

MIDDLE EAST
Thailand/ AFRICA
Nigeria

Venezuela

China

MoC

Hong Kong

Cambodia

CONATEL

Colombia

IFETEL

Serbia

Tunisia

United
Arab Emirates

Saudi
Arabia

ASIA PA

Uzbekistan
MITC

CERT

CITC

Custom
Union

Israel

CITRA

SASO CoC

MIDDLE EAST / AFRICA
CONUEE

KUCAS

FAC

UL-JP

China

Jordan

Kuwait

Mexico
IFT

TRC

CoC

Tunisia
Mexico

ASIA PACIFIC
Moldova

NORTHIsrael
AMERICA

Minsvyaz

Korea

France

MITC

Russia

Ukraine

Germany

Uzbekistan
Serbia

EUROPE

Denmark

EUROPE

Customs
Union

Moldova

United States

HAZLOC

FAC

Germany

United States

UK

Ukraine

NORTH AMERICA

NORTH AMERICA

Russia
Minsvyaz

CAK

Singapore

Indonesia

Brazil

Australia
South Africa
LOA

CoC

Certificate of
Approval/Compliance

MEPS

MEPS
Certificate of
Approval/Compliance

Argentina

New Zealand

Argentina

全球范围内的 UL
测试与认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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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变万化的市场合规是极其复杂的。 其可能会抑制产品的开发，延迟进入市场的
时间。法规和要求在迅速增加，且不停地变化。熟悉的里程碑要求可能在一夜之间
消失，昨天还有效的法规可能明天就会失效。 电子科技产品市场尤其如此。

化繁为简
每个市场都对其中销售的产品设定了独特的合规标准。但是，大多数公司没有自己的国内专家来就合
规问题提供建议。UL 可以。我们可提供必要的援助，担任需要了解如何在每个目标市场获取市场准
入的制造商的代理。
UL 可认清复杂的全球认证环境，为您的产品制订一条通往目标市场的最快路线。我们所采用的方法
之一站式服务，以便您能通过一份提交材料和单个联络点同时进入所有目标市场。
即使是行业领袖也需要当地向导。这就是 UL 在全球各地提供的服务。 我们的技术和监管知识举世
无双，我们利用我们的知识帮助您应对繁复的程序，以便您能按时发布您的产品。

“您的任务是制造人们
想要的东西。我的任务
是为您的产品找到最快
的上市途径。您越早告
诉我您想进入的目标市
场，我们就能越快地让
您进入那里。”
UL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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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认证

简化合规过程
IECEE CB 体系

CE 标志

能效

真正全球化。CB 体系是一项巨大的用于相互接受电气
和电子设备产品认证的国际协议。 UL 是最大、最活跃
的 CB 体系成员之一，我们在全球运营着四个国家认证
机构 (NCB) 和 50 余个 CB 测试实验室 (CBTL)。

目的地：欧洲。CE 标志是允许您在 EEA（欧洲经济区）
销售产品的一项强制性要求。UL 无缝地指导您完成合
规过程的每一步，以满足 EEA 市场准入要求，其中包
括：

不要浪费您的能源。您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更大的市场
接受度和产品差异化。UL 可综合提供 ENERGY STAR®
评估和其他服务，以根据广泛的地方、国家和国际标准
测试和认证产品，其中包括：

CB 体系由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制定，通过提供以下服
务让国际制造商和经销商受益：

• 无
 线电设备指令 (RED) 2014/53/EU

• 美国 ENERGY STAR® 计划

• 低
 电压指令 (LVD) 2014/35/EU

• NRCan –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

• E MC 指令 2014/30/EU

• CEC – 加州能源委员会

• 医
 疗器械指令 (MDD)

• DOE – 美国能源部

• 电
 子电气设备中特定有害物质禁用指令 2011/65/EU

• ErP 指令 – 欧盟能源相关产品生态化设计指令

• 能
 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指令 2009/125/EC

• GEMS – 纽澳温室和能源最低标准

• 用于高效全球认证的单点产品测试
• 超过 56 个国家接受测试报告
• 尚
 未参与 CB 体系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接受进行额外
评估的测试报告

UL 是首家颁发
CB 测试报告
和证书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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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L 我们知道，
现今让产品快速上市
多么重要。凭借早期的测
试和捆绑认证计划，我们
能显著加快您的产品上市
过程。”
UL 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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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测试

保护
人员、产品和品牌
创新以新的方式将新技术和新材料结合起来，创造新的价值。但不管怎
样，如果忽视安全，您的产品和品牌可能会遭受严重后果。

“我们帮助您确保您的产
品安全的同时，也在保护
您的品牌、您的公司、您
的朋友和家人 — 以及我
的朋友和家人。”
UL 工程师

12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
发挥您的潜能

记住：
安全第一

可穿戴技术和物联网等重要的新技术像往常一样正在改变商业模式，并且正在越来越
多地允许对一切进行自动命令和控制 — 从建筑到生产到物流。

适当的安全测试可帮助您避免忽视细节造成的不幸后果。例如，微型燃料电池是便携
式电源的下一步方向。对该变革性技术进行正确测试意味着使用经验丰富的电池专家。
这同样适用于锂离子电池，每一次增加容量都意味着新的安全标准。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可穿戴设备、智能车辆或家居等产品让消费者能够更自由地保
持不断联系、增加了移动的灵活性并允许采取实时行动解决即时需求。
对制造商来说，未来存在清晰的发展潜能。主要的危险在于忽视新产品中的安全隐
患。良好的机遇有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您在您的产品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您希望确保它们能安全工作。根据
公认的安全要求、UL 标准或 IEC 标准评估您的产品可减少由于以下原因对终端用户造
成损害或伤害的风险：电击、能源相关危险、火灾危险、热相关危险、机械危险、辐
射和化学危险。

有时，明天的标准已经存在，等待着今天使用。例如，防制危害安全工程 IEC 62368-1
专为更灵活地适应新的创新设计和技术而设计。在 2019 年截止日期前实现良好的过渡
可为 ICT 和 A/V 制造商提供独特的机遇和竞争优势。
同时，随着 LED 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光生物安全问题也日益严峻。 基于 ANSI 的
RP-27 和 IEC 62471 系列标准都解决了这些危害，但 IEC 62471 系列标准侧重于 LED
可能发出的宽频紫外线 (UV) 辐射。激光（存在于越来越多的产品中）应针对全球大多
数市场根据 IEC 60825-1 进行测试。
电磁兼容性 (EMC) 和比吸收率 (SAR) 测试还让监管机构相信，您的产品不会带来健康
风险。对 PCB（印刷电路板）进行预认证审查及采用公认的层压板、阻焊剂和其他部
件可减少未来进行故障分析的需求。
无论您的创新是什么，无论您的产品是什么，如果不安全就无法成功。

个 由 UL 编写的定义了
安全、安保、质量和可
持续性的标准

保护您的
创新：
ul.com/c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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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测试

采用先进技术稳扎
稳打
ORT — 评估光辐射
安全是市场接受和品牌保护的核心，甚至超越性能和功能。先进技
术要求认真测试，不但要满足监管要求，还要达到消费者期望。

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系列包含了激光或 LED。UL 光辐射认证服务向制造商提供
满足其特定要求的测试与评估数据，包括简易光输出测量结果和带 CB 认证的完整
IEC CB 测试报告。
在某些情况下，激光辐射会对眼睛或皮肤造成伤害。 因此，产品需要适当的保护
措施，以保护使用、维护和维修产品的人员。UL 全方位激光辐射认证服务实验
室，可根据激光安全规范测试产品的安全性，并提供符合 FDA/CDRH 21CFR 和/或
IEC 60825-1 激光安全标准要求所需的报告格式。
LED 辐射会对暴露在其下的人员带来光生物安全隐患，无论这种辐射是来自 LED
条形码成像、保安摄像机还是来自许多其他来源。 UL 的光辐射认证实验室可对各
种基于 LED 的产品进行评估，帮助制造商确认和记录符合基于 ANSI 的 RP-27 和
IEC 62471 系列 LED 辐射安全要求。

“今天的消费者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权利
要求产品品牌的安全和质
量。我们帮助您让安全成为
设计阶段和整个产品生命周
期的当务之急。”

LED 或灯具发出的 UV 辐射通常不可见，但会对暴露在其下的眼睛和/或皮肤带来
光生物安全隐患。 UL 可根据相关安全标准评估 UV 辐射，其中包括 IEC 62471 系
列标准、基于 ANSI 的 RP-27 标准及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 (ACGIH) 规定的职
业与环境健康阈限值。

UL 安全官

保护您的创
新：
ul.com/c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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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 为移动产品赋能

PCB — 印刷电路板

移动设备现在是商业和娱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键元件电池的安全、效率和可靠
性对持续的市场接受和增长起关键作用。UL 是公认的电池安全测试方面的全球领导者，
可帮助电池制造商快速进入全球市场。

印刷电路板 (PCB) 是所有精密电子产品的重要部件。因此，它们必须安全。UL 利用其
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根据终端产品要求、应用和使用严格测试 PCB 的安全。

凭借 30 多年的电池性能测试经验，UL 可帮助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消费者对电池质
量的信心。我们可根据主要国际、国家和地区法规对几乎所有类型的可用电池产品
（锂系、镍系、碱性、燃料电池）进行测试和认证，其中包括锂离子电池：
• IEC 60086-1 和 IEC 60086-2 不可充电电池要求通则
• IEC 60086-4 不可充电锂金属电池
• IEC 60086-5 不可充电碱性电池
• IEC 61951-2 和 IEC 61951-2 可充电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性能
• IEC 61960 可充电锂电池性能
• IEC 62133 第二版和第三版 可充电电池
• IEC 62282-6-100 微型燃料电池
• 日本 DENAN 条例附录 9
• CTIA—IEEE 1625 和 1725 无线通讯产品电池安全
• 台湾 BSMI 标准
• UN 38.3 T1-T8（或 IEC 62281）锂电池运输标准
• UL 1642 锂系电芯
• UL 2054 镍电芯、碱性电芯、电化学电池组
• UL 2056 直播式或 USB 移动电源
• UL/CSA/IEC 60950-1 信息类设备用电池
• UL/CSA/IEC 60065（音频和视频设备用电池）
• UL/CSA/IEC 62368-1 — ITE 信息类和音频/视频设备

UL 可根据所有主要市场的 PCB 和 PCB 相关标准进行测试和认证，其中包括：
• UL
• UL
• UL
• UL
• UL
• UL

796 电路板 — 针对标准的坚硬、金属基和 HDI PCB
796F 柔性材料互连结构 — 针对柔性和柔-刚性 PCB
746E 聚合物材料 — 针对 PCB 中使用的工业层压制品和材料
746F 聚合物材料 — 针对柔性介质薄膜材料
94 — 针对塑料材料的易燃性
60950 — 信息技术设备

• UL
• UL
• UL
• UL
• UL
• UL

60065 — 音频和视频设备
62368 — ITE 和音频/视频设备
60601 — 医疗设备
60335 — 电器
61010 — 工业控制设备
8750 — LED 设备

此外，经 UL 认证的 PCB 电子部件和材料有资格作为 UL 认证部件列入 UL 在线认证目
录和 UL iQ™ 数据库。这让 PCB 供应商有机会更好地被正在搜寻完成其组件或终端产
品所需部件和材料的潜在客户搜到。
另外，针对电路板供应商或使用到电路板的终端厂商，所需要的性能与可靠度评估，
教育训练（例如，互连应力测试及技术转移、讯号完整性、阳极玻纤导电丝、环境测
试）
，进阶失效分析等需求，亦提供整体测试与分析能力服务。藉由此服务，依 ISO 要
求的报告格式，客户可以取得公正可靠的第三方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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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测试

让消费者
依赖您的产品
许多认证是市场准入的强制性要求 — 其他只是为了取得良好的商业意义。
在电子科技领域，可靠的性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如今的消费者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要求产品在开箱后及在其整个预期生命周期均能够按照产品承诺运行。
在无拘无束的社交网络时代，消息传播得很快。 确保您的性能像您承诺的一样好。

满足市场期望

支持您的品牌形象

UL 性能测试服务可提供针对原材料和成品的全套功能
和设计评估服务，在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中模拟预期的实
际使用条件。测试计划旨在提供可衡量的性能数据及可
行性商业情报（如需要）。可靠性测试能让客户在发布
产品前纠正潜在的缺陷。

现在，许多新的不同的标准让制造商有机会使用独立的
第三方性能和可靠性测试巩固和提高其声誉。这些标准
的价值得到了寻求指导和安心的消费者及寻求建立或加
强其产品公众形象的市场领先企业认可。

“UL 编制标准。在很
多人相信的标志背
后，他们有最大的品
牌和诚信。这就是价
值所在之处。”
制造商，2016 年 3 月

UL 业务涉及

多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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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声明验证
消费者想知道营销声明是否值得信
任。UL 采用科学的工具测试声明的
准确性。所产生的 UL 验证标志可
提供视觉证明。客户得到安心，而
公司也受益于产品差异化和更强大
的品牌。

高清音频质量验证
音频质量验证通过验证采样率和位
深度性能来检查和验证亚音速和超
声波（高清音频）性能的声明，并
根据播放质量评估音频设备。UL 高
清音频验证标志可对设备的音频质
量提供定量和定性评估。

保护您的品
牌：
ul.com/c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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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和无线测试

创新 vs. 干扰
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需要无线功能，以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因此，必须确保您的产品能在现实环境中安全、完美地运行。没有外部支
持，很难预测您的设备到达现实用户手里后会出现哪些错误、干扰和不满来
源。了解 EMC 或无线测试可能看起来令人生畏，但 UL 将指导您完成合规过
程的每一步，确保您的产品满足所有目标市场的要求。

UL 业务
遍及 超过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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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测试：

无线测试：

电磁兼容性 (EMC) 测试对电子装置的能力进行评估，保证其在靠近其他电子装
置或处于电磁辐射的情况下能按预期运行。

无线测试评估集成蓝牙、WiFi 和蜂窝连接等无线技术的产品的实际性能和功
能。我们可在以下各方面协助客户：机器对机器 (M2M) 规定、无线充电的新商
机、移动电话射频 (RF) 监管合规、全球测试以及无线 LAN 设备的审批和采用蓝
牙技术的产品的必要资质评估。

无电磁干扰的可操作性
对产品进行 EMC 测试之所以至关重要，这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确保产
品继续按预期运行，用户体验不受附带电磁现象影响。大多数人可能已注意到电
视或手机的无线电干扰，这是我们通常不得不忍受的在技术世界发展中的一个怪
异现象。 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一些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起搏器等
医疗器械或设备。

实际功能是我们的目标

UL 已在美国和加拿大注册为 TCB/FCB，并根据日本电波法注册为认证机构。
UL 还获得 NTT DoCoMo（日本）认证，可对 W-CDMA 和/或配有 LTE 的产品进行
信号评估测试。

进行 EMC 测试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大多数市场，包括欧洲、北美、中国、朝鲜、
亚洲和韩国，EMC 合规是强制性要求。UL 可进行 EMC 抗扰性和敏感性测试。

UL 还提供：
•
•
•
•
•
•

 AR（比吸收率）测试
S
OTA（空中无线）测试
PTCRB/GF 认证
无线充电测试
CTIA 认证
针对 NTT DoCoMo
终端设备的 CAT
（运营商验收测试）服务

“了解测试协议是一项
艰难的工作。我的满足
感来源于将这方面的知
识应用于他人的奇思妙
想，帮助开发新产品。”

改善
客户体验：
ul.com/ctech

UL 业务开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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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互操作性测试

互操作性是采用智能家
居的关键
提高产品到产品性能的标准
人们对物联网（连接产品到智能家居、智能
汽车和智能城市）的期望非常之高。消费者
要求产品开箱即用。他们需要包含多个设备和
设置的互操作性，只需很少或无需额外配置。
制造商需准备好了解市场需求，赶上最新技
术，并确保其产品不仅做好上市准备，而且
得到最优化以从其他产品中脱颖而出。因
此，“互操作性”可理解为参与主要增长市
场的机会。

由于无线设备和配件的范围几乎不受限制，以及材料、
连接和使用情况不同，因此，对于制造商来说，确定每
一个潜在的互操作性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通过提供一系列发布前测试，UL 可帮助缓解发布的产
品在“现实世界”中不达标的风险。互操作性测试（或
产品到产品测试）可帮助确保产品协同工作。为此，我
们使用一系列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的配套设备测试您
的产品。

我们的互联互通协议测试服务包括：
• 蓝牙资格认证
• 线程认证测试
• 无线宽带联盟
• ZigBee 认证测试
• OCF（开放连接论坛）
• ECHONET Lite 的 AIF 规范
• Thread 认证测试
• NFC 认证测试

互操作性测试从长远来看不仅可以节省大量资源，还
能帮助创建更好的产品评论、吸引忠诚的客户及提高
销售额。

管理创
新风险
ul.com/ctech

UL 旗下公司有将近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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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产品像一个体育团
队，如果不能与其他团队成员很
好地协作，即使是最令人赞叹的
设备也无法孤身匹敌。在 UL，
我们让它们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
协作 — 能够团队合作。”
UL 创新总监

UL 生活实验室
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产品可能无法提供价
值。UL 认识到了这一挑战，采用我们的现实解决
方案 —“UL 生活实验室”测试产品。在这里，
制造商可测试他们的设备，确保其能够顺利链接，
并可与现实环境中的其他连接产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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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网络安全测试

保持汽车
联网和安全

汽车和联网部件制造商根据消费者对新技术的要求成功设计
了尖端创新产品。然而，他们仍然必须寻求可靠的支持，
以确保车载电子元件顺利、安全地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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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中享受驾驶

不同市场 — 不同规则

减少网络攻击漏洞

如今，汽车购买者期望精密的车载电子产品成为产品包
的一部分。他们假定所有部件都良好协作、保持乘客安
全、保护他们的隐私，且他们的移动设备能够方便地与
信息娱乐系统互动。

在汽车无线通信功能合规方面，制造商面临着相似的复
杂性挑战。这些功能必须符合汽车销售所在国家的法
规，然而，不同的国家法规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依靠
知识渊博且在当地有分支机构的全球合作伙伴的帮助，
可减少压力、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UL 车辆网络安全计划 (VCSP) 帮助制造商应对许多数字
汽车安全方面的挑战。该前沿研究计划起源于加州硅谷
的费利蒙，特别关注汽车及其部件面临的网络物理安全
风险，如威胁分析、风险评估、潜在漏洞测试以及验证
安全保护措施等。

这些期望给原设备制造商 (OEM) 和部件或组件生产商施
加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当他们尝试实施新技术或新应
用时。

UL 汽车测试服务系列包括：
• OEM EMC 和 EMark 测试
• 无线和无线电测试
• 互操作性测试
• 车辆网络安全计划
• 全球认证（认证）
• 蓝牙
• 光辐射认证服务（激光、LiDAR、LED）
• 无线充电测试

例如，测试电子汽车配件和元件为在实验室再现和监测
实际操作和性能带来了独特的挑战。为进行适当的测
试，实验室需要配备经验丰富的专家和最先进的设备。
采用较低的标准进行测试的制造商会将其业务置于危险
之中。

“没有人会买一辆不带
锁的汽车。我希望确保
您的汽车数据像您车上
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安
全。不要对网络犯罪敞
开大门！”
UL 网络安全主管

的人认为 UL
是安全的化身*

强化安全
ul.com/ctech

*来源：2014 年对 400 位
美国消费者做的 UL 标志和标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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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咨询

关注差距

“培训让您有机会加强
合规意识，还能促进与
同事的联系，分享最佳
实践。”
UL 大学区域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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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外包变得司空见惯以前，也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承揽一切业务。而如今，在核心竞争力和关键业务领域保持领先优势已足
以成为一项挑战。因此，差距始终存在，无论是在给您的员工培训一些小且至关重要的东西方面，还是在将颠覆性技术与允许其
上市或将其扼杀于萌芽的合规标准之间建立联系方面。UL 专家利用无人可比的实践知识、丰富的经验和独立的客观性全面协助公
司实现其真正的潜能。

专家协助培训
造就成功
面对当今快速发展的全球市场，雇员和员工培训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您的最佳员工需要它 — 人
人都需要它。专家引导的培训是一种为您的未来成功
投资的有效方法，可采用许多不同形式。然而，无论
采取哪种传递机制，培训都能帮助您保持员工更加见
多识广、更加投入、更加高效。
公开研讨会：公开研讨会提供当前信息、工具和技
术，您可立即应用于现实环境。研讨会提供新主题简
介或持续感兴趣领域的最新进展，比如无线监管合规
或从 60950 和 60065 到 62368-1 的过渡。

避免设计缺陷
私人研讨会：现场研讨会可根据您的具体业务需求
（例如：您的产品在进入南美或印度市场可能面临的
一些问题）量身定制。

在产品认证过程中遇到问题可能会导致代价高昂的返
工和不可预测的延期。越快找到和消除设计缺陷，产
品就能越快发布。在设计和开发阶段（或者甚至是在
概念阶段）进行预合规分析、测试和评估能让产品开
发和您的上市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线学习： UL 知识解决方案（前身为 UL 大学）是忙
碌的专业人员、全球团队和供应链合作伙伴随时随地
访问标准化培训计划的理想在线学习平台。在线研讨
会是另一种简单的学习方式，例如：有关防制危害安
全工程的研讨会。

UL 通过 UL 知识解决方案提供

开始学习：
ul.com

多个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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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价值
创新为本已纷繁复杂的世界增添了一种新原料。这意味着风险。从不断增加的
开发成本、产品安全或性能问题、监管不合规到代价高昂的产品发布延期。
尽管面临种种危险，但公司仍继续创新 — 因为创新能够提供无限的机会。智能
汽车、智能家居和智能城市实际上都迫切需要创新 — 当然，回报也是丰厚的。
物联网、大数据和日常生活的日益数字化意味着电子科技产品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以及巨大的新市场可能会突然出现。
纵观现今的全球市场，风险性和复杂性更胜以往。对产品和公司安全、安保、
质量和可持续性的信任至关重要。

的受访者会在同等价格和质量的前
提下，选择值得信赖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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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信任：
ul.com

拉丁美洲

大亚洲

阿根廷
电话：+54.11.4316.821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ar@ul.com

澳大利亚
电话：+61.3.9846.2751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anz@ul.com

巴西
电话：+55.11.3049.8300
电子邮箱：Sales.br@ul.com

印度
电话：+91.80.4138.4400
电子邮箱：sales.in@ul.com

哥伦比亚
电话：+57.1.745.8603
电子邮箱：info.colombia@ul.com

印度尼西亚
电话：+62.21.266.909.08 / 09
电子邮箱：sales.sg@ul.com

墨西哥
电话：+52.55.3000.540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mx@ul.com

日本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jp@ul.com
EMC 实验室汽车
技术中心 (ATC)
电话：+81.561.36.6120
电子邮箱：emc.jp@ul.com

北美
加拿大
电话：+1.866.937.3852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ulc.ca
美国
电话：+1.877.854.3577
电子邮箱：ConsumerTechinfo@ul.com

伊势
电话：+81.596.24.6735
电子邮箱：ConsumerTechnology.jp@ul.com
鹿岛 EMC 实验室
电话：+ 81.478.88.6500
电子邮箱：emc.jp@ul.com
湘南 EMC 实验室
电话：+ 81.463.50.6400
电子邮箱：emc.jp@ul.com
横河 EMC 实验室
电话：+ 81.596.24.8750
电子邮箱：emc.jp@ul.com
东京
电话：+81.3.5293.6200
电子邮箱：ConsumerTechnology.jp@ul.com

韩国
电话：+82.2.2009.900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kr@ul.com
马来西亚
电话：+603.5632.5922
电子邮箱：sales.sg@ul.com
新西兰
电话：+64.9.415.3355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anz@ul.com
新加坡
电话：+65.6274.0702
电子邮箱：sales.sg@ul.com
泰国
电话：+66.2.207.2408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th@ul.com
越南
电话：+84.28.6256.3979
电子邮箱：sales.sg@ul.com
大中华区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cn@ul.com
香港
电话：+852.2276.900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hk@ul.com
台湾
电话：+886.2.2896.779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tw@ul.com
华南地区
电话：+86.20.3213.1000
松山湖
电话：+86.769.3381.7100
华北地区
电话：+86.512.6808.6400

与有志于此的专家合作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ul.com/ctech

本手册仅供参考之用。保留所有权利。未经许可，不得复制或分发。UL、UL 标志与 UL 认证标志是 UL LLC 的注册商标 © 2018 年。其他标志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欧洲

中东

丹麦
电话：+45.44.85.65.65
电子邮箱：Info.DK@ul.com

迪拜
电话：+971.4.558.5900
电子邮箱：ULMiddleEast@ul.com

法国
电话：+33.1.60.19.88.0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fr@ul.com

非洲

德国
电话：+49.69.489810.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de@ul.com
UL TTC
电话：+49.2151.5370.370
电子邮箱：ttc@ul.com
意大利
电话：+39.02.92.52.65.0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it@ul.com
波兰
电话：+48.22.336.33.00
电子邮箱：info.pl@ul.com
西班牙
电话：+34.93.368.13.0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es@ul.com
瑞典
电话：+46.8.795.437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se@ul.com
荷兰
电话：+31.26.376.480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nl@ul.com
英国
电话：+44.1483.302.13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uk@ul.com

南非
电话：+27.10.822.3950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sa@u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