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Lighting Facts 标签计划的创立宗

旨，是为已确定将产品送至获认可的

第三方测试实验室进行独立测试的制造

商，提供一个公开展示其 LED 照明产品

的光通量等信息的平台。该计划自推出

后大受欢迎，目前共有超过三百家制造

商、二百多个零售商及经销商参加，而

合格产品总数更已多达四千多项。

为了让此计划得以持续稳健地成长，美

国能源部于近期采取了多项措施：

•  完成可为已注册的 Lighting Facts 产

品提供分析的第三版《Lighting Facts 

Product Snapshot》。此套手册主要

聚焦在户外街/路及区域照明、商用

嵌灯、办公室嵌灯 (Troffers) 、安装橱

柜下方灯具及层板灯等产品的分析。

敬请登陆 www.lightingfacts.com/

productsnapshot 取得手册。

• 持续进行随机抽样测试，以确保这些

产品仍保有最初送检时的效能。第

一批测试结果将于近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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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Lighting Sciences 日前通过 IEC/ISO-17025 标准的多项重要认

证项目，并成功获得 IAS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的认

证。

UL Lighting Sciences现已完成的实验室认证及认可计划包括：

• 美国环保署 (EPA) 认可的固态照明 (SSL )  ENERGY STAR® 测试

•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NIST) 光学能力 (Proficiency) 测试

• CALiPER (美国能源部核可实验室)

• Lighting Facts 标签计划 (美国能源部认可)

• 加州能源委员会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针对 LM-79 

测试

UL Lighting Sciences 发出的测试报告为 EPA、DOE、加州州政府及

灯具设计联盟 (Design Lights Consortium) 所接受。目前 UL 检测服

务事业部 (Verification Services)  旗下已有三所实验室取得所有主要

能源效率计划的全部审核及认可：

•  UL检测服务 (广州) 有限公司 (中国南沙)

• UL Luminaire Test Laboratory (美国宾州亚伦城)

• UL Lighting Sciences (美国亚利桑纳州史考兹谷)

作者：James Walker / LSI

UL Lighting Sciences  
完成审核与认可

照明业即将进

入繁忙的商展时

节。这是一年中

最令人兴奋的时

刻，通过这些展

览，UL 同仁将有

机会与客户及同

业进行充分的接

触，以了解我们

当前所面临的机

会、挑战和需求。

固态照明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贸易展

会的价值在于提供各种具前瞻性的技

术信息，借此我们能够有效预测业界

需求，并调整我们的服务来满足这些

需求。

在未来几个月，您可在以下的展会

找到 UL ：台北的「台湾国际照明科

技展」(Taiwan Int’l Lighting Show)、

奥兰多的「国际广告广告牌灯具展」

(International Sign Expo)、法兰克福的

「照明及建筑大展」(Light + Building)、

拉斯韦加斯的「广告广告牌灯具世界展

会」(Sign World Convention) 及「国际

照明展」(Light fair International)，及英

国伯明翰的「欧洲 LED 展」(EuroLED) 。

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亲身参与上述展

览，并期待您前往我们的展位分享您的

观点和见解。希望您不吝赐教，同时期

盼您提供更多宝贵的建议。我们立志

持续成为全球照明业最值得信赖的合

作伙伴。让我们展会上见，并预祝您旅

途愉快！

敬祝  商祺

Alberto Uggetti 

副总裁暨全球照明事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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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广告牌灯具标准沿革

针对电子广告牌灯具 (Electric Signs) 安

全的 UL 48 标准 并非新的安全标准。

事实上，自第一版 UL 48 于 1917 年 11 

月发表以来，该标准为适应广告广告

牌灯具技术的变化，已经过多次的更

新。2011 年 11 月 2 日，UL 发表第 15 

版 UL 48 标准，来适应最新产品科技的

演绎，其中包括发光二极管 (LED) 光源

使用。除技术更新之外，第 15 版的架

构也经过重新整理和简化，让使用者更

为便捷地寻找规定或进行一般浏览。

第 15 版 UL 48 已自公布之日起正

式生效，当中对于第 14 版的规定

有多项升级，例如：所有广告牌

灯具类型都必须提供安装指示。在

该标准中注明了与升级相关的章节

将自 2012 年 10 月 2 日生效。

敬请注意，并非所有 UL 48 异动都属

于升级，而某些的修正则可让广告

牌灯具的安装获得更多的弹性。其

中最大的一项变动是免除 Class 2 远

程电源供电 (Remote Class 2 Supply) 

的广告灯 (Section Sign) 必须接地

的规定，以求与 2011 年《国家电

气法规》(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NEC)  NFPA 70 类似的变动一致。

已参与第 14 版 UL 48 广告牌灯具标

准在线培训课程的制造商，可不必

重复 UL 所提供的 13 项课程。UL 现

针对第 14 版 UL 48 的变动章节独

立开设一在线培训课程，有兴趣参

与的制造商，请至 UL Knowledge 

Services (前身为 UL University) 网站 

www.ulknowledgeservices.com  

查询相关报名信息。

广告牌灯具认证计划的升级

UL 持续为已加入 UL 广告牌灯具列

名计划的广告灯具制造商进行认证

的升级，其成效极为显著，至今超

过 1600 名产业员工完成相关的在

线培训课程，成为合格的「工厂技

术代表」(Manufacturers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s, MTR)。在此项认证

升级计划获得大幅进展的同时，UL 

意识到随第 15 版 UL 48 的公布及额

外的培训课程推出，认证升级计划

的生效日期必须有所变更，以符合

第 15 版 UL 48 的 2012 年 10 月 2 日

生效时程。上述的相关变更详情将在

UL 广告灯厂家公告中进一步公开。 

广告牌灯具翻新要求

与其将老旧或故障的广告灯淘汰换新，

某些厂家及安装业者则会选择利用 LED  

改装套件 (LED Retrofit Kits) 来翻新已有

的产品，此举在产业间已例行多年。为

确保这些用在翻新的广告灯的改装零部

件及灯具本身在改装后仍符合 UL 48 的

基本安全规定，UL 为 LED 改装套件设计

一项专门的 UL 分级认证。此规定详细列

举在《Subject 879A - LED 套件》评估大

纲 (Outline of Investigation for LED Kits)。

由于广告灯具的翻新数量日益增多，

且各式 LED 改装套件的要求亦需要互

通，因此 UL 已组成 UL 48 标准技术研

究小组 (Standards Technical Panel STP) 

审订 879A，并也极力促使此评估大纲

升级为 ANSI/UL 标准。在发布 UL879A 

草案以供 STP 投票表决之前，初版

草案已送至 STP 以取得初步意见。

更多广告广告牌灯具 
培训课程即将推出

除了新的第 15 版 UL 48 培训，UL 也

计划升级整套广告灯课程并加入其他

新的单元，包括「Class 2 电源供应之

广告牌灯具」(Class 2 Powered Signs) 

及「在广告牌灯具中使用聚合物材

料」(The Use of Polymeric Materials 

in Signs) 等。UL 在课程编定后将

公布新的培训材料的取得办法。

www.ul.com/signs

UL 广告牌灯具标准及认证更新信息

UL.com/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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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新的 LED 技术齐头并进

作者：Lee Hewitt / 照明首席工程师

UL LED 照明巡回展最新消息

为客户及照明业提供更好服务，UL

在此高兴地宣布：2012 年北美地区 

LED 巡回展将通过高质量影片向全世

界的客户展示，影片将于 2012 年第

二季推出。这种形式将使更多北美外

的客户藉由观看的方式参与巡回展。

我们的制作可让客户更灵活选择观看

其感兴趣以及与切身相关的内容。请

注意，UL 在 2012 年期间将不再在北

美以外地区举办现场实地的 LED 照明

巡回展。

www.ul.com/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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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标准更新：您准备好了吗？

美国能源部 LED Lighting Facts 标签计划最新资讯  (接封面)

国际标准 EN 60598-1 第七版在技术

部分作了几项修订，其将废除并取代 

2004 年公布的第六版及 A1 (2006)，并

自 2012 年 4 月 12 日起开始生效。其中

可能影响相关产品认证的重要变动概述

载于〈附录 R〉 中。虽然并非所有情况

都需要重测，但仍请尽快与您的 UL 认

证伙伴讨论这些变动，以决定须采取何

种必要措施以更新您的档案，及符合最

新修订标准。〈附录 R〉 所列的部分影

响范围包括：

条款 1.2.71、3.2.19、4.21、4.24、 
附录 P

有罩灯泡及紫外线防护规定

条款 1.2.42、5.2.14、5.2.16、 
8.2.3、9.2

SELV 规定

条款 1.2.78、1.2.79、1.2.80、 
3.3、10.1、10.3、附录 G

接触电流、保护电流及电灼伤

条款 1.2.81、1.2.82、3.2.20、4.14.3、
表 12.1

高温表面

条款 0.5.2、1.2.83、附录 V

整合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

条款 3.2.22、图 1

可替换的保险丝

条款 1.2.8、8.2.1、8.2.4、8.2.5、8.2.6

接近灯具基本绝缘物

条款 2.4、12.6、3.2.9、3.2.21、4.16、
附录 D、附录 N

条款 2.4、12.6、3.2.9、3.2.21、4.16、
附录 D、附录 N：

对不宜安装在易燃表面之灯具的标示，

及覆以绝缘物

UL 已准备好为客户提供协助，让您的

档案符合最新修订标准。作为全球照明

业的领导者，UL 目前已获下列照明类

别的审核及认可：

•  IEC/EN 60598-1 一般规定

• IEC/EN 60598-2-1 表面安装固定式

灯具

• IEC/EN 60598-2-2 嵌入式灯具

• IEC/EN 60598-2-3 路灯

• IEC/EN 60598-2-4 可移动式灯具

• IEC/EN 60598-2-5 泛光灯

• IEC/EN 60598-2-6 内置钨丝灯变压器

的灯具

• IEC/EN 60598-2-13 地面嵌入式灯具

• IEC/EN 60598-2-17 舞台及摄影棚灯

• IEC/EN 60598-2-22 应急灯

• IEC/EN 60598-2-23 超低电压钨丝灯

照明系统

作者：Roberto Inclinati / 照明业务开发经理

EN 60598-1 第七版将废除并取代第六版

•  新的标签度量将于近期公布，其

内容将包含光通量维持率 (Lumen 

Maintenance) 及寿命测试，并将运用 

TM-21 的方法预测在 25,000 小时下

的光通量维持率百分比。其基本上是 

L70 的倒数，这样可以降低夸大灯具

寿命的可能性。

•  通过 www.lightingfacts.com/

utilityprograms 可找到有提供 LED 产

品奖励的公共事业方案列表。公共事

业有能力利用专为其设计的工具自定

义标准，并根据合格产品名单过滤产

品。

LED Lighting Facts 标签计划资讯的最新

强化措施将可望有效巩固及促进方案的

持续成长。欲知更多 LED Lighting Facts 

相关信息以及如何使您的产品快速通过

认可，敬请联络 UL 。

UL Lumen Insights @lumeninsightsUL Lumen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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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近期参加的照明商展及活动

敬邀参观

3 月 13-16 日 

台湾国际照明科技展  

(Taiwan Int’l Lighting Show) 

台北 

UL 展位编号 #世贸一馆 B0732 

www.tils.com.tw 

3 月 22-24 日 

国际广告灯展  

(International Sign Expo)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 (Orlando, FL)： 

UL 展位编号 #1413 

www.signexpo.org 

4 月 15-20 日 

照明暨建筑大展 (Light+Building) 

德国法兰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UL 展位编号 #Hall 4.1 / A15 

www.light-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 

4 月 18-22 日 

广告灯世界展会 (SignWorld 

Tradeshow & Convention) 

金砖酒店 (Golden Nugget Hotel) 

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 (Las Vegas, NV) 

UL 展位编号 #待定 

signworld_dan@sbcglobal.net 

5 月 9–11 日 

国际照明展 (Lightfair International) 

拉斯韦加斯会议中心 (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 LV) 

UL 展位编号 #2550 

www.lightfair.com/lightfair/V40

6 月 13-14 日 

欧洲 LED 展 (EuroLED)  

英国伯明翰 NEC 中心  

(NEC, Birmingham, UK)  

UL 展位编 #号待定 

www.euroled.org.uk

LED 照明巡回展是什么？

• 探索 LED 及固态照明 (SSL) 的全球

趋势

• 听取照明专家讲解如何利用能源

效率及 ENERGY STAR® 赢取空前的

商机

• 了解 UL 的 LED 安全标准 — 

UL8750 的最新信息

• 学习如何简化 UL 送件流程、加速

产品上市的各项技巧

2012 照明巡回展日期及地点

3 月 16 日 – 台湾国际照明科技展  

(台北)  

3 月 27 日 – UL 德国 (法兰克福)  

3 月 29 日 – UL 意大利 (米兰) 

6 月 12 日 – 英国欧洲 LED 大展  

(伯明翰) 

* 日期与地点可能变动

欲知本公司参与的商展及巡回展 

详细信息，请电邮至： 

William.Lam@u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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