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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与 UL Environment 已和加州能源委员会

(CEC) 、以及广告灯具业界 (Sign Industry) 

的代表合作制定了一项计划，以协助广告

灯具制造商符合加州能源委员会的《建筑

能源效益标准》第24章中的节能要求。

CEC 于2010年1月1日开始采用广告灯具的相

关规定。有关产品的所有规定可查阅《加

州法规》第24章第6篇第148节的2008年版

《建筑能源效益标准》。

这些已发布的广告灯具标准涵盖室内与户

外的部份，以及对所有灯饰招牌做出强制

性的自动控制要求。此外，这些标准也针

对内部和外部照明的灯饰招牌，设定了安

装照明功率的上限。

加州能源委员会第24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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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竞赛

Shari Hunter/照明经理、Lee Hewitt/首席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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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阅读 

2011年的首期电

子报。随着照

明技术日新月

异，UL也正与

时俱进。目前

在产品安全认

证之外，我们

尚能提供引领业界的性能测试、环境

服务、以及健全的培训计划。 

去年12月，我们即与 LEDs 杂志举办

了一场以 ENERGY STAR® (能源之星)

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

我们并鼓励所有新加入和正快速成长

的客户踊跃参与我们的LED照明全球

巡回活动，以利用此一低成本的途

径，了解如何能加快您的LED照明产

品递交至UL进行产品安全和能源效益

测试的速度；此外，也欢迎您带着您

的一项产品样品出席，我们的工程团

队将为您提供免费的技术咨询服务。

在此衷心期盼2011年，我们仍可以与

您更密切合作，并欢迎您继续提出您

的回馈意见和建议 – 我们随时倾听并

让支持就绪。 

顺颂   商祺 

Alberto Uggetti 

UL副总裁暨全球照明总经理

利用您的一日工作时光，与UL专家们一起了解全球趋势、能源效益暨

ENERGY STAR® (能源之星) 的最佳实作、UL安全标准的最新完整讯息、以及

使产品提交至UL过程更加顺畅的策略。透过活动，我们可针对您的LED/固

态照明等产品，提供1小时的咨询以进行初步技术审查  ─  欢迎您带着您的

样品做一次免费咨询。

活动目的：

•  探索LED以及固态照明的全球趋势。 

•  向产业专家学习如何利用能源效益与ENERGY STAR®计划达到最大营收。 

•  获得LED安全标准的最新信息 — UL 8750。

•  让您产品提交至UL的过程更顺畅，并加速上市时间的方式。

活动日期与地点 

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市 (2月22日) 

加利福尼亚州布利亚市 (2月24日) 

纽约州梅尔维尔市 (4月12日) 

伊利诺伊州北布鲁克市 (4月14日) 

请向 UL University 报名。

敬请密切留意即在亚洲和欧洲举办的2011年LED 巡回活动信息!

Matthew Sallee/全球固态照明暨 LED 事业营销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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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o 的信

LED 照明巡回活动
安全暨ENERGY STAR® 策略大计

http://video.webcasts.com/events/penn001/36806/index.jsp?adid=ulu
http://www.uluniversity.us/common/ncsresponse.aspx?rendertext=led_roadshow


LTL 获得 IAS 认可

LEDs 杂志 与 UL 网络研讨会

TL-445 测试实验室已经达到了国际验证协会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IAS) 稽

核测试实验室的认证标准 (AC89)、并符合了

ANS/ISO/IEC标准17025:2005 针对测试实验

室与校准实验室能力的一般准则要求，因此

已在2010年12月22日起正式成为IAS认可实验

室，可就被核可范围内所列的测试方法执行

测试服务。 此外，UL台湾亦已经取得美国

环保署 (EPA) 认可，可执行居家灯具和装饰

灯串的能效评估。 

UL和《LEDs 杂志》于去年12月举办一场以

LED 照明与ENERGY STAR®为主题的网络研讨

会。活动的存盘录像可点选这里取得。

美国环保署 (EPA) 规定凡是参与ENERGY 

STAR® 计划的制造商，自2011年1月1日起所提

交的新申请必须透由其认可的认证机构 (CB) 

审查，同时相关的合规测试必须依据特定准

则执行，并须委由EPA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

完成。 而第一方 (制造商) 可以参与CB数据

认可方案 (CB Data Acceptance Program)， 

于自身实验室测试并提出测试结果，申请

EPA的认可。 

UL不仅已取得美国环保署认可，正式成为产

品ENERGY STAR®认证机构 (CB)，另亦在全球

拥有多家被个别认可并可进行下列照明类别

的测试实验室 (并不限于)：

• 灯 (一体式LED灯、内装安定器节能灯  

(CFL Self-ballasted lamps) 等)。 

• 灯具 (商用、工业用、家用等) 。

• 装饰灯串。 

敬请浏览UL照明专家在会中所讨论的议题：

• ERNERGY STAR®评估和年度验证计划要

求。

• 满足2011 ERNERGY STAR®要求的实验室与

测试设备需求。

• 利用您自身的实验室进行安全认证与能源

效益评估。

• IES LM-79与IES LM-80 的变动。

• 在您的全球照明业务大计中结合ENERGY 

STAR®的策略。

• 实时的美国环保署法规更新信息与重要的

时程。

Todd Straka/照明业务总监

Matthew Sallee/全球固态照明暨 LED 事业营销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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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 
安全智多星吗？
UL推出为儿童设置的
安全网站： 
ULsafetysmart.com

Barbara Guthrie/ 
UL消费事务副总裁

这是一个从儿童观点设计的e小区网站，

可让儿童们玩互动游戏、获得最新的教育

性安全新闻、并且上传他们自己的影片和

照片。 身为UL安全智多星俱乐部成员的

儿童们，将可教导朋友和家人如何保护自

己的安全，成为安全智多星。 

「我们非常自豪能够为儿童提供最新的安

全教育工具，帮助他们在当前和未来，做

出聪明的安全选择。」UL消费事务副总

裁Barbara Guthrie说， 「这个网站是我

们安全智多星计划的一环，它将使得学习

公共卫生、安全、和环境管理更为轻松

有趣。」

UL 一直致力于提升大众的安全意识，并

在世界各地持续为孩童、家长、看护、 

和老师们倡导安全的重要性。

http://video.webcasts.com/events/penn001/36806/index.jsp?adid=lumen 
http://www.UL.com/lighting
http://www.ULsafetysmart.com


UL与加州能源委员会第24法规 (接封面文章)

请踊跃参与
2月22日 – 24 日 
照明策略，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

1月19日-21日
LED/OLED 照明技术展，日本东京  

4月12日 – 17日
EUROLUCE，意大利米兰

5月17日 – 19日
灯具大展，宾州费城

2011 第一季 
UL LED 巡回活动，北美

2011 第二季

UL LED 巡回活动，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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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2008年的广告灯具标准的方式，有下

列两种选项： 

•  每平方呎瓦数 — 设定每一招牌区域的最

大功率。

•  特定技术 — 只采用具备能源效益的照明

技术。

UL48广告灯具制造商现在可以不必雇请有执

照的承包商就每一灯具进行评估，而只须在

已经符合上述两种照明功率方式之一的广告

灯具，申请UL环保标志即可。 凡涵盖在此

项新计划下的招牌，必会同时显示 UL 安全

标志和 UL 能源验证标志。

UL已自2011年1月3日起，向所有UL 48的电子

广告灯具列名制造商提供此项计划。

欲申请UL 能源效益认证计划的制造商，可

电洽UL-E客服人员，或利用电邮、或径自连

上UL-E的在线报价工具。

更多的信息，请洽询1.888.4UL.Green 

(1.888.485.4733)，或电邮至 

ulenvironment@ulenvironment.com.

新一代灯具 
设计竞赛

第三届新一代灯具 (NGL) 年度设计竞赛再次

地在UL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公园 

(RTP) 办事处举行，该竞赛的评审工作已在 

2010年12月2-3日进行。此次的评审团由来自

多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包括设计、规格

制定、评估、研究和推广商用固态照明灯具

等人士。身为活动主办单位，UL亦特别邀请

上百位的规格制定者、买主、设备经理、和

灯具设计师前来鉴赏所有商用、以及已可上

市的 LED 灯具展品。本届的参赛类别涵盖了

嵌壁式、可携式、建筑、街道、走道、调光

式、垂吊式、架设式、景观以及地灯等照明

产品。 UL的照明团队一共安装逾150

个灯座，并将其分门别类，以利进

行类似产品的比较。为取得比赛的

公平，制造商的身份资料是对评审

团保密的，但受邀的UL贵宾则可取

得相关信息。来自一家大型制药公司

的一位当地买主即表示：「你们的展览

非常实用，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可以当场对照

比较不同灯座的经验。活动真的可以让我待

上好几个小时。再次谢谢你们！」

Shari Hunter/照明经理

分享您的见解：Lumen.Insights@us.ul.com.

订阅Lumen Insights电子报：加入通讯名单 UL.com/lighting 

总编辑：Matthew Sal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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