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居家照明领域为人熟知的 UL，日前加入

美国照明协会 (ALA) 与能源效率联盟 (CEE)  

的行列，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并共同筹

办「明日照明」(Lighting for Tomorrow) 的

能效灯具设计竞赛。

「明日照明」(LFT) 竞赛自 2002 年起举办，

每年表彰市场上设计最精良、且具备最优质

能效的居家照明灯具。这项非常成功的计划

已获得美国和加拿大多家能源效率计划管理

机构的经费援助 (2011 年共有 21 家) ，LFT将

持续成长并承担起将高效节能居家照明产品

导入市场的重要任务。 

历届 LFT 的筹办单位除 ALA和 CEE 之外，

还包括美国能源部 (DOE) 。不过 DOE

已在2010 年底决定退出竞赛的筹划工

作，以专注于其他计划。CEE 活动项目

经理 Eileen Eaton 与 ALA 工程总监 Terry 

McGowan 认为，LFT 自创办以来已吸引

越来越多赞助商及照明同业的兴趣及行动

支持，因此现在是开始寻找新合作伙伴的

成熟时机。 

「我们很幸运，LFT 对于 UL 而言并不陌

生，」ALA 的 Terry McGowan 说。「UL 

过去曾参与 LFT 活动，例如经常主持评审

活动，测试参赛产品的电气及消防安全，

以及在专业刊物中宣传该活动。如今 UL 

将以合作伙伴身份全程投入，与我们共同

打造 LFT 的未来，我们将为市场带来更多

设计新颖、同时兼备安全与节能的灯具及

其他居家照明产品。」 

UL 成为「明日照明」
竞赛的新伙伴 

作者：Shari Hunter / 全球照明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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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隆重推出「更光明的未来」项目活动，本活动将全力协助照明展示室业主，让其

客户充份了解照明技术的变革及安全影响，并说明法规及安装规范将如何塑造照明

业的未来。只要获得正确的信息，消费者就能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定，进而对购买

的产品更加满意。  

自由网广播 – 展示室安全 101 

在一个小时的《展示室安全 101》(Showroom Safety 101) 活动中，您将可了解在

照明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UL 标志如何保护人身、产品及应用场所的安全。其主

要说明的议题如下： 

• 照明市场宏观趋势：新兴技术、能源效率、法规变更  

• UL 标志的意义：户外、潮湿环境与低电压规格及其含义

• 能源效率计划概览：Lighting Facts、ENERGY STAR®、设计灯具联盟 

• 永续照明灯具：灯具如何取得 LEED 积分  

• 回馈计划：如何让您客户的利益最大化 

更光明的未来 – 展示室与 UL 

透过本次教学活动，照明展示室的专家们可学习 LED 照明产品的关键销售策略。

参加者将获得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安全、Lighting Facts 与 ENERGY STAR®」宣传数

据，以及销售点工具与参考指南。部分的主题将涵盖其中： 

• 展示室安全 101 的详细介绍 

• Lighting Facts 与谬误：关于白炽灯泡、节能灯与 LED 灯的真相与迷思 

作者：Shari Hunter / 全球照明业务经理 

更光明的未来 
UL 与照明展示室 

随着照明技术的

发展，UL 也不断

地进步，矢志以全

新且必要的方式

提高照明安全、

效能及能效。 

很荣幸 UL 已

与 ALA 和 

CEE 结盟，并将共同筹办「明日照

明」年度竞赛。UL曾经以竞赛评审

及测试服务商的身份参与活动，总

结过往的经验，我们深知照明安全

与能源效率的双重价值所在。 

此外，我也很高兴地宣布「更光明

的未来」项目活动正式启动，该计

划旨在帮助照明展示室的业主了解

技术的转型，并学会如何智慧地向

客户说明其蕴含的意义及影响。 

身为业界的思想先锋，UL 拥有百

年的产业实战经验及专业的研发

技术，产品安全值得您的信赖。  

我们很乐意为您效劳。  

顺颂 商祺 

Alberto Uggetti  

UL副总裁兼全球照明事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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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在中国广州南沙的 UL 检测服务中心日前

已顺利通过 NVLAP 的 ISO/IEC 17025:2005 认

证，我们很高兴能进一步扩大该中心的能源效

率及性能测试范围。目前  UL 南沙测试中心可

根据 IESNA-LM-79、IESNA-LM-80、ENERGY 

STAR® 等标准进行性能测试。敬请联络 UL，

善加利用我们领导业界的全球化高质量性能

测试网络。 

UL.com/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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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更新 

能源效率 

以下摘录 UL 首席工程师 Bahram 答复日前

外界对于新推出的《LED 样式翻新及其安装

配件认证计划》的问题。现可透过网络广播

在线 学习：ul.com/ledpackage

「LED 数组」(OOQA2) 与「LED 封装」

(OOQL2) 有何不同？ 

「LED 数组」计划包含组件 LED 数组、模块

及控制器；而「LED 封装」则包含组件 LED 

封装件，其是配装一个或多个内含焊线

连接  ，以及可能采用光学组件及热感、机

械及电子接口的 LED 晶粒 (LED Die)。此封

装件不含电源，也不与分支电路直接相连。

目前 UL 已认可数种的 LED 封装件，并列入 

OOQA2 类别。UL 将与制造商合作，让 UL 

认可范围扩展到 OOQL2 类别。  

UL 是否接受客户送件里的 LM-80 及 LM-79 

测试结果？ 

目前 LED 封装的「零组件认可计划」仅限于

与 UL 8750 相关的特性，其中不含 LM-79 或 

LM-80 性能测试，因此无需递交与这些标准

相关的测试结果。 

 UL 遍布全球的实验室均可提供这些标准的

测试服务。 

认证目录何时上线？  

UL 的在线认证目录已经包括 OOQL2/ 8 – 「

组件 LED 封装产品」。我们将在完成该类别

的几项认证项目后推出此功能。 

「设计灯具联盟」(DLC) 近日宣布将接受 UL 

为其能效方案所发出的测试报告。DLC 是由

公营事业及地区能源效率组织所组成的合

作机构，成立宗旨为致力提高民众认识商业

建筑采用高效照明的好处。UL 很高兴能为 

DLC 提供支持，并加速客户在符合此方案的

上市时间。欲知详情，请与我们联络。 

能源效率详解 

向消费者推销产品；ENERGY STAR® vs 

Lighting Facts vs 设计灯具联盟：  

• 调光器与照明控制器：兼容性议题  

•  照明竞争的赢家：下一代照明与明日照明 

一旦顺利完成本课程后，您的展示室将

获得：

• 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安全、Lighting 

Facts 卷标及 ENERGY STAR®」宣传数据 

• 销售点标示牌及产品徽章 

• 店头快速参考训练指南 

请登入 ul.com/showroom 报名 

作者：Bahram Barzideh / 固态照明与 LED 测试首席工程师

作者：Todd Straka /照明业务总监

UL 中国广州南沙中心获 
NVLAP 认证 

更光明的未来 (续上页)  

http://ul.com/ledpackage
http://www.ul.com/show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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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家照明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LFT 持续

着眼于提高市场对多种节能居家照明产品的

认识及接受度 – 这也是本竞赛自 2002 年推

出以来始终改变的目标。不过为了顺应市

场、技术及消费者利益的变迁，LFT 也同时

在不断寻求进步的空间。举例来说，2006 

年的 LFT 竞赛新增加了固态照明灯具项目，

而 2010 年不仅再新增螺头 (Screw-in) 替换

灯泡项目，又因发现控制器对于降低照明能

耗的潜在影响，因而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同年

的 LFT 比赛项目。 

UL 将按年度计划协助筹办、 LFT 网站维

护、参赛产品资格预审与测试，以及宣传

活动等途径，为「明日照明」竞赛提供整

体的造势与支持。其中年度的评审活动将

预定在 UL 于北卡罗莱纳州三角研究园区所

新设立的先进训练中心中举行。本训练中

心也是 UL University 的一部份。按规划，

所有参赛产品将在这里进行全面的安装及

运作，以让评审感受到有照明和无照明的

效果，并对材料、工艺及其他细节进行评

审。「在安装参赛产品的过程中，UL 可确

保产品符合相关法规，同时能够评估安装

指南的实用性及组装的便利性。而这些皆

是决定参赛产品能否获胜的关键因素，」

UL 的 Shari Hunter 表示。 

UL 成为「明日照明」竞赛的新伙伴 (续封面) 

UL and the UL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 2011.  BDi 110603 

UL 绿色验证计划帮助产品项目获得  
LEED 试行评估项目 

截至 2011 年 6 月 16 日为止，根据一项新推

出的试行评估项目 (Pilot Credit)，凡产品通

过「环境声明检定」(Environmental Claims 

Validation, ECV)、「环境永续产品认证」

(Sustainable Product Certification, SPC)、

「环保产品声明」(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或 Ecologo 环保标志等计划审查

的制造商，均有资格获得 LEED (能源暨环境

先导设计) 认证计划的创新积分。  

近十年来，LEED 已经成为「绿色建筑」及美

国绿建筑委员会 (USGBC) 颁布的绿色建筑评

估准则代名词。其于日前推出的试行评估项

目将在市场试行一段时间，再正式纳入 LEED 

的评分系统。该计划的宗旨是奖励采用具较

高环保特性 (生命周期、成份等) 及在一些环

保属性拥有更透明度产品的 LEED 项目。 

为协助建筑师、制造商及其他相关人员了

解全新的试行评估要求，UL 已于 6 月 28 日

透过网络举办相关的研讨会。请至  www.

leedproductcredit.com 下载这场在线培训

数据。

作者：Julia Farber / UL Environment 全球营销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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