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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准入

CB 认证

CB Scheme 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EE:IEC Systen of Conformity Assessment Schemes for 
Electrotechnical Equipment and Components,IECEE) 所设立，旨在为参与这项计划的安全

认证机构提供合作途径，相互认可彼此签发的 CB 测试证书 (CBTC) 及测试报告 (CBTR )，
并以此作为签发个别国家的认证或标志之参考依据。CB Scheme 目前的会员国超过 50 
个，分布在美洲、欧洲、亚洲、澳洲及 非洲，平均每一会员国国内至少有一家产品认

证机构获 IECEE 认可为国家认证机构 (National Certification Body,NCB)。 

技术信息

语言：英语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电，灯具，零部件，IT 产品等，具体请见以下链接：

http://www.iecee.org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其它

家电产品 要求 - - -

灯类产品 要求 - - LED 光源产品符合
光生物全测试 (EN 62778)

零部件产品 要求 - - -

CB 证书的优势

制造商可凭借 NCB 所签发的 CBTC 及 CBTR，向各目标市场所认可的 NCB 取得该国的

产品认证或标志。

认证流程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3年

工厂检验：不需要

市场监督：不需要

UL 提供的服务

目前，UL 设于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日本的实验室，均已取得 NCB 资格。在大中华区，

苏州，广州，香港台湾均是 CB 实验室，可为当地的厂商提供 CB 的测试与颁证服务。

申请者

样品 取得
CB 报告 
CB 证书

UL CB
实验室根据 IEC

标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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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认证）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是通过制定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和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程序，对列
入《目录》中的产品实施强制性的检测和审核。凡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没有获得
指定认证机构的认证证书，没有按规定加施认证标志，一律不得进口、不得出厂销售和在经营服
务场所使用。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 220V， 50Hz                        
语言：中文

插头类型：                Type A（II 类器具）                Type I（I 类器具）

相关产品类型

•小功率电动机

•电动工具

•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

•照明电器

具体目录描述与界定请见以下链接：

http://www.cnca.gov.cn/bsdt/ywzl/qzxcprz/mlmsyjd/201412/W020141224395314953942.pdf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其它 证书有效期

小功率电动机 要求

仅 EMI -

不接受

5年
电动工具 要求 不接受

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 要求 不接受

照明电器 要求 不接受

认证流程

UL 提供的服务：

目前，UL 苏州实验室已成功获得了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设备和小功率电

动机两大产品类别，包括 (0701) 家用

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0703) 空调器，

(0704) 电动机－压缩机，(0401) 小功

率电动机等四个产品小类在内的授权

资质，可以提供以上产品类别的 CCC
测试服务，同时，凭借十多年来积累

的丰富 CCC 认证经验，我们可以帮助

包括电动工具、照明电器在内的各大类

产品供应商快速、顺利地获得认证证书。认证申请 型式试验
初始

工厂检查
认证结果
评价与批准

获证后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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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效标识（CEL 备案）

6

中国能源效率标识，是指表示用能产品能源效率等级等性能指标的一种信息标识，属

于产品符合性标志的范畴。国家制定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

品目录》，凡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者产品最小包装的明显部位标注统

一的能源效率标识，并在产品说明书中说明。列入《目录》的产品的生产者或进口商

应当在使用能源效率标识后，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

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授权的机构备案能源效率标识及相关信息。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 220V，50Hz                        
语言：中文

插头类型：                Type A（II 类器具）                Type I（I 类器具）

相关产品类型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家用电器

•照明电器

认证要求

能效：要求

CB 报告：不接受

年审：要求

认证流程

* 中国能效标识备案实验室，包括第三方实验室或企业自有实验室

能效测试
*

指定机构备案 年审

UL 提供的服务

UL 凭借多年来积累的丰富 CEL 认证

经验，我们可以帮助各类目录内产

品的供应商快速、顺利地获得认证

证书。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 220V， 50Hz                        
语言：中文

插头类型：                Type A（II 类器具）                Type I（I 类器具）

相关产品类型

电池，马达，家用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信息技术设备用光电耦合器，隔离变压器，

直流电压转换器，等。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CB 报告 证书有效期

电动机 要求

- -
不接受

10年家用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
( 不包括有效容积≤ 500立升 ) 要求 不接受

认证流程 UL 提供的服务

UL China Mark 认证

UL 中国产品认证是 UL LLC 拥有并授权苏州 UL 美华认证有限公司开展的针对中国市

场的自愿性产品安全认证业务，以加施 UL 中国标志的方式表明产品符合相关的产品

安全认证要求。该认证采用“型式试验 + 首次工厂检查 + 获证后监督检查”的基本认

证模式，依据的标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认证的范围涉及家电、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电池、信息技术设备、音视频

设备、电动机等多种产品。本着 UL“知之于测试，陈之以事实”的百年原则，UL 中
国产品认证秉承严谨和独立的态度，通过科学、专业、详实、可靠的检测、检验、认

证来反映产品的安全指标。对于成功通过认证的产品，苏州 UL 美华认证有限公司将

授权其申请人在该产品上加施 UL 中国标志。获证的产品信息也可以通过苏州 UL 美华

认证有限公司进行官方查询。UL 中国产品认证不仅帮助生产者提升产品安全，也为

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提供可信的依据，从而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认证标志

UL 提供的服务

目前，UL 在苏州，广州均是 CNAS
实验室， 可为当地的厂商提供测试

与 UL China Mark 颁证服务。
认证申请 型式试验

初始
工厂检查

认证结果
评价与批准

获证后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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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市场准入

从 2001 年开始，在日本销售或使用的大部份电器用品，均适用于电气用品安全法 (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Safety Law,DENAN) 的规范；主管 DENAN 法的日本经济产业省 (METI)，
将 457 种管制产品分为两大类 - 116 项特定产品 (Specified Product,SP) 及 341 项非特定产品 (Non-
Specified Product,NSP)。 

特定电气产品 (SP) 进入日本市场前，需要将产品送去指定的测试机构检测，并且要进

行工厂审查；制造商需要向 METI 指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申请符合性证书后，才能贴

上菱形 PSE 标志。

针对非特定产品 (NSP)，产品制造商需要符合电气用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即将产品

送去指定的测试机构进行检测，便可自行贴上圆形 PSE 标志。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100/ 200V( 单相 )；200V( 三相 )
50 Hz( 东部地区：东京、札幌、横滨、仙台等地 ) 或
60 Hz( 西部地区：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广岛、冲绳等地 )
语言：日文

插头类型：                     Type A(II 类 )                       Type B(I 类 )

相关产品类型

电源，LED 驱动器，灯具，家电产品等：

特定产品：http://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conomy/consumer/pse/02.htm
非特定产品：http://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conomy/consumer/pse/03.htm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家电产品 要求 仅 EMI 自愿性

灯类产品 要求 仅 EMI 自愿性

零部件产品 要求 - -

认证流程

PSE 标志认证所涵盖的产品，必须经过安全及 EMI 测试。

•安全测试 产品的测试必须依据 DENAN 的技术标准进行。同时，特定产品需通过工

   厂审查后才可以取得 DENAN 产品证书 。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

特定产品 (SP) 为 3 到 7 年
非特定产品 (NSP) 为 5 年
工厂检验：

UL 安排有资质的人员进行工厂检查

UL 提供的服务

UL 是被认可的 DENAN 符合性评 估认

证机构 (CAB)，可为制造商提供完整

的 DENAN 测试认证服务，包括安全

测试、EMC测试与工厂审查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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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市场准入

日本 UL Japan S 标志

日本 S 标志为电气产品的自愿性安全认证，由日本电气产品认证协会 (Steering 
Council of Safety Certification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Appliances and Parts of 
Japan,SCEA) 管理。SCEA 成立于 1994 年，旨在改善日本电气产品的安全制度；该委

员会的成员包括学术界的专家、制造商、进口商、零售商、消费者及第三方认证机构。

UL 作为日本 S 标志的发证机构之一，根据电气用品安全法 (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Safety Law,DENAN)，对申请 S 标志的产品，进行产品安全和 EMI 的测试，

通过测试的产品，可粘帖 UL Japan S 标志。

虽然 S 标志属于自愿性认证，但有愈来愈多的制造商开始申请 S 标志认证，以便使产

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不仅如此，日本消费者、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和零售店面，在

选择贴有 S 标志的产品时，感觉安全更有保障。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100/ 200V( 单相 )；200V( 三相 )
50 Hz( 东京、札幌、横滨、仙台等地 ) 或
60 Hz( 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广岛、冲绳等地 )
语言：日文

插头类型：                    Type A(II 类 )                    Type B(I 类 )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电，灯具，IT 产品，电池等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家电产品 要求 仅 EMI 自愿性
灯类产品 要求 仅 EMI 自愿性

认证流程

S 标志认证模式通常可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 安全测试；

- EMC(仅 EMI) 的测试；

- 首次工厂检验

其测试所采用的技术标准，主要是以 IEC 标准作为基础的 DENAN 标准。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标准生效日期

工厂检验：UL 安排有资质的人员进

行工厂检查

UL 提供的服务

• UL 日本分公司已获 SCEA 的认证，

  可执行 S 标志测试、认证与检验的

  认证机构。 
• UL 对于客户的需求始终用心聆听、

   积极响应。 
• UL 拥有吸引人的配套方案、与简

   单明了的报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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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 LED 照明市场正处于起步且稳定成长的阶段，随着该国政府所陆续推出的激励政策，亦为市场未来 5-10 年内提供强大

的成长诱因。事实上，在印度已有越来越多的商业场所、住宅、政府项目及未来智慧建筑都正积极采用 LED 照明。有鉴于 LED
照明产品的应用浪潮来势汹汹，规范印度进口产品或在当地销售之产品安全的印度电子信息科技部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IT)，已将 LED 照明产品列入强制登录的范畴。

印度 BIS 强制注册计划于 2013 年生效时，UL 即率先成为首家取得相关测试能力的外资实验室，并为全球数百间企业，包括著名消

费电子品牌，顺利取得进入印度的重要凭证。UL 现已能为绝大多数印度所要求之强制登录的产品提供测试和注册服务，亦包括所

有的 LED 照明产品。

印度 BIS 强制注册范围已扩大至 LED 照明产品

位居全球第六大能源消耗国的印度，因近年来受工业与都市快速变迁的影响，带动大量电力需
求，再因该国电费不赀，故节能省电型照明产品成为高度需求品，其中 LED 照明将可望直接成
为替换灯具的首选。根据 Frost & Sullivan Research 预估，2010 年至 2015 年印度 LED 照明市场
年复合成长率高达 45% ！

印度

电压：230 V
频率：50 Hz

全球认证服务

登录规定和宣告

申请登录的步骤及需求文件包括：

(1) 自我评估和宣告，

(2) 于 BIS 网站上传登录相关文件，以及

(3) 递交登录相关文件以及印度标准局

      (Bureau of Indian Standards, BIS) 认可

     实验室的测试报告的纸本及 BIS 注册费

此外，印度境外的申请者必须于印度设

立联络处 / 分公司或授权一位印度本地

代表。每次登录的有效时间为二年，可

以延续至少 1 年或最多 3 年不等，由当局

根据申请者的性能决定。

有效期间内须由 BIS 指定的代表至少执行

一次的市场监督 (Market Surveillance)。

该监督所取的样品测试必须在 BIS 认可的

实验室执行。

LED 照明产品的印度 /IEC 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产品范围

IS 15885 (Part2/Sec 13): 2012/
IEC 61347

Safety of Lamp Controlgear
Part 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Section 13 d.c. Supplied
Electronic Controlgear for LEDModules

LED 驱动器

IS 16102 (Part 1) : 2012/
IEC 62560

Self-Ballasted LED Lamps
for General Lighting
Services Part 1 Safety Requirements

LED 灯泡

IS 10322 (Part 5/Sec 1): 2012/
IEC 60598-1; IEC 60598-2-1

Luminaires Part 5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Sec 1 Fixed General purpose luminaires

LED 表面

安装式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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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服务内容

UL 为印度标准局（BIS）认可的实验室，可以就所有强制登录的照明产品提供测试

和注册服务：

项目评估

辨别并确认适用于您特定产品或其技术特性的规定，以符合印度强制登录体系的最新

规范。

文件制作以及上传

协助完成在线申请及其他必备表格。

提交

处理从测试到与当地机构作业完整的提交程序，协助您完成登录服务。

预先测试

在产品设计和开发阶段即预先提供符合性测试，以判定产品是否合规。

后续服务

结合当地的 UL 团队及 / 或合作伙伴，促进并加速项目流程。

信息更新

定期提供 BIS 强制登录体系的最新信息

其他事项

针对一份报告的要求如下：

安全 EMC 能效 (EE) CB 报告 工厂审查 市场抽查

评估 不评估 不评估 不接受 不需要 需要

当地代理 年费 注册有效期
可否
多型号

可否
多商标

可否
多工厂

需要
不需要

（注册更新
含费用）

2年 最多 10个 视情况 不可以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造访我们的全球认证服务网站：www.ul.com/gma
或将需求电邮至我们的专家 First Name.Last Name@ul.com。

重点概述
标志声明 
“Self Declaration - Confirming to 
IS …..( 相关印度标准 )，R-xxxxxxxx
( 注册号 )”

管辖单位

电子信息科技部 (DEIT)

发证机构

印度标准局 (BIS)

登录有效期间

2 年（可更新）

测试报告

印度标准局认可之测试实验室核发

的报告（提交日起 90 天内）

市场监督

印度标准局所指定的代表到市场或

工厂收取样品，并将样品交给印度

标准局认可的测试实验室。

印度分公司 / 连络处 / 印度本地代表

强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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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市场准入
UL 为东南亚最大市场提供便捷的市场准入服务

解决方案说明

UL 提供正式的申请服务并与相关管理机构充分协调，以加快所有 ASEAN 商标的认证流程。

1 . 提交贵方的申请 — 我方专家将对贵方文件进行审核，将贵方文件直接提交至国家认证机构，并告知贵方有关贵方产品送至本土   
    测试的地点（如要求）。

2. 产品测试 — 您无需担心，我方将对贵方产品测试进行跟踪，并且定时更新消息！

3. 工厂检验 — 我方将会协调所有工厂检验后勤事项。

4. 认证发行 — 我方还将促进所有所需证书的发行，确保市场准入无忧！

5 . 认证标签 — 我方将帮助贵方获得所有所需认证标签的批准。

在 UL, 我们将为您提供：

市场准入便利性：

我们的专家可简单地帮助贵方进入所有主要 ASEAN 国家。一站式解决方案，一次性提交资料，七个国家！

东南亚认证相关要求

如果您已决定，UL 能提供以下的帮助！

国家 标志 / 标签 认证标志 有效性 本土测试 工厂检验 当地代表 市场监管

柬埔寨 ISC 标志 3 年 接受 CB 试验
报告和证书

印度尼西亚 SNI 标志 4 年

马来西亚

N/A ST COA 1 年
接受 CB 试验
报告和证书

不要求

SIRIM-ST 
标签

1 年

菲律宾 PS 标志 3 年

新加坡 安全标志 3 年 接受 CB 试验
报告和证书

不要求

泰国 TISI 标志 无到期日

越南 CR 标志 3 年

UL 是您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的唯一全方位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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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全认证的目的在于，确保被指定为管制产品的家用产品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以保护消
费者的利益。

UL 被 SPRING Singapore 认定为合格评定机构 (CAB) 或者 CPS 计划下的认可实验室，负责对各种不
同类型的管制产品进行认证和测试：

新加坡市场准入

编号 管制产品 标准

1

适配器 -
- 适用于电器产品 IEC 61558-2-6
- 适用于电子产品 IEC 60065
- 适用于电脑 / 电话设备 IEC 60950-1
- 适用于电动剃须刀 IEC 60335-2-8
- 适用于电池充电器 IEC 60335-2-29
- 适用于 LED 照明设备 IEC 61347-2-13
- 适用于台灯 / 立灯 IEC 60598-2-4

2 家用电脑系统 IEC 60950-1
3 其它音频产品 IEC 60065
4 咖啡机、慢速蒸煮机、汽锅和类似设备 IEC 60335-2-15
5 烹饪用具 IEC 60335-2-6
6 吹风机 IEC 60335-2-23
7 高保真音响装置 IEC 60065

UL- 新加坡可颁发符合性证书 (CoC) 的管制产品清单

管制产品的注册

希望向新加坡供应管制产品的供应商，

在向 CAB 提交其管制产品申请认证之前，

应首先在安全局注册。

注册供应商 (RS) 在决定向新加坡供应管

制产品时，应向 CAB 提交申请 (UL- 新加

坡 ) 进行认证。

在管制产品成功通过认证后，CAB(UL- 新
加坡 ) 应向注册供应商 (RS) 颁发符合性

证书 (CoC)。

注册供应商 (RS) 或 CAB(UL- 新加坡 ) 应
向安全局提交 CoC 或在线注册经认证的

管制产品。

如果对注册管制产品进行变更，要求注

册供应商 (RS) 通知 CAB(UL- 新加坡 ) 或
安全局。

（表格接下一页）

新加坡

电压：230V
频率：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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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管理机构：

新加坡标准局 

有效期：

3 年（可续期）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其试验证书（如适用），

不得超过三 (3) 年。

工厂检验：

不要求。

新加坡注册供应商：

所有管制产品的供应商必须首先在安

全局注册为注册供应商 (RS)。

市场监督：

由 SPRING Singapore 执行。

编号 管制产品 标准

8 熨斗 IEC 60335-2-3
9 电热水壶 IEC 60335-2-15
10 激光唱片装置 IEC 60065

11 混合器、搅拌器、碎肉机和类似用途设备 IEC 60335-2-14

12 电冰箱 IEC 60335-2-24
13 电饭锅 IEC 60335-2-15
14 台灯 / 立灯 IEC 60598-2-4
15 台式 / 立式风扇 IEC 60335-2-80

16

烤面包机、烤架、烘烤器和类似器具 -
- 适用于烤面包机、热盘（包括感应型）、烤架、
   烤箱及类似器具

IEC 60335-2-9

- 适用于深底锅、电锅及类似设备 IEC 60335-2-13
- 适用于户外电子烧烤架 IEC 60335-2-78

17 电视机 / 视频播放组件 IEC 60065
18 真空吸尘器 IEC 60335-2-2
19 盒带录像机 IEC 60065
20 墙体扇 IEC 60335-2-80
21 装饰照明灯具 IEC 60598-2-20
22 浸入式热水器 IEC 60335-2-74
23 微波炉 IEC 60335-2-25
24 洗衣机 IEC 60335-2-7

25

管状荧光灯用镇流器 -
- 电感式 IEC 61347-2-8
- 电子式 IEC 61347-2-3

26

用于射灯配件的绝缘变压器 -
- 电感式 IEC 61558-2-6
- 电子式 IEC 61347-2-2
- 用于 LED 聚光灯 IEC 61347-2-13

注：有关管制产品的完整清单，请参考 SPRING Singapore 网站 (http://www.spring.
gov.sg/safety) 提供的新加坡信息宣传册。

我们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1. 帮助供应商在 SPRING Singapore 进行注册。

2. 在指定范围内对管制产品进行测试和评定。

3. 颁发符合性证书 (CoC)。
4. 帮助认证产品在 SPRING Singapore 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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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市场准入

韩国于 2009年实行新的认证系统 KC 认证，将原有的 EK 标志统一为 KC 标志。KC 认证目前覆盖
173类产品，产品分为三大类：安全认证、安全确认及供应商自我确认（SDOC）。安全认证、安
全确认必需在 KATS 认可实验室进行 SAFETY & EMC 通过测试以后，由认证机构签发证书。对于通
过 KC 认证的产品，需要在产品上粘帖 KC 标志，若无 KC 标志，产品将无法清关。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220V， 60Hz
语言：韩文

插头类型：  Type F (I 类器具 )Type C (II 类器具 )

认证标志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用电器， 灯类产品，电气开关， 电线电缆，电动设备，信息及办公设备等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家电产品 要求 要求 自愿性

灯类产品 要求 要求 要求（部分灯类产品）

零部件产品 要求 要求 自愿性

认证流程

对于安全认证产品类别需涉及工厂检查，证书无有效期，每年需要做例行工厂审查并

进行年审后测试来维持证书有效性；安全确认及供应商自我确认（SDOC）不涉及厂

检及年审后测试，安全确认的有效期一般为 5年，供应商自我确认（SDOC）永久有效。

UL 提供的服务

UL 和 KATS 指定的认证机构之一韩国机械电气电子试验研究院（Korea Testing 
Certification，KTC）签署了互认协议，UL 出具的 CB 报告直接用于 KC 认证的申请，

大大简化了认证流程，缩短了认证周期；同时 UL 在韩国设有分支机构，可提供测试、

厂检安排、认证的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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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市场准入

2013年 3月 1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施了统一的电气设备安全新法规 Electrical Equipment 
Safety System（EESS），逐步取代此前的 SAA 认证和 C-Tick 认证。根据新法规，澳大利亚及新西
兰市场上的电子电气产品必须符合当地安规 (Safety) 以及电磁兼容性 (EMC) 的技术标准及认证要
求，并且黏贴统一的符合性标志——RCM 标志，该产品方能在市场上流通。

管制机构：电气法规管理委员会（ Electric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Council, ERAC）

UL 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认证认可委 (JAS-ANZ) 认可的实验室及合格评定机构，可签发

注册所需的 CoC，并且可提供一站式的咨询、产品测试、注册等服务。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230-240V, 50V
插头类型：Type I
语言：英文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电、灯具、零部件等     

认证要求

电子电气产品必须符合当地安规 (Safety) 以及电磁兼容性 (EMC) 的技术标准及认证要求

认证流程

所有电子电气产品，根据产品的固有风险，分为三类：高风险（等级 3）、中等风险

（等级 2）以及低风险（等级 1）。

低风险设备：供应商必须确保产品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并且在产品停售之后，保留

合规证据五年。

中等风险设备：产品必须在指定的实验机构出具测试报告，并且在 EESS 的数据库里

注册产品信息。

高风险设备：产品必须在指定的实验机构出具测试报告，至指定的合格评定机构进行

产品认证，取得合格证书（CoC）, 并且在 EESS 的数据库里注册产品信息。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Safety 证书 5年有效

工厂检验：不要求

市场监督：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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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市场准入

欧盟 CE 认证

CE 标志在欧盟市场属于强制性认证标志，只要属于 CE 认证范围内的产品，想要在欧

洲经济区（包括欧盟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等）进行销售，必须加贴

CE 标志。CE 标志表示产品符合欧盟委员会的相关指令，例如低电压指令、电磁兼容

性指令、机械工具指令等。已加贴 CE 标志进入市场的产品，发现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要责令从市场收回，持续违反指令规定的，将被限制或禁止进入欧盟市场或被迫退出

市场。

另外，2016年 4月份，新的 LVD 指令 2014/35/EU 开始实施，新增加的要求有：

•自我申明（DoC）必须根据产品进口国的要求，翻译成当地语言；

•制造商的名字、地址、商标及联络地址必须印刷或者粘帖在产品上，如果产品上体

积过小，则需要将上述信息印刷在包装上或者产品附带 的文件中；

•技术文件（Technical file）必须包含对产品的风险评估 .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220-240V， 50Hz
语言：英文

插头类型：在欧洲地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插头类型，其中 type C（II
类器具）与 Type E+F（I 类器具）为通用类型。 英国的插头是 Type G，丹

麦的插头是 Type K（I 类器具）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电，灯具， IT 产品等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其它

家电产品 要求 要求
要求 （冰箱， 空
调， 洗衣机等）

-

灯类产品 要求 要求 自愿性
LED 光源产品符
合光生物安全测
试 （EN 62778）

认证流程

出口欧盟的产品，首先要根据产品类

别确认相关的指令，指令允许风险水

平中等或者较低的产品，通过“自我

声明”的方式进行 CE 认证，风险水

平较高的产品必须通过第三方认证

机构（Notified Body, NB）进行认证。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标准生效日期

工厂检验：不要求

市场监督：欧盟法律要求，加贴了

CE 标签的产品投放到欧洲市场后，

其技术文件（Technical Files）必

须存放于欧盟境内供监督机构随时

检查。

UL 提供的服务

UL Demko 是欧盟境内的第三方认证

机构，签发的 CE 认证被广泛接受，

权威性毋庸置疑；UL 大中华区的实

验室可提供本土化的测试服务，并可

为客户代理 CE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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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C 是欧洲标准电气认证 (European Norms Electrical Certification) 的缩写，属于欧洲电工标准委 
员会 (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CENELEC) 下的认证体系。 ENEC 
标志为自愿性的安全标志 , 其采用欧洲 EN 标准 , 执行产品的符合性认证。 由于 ENEC 标志广获欧
洲国家的认可，因此签署该协议的国家皆会将其视为具效力的当国国家标志。由于 ENEC 标志传
达了消费者和零售商所寻求与 信赖的安全保障讯息 , 因此也唯有获得 ENEC 正式核可的测试机构，
如 UL，才获准核发 ENEC 标志。

欧洲市场准入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 :220-240V, 50Hz
语言 : 英文

插头类型 : 在欧洲地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插头类型，其中 type C（II 类器具）与 
Type E+F（I 类器具）为通用类型。 英国的插头是 Type G, 丹麦的插头是

Type K（I 类器具）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用产品及零部件、照明设备、照明设备的零件、信息科技设备等 ; 具体请见以下网址：

http://www.eepca.org/ENEC_scope.php?s=2&p=201&s=2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其它

家电产品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

灯类产品 要求 自愿性 ENEC+ 需性能测试
LED 光源产品符合光生物
安全测试 （EN 62778）

零部件产品 要求 自愿性 - -

认证流程

产品测试必须依据适用的 EN 标准，而且还必须将 OSM 决议纳入参 考。产品若符合

欧洲地区差异和国家差异的相关 IEC 标准，同时也遵循 ENEC 体系的规定，ENEC 认证

机构即可利用该产品既有的 CB 测试报告和证 书，核发 ENEC 标志。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通过年度产品检验， 以及所持 EN 标准仍具效力

工厂检验：年度验厂

UL 提供的服务

UL Demko 为 ENEC 协议的主要签约机构 ,  其自 1991 年起， 即具备 ENEC 认证机构及 
ENEC 测试实验室的资格， 为客户提供快捷的 ENEC 测试及发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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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230V, 50Hz
语言：英文

插头类型：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电，灯具， 零部件， IT 产品等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其它

家电产品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

灯类产品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LED 光源产品符合光生物安
全测试 （EN 62778）

零部件产品 要求 - - -

认证流程

UL-Demko 认可 CB 报告或 EN 报告，与包括丹麦国家差异的测试报告。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10年（标准有效的情况下）

工厂检验：年度审厂

UL 提供的服务

UL Demko 是丹麦 D Mark 的发证机构，可在最短时间内为 UL 客户签发 D mark 证书，

并且通过北欧四国互认协议，帮助取得其他三国的认证。

丹麦市场准入

Type C（II 类器具） Type  K（I 类器具）

丹麦 D Mark 认证

北欧国家对电子电气产品有更高的要求，取得北欧四国（丹麦、挪威、芬兰、瑞典）的认证可令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四国

认证包括挪威的 N Mark，芬兰的 FI Mark，挪威的 S Mark 以及丹麦的 D Mark。由于北欧四国的互认协议，取得一个国家的认证，

便可轻松取得其他三国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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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GS 标志

GS 标志是德国的安全标志，用以标示产品已通过测试，符合德国产品安全法 (German 
Equipment and Product Safety Act, GPSG)。 虽然 GS 标志属于自愿性质，但却获得消

费者的高度评价。 很多消费性产品，包括资讯科技产品、影音设备和家庭电器，如果

没有 GS 标志，将难以在德国市场立足。

产品评估除依据欧洲标准的电气安全规范外，还要考虑德国国家差异 (German 
National Deviations) ，如 ZEK 制订的 ZEK 文件、以及 GS 诠释小组 EK1 (Exchange of 
Experience Forum 1) 所编的文件来进行。

UL Demko 是 ZLS (Zentralstelle der Länder für Sicherheitstechnik) 认可的发证机构，

获授权签发 UL-GS 证书。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230V, 50Hz
语言：德文

插头类型：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用电器， IT 产品和影音设备等

认证流程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5年

工厂检验：年度工厂审查

年费：需要

德国市场准入

 Type F （I 类器具）Type C (II 类器具 )

认证要求

安全测试 : 
产品必须符合相关的 EN 标准，包括德国

国家差异与 ZLS 的诠释。 如产品没有适

用的 EN 标准，则需采用适用的 IEC 标准，

包括欧洲与德国国家差异作为评估依据。

 
• 电磁兼容性 (EMC) 测试： 产品必须符

合相关的 EN 标准，才可获发 GS 标志。 

• 电磁场 (EMF) 测试：根据 EN 50366标

准，家电产品必须通过电磁场测试。

多环芳香烃有毒物质 (PAH) 测试 : 
按照 ZEK 01.2-08 文件，申请 GS 认证的

产品必须接受 PAH 评估，以符合法规要

求 , 及避免危害健康。此强制要求适用

于在正常使用或可预期的合理误用，会

与人体接触或被放进口腔内的所有可能

含 PAH 的物料。典型被视为可能含有 
PAH 的物料包括热弹性材料 ( 塑料与橡

胶材料 )、黑色或深色聚合物、涂料及

添加防腐剂的物品 ( 如皮制品，木头与

毛料 ) 等。

报价 送样与资料 测试 审厂发证

UL 提供的服务

UL Demko 是 ZLS 认可的 GS 发 证机

构，可提供安全， EMC， PAH 全套

测试服务。

UL 对于客户的需求始终用心聆听、

积极响应。

UL 拥有吸引人的配套方案、与简单

明了的报价结构。

20



UL-BR INMETRO 标志

主管巴西 INMETRO 标志体系的官方认可机构为巴西计量、标准和工业质量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r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Industrial Quality, INMETRO)。
UL 巴西分公司已获 INMETRO 的认可，可评估及测试产品是否符合巴西认证系统所认

可的标准。巴西的家电产品标准大部份参考 IEC 标准。INMETRO 要求由制造商或巴西

国内代表人提供技术文件，以确认送审产品符合巴西的技术及安全要求。 前述的符合

性评估 , 除了产品评估外，还包括依据 ISO 9001 标准评估制造商的质量。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127/220V ( 单相 )；220V ( 三相 )
语言：葡萄牙文

插头类型：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用电器， LED 灯泡， LED 灯管等。

由于巴西符合性评估系统 (Brazilian Conformity Assessment System) 经常调整，因此 
INMETRO 认证的产品项目需要定期更新。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其它

小家电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某些电动器具还需符合噪音指令

微波炉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
压缩机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
空调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
制冷设备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饮水机还适用水质量的要求

水泵 自愿性 自愿性 要求 -
LED 灯泡 要求 要求 要求 电解电容需符合其寿命要求

LED 灯管 要求 要求 要求 电解电容需符合其寿命要求

认证流程

巴西市场准入

Type N (I 类 )Type A, C (II 类 )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3年

工厂检验：家电产品需年度工厂审查 
市场监督：需要

报价 测试 发证 证书维持送样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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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市场准入

UL-MX NOM 标志

NOM（Normas Oficiales Mexicanas）墨西哥官方标准， 是由墨西哥政府发布的强制

性技术法规 , 其主要目的是让在墨西哥境内使用的产品、服务、制程和质量系统可符

合当地的健康、环境和安全要求。

欲进入墨西哥市场的产品必须经由官方认可的墨西哥实验室，按照国家强制性的 
NOM 标准进行测试，若境外实验室持有与官方认可墨西哥实验室签署 的《产品测试

数据相互承认协议》(MRA)，则该境外实验室亦可进行产品的 NOM 检测。

UL 墨西哥分公司已获得当地政府的认可和同意， 可直接签发正式的 NOM 认证。事

实上，UL 亦是首家取得直接授权签发 NOM 标志的国际第三方安全认证机构。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127Vac; 60Hz
语言：西班牙文

插头类型：

相关产品类型

NOM 强制性认证覆盖超过 2000类产品，其中也包括电子电气产品，如家用电器、

照明设备、电线电缆等，对于某些产品，需要同时满足安规和能效的 NOM 标准。

认证流程

 Type B（I类）Type A (II类 )

报价 测试 发证送样与资料 市场监督 证书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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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家电产品：

微波炉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家电冰箱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商用制冷设备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洗衣机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水泵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抽油烟机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空调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灯类产品：

户内与户外灯具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路灯与公共场合用灯具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圣诞灯饰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LED 驱动器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LED 灯管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自镇流荧光灯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LED 灯泡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镇流器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零部件产品：

电机 自愿性 自愿性 要求

热泵 要求 自愿性 自愿性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一年 （ 可基于旧证书更新）

工厂检验：不需要

市场监督：需要

UL 提供的服务

UL 的认证过程向来以公正严谨见

称 , 深受世界各地消费者、经销商、

批发商及监管机构的信赖及尊敬。 
UL 所签发的 NOM 标志，可协助

您轻松取得客户的信心。

 • 透过《产品测试数据相互承认协议》，

     UL 能够在您最便利的当地实验室

     进行 NOM 的产品测 试，并由 UL 
     墨西哥分公司核发 NOM 标志 , 使
     整个测试与标志核发流程更为顺

     畅 , 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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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认证 S mark
阿根廷从 2015年开始，对市场上所有售卖的电子电气产品进行管制，电子电气产

品必须在阿根廷境内指定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贴上 S mark，方能在市场上进行售卖。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220  Vac；50 Hz
语言：西班牙文

插头类型：Type C (II 类器具 )                                       type I  (I 类器具 )

相关产品类型

阿根廷对所有在市面上售卖的电子电气产品，都有认证要求，同时，阿根廷发布了

Annex II，一共有 60多类产品，强制只能采用Mark Certification的方式进行产品认证，

不在 Annex II 列表中的产品，可以选择三种认证模式中的任一种进行认证。

Annex II 产品包括：

 • 灯具、镇流器、LED 灯泡 等灯类产品

 • 电源、插头插座、拖线板、电源线

 • 变压器、电容、开关等附件

 • 家用电器包括冰箱、空调、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洗衣机， 电热水器，

    风扇， 微波炉，小家电等。 

认证要求

进入阿根廷产品需符合安全认证要求，EMC 与能效为自愿性认证。产品的测试，必须

在阿根廷指定的实验室进行测试，目前所有指定的实验室均在阿根廷境内。阿根廷认

证不接受 CB 报告。

UL 提供的服务

UL 是阿根廷认可委员会指定的发证机构， 可为符合阿根廷认证要求的产品颁发 S 
mark 证书。 如果工厂有 ILAC 或 IAF 的实验室资质， UL 可以在工厂进行目击测试，

以缩短认证时间。

阿根廷市场准入

认证流程

阿根廷有3种认证方式：

• Lot Certification 批次检验，只对某

一批次的产品进行认证

• Type Certification 型式认可，产品需

要在指定的实验室进 行检测即可得

到证书。证书有效期为 6个月，每 6

个月需要做一次产品抽检，由此来维

持证书有效性。

• Mark Certification 标志认证，产

品除了需要在指定的实验室进行检

测以外，还需要做工厂检查。证书

有效期为 1年，每年都需要做一次

产品抽检 + 工厂检查，由此来维持

证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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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市场准入

哥伦比亚能源矿产部于 2013年至 2014年间，通过发布决议，强制实施了三项技术法规：电气
设备安装法规（RETIE）、灯具法规（RETILAP）以及电子电气产品的能效标签法规（RETIQ）。
RETIE 规定了电线电缆、插头插座、变压器、电容器等零部件的安规要求，RETILAP 规定了照明类
产品的安规、性能要求，RETIQ 规定了六类产品（包括家电、灯具等）的能效标签的要求。法规
管制的产品，只有取得哥伦比亚认证才能进行销售。

认证标志

无标志要求（RETIQ 规定的六类产品，需粘帖能效等级标签）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120V， 60Hz
语言：西班牙文

插头类型：Type A (II 类器具 )                                   Type B（I 类器具）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用电器， 灯具， 电线电缆， 变压器等。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家电产品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灯类产品 要求 自愿性 要求

认证流程

取得哥伦比亚认证有两种方法供选择：一种批次检验，货物到达哥伦比亚港口后，由

指定的实验机构进行抽样检测；另一种方式是在生产地对产品进行检测，并对制造商

进行厂检，检测合格后产品可直接出货。

证书维持

证书有效期：3 年                                                 
市场监督：不要求

UL 提供的服务

UL 作为哥伦比亚认可委员会（Colombian Accreditation Body,ONAC）认可的测试机构，

出具的测试报告可直接被哥伦比亚认可。我们还可以提供 OCD（Online Directory）
生成的证书，客户可自行打印，且在哥伦比亚海关会有一个备份，因此可直接用于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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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市场准入

厄瓜多尔 INEN 认证

厄瓜多尔标准局要求在其管制产品清单中的进口产品，必须在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进

行检验，并出具符合性证书（CoC）；如果没有此证书，货物到港后将无法清关。目

前管制产品清单中的产品包括电子电气产品、灯具类产品、电线电缆等 200多类产品，

并且对某些类别产品有安规、能效双重要求。

认证标志

无标志要求（对有能效要求的产品，需粘帖能效等级标签）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120V，60Hz
语言：西班牙文

插头类型：Type A (II 类器具 )                      Type B（I 类器具）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用电器， 灯类产品，玩具产品等

认证要求

产品类别 安全 电磁兼容 能效与性能

家电产品 要求 自愿性 要求（部分产品）

灯类产品 要求 自愿性 要求（节能灯）

认证流程

出货样品必须符合当地的安规标准，在 INEN 指定的实验室进行测试之后，向指定的

合格评定机构申请 CoC，CoC 的有效期为一年；也可申请只用于特定批次的批次证书。

对有能效要求的产品，则需在指定的实验室加测能效测试，通过测试后可在产品上粘

帖能效等级标签。

UL 提供的服务

如果有UL认证的 Listing证书， UL可以直接出具符合性证书（CoC）而无需附加的测试。 
如果客户需批次证书， UL 实验室可以根据 IEC 标准进行测试，再出具特定批次的批

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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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市场准入

全新海湾
合格标志

也门共和国 科威特国

阿曼苏丹国 沙特阿拉伯
王国

巴林王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卡塔尔国

海湾标准化组织合作委员会（GSO）成员国将于 2016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海湾低压电气设备和家
用电器技术法规。七个 GCC 成员国分别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王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曼
苏丹国、卡塔尔国、科威特国及也门共和国。

作为海湾标准化组织（GSO）的指定机构，UL 可参照规定的海湾符合性标志对产品

进行评估和批准。

海湾符合性标志服务基本内容

为符合规定的海湾符合性标志要求，UL 将根据 GSO/IEC 标准对您的产品进行评估，

并颁发海湾检验证书以支持监管产品进入 GCC 市场。

需获得海湾符合性标志的家用电器包括但不限于：冰箱、冷冻箱、洗衣机、干衣机、

微波炉、空调、电扇、理发用品、热水器、插头和电线。

GCC 成员国

需获得海湾符合性标志的产品（主要为 IEC 60335区域）一览表，请访问 https://
www.gso.org.sa/gso-website/gso-website/activities/conformity/technical-
regulations-and-guides/tc143307-01-ar-en.pdf

UL 全球市场准入配置程序

如需国家符合性的详细信息及探索市场和标志，请访问我们的互动数字地图工具

www.ul-certification.com

海湾符合性标志服务
在 UL，我们可为您提供：

•更快速的回应市场需求—降低成本： 

您是否获得了 CB 证书？如果您已获

得 CB 证书，我们将负责其余的一切，

并根据适用国家标准差异及海湾符

合性标志要求对您的产品进行评估。

如果您未获得 CB 证书，我们可以对

您的产品进行评估并提供改进的合

规方式，从而使您的产品获得海湾

符合性标志。

•便捷和自信：

测试和评估可在交通方便的 UL 全球

测试实验室进行。我们的工程师将为

您提供所有认证需求，从而使您的产

品符合海湾符合性标志要求。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与业内最有经验的工程师和组织合

作。我们在此为您提供快速高效的

认证服务。

•高效、热情的服务：

从销售人员、工程师到现场代表，

我们所有人都将为您的成功助一臂

之力！

•主要影响：

UL 广泛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将使您在

世界各地都能取得成功。

相信您的选择。欢迎随时联系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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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O 认证流程

灯类产品认证标准

安全部分

产品类别 沙特标准 GSO 标准 等效其他标准

固定灯 SASO 1674/2000 GSO IEC 60598-2-1:2002 IEC 60598-2-1
嵌入式灯具 SASO 1675/2000 GSO IEC 60598-2-2:2002 IEC 60598-2-2
路灯 SASO 1676/2006 GSO IEC 60598-2-3 IEC 60598-2-3
移动灯 SASO 1677/2000 GSO IEC 60598-2-4 IEC 60598-2-4
泛光灯 SASO 1678/2000 GSO IEC 60598-2-5 IEC 60598-2-5
变压器 SASO IEC 61347-2-2/2010 GSO IEC 61347-2-2 IEC 61347-2-2
LED 驱动 SASO IEC 61347-2-13/2007 GSO IEC 61347-2-13 IEC 61347-2-13
LED 模块 SASO IEC 62031/2008 GSO IEC 62031:2013 IEC 62031
LED 灯泡 SASO IEC 62560/2012 GSO IEC 62560:2013 IEC 62560

灯类产品能效要求

针对日益严重的能源问题，沙特又新出了灯类产品能效标准 SASO 2870，并将在 2016

年 5月 1日正式实施，产品包括白炽灯，卤素灯，节能灯，以及 LED 灯（定向和非定向）

都需要满足能效要求，才可以获得符合性证明书（CoC）。

具体见下表：

Regulatory parameters Indirect Iamps Direct Iamps
Safety √ √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 √

Performance √ √

Functionality requirements √ √

Marking requirements √ √

Energy efficiency requirements √ √

Hazardous chemicals requirements √ √

沙特阿拉伯王国对进口当地和国内的产品执行强制性标准计划，以保障公众的健康，消费者的安全。
沙特商贸部在 1995年实施产品符合性认证计划（CAP）,  这是一项集符合性评估，检验和认证的
计划在 2004年，沙特商贸部颁布法令第 6386号，修订原有的符合性认证计划，规定所有消费品
均被纳入该计划的监管范围，这些商品必须提供有效的符合性证明书（CoC）, 才可以获准进入沙
特王国。

沙特阿拉伯市场准入

ROUTE
A

产品
检查测试 文件审核 100%

现场检验

100%
现场检验

每年至少
1次现场检验

注册证

许可证

测试报告
+ISO9001

检测报告
+ 工厂审查

ROUTE
B

ROUTE
C

证书

（COC）

UL 作为 SASO 认可的发证实验室，将

全面实施型式测试，装船前验货，工

厂评审，符合性评定的 CAP 计划，将

为你的产品进去沙特市场提供一站式

的便利服务。

具体如下：

 1. 本地测试 （如果你有 UL 的 CB 证

书和报告，我们将免测试）

2. 本地发证（Registration & License）

3. 发证周期短 （基于本地发证，一般

3-5天发证）

4. 基于 UL 庞大资源，将为你提供质

优价廉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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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认证

阿联酋标准与计量局 ESMA（Emirates Authority for Standardization & Metrology） 
作为唯一的标准化机构在法律 No.28/ 2001下成立。主要事务是制定和印发国家实验

室标准，由专门的技术委员会审查标准规范的制定。ESMA 同时也对符合阿联酋质量

认证标准的产品和商品颁发合格证书。

 
对健康、 安全和环境存在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投放阿联酋市场之前，需要确保这些产

品符合阿联酋的安全标准，通过认证，并且由制造商或贸易商向 ESMA 进行产品注册。

ESMA 可颁发两种证书：一种是强制性认证 ECAS（Emirates Conformity Assessment 
Scheme）， 另一种是自愿性认证 EQM （Emirates Quality Mark）。

认证标志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230Vac, 50Hz
语言：阿拉伯语

插头类型：Type C (II 类器具 )                                                   Type D, G （I 类器具）

相关产品类型

家用电器， 灯类产品，零部件等。具体见如下链接：

http://www.esma.gov.ae/en-us/Services/Pages/Regulated-Producs.aspx

认证要求

进口阿联酋的产品须符合安全认证的测试要求，个别产品还要求要符合能效的要求。 
ECAS 与 EQM 认证都接受包含阿联酋国家差异的 CB 报告。 
ECAS 证书有效期一年， 无需审厂。 到期后证书可续期。

EQM 证书有效期三年， 需年度工厂审查。到期后证书可续期。

认证流程

阿联酋市场准入

ECAS EQM

报价

能效测试

（如适用）

出具能效   
测试报告

安全测试 出具 CB 报告

递交报告

ESMA 颁发 
ECAS 或

EQM 证书

UL 提供的服务

通过与 UL 合作可以帮助您的产品进

入全球市场，用我们的资源和服务，

可帮助您顺利到达你想到的目的地。

 
UL 有自己认可的实验室和办事处，

遍布北美洲，美国，拉丁美洲，欧洲

和亚洲，所以你可以与 UL 专家联系，

帮助您去获得所需的认证和批准，在

你的目标市场销售你的产品。

 
与 UL 合作还可以利用简化的服务路

径，通过UL参与全球认证方案，例如，

CB 方案，并与世界各地的其他组织

密切合作来取得您所需的认证。这通

常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许多国家认证或

批准而不需复检。最后，这意味着更

快的上市时间，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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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CAP, 是尼日利亚标准局（Standards Organization of Nigeria , 简称 SON）规定的，对出口到
该国的管制产品实施装船前强制性合格评定的程序。管制的出口产品，首先需要经过一系列测试，
以证明符合尼日利亚标准或者等同的国际标准，并在装船前由指定的机构进行验货、监装。

货物到港以后，进口商对每批次进口产品，都需持有一张 SONCAP Certificate (SC) 方可通关，缺
少 SC 将造成产品通关迟延或被拒绝进入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市场准入

管制机构
尼日利亚国家标准局 （Standards Organization of Nigeria , 简称 SON）

认证流程

根据产品的性质、制造商的质量管理体系、出货频次等信息，SON 规定有 3种认证模

式，申请者可以任选其一。

Product Certificate 1
产品未注册、未许可

Product Certificate 2
产品注册

Product Certificate 3
产品许可证

测试报告 由 ISO17025认可的实验室出具的 IEC 标准测试报告皆可用于申请 SC

申请材料 1. 测试报告
1. 测试报告

2. ISO 9001 证书复印件

1. 测试报告

2. ISO 9001证书复印件

3. CIG 023 验厂报告

有效期
6个月，但是只能用

于一个出货批次
1年有效期 1年有效期

 持证人

持证人可以是任何

公司 . 包括 Exporter, 
Trader, Supplier, etc

持证人可以是任何

公司 . 包括 Exporter, 
Trader, Supplier, etc

持证人只能是制造商

装船前验货 100%
每季度至少 40% 出货批

次进行监装（首次必检）
每半年至少一次

到港通关文件
每批到港的货物，进口商都需持有一张 SONCAP CERTIFICATE (SC), 方
可通关。

周期

5 个工作日

其他有用的信息

1. 电压 / 频率：230V / 50 Hz
2. 气候类型：热带

3. 插头：type D                            type G （BS1363, BS546）

管制产品目录

除了下列产品以外，所有进口产品，

都需要进行 SONCAP 认证：

•食品

•药物

•除了医疗器械以外的所有医疗用品

•由信誉良好的工厂生产的用于原材

料制造的化学品

•武器、军用装备

•尼日利亚政府禁止进口的产品

•除二手车以外所有的二手产品

测试标准

尼日利亚有自己的国家标准（NIS）,

可用于产品测试，但是等同的国际通

用标准 IEC、ISO,也可用于产品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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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市场准入

肯尼亚标准局 (KEBS) 于 2005年 9月 29日开始实施出口前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验证（Pre-Export 
Verification of Conformity to Standards，简称 PVoC）计划。这是一个适用于各出口国的对特定
商品的符合性评定和核查程序，以确保进口产品质量和肯尼亚人的健康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符合肯
尼亚技术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或经核准的等同标准。所有 PVoC 目录内的货物在出运前必须获得由
KEBS 授权机构签发的符合性证书（CoC）。

认证标志

没有标识

技术信息

电压，频率：240V，50Hz
语言：英文

插头类型：Type G（I 类器具）

相关产品类型

办公用品、电源、 灯具、家电产品、电线电缆、配电器具等 

认证要求

出口肯尼亚的产品需递交可接受的产品检测报告，并通过装船前检验后方可签发 COC

认证流程

证书维持

COC：单批出口货物有效

注册证 / 许可证：1年有效

UL 提供的服务

UL 可为客户提供产品检测，并对客户的注册、许可证申请提供一站式服务

递交申请 确定检验方式 产品检测 现场检验 签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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