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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TÜV 商标及TÜV SÜD logo
如果您已经根据我们的《测试及认证准则》自愿对您的产品

和工厂进行了测试和监督检查，您可以从 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GmbH 获得认证标志。 在成功完成测试和监督检查

后，您将会获得对应证书。

TÜV SÜD 认证标志具有许多优势！ 例如，能够帮助客户赢得竞

争优势。 通过在您的产品、包装、网站或广告宣传中展示我们

的认证标志，您可以突出产品的安全性或质量和功能优势。

然而，正确使用我们的认证标志和使用正确的原图是非常重要

的。TÜV SÜD 《测试及认证准则》对正确使用我们的认证标志

在合同中进行了规定：

§ 认证标志只能用于拥有有效证书的产品的宣传。 在证书到

期、注销或撤销后，必须立即停止在所有宣传资料上使用

认证标志。

§ 证书本身明确了可以使用的认证标志、获认证的产品以

及有权使用该标志的持证人。 例如，一个型号名为“绿

色”的电热水壶已获得认证，因此该型号有权使用认证

标志；而另一个未经认证的名为“蓝色”的型号，即使在

设计和结构上相同， 也不得使用认证标志。

§ 必须特别注意以确保认证标志仅用于与获认证产品直

接相关的情况，并且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绝对不

能以误导方式使用认证标志。 当认证标志在网站或

目录中用作一般参考时，例如 添加在页眉或页脚

中，则显示的所有产品都必须经过认证。

§ 只有持证人有权使用 TÜV SÜD 认证标志。 TÜV

SÜD 认证标志不能与其他测试机构或 TÜV 组织的认

证标志和/或 GS（安全已认证）标志互换。

§ 在广告中使用测试/工厂监督报告必须事先获得书面许

可。

该报告只能完整使用。

§ 持证人应确保正确使用认证标志。

§ 认证的内容和范围必须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以避免产

生任何误导性表达。必须清楚明确地提及认证的标的

物。

§ 根据德国联邦法院关于面向消费者的认证标志的相关

判例法，持证人有明确义务确保用于广告宣传的认证

标志，都应附有来源的详细信息，以提供有关认证的

内容和范围的更多信息。 对此，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GmbH 颁发的所有 B2C 认证标志都包含遵守

该透明性要求的网络链接。

您可以在以下链接中找到更多详细信息和我们的《测试及认

证准则》的完整版本：

https://www.tuvsud.cn/zh-cn/terms-and-conditions

www.tuev-sued.de/ps_regulations

安全和质量——您的竞争优势

多次调查证实，TÜV 的名称是安全和确定性、可靠性和

公正性的代名词。 TÜV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

是一个知名品牌。 与其他 TÜV 组织和 TÜV 品牌协会

(TÜV Markenverbund e.V.) 一样，我们尽一切努力维护

和进一步加强对“TÜV”商标的保护。

TÜV 和 TÜV SÜD 是注册商标！

品牌保护遍及全球

 TÜV SÜD商标及其特有的蓝色八角形代表安

全、确定性和经济附加值。 TÜV 和 TÜV SÜD

商标在大部分国家享有全面的法律保护。.

TÜV SÜD 的 3D logo是一个带有灰色边框和 3D 效果的蓝色

八角形。 蓝色八角形内部是一个白色八角形。 带有下划线和

大写字母的“TÜV”一词位于八角形的中心； logo的第二个单

词“SÜD”位于正下方，同样采用大写字母。 在（公司）logo

中，蓝色边框是连片的，不包含任何额外的书面信息或符

号。

‘创享价值 激发信任.’  – 我们的标语

商标法不仅保护我们的八角形logo，还延伸到我们的标语“创

享价值 激发信任”（我们的企业理念）。 禁止第三方使用该

标语。 此外，我们的认证标志不得以误导方式与我们的公司

标识区（用于公司logo的灰色背景区域）结合使用。

TÜV SÜD logo不能使用在任何商业产品上。商务赠品和宣传

品或TÜV SÜD 集团的工作服除外。。

禁止证书持有者将证书或认证标志转

让给第三方，这违反了《测试及认证

准则》。 如严重违反《测试及认证

准则》，可能会导致高达 250,000 欧

元的罚款。

该logo仅供 TÜV SÜD AG 及其下属公司

使用。客户不得使用该logo，使用该

logo是非法行为。



TÜV SÜD的认证标志 测试报告

获得技术报告或检测报告并不代表被授予使用认证标志的

权力。 报告本身不得用于广告宣传 - 除非获得书面授权允

许此类使用。

TÜV SÜD 认证标志（摘选）

TÜV SÜD 八角形认证标志

所有认证标志的基本设计都是由一条水平线分隔

的蓝色八边形。 在这个蓝色八角形内部是一个白

色八角形，上面有“TÜV SÜD”字样。 与产品测试

有关的声明和任何符号都放在蓝色框内。

认证标志建议以彩色和 3D效果显示。 在特殊情

况下，例如印刷铭牌、运输纸箱或相似底色上，

认证标志可以灰度或黑白显示。

认证标志还是logo？了解

区别
TÜV SÜD logo与我们的一系列认证标志非常相似。 因此，

识别并了解其中的差异非常重要。只有认证标志是可供下载

的，成功获得我们认证的客户可能会将其用于广告宣传。

持证人只能使用证书上显示的认证标志。

认证标志只能以相关证书上提供的格式和显示的式样使用。

不得更改或与其他认证标志或logo结合使用。 禁止使用

TÜV SÜD logo。

如何正确使用认证标志
如果您希望在认证成功后，在产品宣传时使用您的认证标

志，您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 不允许将认证标志与 TÜV SÜD logo结合使用。

§ 认证标志必须是独立的。 它不得与任何其他元素

相关联，例如其他logo、陈述说明或图形。

§ 必须在认证标志周围留出至少与八角形框架宽度相

当的最小空间距离。

§ 不得改变认证标志和标志内的符合性声明内容或

设计。

§ 必须明确获认证的产品。

§ 在宣传材料中，认证标志尺寸不得大于用户商标尺

寸。

§ 如果认证标志包括等级内容（“非常好”、“好”

等），用户必须提供易于访问的有关测试要求和测

试方法的更多信息。

通过使用TÜV SÜD八角形认证标志，您可以证明您的

产品是安全的并传达更多的产品特性：

§ 产品符合适用的消费者安全和质量要求。

§ 八边形认证标志向消费者表明，您的产品在功能、性

能、可用性和其他功能方面都符合高标准。

§ 通过在认证标志中包含单独的产品和质量声明，可确保

您的产品对目标群体有较高吸引力。

以信息标签形式的认证标志具有更灵活的格式并提供更多选

项。 它可以水平或垂直排列，以短格式或长格式使用。

短格式认证标志示例：

长格式认证标志示例:

注意事项

§ TÜV SÜD logoà 

仅供 TÜV SÜD 公司使用  

§ 认证标志à 

供证书中指定的证书持有人使用



TÜV SÜD GS标志 其他认证标志

TÜV SÜD ENEC标志

CE 标识 （无欧盟公告

机构编号）

双八角形标志是我们认证标志的另一种变体，在附加的

第二个八角形中添加额外的测试声明，从而更灵活多

变。 您可以使用双八边形认证标志以：

§ 记录特定的认证产品特性，

例如 产品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或成功通过化学测试

等测试，

§ 传递测试所依据的法规或标准要求，例如 EN 标

准。

没有基于记录、测量和可重复测试的主观陈述—例如将您的

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分开来的陈述（“最好的”）—不

允许标示在标志上。

TÜV SÜD GS标志是我们产品组合中最受欢迎的标志之

一，代表“安全已认证”，为消费者和制造商提供许多优

势：

§ 授予和使用受德国产品安全法 (ProdSG) 的监管。

§ 向消费者表明使用本产品是安全的，不存在健

康危害。

§ 它提供了最大的质量和安全要求。

§ 它为消费者提供指导并支持他们的购买决策。

§ 它在德国以及周边国家都非常成熟。

§ 证明该工厂有进行定期监督检查

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GmbH和所有其他授权颁发GS标
志的机构与监管机构和行业合作完善现有的测试计划，并

通过开发新的测试计划为创新产品铺路。

欧洲标准电气认证 (ENEC) 标志适用于光源和灯具、办公和多

媒体设备以及家用电器。这个认证标志有以下优势：

§ 证明这些产品符合欧盟要求

§ 有利于产品进入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和

许多东欧国家的市场。

TÜV SÜD NRTL标志

作为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认可的国家承认测

试实验室 (NRTL)，TÜV SÜD授予将产品投放美国市场所需

的NRTL 标志。

CE 表示 Communauté européenne（欧洲共同体），表
明产品符合相关的欧洲指令。 使用该标识请注意：

§ 制造商或进口商必须提交相应的文件资料，否则可能不

允许他们进口或出口其产品。

§ 制造商必须自行加贴 CE 标识。

§ 制造商通过粘贴CE 标识证明产品符合所有相关要求。

§ 不带欧盟公告机构编号的CE标识是基于制造商的符合性声

明，无法与TÜV SÜD等独立第三方机构颁发的认证标志进

行比较。



CE标识 （带有欧盟公告机构编

号）
认证证书

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GmbH 授予的证书具有多种

安全功能，可实现快速验证，并尽可能防止伪造行

为。有关此主题的更多详细信息，您可以在

www.tuev-sued.de/ps/certificates 上找到示例证书和

说明。

CE 表示 Communauté européenne（欧洲共同体），
表明产品符合相关的欧洲指令。使用该标识请注意：

§ 如果欧洲产品指令要求，除制造商需要加贴 CE 标识

外，还要求进行型式检验、质量管理体系验收或生

产监督或其组合，并且如果上述活动由指定公告机

构执行，则制造商必须使用带有指定公告机构的识

别编号的CE标识。

§ 产品加贴标签和投放市场需要公告机构的有效认证。

§ 欧盟委员会的详细描述可在欧盟官方公报中的文件

C272《实施欧盟产品规则的蓝皮书》 (“Blue

Guid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product

rules”)中找到。

§ 公告机构 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GmbH 的

CE0123 标识是在欧盟的注册商标。



我们不仅仅是TÜV
请注意，如果您使用类似“经 TÜV SÜD 测试”的广告

宣传用语，必须持有以您的名义签发的有关产品的证书。

您还必须加上执行认证的 TÜV 组织的名称，例如 “经

TÜV SÜD 测试”或“经 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GmbH测试”。 仅仅是“TÜV 测试”声明是不够的。

TÜV SÜD 认证标

志的图形设计简述

如何正确复制 TÜV SÜD 认证标志

我们为客户提供正确格式的用于印刷媒体的AI 和 EPS 文

件，以及用于电子媒体的JPEG 和位图文件，以便客户正确

使用我们的认证标志。

请勿更改或以其他方式复制这些文件，请使用原始文件以确

保比例、颜色和内容始终正确。 还必须在 TÜV SÜD 认证

标志周围留出至少与八边形框架 (如图示x位置) 宽度相等

的间距离。

如何正确证书使用TÜV SÜD GS标志

TÜV SÜD GS 标志有两种类型，A 型和 B 型。如果显示

的认证标志高度小于 20 毫米，则使用 B 型。 最小尺寸

是5 毫米。 如果认证标志的高度超过 21 毫米，则必须

使用 A 型。

请勿错误使用TÜV SÜD 认证标志

认证标志必须独立，不得与任何其他元素相关联（logo、陈述

说明或图形）。

不得更改TÜV SÜD 认证标志中的符合性声明的内容或设计。

TÜV SÜD 认证标志不得与其他公司的标语结合使用。

不得压缩或拉伸认证标志。

不得更改TÜV SÜD 认证标志的颜色。 在特殊情况下，认证标

志可以显示为灰度或黑白。

法律补充说明

全球所有 TÜV SÜD 组织都对其品牌和认证标志进行监控，并追究

所有违规和侵权行为。 违反商标法可能会被处以罚款或监禁。 请

注意，如果在广告中滥用认证标志，您还有可能收到竞争对手根据

竞争法发出的停止并终止令，这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损失。 因

此，处于您自身利益的考虑，您一定要确保以正确和允许的方式使

用 TÜV SÜD 认证标志，以保护您的利益。

A型 TÜV SÜD GS标志

B型 TÜV SÜD GS标志



认证标志下载中心

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GmbH 的认证标志是制造商、进口商和零售商的宝贵资产。 它们为消费者提供重要

的指导，帮助他们选择安全的产品。 您可以在我们的认证下载中心找到最常见的 TÜV SÜD 认证标志：

认证证书查询

我们的认证证书查询平台是一个面向客户、购买者和消费者的公共信息平台，可用于查找我们签发的所

有有效产品证书：

黑名单

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GmbH 的认证标志是宝贵的营销资产。 从我们认证系统中注册的 30,000 多

个有效证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非常遗憾的是，存在着滥用我们认证标志的情况：产品上贴有我们

的认证标志，但是产品未经我们测试或者产品在测试后被私自进行改动，或在宣传中使用无效证书。 通过

以下链接，您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和假冒或未经认证产品的黑名单：

www.tuvsud.com/en/services/product-
certification/certification-mark-download-center

谨防滥用认证标志！

www.tuvsud.com/en/services/product-
certification/ps-cert

www.tuvsud.com/en/services/product-
certification/misuse-of-quality-marks/black-list



TÜV SÜD Product Service GmbH
Ridlerstr. 65
80339 Munich, Germany
+49 89 5008-4747
productservice@tuev-sued.de
www.tuev-sued.d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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