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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S 认证标志使用要求和证书内容说明 

DQS 获证客户指南  

设置您的标志！DQS 证书以及受到版权保护的认证标志都是贵司成功获得

认证的外在标识，在全世界享有极佳的声誉。 

向公众展示和传达您已具备可靠的、高质量的和以顾客为导向的流程。

DQS 证书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保护的认证标志，可以广泛应用于：商

务文书，宣传单和宣传手册，在线广告，车辆，展台，或互联网上。 

建立信任，信守承诺 

DQS 很高兴地了解到，您希望在商业和营销文件中关注成功的管理体系，以及 DQS。 

为此，我们开发了不同的证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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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DQS 标志 

 

 

• 在使用认证标志时，要求持有有效的 DQS 证书或 DQS 签发的其他符合性声明。您只能使用与您所获

得的有效证书一致的 DQS标志（参见第 6页）。在证书有效期结束后，或在认证暂停、撤销或注销的

情况下，应立即停止所有含 DQS 认证的广告宣传。 

• 如果您所获得的证书范围不适用于您的整个组织， 则要求明确该证书适用的范围(参见第 3页）。 

• 认证标志必须与贵司名称一起使用。认证标志只能用于证书上提到的公司名称场所。如果贵司有多个

场所，则实际被认证的场所才能使用认证标志。 

• 在使用认证标志时，需要在标志旁注明基本标准或规范（参见第 3页）。 

• 贵司使用的 DQS 标志需要与所获得认证证书上的 DQS 标志保持一致。 

• DQS 标志不得用于产品或产品包装上，也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被误解为产品符合要求。此外，经认证

的客户不得在实验室测试、校准或检查报告上使用 DQS 标志，被误认为产品或服务认证（证书）。 

• 在 DQS 网站上，可下载各种格式的 DQS 标志模板（德文和英文），具体链接如下:  

EN: https://dqsglobal.com/intl/about/certification/certificate-logos 

 

DQS 标志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改变。但是，您可以选择 DQS 标志的尺寸、颜色（单色）。. 

• 建议在使用 DQS 标志时，附上证书注册号（*UL 注册标志强制要求）。 

• DQS 认为，宣传或广告材料不应存在冲突，也不应在认证状态的性质方面产生误导性印象，但在此规

定使用的标志除外。. 

https://dqsglobal.com/intl/about/certification/certificate-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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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样例 

适用于管理体系认证的 DQS 标志 

e.g. ISO 9001 

 

适用于管理体系认证的 UL 注册标志 

应始终与下列要素结合起来: 

• 获证客户名称 

• 客户注册号 

• 适用的管理体系标准及版本日期, i.e. ISO 9001:2015 

• 发证机构 (e.g. DQS Inc.) 

 

DQS Inc. 
FACILITY NAME 

REGISTRED TO ISO____ 
AND____ (other registration  

standard number, if any) 
BR NUMBER 

适用于整合管理体系认证的 DQS 标志 

e.g. 依据以下标准发证 

• ISO 9001 

• ISO 14001 

• ISO 45001 
 

 
 

or 

 
DQS-certified for ISO 9001, 
ISO 14001 and ISO 45001 

适用于受限范围的 DQS 标志 

如果证书范围不适用于贵司的整个组织体系，您需要指出证书

适用的有效范围。 

 
Organization name, DQS-certified for ISO 14001 for the 

restricted scope 

适用于管理体系认证的 DQS 标志 

e.g. IATF 16949 

注意: IATF 标志仅用于 DQS 颁发的证书上。禁止对 IATF 标志

的任何其他使用。  
 

适用于管理体系认证的 DQS 标志 

e.g. EfbV – Ordinance on Specialised Waste Management 
Companies 

注意: 如果是按照《Ordinance on Specialised Waste 

Management Companies》（EfbV）进行认证，必须始终在

DQS 标志的旁边注明 EfbV 定义的认证活动（储存、收集、运

输、处理、回收、处置）。 

 
DQS-certified according to 

EfbV - disposal 

适用于管理体系认证的 DQS 标志 

对于未经认可的或自愿性的标准，您需要指出 DQS 标志所适

用的限制性项目。 

 
DQS-certified for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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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管理体系认证的 DQS 标志 

DQS MED 管理体系认证标志适用于以下标准 

• ISO 9001 DAkkS 认可 

• ISO 15378 DAkkS 认可 

• ISO 13485 DAkkS or SCC  

(Standard Council Canada) 认可 

• MDSAP 

• TCP III 

 

Example Symbol -  
certification specific versions may be available  

at the website 

适用于公告机构证书的 DQS 标志 

DQS MED 符合性评估认证标志适用于以下标准 

• REG (EU) 2017/745 

 

应用示例 

DQS 标志代表了贵司组织的质量和内在价值，并允许您向公众展示这一点。e.g.: 

  
 

 

如何使用认可标志 

通常情况下，认可标志只适用于认证机构，而不允许用于 DQS 证书持有人（DAkkS，IATF 已有明确规

定）。根据 DQS 证书和认证项目的不同情况，您可以在以下条件下使用认可标志（参见证书的内容）。 

a) ANAB 标志 

允许第三方使用 ANAB 认可标志，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 只有证书上有 ANAB 标志的客户才有权使用。  

• 经认证的客户不得以损害 ANAB 声誉的方式使用 ANAB 认证标志，不得就其在 ANAB 认证下的认证发

表任何 ANAB 认为不准确、误导或未经授权的声明。 

• ANAB认证标志只能与经认证的企业公司标志和 DQS标志一起使用在客户的文具和资料上，以及在符

合 DQS 标志使用条件的广告中使用。ANAB 认证标志应放在经认证的企业公司标志和 DQS 标志的旁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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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B 的认证标志不得在产品上使用，或以暗示 DQS 和/或 ANAB 已经认证或批准经认证的客户的任

何产品、工艺或服务的方式使用，或以任何其他误导方式使用。ANAB 的认证标志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复制： 

a. 黑色（白色或浅色背景），或蓝色（PMS 286 或同等颜色）和红色 (PMS 485 或同等规格) 

b. 尺寸要能使商标的所有特征清晰可辨 

c. 不改变标志的各部分比例 
 

• 当使用 ANAB 认证标志时，其大小不得超过经认证的企业公司标志和 DQS 标志的大小。 

• 当使用 ANAB 标志时，它必须与经认证的企业公司标志和 DQS 标志一起使用，如下所述： 

 

   

 

• 一旦 DQS 认证或 ANAB 认可被撤销，客户应停止使用所有包含引用了认证认可标志的广告材料。 

b) 接受其他认可机构监督管理的认证 

具体要求可能适用，将由各自负责的 DQS 办公室另外通知。 

c) IQNET 标志和证书 

对于某些标准，经 DQS 认证的客户可以自行生成 IQNET 证书。对于这些证书，根据适用的 IQNET 用户

指南，证书持有者也可以使用 IQNET 标志，网址是 https://www.iqnet-certification.com.  

d) 禁止使用的标志 

ISO 组织和 DAkkS 拥有其注册商标的所有权，经 DQS 认证的客户不得使用。e.g.: 

   

e) 用语规范 

• 不要将 "ISO "作为您的域名、网站或公司名称进行注册，也不要包含在其中。e.g. 

www.isodatabase.com. 

• 不要将 "ISO "作为你的产品或服务名称，或在其中使用。 

https://www.iqnet-certifi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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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宣称您的产品或您的服务得到了 ISO 的认可、批准或认证。(记住，ISO 并不进行认证）。 

• 始终用全称及版本号来引用一个标准。例如， "XXX（经认证的企业名称）已获得 DQS 颁发的 ISO 

9001:2015 认证证书。" 

• 请以公平和适当的方式提及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 符合性声明不得作出可能产生误导的保证或声称。例如（"作为一家通过 ISO 9001:2015 认证公司，我

们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咖啡。"）。 

证书内容的解释和意义 

 
 

在某些情况下，证书由多页证书内容组成。第一页（主页）的 "附件"包含审核范围内的所有地点/场所清单

和/或审核结果的细节以及相关产品和/或过程数据。证书只有在完整情况下才有效。 

DQS "子证书 "是指为 DQS 主证书附页中列出的地点/场所颁发的证书。 "子证书"的有效性取决于主证书的

有效性。 

DQS 审核员或您的客户服务人员将很乐意支持您，在审核期间检查您对认证认可标志的使用情况，并在

必要时与您商定改正措施。 

如果您对广告中如何使用认证认可标志有任何疑问，对在互联网上的介绍和建议有任何疑问，或对联合公

共关系工作的机会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DQS 集团商标，受到

版权保护，仅限 DQS

使用。 

DQS 认证标志，获证组

织可以按照 CF10和本

文件的要求使用 DQS 认

证标志。 

 

获证组织名称和

地址 获证组织 logo 粘贴处 

管理体系认证范围 

认证标准 

认可标志 
证书注册号及证书颁发日

期和有效期 

DQS 受认可办公

室授权人签名 

DQS 作为 IQNet 成员

之一  

页脚，包含 DQS 受

认可办公室和证书签

发办公室信息 二维码，用于查询证书有

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