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防伪全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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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FLEETGUARD FILTER CO.,LTD

SHANGHAI FLEETGUARD

揭开前 揭开后

一扫即知真伪

其他内容显示

如所输入的防伪数码为真且
为首次查询，答复为：
“感谢您购买上海弗列加滤
清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正牌产
品，敬请放心使用。”

您所查询的数码已在XXXX年
XX月XX日XX点XX分查询过，
该数码已失效，谨防假冒，
并请拨打咨询热线
021-26095599。谢谢您的使
用！

尊敬的客户您好：
“您所查询的数码不存在，
谨防假冒，或核对后重新输
入，并请拨打咨询热线
021-26095599。谢谢您的使
用

4、产品防伪标签底层

揭开标签表层，采用智能手机（安卓或者ISO系统）扫描二维码，
在手机上显示二维码鉴别结果

查询结果

扫描二维码

电话查询:
消费者可拨打400-614-7199防伪服务
热线查询产品真伪。
拨通之后语音提示：
“欢迎进入中商网络全国商品防伪查
询中心，请您输入16位查询数码，结
束时按#号键，输入错误时请按*号键
重输。”

短信查询：
可编辑短信发送至1066958821089

电话查询语音回复：
1、如所输入的防伪数码为真且为首次查询，答复为：
“感谢您购买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正牌产品，敬请放心使用。”

2、 如所输入的防伪数码为假或输入有误时，答复为：
“您所查询的数码不存在，谨防假冒，或核对后重新输入，并请拨打咨询热线
021-26095599。谢谢您的使用！”

3、如所输入的防伪数码为真但为复查，答复为：
“您所查询的数码已在XXXX年XX月XX日XX点XX分查询过，该数码已失效，谨
防假冒，并请拨打咨询热线021-26095599。谢谢您的使用！”

注：021-26095599是中商客服团队为用户提供防伪答疑的服务号码。

首次正确查询结果 重复查询结果 错误查询结果

用户刮开标签，显示出防伪二维码，
使用智能手机上的二维码扫描软件，
扫描标签上的二维码，即可得知查询
结果。

拍照



弗列加滤清器的正品品质

为什么要选用正品？

Q&A
    标有上海弗列加滤清器品牌的产品标志

着高品质，而这种品质只有上海弗列加的原

厂件可以提供。因此我们希望保护您，避免

您购买到假冒产品。

    遗憾的是近年来假货在不断地增加。这

些假货的外观和包装与时俱进，然而他们的

质量却与原厂件有着天壤之别，如果您使用

的不是上海弗列加滤清器的原厂件，这对于

您的安全将是一种威胁。对于我们的商务伙

伴，如果您购买到的是假冒产品，那么我们

也要保护您免受威胁和损失。

下图为使用假冒伪劣滤清器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

滤清器堵塞导致轴瓦损坏 机油滤清器芯破裂导致轴瓦损坏

多级防伪--不给危险的假货任何可乘之机

为了使您确信买到的是我们的原厂件，我们加强了产品和品牌保护的力度。

    为了将来您可以辨认出哪些是弗列加的原厂件，我们给您提供了多级防护：新的弗列加防伪标贴将在所有弗列加滤清器

的外包装上出现，弗列加新版防伪标签在原有单一数码防伪技术基础上，引入高端物理防伪技术，展现综合、立体的防伪效

果，多重手段、一码定乾坤。产品真伪鉴别方法简便快捷，防伪技术难以仿冒，为广大用户选购正牌弗列加产品提供可靠的

鉴别工具。

防伪标识更换及如何查询

1、包装箱标签

2、精印标贴防伪

    转印防伪技术，贴在外箱封口处，一揭就坏，不能复原，防止偷换包装内的滤清器产品。

3、产品防伪标签表层

浮雕底纹

浮雕防伪技术运用线条底纹做底,
结合文字或图案（本标签采用“弗
列加”字样）进行浮雕设计后，使
画面产生犹如雕刻般的凹凸效果．

微缩文字

微缩文字防伪技术简介
微缩文字效果表现为：标签表面数字通过肉眼上去是
一条线，利用放大镜方可看清一串微型文字。弗列加
防伪标签微型文字为“shanghaifleetgurard”字样。
该技术利用微缩印刷技术实现，从印刷硬件设备上提
高了仿冒门槛，难以复制。

shanghaifleetgurard

潜影技术是把相关的文字和图案隐藏在原设计好的图
案里面，使观者从一个角度能看见正常的设计图文信
息，而换另一个角度看见的就是设计隐藏在图文信息
中的潜图。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文字和图案潜伏在印刷
品当中一样。
弗列加防伪标签是将“真” 字作为潜藏图案，在花
瓣形底图区域，从一个角度能=看到“真”字，换一
个角度看则无文字。

潜影

可接触荧光暗记团花，是将紫外荧光油墨技术、防伪团花技术、制版
工艺技术三者结合实现的一项技术设计。表现效果为：该区域在紫外
荧光灯的照射下，可观察到红色团花图案，且该团花用手触摸可被感
知到。

1、紫外荧光油墨技术：紫外荧光防伪油墨是在紫外线(200～400nm)
照射下能发出可见光(400～800nm)的油墨。无色变红色的荧光墨效
果表现为：标识上印有荧光图案的部分在普通日光下无色且看不见，
在验钞灯紫外光下可显现印有红色荧光的图案或文字。这项技术是钞
票、护照、有价证券等高安全物品上采用的技术之一。（注：在弗列
加标签中，除团花外，潜影处也用“品”字应用了荧光油墨）
2、防伪团花技术：防伪团花是将多个的纽索图纹进行组合设计，图
纹构造复杂生成进程需要专业设计师的手艺制作或许运用专用防伪软
件制作，然后一直以固定不变的方式打印在承印物上。该技术造假门
槛极高，在钞票证券范畴大量运用。
3、可触摸的暗记：是通过制版工艺实现某种特定油墨印制图案的突
出，从而实现特定图文可被用户触摸感知，易于识快速识别。�

可接触荧光暗记团花

合
格
证

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
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91)

地址：上海市杨高北路3595号  电话：021-58657950

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25)

地址：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树南路55号  电话：027-84305700

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39)

地址：十堰市茅箭区茅箭路68号  电话：0719-8267005

产品名称： xxxxxxxx
客户号：xxxxxx
产品型号：xxxxxxx
数量：xxx
生产日期：xxxx-xx-xx
检验员：xx
产地代码：xx
执行标准：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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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FLEETGUARD

揭开前 揭开后

一扫即知真伪

其它内容显示

如所输入的防伪数码为真且
为首次查询，答复为：
“感谢您购买上海弗列加滤
清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正牌产
品，敬请放心使用。”

您所查询的数码已在XXXX年
XX月XX日XX点XX分查询过，
该数码已失效，谨防假冒，
并请拨打咨询热线
021-26095599。谢谢您的使
用！

尊敬的客户您好：
“您所查询的数码不存在，
谨防假冒，或核对后重新输
入，并请拨打咨询热线
021-26095599。谢谢您的使
用

4、产品防伪标签底层

揭开标签表层，采用智能手机（安卓或者ISO系统）扫描二维码，
在手机上显示二维码鉴别结果

查询结果

电话查询:
消费者可拨打400-614-7199防伪服务
热线查询产品真伪。
拨通之后语音提示：
“欢迎进入中商网络全国商品防伪查
询中心，请您输入16位查询数码，结
束时按#号键，输入错误时请按*号键
重输。”

短信查询：
可编辑短信发送至1066958821089

电话查询语音回复：
1、如所输入的防伪数码为真且为首次查询，答复为：
“感谢您购买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正牌产品，敬请放心使用。”

2、如所输入的防伪数码为假或输入有误时，答复为：
“您所查询的数码不存在，谨防假冒，或核对后重新输入，并请拨打咨询热线
021-26095599。谢谢您的使用！”

3、如所输入的防伪数码为真但为复查，答复为：
“您所查询的数码已在XXXX年XX月XX日XX点XX分查询过，该数码已失效，谨
防假冒，并请拨打咨询热线021-26095599。谢谢您的使用！”

注：021-26095599是中商客服团队为用户提供防伪答疑的服务号码。

首次正确查询结果 重复查询结果 错误查询结果

用户刮开标签，显示出防伪二维码，
使用智能手机上的二维码扫描软件，
扫描标签上的二维码，即可得知查询
结果。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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