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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1/5)

•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年第4次
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LED照明標準
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

報告案1

• 洽悉決議事項

• 持續依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相關事宜。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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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2/5)
• IEC 62776關於LED燈管安全性檢測標準
之簡介(下)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
處報告)

報告案2

• 1.本案洽悉。

• 2.感謝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紀課長
信豪針對IEC發展中之LED燈管安全性檢
測標準所進行之分析與報告。本項報告
之相關資訊可提供產業界作為掌握國際
標準最新發展動態之參考，以提早因應
國際技術趨勢。

決議事
項

• 持續針對制定中與LED相關的IEC標準進行技
術重點之追蹤，並安排適當的分析與報告，
以協助各界掌握LED照明相關國際標準之技
術發展趨勢。

辦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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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3/5)
• LED照明相關國際與各國標準及產品驗證發
展情形簡介(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
告)

報告案3

• 1.本案洽悉。

• 2.感謝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林副執行
長育堯針對LED照明產品在國際間標準、檢
測與驗證發展情形所進行之分析與報告，內
容極具參考價值，可供各界參考及應用。

• 3.有關各國LED照明相關調和標準與IEC標
準之差異分析，請秘書處針對可行性進行研
究。

決議事項

• 後續也將安排於LED標準說明會中報告，俾
使產業界瞭解LED照明相關國際與各國標準
及產品驗證發展。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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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LED相關國家標準說明會」
規劃情形(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討論案1

• 1.感謝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及台灣區電機電
子工業同業公會對本項活動之支持，照明公會及電電
公會並列為協辦單位，請秘書處於活動安排之過程中
與協辦單位保持聯繫，並請協辦單位轉知所屬會踴躍
參與。

• 2.鑑於國際趨勢之掌握對於國內LED照明產業亦具重要
性，請秘書處調整活動議程，增加針對LED照明之國
際發展趨勢分析報告。

• 3.本次活動之參與對象除產業界外，亦應考慮相關使用
單位，請秘書處一併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及使用單位共
同參與。

• 4.由於本次活動之參與對象眾多，請秘書處針對加開場
次之可行性進行評估。

決議事項

• 已調整說明會議程，增加LED照明之各國及國際標準發
展趨勢分析說明，並將照明公會與電電公會列為協辦單
位，已於9/12開始受理報名並將辦理情形列入第6次會議
之報告案3。

辦理情形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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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5/5)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年第6
次會議之討論議題討論案2

• 1.為使各界瞭解LED路燈在地檢測推動情形
及具體進展，下次會議邀請全國認證基金
會進行報告。

• 2.本小組102年第6次會議暫依業務單位所規
劃之議題進行討論。

• 3.小組成員若有相關討論議題可與秘書處或
業務單位聯繫，納入議程規劃。

決議事項

• 1.已安排全國認證基金會進行LED路燈在地檢
測推動情形及具體進展。

• 2.已安排本次會議之議題，詳如議程。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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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30 2

IEC 62868 draft 標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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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架構

1. scope

3. Terms and definitions

4. General requirement & 
test requirements

5. Marking

6. Construction 

7. Mechanical hazard

8. Normal operation test 

9. Insulation resistance & 
electric strength 

10. Therm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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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架構

11. Creepage distance 
& clearances 

12. Resistance to heat and fire

13. Photobiological safety 

14. Terminals

15. Faul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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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的構造

OLED tile: 最小的OLED光源元件，無法再分解

OLED panel: 由OLED tile、電氣連接器、PCB 、
被動電子原件及框架所組成

OLED module: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OLED panel及
主動電子元件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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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test requirements 

1. 測試環境溫度: 25±5 ℃

2. 操作電流: 額定電流±1%

3. 安裝方式: 按照安裝說明書 (假如安裝方式，
有一種以上的話，按照最繁複的方式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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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ing

標示內容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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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1. 木頭、棉/絲/紙製品不能當作絕緣物

2. 機械強度測試:
- 震動試驗(按照IEC 60068-2-6)；測試結束後，
消耗功率(input power)仍要符合第八章節且不
能夠有銳邊產生

- 剝落試驗(peel test)
F= 50 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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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3. 短路保護: 須預防可觸及且未絕緣的不同極性
安全超低電壓(SELV)部位發生短路。

4. 內部短路的OLED panel不能夠引起任何危害: 
不能夠產生火焰、煙或是可燃性氣體

5. 線材通過的部位不能夠有銳邊(包含螺絲外露的螺牙)

6. 防水防塵: 測試按照IEC 60598-1 secti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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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hazard

OLED panel不能夠有銳邊或銳角，避免”使用者”
在安裝的過程中，造成任何機械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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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operation test

操作條件:

- 額定電流; 順向電壓(Forward voltage) ±10% 
(>15 min. test period: 穩定後45 min.)

- 消耗功率(Power input): 
額定消耗功率(rated input power) ±10% (ta=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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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lation resistance and electric strength

絕緣電阻(Insulation resistance):

- 測試時先將OLED panel 放置於恆溫恆濕箱:
91-95 %R.H., 25±5℃, 48hrs.

- 500 Vd.c., 1 min., ≧2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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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lation resistance and electric strength

絕緣耐壓(Electric strength) :

- 測試時先將OLED panel 放置於恆溫恆濕箱:
91-95 %R.H., 25±5℃, 48hrs.

- 500 Va.c.,50 or 60Hz, 1 min., No brea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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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test

操作條件:

- 額定電流; 順向電壓(Forward voltage) ±10% 
(>15 min. test period: 穩定後45 min.)

-其它條件比照燈具一般要求標準(IEC 60598-1)

-環境溫度: 25±5℃ (放置於防風試驗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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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epage distance & clearance

絕緣距離要求同IEC 60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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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to heat

球壓試驗(ball pressure testing):

- 外部絕緣材質，用來當作防電擊保護：75 ℃

-支撐載流或是SELV部位的絕緣材質: 125 ℃

-量測結果直徑須小於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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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to fire

熾熱線試驗 (glow wire testing):

650 ℃, 30 sec.

- 外部絕緣材質，用來當作防電擊保護

-支撐載流或是SELV部位的絕緣材質

- 試片不得起火;
- 試片假如起火，燃燒時間不得超過30秒，不得
引燃下方之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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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biological safety and Terminals

-Photobiological safety:

量測到之UV、紅外線及藍光危害不得超過標示值

-Terminals

端子相關按照IEC 60598-1的第14章(螺釘端子)及
第15章(無螺釘端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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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conditions

測試條件:

-環境溫度: 25±5℃

-OLED panel :
* 直流電源供給
*消耗功率(Input power)監控
*150% 額定電流或是功率
*測試時間: 15 min.

-不得起火，冒煙，產生可燃氣體且測試結束後不得產生
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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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議程表

辦理情形

報到情況

活動照片

Q&A整理

問卷統計

報告大綱



時間地點

• 102年9月27日，星期五

• 下午13:30報到，14:00至17:00舉行

時
間：
時
間：

• 標準檢驗局大禮堂

地點：地點：



議程表

時間 講題 講師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致詞

14:10-14:30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國家標準制定概況簡介

標準檢驗局
邱垂興技正

14:30-15:00 LED照明相關國際與各國標準及
產品驗證發展情形簡介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執行單位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林育堯副執行長

15:00-15:30 LED燈泡性能檢測國家標準
CNS 15630簡介

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郭玉萍委員

15:30-15:50 休息

15:50-16:20 LED燈泡(CNS 15436)及LED燈管(CNS 
15438)安全檢測國家標準簡介

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袁廣承委員

16:20-16:50 光源及光源系統之光生物安全評估
國家標準CNS 15592簡介

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林俊宏委員

16:50-17:00 相關問題之回應與討論



辦理情形
102/9/11(三)

• 將EDM張貼於LED標準因應小組網頁
(http://www.etc.org.tw/etc/LedTeam/html/Activity.html)

• 將EDM張貼於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網站
(http://www.etc.org.tw/cubekm/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130912&Rc
g=1)

• 通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檢測驗證協會寄發EDM
• 開始受理報名

102/9/12(四)
•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寄發EDM予客戶

• 通知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寄發EDM

102/9/24(二)
• 報名額滿，停止受理報名，招收228人。



報到情況

一般業者
政府/法人
/公協會

教育部/
學校

總計

男 127 25 14 166

女 21 7 1 29

小計 148 32 15 195

合計 195

單位:人



活動照片(1/3)



活動照片(2/3)



活動照片(3/3)



Q&A整理(1/2)
序號 問題 回應

1. 對於日本 LED燈泡及
LED燈具有強制要求
Flick測試, 也就是所謂
的炫光, 而台灣未來是
將LED燈泡或燈具將
flick測試強制納進來?

(袁委員)
眩光測試一般在國際上為非強制的, 而對於日本
來說, LED照明設備雖然將眩光納入強制, 但是, 
它並不是屬於安全性評估；國內將於明年7/1 所
要列管的品目，先將安規、性能及EMI納入, 未
來會不會將眩光再納入, 將由三組再列入評估。

2. 針對小功率LED燈泡，
目前日本規範為消耗功
率針對大於1瓦以上才
做PSE LED規範要求，
低瓦數LED燈泡的性能
要求是什麼?

(郭委員)
並沒有排除小功率，任何產品都適用此標準，
台灣的能效標準並不是放在標準CNS 15630內，
而是由經濟部能源局公告最低能效基準要求。
若LED燈泡在200流明以上，最低能效分別為
70/75的低色溫/高色溫，流明數較低的，降為
65/70。若指向型燈泡變成60/65，更小的指向型
燈泡則為55/60，最低功率只要不超過上限的
115%即可。



Q&A整理(2/2)

3. LED燈泡有清楚的指令，明年
7/1開始實施列管，那燈管列
管的時間?

(邱技正)
LED燈泡之列檢正進行公告之預告
等相關程序，對於檢驗之規劃較為
明確，有關LED燈管是否納入強制
檢驗，尚須進行評估，若有檢驗時
程規劃等相關問題，建議可向本局
檢驗行政部門（第三組）洽詢。

4.
電氣特性實測不得高於功率額
定的百分之十，所以9.1瓦至
11.1瓦都可以標示10瓦?

(郭委員)
IEC的標準都是從安全性考量，實測
值不能超過標示太多。而一般IEC在
量測時以不超過上限為主要考量，
功率也不能有太大的範圍，因為有
額定光通量與效率的標示，兩者相
乘瓦數的範圍就不能太大。

序號 問題 回應



問卷統計(1/10)
基本資料

一、服務單位 (複選)

製造業者 銷售業者 法人團體 政府機關 學校 採購單位 其他

48.25% 18.42% 11.40% 2.63% 7.02% 2.63% 16.67%

• 有些同為製造與銷售業者

• 也有同為三者以上的單位

• 其他:大多為檢測驗證單位、實驗室

0%
10%
20%
30%
40%
50%
60%

合計

製造業者

銷售業者

法人團體

政府機關

學校

採購單位

其他



問卷統計 (2/10)
二、與您相關之產品(複選)

LED光源 LED室內用燈具 LED室外用燈具 其他

53.51% 41.23% 53.51% 18.42%

0%
10%
20%
30%
40%
50%
60%

合計

LED光源

LED室內用燈具

LED室外用燈具

其他



問卷統計(3/10)
三、性別

男 女 未勾選

78.07% 18.42% 3.51%

0%

50%

100%

合計

男

女

未勾選



問卷統計(4/10)
問卷內容

一、您是否參加過本局所舉辦之標準相關說明會?

有 國家標準說明會
正字標記採購說

明會
其他 無

32.46% 25.44% 5.26% 1.75% 63.16%

• 大部分的與會者未曾參與相關說明會
• 有參加過相關說明會的與會者，又其中有25%左右的

人參加過國家標準說明會，少數5%左右的人參加過正
字標記採購說明會，也有都參與過及未勾選的人

• 加總未達100%原因為少數未勾選

0%

20%

40%

60%

80%

合計

有

國家標準說明會

正字標記採購說

明會
其他



二、本次說明會對於您在工作及業務方面是否有所幫助？(複選)

有
LED相關國
家標準之認

識

LED照明
產品之設計

LED照明
產品之檢測

LED照明
產品之採購

LED照明
產品之銷售

無

97.37% 82.46% 26.32% 59.65% 12.28% 17.54% 0.00%

問卷統計(5/10)

• 大部分的與會者認為有幫助
• 其中，對於LED相關國家標準之認識，及LED照明產品

之檢測最有助益
• 加總未達100%原因為極少數未勾選

0%
20%
40%
60%
80%

100%
120%

合計

有

LED相關國家標準之認識

LED照明產品之設計

LED照明產品之檢測

LED照明產品之採購

LED照明產品之銷售

無



三、您認為講師的解說方式是否有需要改進之處? (複選)

專業知識
不夠豐富

解說方式
不夠淺顯

發音不清晰
和與會者
的互動少

其他 無

1.75% 1.75% 0.00% 4.39% 1.75% 78.95%

問卷統計(6/10)

• 其他建議為:結合實務經驗，會更易懂

0%

20%

40%

60%

80%

100%

合計

專業知識不夠豐富

解說方式不夠淺顯

發音不清晰

和與會者的互動少

其他

無



四、您是否滿意今天的說明會的議程內容或時間安排？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73.68% 22.81% 0.88%

問卷統計(7/10)

• 其他建議為:1.時間緊湊，內容豐富，但講師快速帶過
• 2.建議可加開場次
• 加總未達100%原因為少數未勾選，未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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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您對於本次說明會地點及場地設備之安排是否感到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51.75% 38.60% 7.02%

問卷統計(8/10)

• 其他建議為:1.場地擠，椅距近，未擺放桌子供書寫。
• 2.附近施工影響
• 加總未達100%原因為少數未勾選，未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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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次舉辦說明會時，您希望會議說明的題目為何?(複選)

LED相關國家
標準制定概況

LED相關國際
標準發展趨勢

LED光源相關
國家標準簡介

LED燈具相關
國家標準簡介

其他

43.86% 47.37% 40.35% 59.65% 3.51%

問卷統計(9/10)

其他希望題目為
• 1.現有市售產品量測符合狀況。
• 2.針對LED使用之電源的認證規範，以往螢光燈管用之電

子安定器須檢測，LED的電源是否有其規範
• 3.LED產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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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相關國家標準制

定概況

LED相關國際標準發

展趨勢

LED光源相關國家標

準簡介

LED燈具相關國家標

準簡介

其他



問卷統計(10/10)

七、您對於本次說明會是否還有其他意見?

其他建議:

1.每一份標準公告前後，希望能舉辦標準說明會
2.LED與T5、T8…等成本及特性分析
3.能有實體產品現場解說
4.如何正確的使用光源，而能保護使用者的視覺安全的講題
5.後市場機制的建立，以確保國人電器產品使用上的保障Golden 
sample可能不足以代表日後的品質把關

其他正面意見:
1.很喜歡工研院郭委員的演講，很清楚好理解





兩岸節能產品(照明設備)
認證/驗證合作說明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實驗室認證處

盛念伯



兩岸驗證認證合作計畫介紹

大陸照明產品驗證制度說明

CQC自願性產品認證

兩岸LED路燈實驗室能力比對計畫說明

LED路燈產品在台檢測!!



政策依據與目的

標
準

經濟
(OECD估計80%的貿易商品
受到標準相關措施的管制)

檢
測

認
驗
證

計
量

消
費
品
安
全

品質管理

追溯

符合性評鑑

品質管理

測試

分析

政策依據:
依據馬總統指示，兩
岸經貿今年是關鍵年
，兩岸應於致力兩岸
經貿制度化，並加強
協調產品標準規格化
及協調標準檢測認證
規範；及兩岸兩會於
98年12月22日第4次江
陳會簽署之「海峽兩
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
合作協議」。

目的:
便利海峽兩岸經貿往
來，促進兩岸產業合
作，創造良好投資環
境，提升兩岸貿易產
品品質及安全，保護
消費者權益。

合作項目: 



FY99-102推動兩岸標準檢測
認驗證合作計畫

促進兩岸合作
制定共通標準

（分項一）

推動兩岸市
場監督合作

加強兩岸認
證技術交流

（分項三） （分項五）

積極探索和推
動重點領域共
通標準的制定

開展標準資訊
交換並推動兩
岸標準資訊平
台建設

加強標準培訓
資源共用

溝通兩岸檢驗
標準和程式

建立兩岸貿易
中商品檢驗合
作與磋商機制

開展商品安全
檢驗檢測技術
合作

建立兩岸消費品
安全訊息通報聯
繫機制

建立兩岸貿易消
費品安全協處機
制

加強對不合格消
費品處理的溝通
與協調

建立兩岸驗證
認證交流合作

（分項四）

溝通兩岸驗證認
證標準和程式

共同推動兩岸新
領域驗證認證制
度的建立和實施

（分項二）

促進兩岸法定計
量合作，計量技
術和計量管理資
訊交流

合作研究最高量
值準確可靠的裝
置並展開相關裝
置的比對

推動兩岸標準計量檢測

認驗證合作計畫

（分項一） （分項三） （分項五）

建立兩岸驗證
認證交流合作

（分項四）

溝通兩岸驗證認
證標準和程式

共同推動兩岸新
領域驗證認證制
度的建立和實施

推動兩岸驗證認
證結果的互信就
雙方同意的項目
作出具體安排

（分項四）

溝通兩岸驗證認
證標準和程式

共同推動兩岸新
領域驗證認證制
度的建立和實施

（分項二）

推動測量儀器溯
源校正技術合作

（分項二）

標準領域 計量領域 檢驗領域 驗證認證領域
消費品安全

領域

第四次江陳會談合作範圍

合作範圍



重點目標方向設定與實施方法

計畫目標設定計畫目標設定

推動重點領域共通標準的制定
標準調和推向國際

計量管理一致性

評鑑機構相互認可

檢驗視窗便利化

商品監督有效通報

實 施 方 法實 施 方 法

促進兩岸法定計量與比對合作

兩岸貿易商品檢驗簡化合作

兩岸驗證認證制度的建立/實施

兩岸貿易消費品安全處理機制



計畫任務

驗證認證領域
加強兩岸驗證認證交流合作

溝通兩岸驗證認證
標準和程式

共同推動兩岸新領域
驗證認證制度的建立

和實施

推動兩岸驗證認證
結果的互信，就雙
方同意的項目作出

具體安排

，

溝通兩岸驗證認證標準和程式；共同推動兩岸新領域驗證

認證制度的建立和實施；推動兩岸驗證認證結果互信，

就雙方同意項目作出具體安排。

FY99-102推動兩岸
標準檢測認驗證合作計畫



大陸照明產品驗證/認證制度說明



地 區 Accreditation
對能力之認可

對某人或某機構給於正式

認可，證明其有能力執行

某特定工作之程式

Certification
對符合標準之認可

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

符合規定要求，由第三者出具

書面保證之程式

台 灣 認證 驗證

中國大陸 認可 認証

日 本 認定 認証



大陸LED照明產品認證相關政策

•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財政部和發改委聯合發佈《高效照明
產品推廣財政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
第五條 財政補貼的高效照明產品主要是普通照明用自鎮流螢光燈、
三基色雙端直管螢光燈（T8、T5型）和金屬鹵化物燈、高壓鈉燈等電
光源產品，半導體（LED）照明產品，以及必要的配套鎮流器。
第八條 中標企業提供的高效照明產品必須達到照明產品國家能效標準
的節能評價值，其規格、型號必須通過國家節能產品認證。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3、半導體照明節能產業發展

•2009年9月22日，六部委聯合發佈：
四 半導體照明節能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積極推動半導體照明標準制定、產品檢測和節能認
證工作,針對不同的半導體照明產品分重點、有步驟
地開展節能認證; 
半導體照明節能產業發展的鼓勵政策有: 推動將半導

體照明產品和關鍵裝備列入節能環保產品目錄.；推
動將半導體照明產品納入節能產品政府採購清單.在
道路、工礦企業、商廈和家庭等領域選擇相對成熟
的半導體照明產品, 納入政府補貼政策支持範圍。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大陸LED照明產品認證相關政策



為落實國務院節能家電等產品消費政策，根據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
委《高效照明產品推廣財政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財建
[2007]1027號）要求，為鼓勵半導體照明（LED）產品推廣示範應用
，進一步推動綠色照明工程和節能減排工作，引導半導體照明（LED
）產業健康有序發展，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科學技術部組織開
展2012/2013年度半導體照明產品財政補貼推廣專案招標。本次招標
將選擇一批半導體照明（LED）產品生產企業、產品，並確定供貨價
格。補貼資金採取間接補貼方式，由財政補貼給中標企業，再由中標
企業按中標協議供貨價格減去財政補貼資金後的價格銷售給終端使用
者，最終受益人是終端使用者。
招標產品包括：室外照明產品—LED路燈、LED隧道燈，室內照明產

品—LED筒燈、反射型自鎮流LED燈。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大陸LED照明產品認證相關政策



CQC資源節約(自願性)產品認證



CQC資源節約認證產品範圍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 LED道路/隧道照明產品

範圍：

— 額定電壓為AC 220V、頻率50Hz；

— 僅用於次幹道和支路的道路照明產品；

— 只針對四種額定光通量的產品，即3000lm、5400lm、9000lm和
14000lm；

— 只針對額定相關色溫不超過6500K的產品；

LED照明產品節能認證 範圍

LED路燈 LED隧道燈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 LED筒燈

• 反射型自鎮流LED燈

範圍：

— 反射型自鎮流LED燈用於替換傳統PAR系列鹵鎢燈光源；

— 額定功率60W以下；

— 額定電壓220VAC 50Hz；

— 燈頭符合GB24906的要求；

— PAR20，PAR30，PAR38.

固定式LED筒燈
電源一體式

嵌入式LED筒燈
電源一體式

嵌入式LED筒燈
電源分體式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LED照明產品節能認證 範圍



• 非定向自鎮流LED燈

範圍：

— 額定功率60W以下；

— 額定電壓220VAC 50Hz；

— 燈頭符合GB24906的要求。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LED照明產品節能認證 範圍



– CQC3127-2010《 LED道路/隧道照明產品節能認證技術規
範》
（批准號： CNCA/CTS0007-2010 ）

– CQC3128-2010《 LED筒燈節能認證技術規範》
（批准號： CNCA/CTS0008-2010 ）

– CQC3129-2010《反射型自鎮流LED燈節能認證技術規範》
（批准號： CNCA/CTS0009-2010 ）

– CQC3130-2010《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鎮流LED燈節能認證
技術規範》
（批准號：CNCA/CTS0012-2011 ）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LED照明產品節能認證技術規範



CQC 31-465392-2010 
《 LED道路/隧道照明產品節能認證規則》

CQC 31-465315-2010
《 LED筒燈節能認證技術規則》

CQC 31-465137-2010
《反射型自鎮流LED燈節能認證技術規則》

CQC 31-465192-2011
《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鎮流LED燈節能認證規則》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LED照明產品節能認證 實施規則



 LED道路/隧道照明產品：

標記、重量、外形尺寸、初始光通量、初始光效、初始相關色溫、功率、功率
因數、光通維持率；

 LED筒燈：

標記、外形尺寸、初始光通量、初始光效、初始相關色溫、初始顯色性、光分
佈、功率、功率因數、光通維持率、顯色指數穩定性；

 反射型自鎮流LED燈（LED PAR燈）

標記、外形尺寸、初始光通量、初始光效、初始色度、初始顯色性、中心光
強、光束角、功率、功率因數、光通維持率、顯色指數穩定性；

 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鎮流LED燈（LED球泡燈）

標記、外形尺寸、重量、初始光通量、初始光效、初始色度、初始顯色性、光
分佈、功率、功率因數、光通維持率、顯色指數穩定性、顏色漂移、光生物
危害。

注：申請節能認證的LED照明產品應首先通過CQC的安全+電磁相容認證。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LED照明產品節能認證 檢測專案



 工廠檢查要求與其他節能認證產品相同：

《資源節約產品認證工廠品質保證能力要求》+認證實施規則中
《工廠品質控制檢測要求》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LED照明產品節能認證 工廠檢查



2010年5月頒發第1張LED照明產品節能證書

*:本資料由CQC提供，採大陸用字

LED照明產品節能認證 證書



兩岸LED路燈照明
能力試驗活動

22



計畫緣起

• 推動兩岸標準檢測認驗證合作計畫

– 互信專業組

– 技術能力的互信，要有專業支撐

– 比較兩岸LED照明光學測試實驗室之差異

– 產業需求: LED路燈照明

• 2011 LED路燈照明能力試驗 (Proficiency Testing, PT)
– 經由實驗室間比對，按照預先制定的準則，評估參加
實驗室能力

• 規劃:2010年4月-11月/ 執行:2011年1月-6月
• 10家實驗室 (大陸5家/台灣5+1家)



兩岸規劃單位

台灣 大陸

指導
單位

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BSMI)

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
管理委員會(CNCA)

主辦
單位

財團法人
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中國合格評定
國家認可委員會(CNAS)

中心
實驗室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國家電光源品質監督檢
驗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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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參加實驗室

順序 實驗室名稱 位置

1 TAF 0377工研院綠能所照明實驗室 新竹縣

2 TAF 1126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桃園縣

3 TAF 1090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中區) 台中市

4 TAF 1646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台南縣

5 TAF 1336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中心 新竹縣

6 TAF 2618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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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參加實驗室

順序 實驗室名稱 位置

1 國家電光源品質監督檢驗中心（北京） 北京

2 國家電光源品質監督檢驗中心（上海） 上海

3 國家半導體發光器件（LED）應用產品品質監督
檢驗中心

廈門

4 廣東省東莞市品質監督檢測中心 東莞

5 國家燈具品質監督檢驗中心（中山） 中山



能力試驗 計畫

• 產品: LED 路燈(台灣)
• 測試方法

– CIE 121 The photometry and ginophotometry of luminaires
– CIE 84 Measurement of luminous Flux 

• 試驗項目
– 電參數：電流（參考）、功率、功率因數

– 光參數：總光通量、光效、光強分佈

• 指定值
– 由兩岸的中心實驗室之測試值的平均值



中心實驗室

穩定度試驗

參與實驗室A 

參與實驗室B 

參與實驗室C 

參與實驗室D 

光電特性試
驗項目

光電特性試
驗項目

數據回傳

樣品傳遞

中心實驗室

參與實驗室A 

參與實驗室B 

參與實驗室C 

參與實驗室D 

光電特性試
驗項目

台灣 大陸

LED路燈傳遞/試驗流程



後續計畫
2012兩岸LED球泡燈能力試驗計畫

• 規劃期間:2011年12月-2012年4月

• 執行期間:2012年5月-12月

• 約20餘家實驗室 (台灣11家)
– 全光通量(lm)；
– 電氣特性功率(W)、電流(A)、電壓(V)、功率因

數(PF)
– 相關色溫(K)

• 試驗方法: IES LM-79-2008



LED路燈產品在台檢測!!



102年2月TAF審查台灣實驗室提交之技術文件，修
改認證範圍、更新證書

102年1月23日TAF召集台灣實驗室，對CQC規範進
行技術討論

101年12月14日CQC訪台灣，說明將開放台灣實驗
室申請CQC之程序與注意事項。

101年10月兩岸廈門會議，開放台灣實驗室與CQC
合作案﹑於政策面作成同意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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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6月CQC訪台確認實驗技術能力

102年5月14日台灣實驗室與中國質量認證中心(CQC)
簽署檢測合同書，提供LED路燈產品在台檢測

102年4月9日TAF與台灣實驗室赴北京訪CNCA, CQC，
討論申請資料之審查問題

102年3月TAF整合台灣實驗室申請資料，正式對CQC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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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室與

CQC建
立溝
通渠
道

實驗
室人
員/文
件管
理接

受CQC
訓練

實驗
室工
廠檢
查人
員訓
練

兄弟
爬山、
各自

努力!!

其他
LED照
明產
品驗
證/認
證合
作

強制
性CCC
產品
驗證/
認證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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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在台檢測後續工作



Roger SHENG 盛念伯

E-mail：roger@taf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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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報告案

1.102年第6次會議決議
事項及辦理情形

2.「一般照明用有機發
光二極體(OLED)平板
燈－性能要求」之IEC
標準制定情形

討論案

1.暫無議題

2.「LED照明標準因應
小組」102年第8次
會議之討論議題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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