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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3年第1次會議

- 102年第7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03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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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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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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本案洽悉

• 2.屬於持續性之工作請賡續推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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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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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
書處報告)

報告案2

• 1.本案洽悉。

• 2.本項報告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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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我國在LED方面掌握不少關鍵技術，對於發展中
之LED國際標準，正是我國可發揮影響力之機會，
建議各界可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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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10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之
辦理成果 (財團法人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報告)報告案3

• 1.本案洽悉。

• 2.感謝華聚基金會潘資深專員如珮針對本屆「海峽兩岸
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所進行之完整報告，使各
界瞭解本屆論壇所展現之各項成果。期待各項共識結
論依規劃執行，使各項成果充分落實。

決議事項

• 後續將安排華聚基金會針對「兩岸LED照明標準與產業
合作之議題」分享給與會成員，預計列入103年4月份第
2次會議之議題。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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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4/5)

•「LED照明產品互換性」之研究成果與進展 (臺灣LED
照明產業聯盟報告)報告案4

• 1.本案洽悉。

• 2.感謝臺灣LED照明產業聯盟蕭秘書長弘清分享在LED
室內照明產品介面電氣規格標準化方面之研究成果，
使各界瞭解LED照明產品互換性之推動進展，後續如
有更進一步之成果，歡迎蕭秘書長隨時提供經驗分享
與報告。

決議事項

• 秘書處會再持續追蹤後續成果，適時安排列入議程做報
告案。辦理情形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3年第1次會議之議題討
論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報告)討論案1

• 1. 有關「兩岸LED照明標準與產業合作之議題」，建
請華聚基金會提供規劃之構想，由秘書處安排列入後
續會議之討論案。

• 2.本小組之開會週期可彈性調整，如有合適之議題可
適時召開會議，倘無合適之討論議題，亦可機動調整
時間。

• 3.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已將LED照明列為兩岸產業合
作之項目，可掌握發展之動向，視可行性安排相關報
告。

決議事項

• 1.擬將「兩岸LED照明標準與產業合作之議題」列入
103年第2次會議。

• 2. 新增報告案3「HV LED建議規格草案」，請工研院
綠能所李副組長麗玲報告。

• 3.本小組會議目前暫訂為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 4.秘書處將再追蹤兩岸產業合作之動向，並安排相關
報告案。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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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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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TS 62861
LED產品之零件可靠度測試標準簡介(上)

報告案(二)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3年第1次會議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03年2月12日



基本原理
系統不論有多複雜，系統壽命受制於最短壽命零組件 ; 系統可靠
度取決於其零組件及其間交互作用
系統可靠度可以下述方式表示

• MTTF (Mean Time To Failure)
• 失效率(failure rate, field call rate, number of failure per time 

unit)
• 可用度 (availability,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item is able to 

function a time t )

可靠度試驗規劃(加速壽命)
Test-to-fail : 一般要測試到至少65%樣品失效，目的在取得失
效模式、壽命值等相關資訊
Test-to-pass: 是一種鑑證試驗或允收試驗，只能得到合格與否
資訊，好處是時間可掌握

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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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分成五大類零件

範圍

機械零件

電子零件

散熱系統

LED及LED連接器

光學零件

Test-to-pass

針對LED一般照明產品

光束維持率不在討論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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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照明產品在正常使用下的產品壽命

有六大類

任務輪廓

溫度

濕度

• 測試不同地區(環境)對成品所造成的劣化情況

• 例如：沙漠、雨林

機械
• 測試動態和靜態的力量對成品所造成的劣化情況

• 例如：掉落、撞擊、運輸的震動

化學
• 測試有害氣體對對成品所造成的劣化情況

• 例如：酸雨

電子
• 測試輸入電壓不穩定所造成的劣化情況

• 測試靜電對成品所造成的劣化情況

光照
• 測試紫外光、藍光對成品所造成的劣化情況

• 例如：太陽、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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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本標準須先符合下列標準

IEC 62612 • 一般照明用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

IEC/PAS 62717 • 一般照明用LED模組

IEC/PAS 62722-
2-1 • LED燈具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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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類測試條件(本次介紹)
LED
LED連接器

各分類測試條件(下次介紹)
光學零件

電子零件

散熱系統

機械零件

成品測試(下次介紹)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7



tj • LED的P-N接點溫度

ts • 廠商量測燈板上溫度點 (LED旁)

tp • 廠商量測產品性能的溫度點

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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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和LED連接器測試流程圖
取樣

焊接可靠度外觀檢查

前測試

測試前準備

一般環境測試

冷熱衝擊測試

高溫高濕測試

後測試

撰寫測試報告

濕熱測試

靜電防護測試

有害氣體測試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9



不對LED做性能分類

LED元件

族群原則

• 相同LED晶片

• 相同螢光粉

• 相同封裝方式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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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元件

可焊性

• IEC 60068-2-20 / J-STD-002.
• 16小時： 155 °C
• 3秒：245 °C
• 10秒：260 °C
• 外觀檢查：顯微鏡放大50倍

耐焊熱
• JEDEC-J-STD-020D
• 測試3次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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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試

LED元件

濕度測試 • IPC/JEDEC-J-STD-020D

光電測試

• 總光通量

• 驅動電壓

• 色座標

外觀檢查 • JESD22 B-101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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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LED元件

一般環境測試

• 測試時間：1000小時

• 低溫點燈測試 (LTOL)
• 測試溫度ts ：-40°C
• 最大輸出電流點燈

• 高溫點燈測試 (HTOL)
• 測試溫度ts ：85°C
• 最大輸出電流點燈

• 脈衝點燈測試 (PLT)
• 測試溫度ts ：55°C
• 電流脈衝寬度：100 μs / 工作週期(duty cycle)：3%

• 參考標準：JESD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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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元件

冷熱衝擊測試

• LED元件/晶片不需要點燈

• 溫度循環 (TMCL)
• 測試1000循環

• 最短停留時間15分鐘

• 低溫測試ts ：-40°C
• 室內高溫測試ts ：85°C
• 戶外高溫測試ts ：125°C
• 參考標準：JESD22-A104

振動測試 • 連同LED連接器一起測試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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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元件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高溫高濕測試

(WHTOL)

• 戶外測試條件

• 測試時間：1000小時

• 測試溫度ts ：85°C
• 相對溼度：85 %
• (電源)點滅：30分鐘開 / 30分鐘關

• 室內測試條件

• 測試時間：500小時

• 測試溫度ts ：60°C
• 相對溼度：90 %
• (電源)點滅：30分鐘開 / 30分鐘關

• 參考標準：JESD22-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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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元件

濕熱測試

(DHC)

• 濕熱循環測試

• 此測試僅限於室內照明

• 測試條件：

• -10°C / 25°C；乾燥

• 25°C / 65°C；相對溼度：90 %
• 週期：10循環

• 每週期24小時

• 參考標準：IEC 60068-2-30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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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元件

靜電防護測試

• 人體模型 (ESD-HBM)
• 最小輸入電壓：2 kV
• JS-001-2010

• 機械模型 (ESD-MM)
• 最小輸入電壓：400V
• JESD22-A115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17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7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7



LED元件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有害氣體測試

• Hydrogen sulphide H2S(硫化氫)
• 濃度：15 ppm
• 戶外測試條件

• 溫度：40 °C
• 相對溼度：90 %
• 測試時間：336 小時

• 室內測試條件

• 溫度：25 °C
• 相對溼度：75 %
• 測試時間：504 小時

• 參考標準：IEC 6006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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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元件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有害氣體測試

• 混合氣體 (FMCG)
• 溫度：25 °C
• 相對溼度：75 %
• 氣體濃度

• H2S(硫化氫) : 10 ppb
• NO2(二氧化氮) : 200 ppb
• Cl2 (氯) : 10 ppb
• SO2 (二氧化硫) : 200 ppb

• 參考標準：IEC 60068-2-60 ( method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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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氣體測試

• SO2 (二氧化硫)
• 僅限於戶外照明應用

• 測試時間：168 小時

• 溫度：25 °C
• 相對溼度：75 %
• 濃度：25 ppm

LED元件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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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後樣品檢查

通過條件

• 驅動電壓/電流 Vf , If < ±10%
• 總光通量< ±30%
• 色座標 (Cx , Cy)： < 0.03
• 外觀檢查：顯微鏡放大倍率 40倍到50倍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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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連接器

溫度循環

(TMCL)

• 溫度變化率最小：10°C ; 最大：15°C
• 最短停留時間 15分鐘

• 室內應用溫度範圍ts ：-40 ~ 100°C
• 戶外應用溫度範圍 : ts：-40 ~ 125°C
• 測試週期 : 尚未決定

• 參考標準：JESD22A-A104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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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連接器

振動測試

(VVF)

• 1.5 mm (全振幅) @ 20 Hz to 100 Hz
• 50 g @ 100 Hz to 2 kHz
• 參考標準：JESD22-B103

取樣 焊接可靠度

前測試 LED測試 後測試

LED連接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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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說明 
 HV LED 發展現況 
 台灣 HV LED 規格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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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光源技術發展 

Ref. U.S. DOE, Multi-Year Program Plan (2012) 

LED優勢：效率高、無汞、壽命長、易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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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S. DOE, Multi-Year Program Plan 
(2013) 

LED 元件價格與效率發展趨勢 
元件目標 266 lm/W；$0.5/klm 

235 lm/W, CW 
224 lm/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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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S. DOE, SSL-manufacturing roadmap (2011&2013) 

LED照明產品價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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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 價格($/Klm) 

鹵素燈泡 
(A19 43W;750 lm) $2.5 

CFL  
(13W; 800 lm) $2.0 

CFL 
 (13W; 800 lm 可調光) $10  

螢光燈系統 
(F32 T8;含安定器) $4  

LED Lamp (A19 12W; 800 
lumens dimmable) 

$19 
 

CFL 6” Downlight 
 (13 W; T4; ~500 lumens) 

$10 
 

LED 6” Downlight  
(10.5 W; 575 lumens) 

$50 
 

OLED Panel $800 

OLED Luminaire $2,400 

         資料來源： U.S. DOE, Multi-Year Program Plan (2013) 

替代型LED燈泡價格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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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Cree、Nichia、 Lumileds與晶元光電 都宣佈開發

HV LED(高壓)晶片； On-Chip ACLED為台灣的自主專利技術，

我國的HV LED 源自AC LED技術，故有特殊的價值。 
       台灣為全球第三大LED產業供應國，面對迅速成長的照明

應用，我國的LED產業亟待突破。HVLED 效率較一般的低壓

LED高，驅動HVLED的電源效率也高，故HVLED已開始受到國

內外LED照明廠商的關注。 
         經濟部技術處推動LED產業發展，希望透過統一HVLED的
規格，發揮我國LED產業量產技術優勢，讓台灣成為HVLED的
主導者，進而促進我國LED產業的發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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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台灣HV LED 
生產廠商  

TOSIA 標準規範委員會 

台灣HVLED 規格研擬歷程 

HV LED標準規格討論會 

HV LED標準規格化座談會 

2013.08 

2014.01 

2013.10 

2013.09 

標準起草                                 問卷調查                                 

HV LED規格標準座談會 

拜訪HV LED 
生產廠商  

標準草案                                 

2013.07 

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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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廠產品規格 

9 

HVLED 
供應商 

額定電流 
(mA) 

電流上限 
(mA) 功率(W) 封裝尺寸 

W×L (mm) 
VF (V) 

Min. Typ. Max. 

CREE 

22 66 1 

3.45×3.45 

46 

44 125 1 23 

88 375 1 11.3 

LUMILEDS 

20 30 1~1,5 3.17×4.61 50.0 53.0 60.0 

40 45 2~2.25 3.7×3.7 48.5 50.0 52.0 

40 100 4 
14.5×14.5 

94 96 98 

20 50 4 188 192 196 

SEOUL 

20 25 0.38~0.47 5.6×3.0 17.8 19.0 19.8 

20 30 0.26~0.43 6.5×4.0 11.8 13.0 14.2 

20 25 0.43~0.58 5.6×3.0 20.7 22.0 23.0 

40 45 1.3~1.55 3.5×2.8 30.0 32.5 34.5 

20 40 1.25~2.72 4.0×4.0 60.0 64.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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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封裝產品規格 

10 

 
 

 

HVLED 
供應商 

電流
(mA) 

電流上
限(mA) 

功率 
(W) 

封裝尺寸 
W×L (mm) VF (V) 

璨圓_FA3822KAE 20 0.2~0.5 3.8×2.2 24.0 

璨圓_FA4030KAC 30 40 0.9~1.2 4.0×3.0 30.0 

璨圓_FA4000NAI 20 1.0 4.0×4.0 46.0 

璨圓_FA4500NAJ 20 1.0 4.5×4.5 50.0 

璨圓_FA3822KAE 20 1.4 3.8×3.8 72.0 

海立爾_HMD5 20 30 1.0~1.5 - 50.0 

海立爾_HMD6 20 30 1.2~1.8 - 60.0 

海立爾_HMD7 15 20 1.0~1.4 - 70.0 

勒克斯_6565 20 30 1.0~1.5 6.5×6.5 50   52.5   55 

流明斯_XTH-6060FWRY-CN 60 7.0×6.0 52  56.0  64 

流明斯_XTH-6060FWRY-AN 30 7.0×6.0 100  11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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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封裝產品規格 

11 

 
 

 

HVLED 
供應商 

電流 
(mA) 

電流上限 
(mA) 

功率 
(W) 

封裝尺寸 
W×L (mm) VF (V) 

億光_EZHV-1W 20 30 1 3.5×3.5 47~55 

億光_EZHV-2W 20 30 3 6.0×6.0 95~111 

崴天_PPDV-1LVx 20 40 1 5.0×4.0 44  52  60 

崴天_PRDG-1LVx 20 45 1 4.65×3.05 64  70  76 

崴天_PGD1-2LVx 20 50 2 14.5×7.4 85  102  120 

崴天_PGDW-2LVx 15 45 2 14.5×7.4 125  140  155 

崴天_PGDW-4LVx 30 50 4 14.5×7.4 125  140  155 

崴天_PGDW-4LVx 20 50 4 14.5×7.4 175  205   235 

崴天_PGDY-4LVx 20 45 4 14.5×7.4 250  280  310 

崴天_PGD1-4LVx 40 100 4 14.5×7.4 85  10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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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LED 額定電壓規格一覽表 
(單位：V) 

12 

11 13 19 22 23 24 30 32.5 35 46 48 50 52 53 54 56 60 64 70 72 96 97 101 102 105 109 110 140 192 205 280 

CREE  l        l      l                                          

LUMILEDS                    l    l          l                l      

SEOUL    l  l  l    l                    l                          
億光                 l  l  l    l            l  l    l  l            
璨圓 l  l  l  l  l  
葳天                     l            l        l        l    l  l  
流明斯                           l                    l          
海立爾                   l          l    l                        
勒克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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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LED 額定電壓規格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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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 
廠牌 15 20 22 30 40 44 50 60 88 

CREE    

LUMILEDS    

SEOUL   

億光  

璨圓   

葳天     

流明斯   

海立爾    

勒克斯  

(單位：mA) 

HVLED 電流規格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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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LED 額定電流規格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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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LED 功率規格一覽表 

                功率 
廠牌 0.2 0.3 0.4 1 1.2 1.3 2.0 3.0 4.0 

CREE  

LUMILEDS    

SEOUL    

億光   

璨圓   

葳天    

流明斯  
海立爾   

勒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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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LED 額定功率規格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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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市場與電力系統分析 

18 

電力系統 (Vac) LED工作直流電壓範圍 
最低 額定 最高 最低 額定 最高 
180 200 220 254 283 311 
198 220 242 279 311 342 
207 230 253 292 325 357 
216 240 264 305 339 373 

• 全球電力系統範圍100~240Vac，但220V系統占多數，台灣

規格有110V與220V兩種，商業場合以220V居多。 
• 商業用對光源體積與光品質要求較高，照明產品成本空間

較大。 
• 應用標的:  200~1300流明之 GU 10燈泡、PAR燈、筒燈與燈

管等，產品型態以GU10燈泡、LED PAR燈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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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LED 規格考量 

  搭配全球電力系統，多款工作電壓規格
，增加設計便利性 

  因應照明光(調光)、高效率、精簡零件與
長壽命需求 

  封裝尺寸追隨既有產品，以利生產推廣 

  HVLED帶動驅動電源規格一致化，降低製
造成本 



Copyright 2014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工研院重要規劃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請依規定保管使用。 
 

20 

HV LED規格建議草案 

• 功率 P(W)：0.5W, 1W ,2W, 5W 

• 額定工作電壓Vf(V)： 

    15V, 24V, 30V, 50V, 60V, 120V; (+/- 10%)                                      

• 額定電流Ir(mA)：20mA, 40mA  (上限依廠商建議) 

• 封裝尺寸： 

    7090/ 5050/ 3535/ 3030 / 5630 / 3528 /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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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會議資料請勿對外提供

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LED)燈
泡商品實施檢驗辦理情形

報告單位：第三組

報 告 人：王俊超

103年2月12日

報告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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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一 緣 起

LED燈泡簡介

一

二

公告規劃過程

列檢公告內容

問題及解決方案

一三

一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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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 起

為因應照明需求的持續增長及節能環保為
訴求的宗旨，具有節能、長使用壽命與彈
性設計優勢的LED產品成為廠商大力發展的
商品，並陸續有許多企業投入此市場，希
望搶得新興市場之商機。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訪局，提出
目前市場LED燈泡等產品品質參差不齊及標
示混亂的情形，為避免造成消費者混淆並確
保消費者權益及使用安全，本局遂規劃將LE
D燈泡產品納入應施檢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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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ED燈泡商品簡介

不含汞蒸氣和鉛等有毒物質

具有節能與壽命長的優點

LED燈泡-可調控、造型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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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1月29日 完成制定LED燈泡性能檢測之國家標準CNS 15630

【一般照明用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供應電壓大於

50V)-性能要求】。

12月19日 赴京鴻檢驗試驗室，評估目前實驗室檢測能量

及相關列檢之可行性事宜。

12月27日 出席照明公會聯合會議，針對納入應施

檢驗範圍之議題進行初步討論。

三、列檢公告規劃過程

研商會議 正式公告預告 列檢宣導 能效管制 審議會議
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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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4月 2日 召開第一次研商會議，會中一致同意將LED燈泡產

品納入應施檢驗範圍，檢驗規範包含電氣安規、

電磁相容性及性能，並針對測試項目壽命時間進

行討論。

4月11日 邀集各試驗室研商有關性能壽命之可行性作法，

各實驗室提供目前既有之LED燈泡光束維持率數據，

由本局新竹分局專業試驗室彙整分析提出方案。

正式公告預告 列檢宣導 能效管制 審議會議

三、列檢公告規劃過程

評估作業
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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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6月 5日 再次邀集各實驗室就數據分析結果及擬定之方案

進行研商，取得標準壽命項目檢測可行性共識。

6月18日 召開第二次研商會議，確認檢驗範圍、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及相關檢驗規定，列檢實施日期擬訂103

年7月1日。並為加速型式試驗作業時程，會中決

議同意訂定先行簽發型式試驗報告之權宜措施。

4月-6月 完成LED燈泡商品型式分類原則草案擬訂，徵詢本局

光源指定試驗室、相關公協會意見。

正式公告預告 列檢宣導 能效管制 審議會議

三、列檢公告規劃過程

評估作業
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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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7月30日 公告預告「應施檢驗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

(LED)燈泡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預告期限為

60天。

7月-8月 彙整指定試驗室及相關公協會回覆型式分類原則

草案意見，完成LED燈泡商品型式分類原則初稿。

正式公告列檢宣導 能效管制 審議會議

三、列檢公告規劃過程

評估作業 研商會議
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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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8月15日

赴照明公會102年北區聯誼

會進行LED燈泡實施檢驗說

明宣導。

102年 8月23日

赴照明公會討論及說明LED

燈泡商品型式分類原則初稿

訂定內容說明。

正式公告能效管制 審議會議

三、列檢公告規劃過程

評估作業 研商會議 預告
列檢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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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0月15日 因預告期間接獲小瓦數LED燈泡廠商反映，其發光

效率(Lm/W)無法符合能源局預告之能源效率基準值

之管制規定。遂召開第三次研商會議，決議小瓦數

LED燈泡商品因有產品安全及性能標示符合性之要求，

仍應列屬本局應施檢驗範圍。惟能效管制因涉主管

機關經濟部能源局之權責範圍，會中已建請該局審

慎研議及妥處。

正式公告審議會議

三、列檢公告規劃過程

評估作業 研商會議 預告 列檢宣導
能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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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1月19日 赴經濟部能源局LED燈泡能源基準草案廠商說明會，

會中就小瓦數LED燈泡商品進行研議，該局同意下修

50Lm以下之LED燈泡能源效率基準值。

正式公告審議會議

三、列檢公告規劃過程

評估作業 研商會議 預告 列檢宣導
能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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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2月 4日 邀請經濟部能源局、相關公會及本局各分局共同與會

進行審議，針對檢驗範圍、檢驗標準、檢驗方式、實

施日期及其他檢驗規定研商結果，會中出席代表均一

致同意依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明細表草案內容執行。

12月 5日 假新竹分局桃園辦事處召開「LED燈泡型式分類原則」

定案討論會議，就修訂之商品型式分類內容進行討論。

12月12日 再赴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說明LED燈泡商

品型式分類原則內容。

正式公告

三、列檢公告規劃過程

評估作業 研商會議 預告 列檢宣導 能效管制
審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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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月 6日 ■本局公告「應施檢驗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

(LED)燈泡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103年7月

1日起生效。檢驗方式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

登錄雙軌併行，檢驗項目包含電氣安全規範、性

能及電磁相容性。

■其中性能檢驗標準CNS 15630第9.3節發光效率項

目配合能源局公告之能源效率基準，對LED燈泡商

品實施能效管制。

三、列檢公告規劃過程

正式公告評估作業 研商會議 預告 列檢宣導 能效管制 審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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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檢驗單相交流300V以下且大於50V者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模式二加三）

檢驗範圍

CNS 15436 (101年版)

【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燈泡(一般照明用)－安全性要求】

CNS 15630 (101年版)

【一般照明用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供應電壓大於50V)－性

能要求】

CNS 14115 (98年版)

【電器照明與類似設備之射頻擾動限制值與量測方法】

檢驗方式

檢驗標準

四、列檢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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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泡發光效率基準表
經濟部能源局經能字第10304600330號公告

發光效率
基準

(流明/瓦
，lm/W)

非指向型 指向型

額定光
通量大
於200流
明(lm)

額定光通
量200流
明(lm)以
下，大於
50流明
(lm)

額定光通
量50流明
(lm)以下

燈泡出光
面實測最
大外形尺
寸大於
50.8公厘
(mm)

燈泡出光
面實測最
大外形尺
寸50.8公
厘(mm)以

下

額定色溫

2700K
3000K
3500K

70.0 65.0 40.0 60.0 55.0

額定色溫

4000K
5000K
6500K

75.0 70.0 40.0 65.0 60.0

能源效
率

基準

四、列檢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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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題及解決方案解決方案問題一因LED燈泡屬長使用壽命產品，有關性能標準CNS 15630第11.2
節光束維持率測試時間為壽命標示時間之25%(最高為6000小時
，約260天) ，可能延誤廠商推出產品之商機。

在不影響產品安全性之前提下，為避免造成廠商商機之延誤
，訂定先行簽發型式試驗報告之權宜措施，加速商品型式試驗
作業時程。

規定在LED燈泡光束維持率試驗達2000小時，其光束維持率
維持在96.0%以上者，於完成其它規定檢驗項目時，檢驗單位
得先行簽發型式試驗報告。

檢驗單位每隔1000小時應執行一次光束維持率試驗進行追蹤
確認，並於試驗完成後檢送該項光束維持率試驗合格報告至本
局核備，如追蹤確認試驗結果發現有不符合時，檢驗單位應即
通知本局，依商品驗證登錄辦法及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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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問題二有關LED燈泡壽命標示大於24000小時以上應如何執行檢驗?

本局第一組於102年7月10日召開「電機工程國家標準技術
委員會102年第48次會議」研商決議，表示該標準已制定額定
壽命之標示方式，並提供光束維持率、溫度循環、點滅及加
速操作壽命等試驗，可針對額定壽命進行評估，對於額定壽
命之宣告並無明確限制，因而無須針對該標準之壽命標示內
容進行修訂。

故有關LED燈泡額定壽命標示部分，仍依該標準規定之相關
內容執行檢驗。

五、問題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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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問題三小瓦數LED燈泡廠商反映，商品主要適用於輔助及氣氛照明用，
其發光效率(Lm/W)無法符合能源局預告之能源效率基準值之管
制規定。

基於小瓦數LED燈泡商品仍有產品安全及性能標示符合性之
要求，該等商品仍應列屬本局應施檢驗範圍。

至有關發光效率(Lm/W)無法符合能源局預告之能源效率基
準值規定，經能源局於11月19日邀集相關公會、業者及本局
共同研議，決議確認仍將50(Lm)以下之LED燈泡納入能源效率
基準值之管制範圍，惟其能源效率基準值同意下修至
40(Lm/W)。

五、問題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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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問題四照明公會來函反映，有關性能標準CNS 15630第10.1節色差類別
建議以專案方式引用IEC 62612標準之規定，增加色差類別7階
以上(7+)之選項。

國家標準CNS 15630係調和自國際標準IEC 62612，其中CNS
15630第10.1節色差類別規定不得大於7階，與IEC 62612規定
色差類別可至7階以上有所差異。

基於市面上LED燈泡商品實際現況，部分商品並未在第10.1
節額定色溫之色差類別範圍內，雖符合IEC規定之要求卻無法
進口或國內產製。

因該項目並不影響安全性，為避免產生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的疑慮，且商品之設計及銷售與國際間接軌，擬依該公會建議
以專案引用IEC 62612第10.1節色差類別可至7階以上。

五、問題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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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恭請裁示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討論案(一)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3年第1次會議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103年討論議題之規劃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03年2月12日



103年第1次會議 103年第2次會議 103年第3次會議

時間 2月12日(三) 4月 6月

報告案 1. 102年第7次會議決議
事項及辦理情形

2. IEC/TS 62861LED產
品之零件可靠度測試
標準簡介(上)(ETC-E)

3. HV LED建議規格草
案介紹(工研院綠能所
李副組長)

4. 本局LED燈泡列檢辦
理情形(BSMI三組)

1. 103年第1次會議決議
事項及辦理情形

2. IEC/TS 62861LED產品
之零件可靠度測試標
準簡介(下)(ETC-E)

3. LED平板燈產業標準
介紹(工研院綠能所李
副組長)

4. 網頁改版規劃情形說
明

1. 103年第2次會議決議
事項及辦理情形

2. IEC60838-2-3關於
LED燈管用燈帽標準
簡介(ETC-V)

3. CIE 2014年會分享
(CIE Taiwan)

4. 網站改版建置情形
(ETC-P)

5. LED相關標準第1場說
明會辦理情形(ETC-P)

討論案 1. 103年討論議題規劃
2. 103年第2次會議議題

討論

1. LED相關標準第1場說
明會規劃情形(ETC-P)

2. 兩岸LED照明標準與
產業合作(華聚)

3. 103年第3次會議議題
討論

1. 103年第4次會議議題
討論

備註 3月照明展 6.17-6.19 台灣國際光電週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3年第4次會議 103年第5次會議 103年第6次會議

時間 8月 10月 12月

報告案 1. 103年第3次會議決議
事項及辦理情形

2. IEC60598-2-21關於
LED燈串安規之簡介
(ETC-V)

1. 103年第4次會議決議事項
及辦理情形

2. 「第11屆海峽兩岸信息產
業和技術標準論壇」辦理
成果(華聚)

3. IEC62560一般照明50V以
上安定器內藏式LED燈安
全要求(修正版)+ 
IEC62663-1 關於非安定
器內藏式LED燈泡的安全
標準簡介(ETC-V)

4. LED相關標準第2場說明
會辦理情形(ETC-P)

1. 103年第5次會議決議
事項及辦理情形

2. IEC 62717 一般照明
LED模組性能要求簡
介(ETC-E)

討論案 1. LED相關標準第2場說
明會規劃情形(ETC-P)

2. 103年第5次會議議題
討論

1. 103年第6次會議議題討論 1. 104年第1次會議議題
討論

備註 *IEC62560對應CNS15436，但無
修正後的版本
*IEC 62663-1 無相對應CNS

CNS15602相對應pre std. 
IEC/PAS62717，非此
IEC62717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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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二)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3年第1次會議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103年第2次會議議題討論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秘書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03年2月12日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報告案

1.103年第1次會議決議
事項及辦理情形

2. IEC/TS 62861LED產
品之零件可靠度測試
標準簡介(下)

3. LED平板燈產業標準
介紹

4.「LED照明標準因應
小組」網頁改版之規
劃情形說明

討論案

1. 「LED照明標準因應
小組暨LED照明相關
國家標準」第1場說明
會規劃情形

2.兩岸LED照明標準與
產業合作

3.「LED照明標準因應
小組」103年第3次
會議之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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