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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1/4)

後續將再安排台灣
LED與照明標準調和
會議秘書處報告「台
灣LED與照明標準調
和會議」討論情形。

報告案2：「台灣LED與照明標準調和
第4次會議推展報告」

決議事項：

本案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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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將再安排工研院
量測中心報告我國參
與CIE國際標準制定
活動之進展。

報告案3：「我國參與CIE國際標準制
定活動之現況與規劃」

決議事項：

我國應把握參與CIE之機會，積極參與
國際標準之制定，期盼各界共同努力與
支持。

3

依歷次討論之決議事
項持續辦理。

報告案1：「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101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決議事項：

需持續辦理之事項請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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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議題及重要決議事項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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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2/4)

後續將適時報告本
局科專計畫關於LED
分項之執行情形。

報告案4：本局「節約能源、再生能源
及前瞻能源產品之標準、檢測技術及
驗證制度平台」科專計畫中LED分項
計畫之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主要功能
之一，係提供各界在標準化推動方面
之資訊分享平台，期透過各單位在本
小組中所分享之工作成果，促進各成
員間對於各項推動工作之相互瞭解，
進而協調與整合相關資源，避免重複
投入。

4

辦理情形議題及重要決議事項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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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3/4)

有關針對市售LED燈
泡等產品進行光輸
出標示值（例如光
通量、發光效率
等）落差之普查，
已交由本局業務單
位評估其可行性。

討論案1：「LED照明標準如何落實」

決議事項：

1. 有關針對市售LED燈泡等產品進行
光輸出標示值（例如光通量、發光
效率等）落差之普查，本局可進一
步研究其可行性。

2. 普查可促進不良品之淘汰，凸顯出
優良產品之品質，對於LED產業之
發展具有正面之效益，惟推動之細
節應妥善規劃，應先檢討現行之檢
測能力，研議合適之檢測依據與判
定準則，再參酌試驗室目前已蒐集
之數據，並參考美國之作法，應考
慮周全後始進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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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議題及重要決議事項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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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兩岸RPC
與3C法規強制性
產品驗證制度比
對研究報告」之
心得分享報告
案，將安排於後
續會議中報告。

2.已向各單位書面
徵求本小組102
年度之議題，將
安排102年度第1
次會議進行討
論。

討論案2：「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101年第4次會議之討論議題

決議事項：

1.依業務單位之規劃安排議程。

2.全國認證基金會目前正組團前往中
國大陸廈門，與中國國家認證認可
監督管理委員會商談相關事宜，若
時間許可，可安排全國認證基金會
於下次會議中報告此行之相關成
果。

3.除既定之議程外，各成員若有其他
構想，隨時與業務單位聯繫，由業
務單位彙整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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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議題及重要決議事項項次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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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SL簡介

• 中國國際半導體照明論壇（CHINASSL）簡介：
目前中國大陸在半導體照明領域最具規模，業界參
與度及口碑最好的論壇(自稱)。它全面覆蓋行業工藝
裝備、原材料，技術、產品與應用的創新發展，提
供全產業鏈範圍的海內外合作平臺，致力於拓展業
界所關注的目標市場，以專業精神恒久締造企業的
商業價值。
CHINASSL2012論壇共設立2場大會，17個分會。
通過論壇大會/技術分會/專題分會/海外專場/技術培
訓等形式，開展各種方式的研討交流，使與會者從
中受益，切實發揮橋樑和紐帶作用。同期還安排了
商務配對、POSTER展示與交流、影響力人物訪談
等多個活動，在參加論壇之餘還有更多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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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TopicsTopics

•• 半導體在中國半導體在中國 ── 歷史、現況與未來歷史、現況與未來

- 中國半導體的歷史和現況

- “中國特色” 的分析

- 未來展望

•• 廣東廣東LEDLED產業發展的探索和實踐產業發展的探索和實踐

- 廣東省LED產業的全面快速發展

- 發展的新思維與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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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TopicsTopics

•• 半導體在中國大陸半導體在中國大陸 ── 歷史、現況與未來歷史、現況與未來
((科學技術部科學技術部 副部長副部長 曹健林曹健林))

- 中國大陸半導體的歷史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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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目前致力於綠色節能減碳之綠色發展
而半導體照明半導體照明便是目前最成功的重點領域及突破

預計2015年LED產業取代25%傳統燈具
每年節電1000億度、規模達5000億人民幣

效率高 壽命長

易維護 無汙染

績效顯著、易於推廣
惠及全民，順應社會發展需求
高新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
廣大的發展及應用空間

醫療與保健

能源與環境

安全系統

電子化社會

交通與汽車

食品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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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60年代發明第一顆LED以來LED
產業已走過了50年的發展歷程

這10年來是半導體照明技術與產業發展最迅速的階段

中國大陸首支GaAsP紅光LED於長春物理所問世

AlGaInP “高亮度紅、橙、黃光LED”研發863立項

AlGaInP 紅橙光”LED外延材料”863產業化重大專項立項

在自然科學基金的支持下，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北京大學等，率先開展氮
化物材料的研究

緊急啟動半導體照明科技項目，開啟大陸的半導體照明新紀元白光LED流明效率
僅有20-30lm/W

科技部啟動863”半導體照明工程”重大項目白光LED流明效率超過60lm/W

科技部啟動”十城萬盞”開展半導體照明應用示範

白光LED研發達到130lm/W，產業化110 lm/W，白光OLED 40lm/W。申請發
明專利753，授權177項；培養研究生950人

啟動”十二五”863 高效半導體照明重大項目半導體照明聯合創新國家重點實驗
室籌建通過論證

863計畫：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Copyright 2012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中國半導體照明產業近10年發展重要里程碑

 20032003

‧‧ 科技部成立半導體科技部成立半導體
照明工程協調領導小照明工程協調領導小
組，緊急啟動組，緊急啟動國家半國家半
導體照明工程導體照明工程
‧‧ 藍光藍光LEDLED晶片國產化晶片國產化
‧‧ 產業規模產業規模9090億元億元

 20042004

‧‧ 科技部支持成立國家科技部支持成立國家
半導體照明工程研發半導體照明工程研發
及產業聯盟及產業聯盟(CSA)(CSA)

 20062006

‧‧ ““十一五十一五””國家國家863863計畫計畫
””半導體照明工程半導體照明工程””重大重大
項目啟動項目啟動

 20082008

‧‧ 北京奧運示範應用北京奧運示範應用
‧‧ 中國大陸開始中國大陸開始LEDLED

功能性照明應用功能性照明應用

 20092009
 20102010

 20122012

‧‧ 科技部啟動科技部啟動””十城萬十城萬
盞盞””
‧‧ 產值首次超過產值首次超過10001000億元億元

‧‧ 晶片晶片國產化率國產化率50%50%
‧‧ 發起發起組建國際半導體聯盟組建國際半導體聯盟
(ISA)(ISA)

‧‧ 1818家以家以LEDLED為主營業務上為主營業務上
市市

公司公司
‧‧ 財政部、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發改委、科技部
聯聯

合啟動半導體照明產品合啟動半導體照明產品財財
政政

補貼推廣項目補貼推廣項目
‧‧ 李克強副總理考察李克強副總理考察半導體半導體
照照

明聯盟明聯盟和和聯合創新國家重聯合創新國家重
點點

實驗室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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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全球最早也是最大的示範應用國家

 20082008

‧‧ 水立方首次實現了水立方首次實現了
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世界上最大規模的
全彩色可變換場景全彩色可變換場景
LEDLED景觀照明景觀照明
節電節電70%70%

 20092009

‧‧ 十一十一6060周年，天安周年，天安
門門

廣場顯示屏，實現從廣場顯示屏，實現從
晶片到系統的國產化晶片到系統的國產化

 20102010

‧‧ 世博會世博會LEDLED最大規模最大規模
應用，世博園區內使應用，世博園區內使
用用10.310.3億顆億顆LEDLED晶片晶片
場館室內照明光源中場館室內照明光源中
約約80%80%採用採用LEDLED

 20112011

‧‧ 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
150WLED150WLED燈替代燈替代
1000W1000W鹵素燈，照鹵素燈，照
度提高度提高40%40%，能耗，能耗
降低降低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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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迅速
連續八年年均增長超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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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完整，產業初具規模

襯底、外延、晶片 封裝、模組 應用、系統

半導體照明產業鏈長、應用面廣、發展呈多樣性半導體照明產業鏈長、應用面廣、發展呈多樣性
指示
顯示

背光

照明

截至2011年底，大陸LED晶片企業超過60家
2011年亞洲地區MOCVD保有量超過2000台
中國大陸MOCVD保有量目前超過900台
2011年第一台48片2英吋生產型MOCVD樣機
產業化技術支撐與先進水平有差距

封裝企業數量較多，製造能力和出口
量已位居全球首位
產品結構轉向SMD和大功率LED封裝
相關企業業務向下游延伸趨勢明顯

應用企業數量眾多
產業進入門檻低，集中度不高，
缺乏品牌
功能性照明部分應用產品有技術
優勢
農業，醫療等創新應用方興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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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啟動”十城萬盞”半導體照明試點示範工程

目前已批復37個試點城市，已實施示範工程超過2000項，
應用LED燈具超過600萬盞，年節度超過5億度

 推動技術集成和創新應用推動技術集成和創新應用 
 促進市場機制和商業模式形成促進市場機制和商業模式形成 

 半導體照明產業的社會認知度顯著提升半導體照明產業的社會認知度顯著提升

十城萬盞工作會 LED隧道照明 LED停車場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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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有一定配套能力的產業群集

集中了85%以上的半導體照明企業和產值

14個產業基地14個產業基地 產業四大區域產業四大區域

廈門、大連、上海、南昌、深圳、揚州和
石家莊等14個產業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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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研究機構

2727所大學所大學開設LED相關專業學科：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南昌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

2323家研究院家研究院設立與LED相關研究機構：
中科院半導體所、長春光機所、物理所蘇州納米所、上海光機所、中電十三所等。

22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設立：
§§ 國家矽基LED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依託南昌大學，研究重點為矽襯底LED材料生長與晶片製造技術，推動這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

，實踐大規模產業化。

§§ 國家半導體照明應用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依託上海半導體照明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解決半導體照明應用系統關鍵共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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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研究機構

 2004年國家半導體照明工程研發及產業聯盟成立
 2012年科技部批復成立由聯盟牽頭的半導體照明聯合創新國家重點實驗室

技術創新中心技術創新中心

人才培育中心人才培育中心

標準檢測中心標準檢測中心

產業化輻射中心產業化輻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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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TopicsTopics

•• 半導體在中國半導體在中國 ── 歷史、現況與未來歷史、現況與未來

- “中國特色”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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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6年年 →→ 開始組織實施”中國綠色照明工程”

20092009年年44月月 →→ 國家科技部啟動”十城萬盞”半導體照明試點示範應用工程

20092009年年1010月月 →→ 中國六部委聯合發布”半導體照明節能產業發展意見”

20102010年年1010月月 →→ 《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

將半導體照明列入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

20112011年年66月月 →→ 開展第二批”十城萬盞”半導體照明應用工程試點示範

20122012年年55月月 →→ 大陸國務院安排 22億元支持推廣節能燈和LED燈

20122012年年77月月 →→ 半導體照明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項規畫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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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主力軍地區─產業主力軍地區─

在鞏固原有產業優勢基礎上，更加注重產業的集聚效益和發展質量，打造區域品牌

產業新生代地區─產業新生代地區─

尋找地區資源稟賦、地緣特色等與LED產業需求的交集點，突出區域比較優勢，塑造
產業差異化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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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問題。。。

● 上由外延材料、核心器件與國外有差距
● 應用系統集成技術需加強
● 下一步須要加強的技術：可靠性、光品質、合適的
壽命、高附加價值產品、專業支撐的規格、接口、模
塊化研究等

● 下游應用環節准入門檻低
● 缺乏龍頭品牌企業
● 產品同質化，創新應用市場需要開拓

● 功能性照明的市場還需培養
● 商業模式須要進一步探索
● 標準檢測認證體系建設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
● 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缺乏市場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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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TopicsTopics

•• 半導體在中國半導體在中國 ── 歷史、現況與未來歷史、現況與未來

-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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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節能減碳效果離預期有較大的差距

【2012年節能目標】

單位GDP能耗下降3.5%

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

均下降2%

氨氣排放量下降1.5%

氮氧化物排放量實現零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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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TopicsTopics

•• 廣東廣東LEDLED產業發展的探索和實踐產業發展的探索和實踐
((廣東省科技廳廣東省科技廳 廳長廳長 李興華李興華))

- 廣東省LED產業的全面快速發展

- 發展的新思維與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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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TopicsTopics

•• 廣東廣東LEDLED產業發展的探索和實踐產業發展的探索和實踐

- 廣東省LED產業的全面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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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LED產業規模預測

1. 產業規模位居全國之首
2. 產業集群優勢明顯
3. 高端研發實現重點突破
4. 推廣應用成效顯著
5. 產業生態日趨優化

廣東省LED產業的全面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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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業規模位居全國之首

廣東LED企業佔全國比重
廣東省 67% 其它地區33%

廣東LED產值佔全國比重
廣東省 65% 其它地區35%

‧ 2011年，廣東LED產業產值規模達1515億
元，
連續兩年增長

‧ 2012年1-9月，實現總產值1250億元，同比
增長17.2$%；預計今年總產值將超過2000億
元，產值和規模繼續位居全國首位

2. 產業集群優勢明顯

‧ 上市企業做大做強：廣東省20多家LED上市企業
總市值超過200億元

‧ 省級LED產業基地蓬勃發展：惠州、東莞、江門、
南海、增城等5個省級LED產業基地總投資超過
500億元

‧ 重大投資項目紛至沓來：惠州科銳、洲磊科技等
重大項目總投資超過2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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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端研發實現重點突破

‧ 中科宏微公司和昭信集團相繼研製出國產MOCVD樣機，一批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填補廣東省產業空白

‧ 2011年全省晶片、外延片等上游環節總產值占比接近20%，晶片製備技術領域專利申請量已達1693件，
引領產業向高端環節延伸

4. 推廣應用成效顯著

‧ 截至2012年3月，全省累計推廣應用LED路燈30萬盞，示範路段超過3000公里，總體節能55%，累計節約用電
3.6億千瓦時

‧ 2012年5月以來，全省招投標安裝的LED路燈超過12萬盞，室內LED照明產品超過30萬盞

‧ 2013年應用推廣目標：新安裝LED路燈100萬盞

30萬盞路燈改造前後對比 300W高壓鈉燈 135W LED路燈 改造後對比

年耗電量 (萬度) 36135 16260.8 -55%

消耗標準煤 (頓) 126472.5 56912.8 -69560

二氧化碳排放量 (頓) 331358 149112 -182246

二氧化硫排放量 (頓) 107502 48376 -5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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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產業生態日趨優化

‧ 省財政LED產業專項資金，3年已累計投入13.5億元

‧ 國家半導體光電產品檢測重點實驗室、國家LED產品監督檢驗中心等國家級LED檢測機構相繼落戶廣東

‧ 全省LED產業公共服務平台覆蓋面廣，產業生態不斷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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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TopicsTopics

•• 廣東廣東LEDLED產業發展的探索和實踐產業發展的探索和實踐

- 發展的新思維與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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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產業技術路線圖，引領核心關鍵技術聯合攻關

‧ 編製《廣東省LED產業技術路線圖》，指名產業技術發展方向和路徑

‧ 產學研用結合，集聚全球創新資源，聯合攻關促進產業健康持續發展

‧ 賽翡LED藍寶石襯底ASF工藝、晶科大功率倒裝焊LED集成晶片、長運通去電源化高壓LED核心
技術等專利技術項目實現產業化，填補產業鏈空白

2. 首創LED”標竿體系”，嚴格控制產品質量

‧ 率先建立LED產品質量評價標竿體系，發布標竿目錄7期，686個產品。經各類示範工程驗證，標竿
產品沒有出現質量問題。

‧ 組建省半導體照明質量與可靠性評價中心，啟動LED質量與可靠性雲服務平台項目建設

3. 實施”標準光組件”計畫，積極參與全球標準制定

‧ 啟動”LED照明標準光組件計畫” ，掌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專利技術和光組件檢測技術

‧ 發布《LED照明產業標準體系規劃與路線圖》，5年內制定130餘項地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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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全力拉動消費市
場

‧ 2009年組織實施”千里十萬”示範工程

‧ 2010年，省科技廳與珠三角地市政府簽約共建”綠色照明示範城市”

‧ 2012年5月，發布《廣東省推廣使用LED照明產品實施方案》，以城市公用事業附加收入支付節能收益
為標竿，3年內再全省公共照明領域全面推廣應用LED照明產品，帶動全社會普及LED照明

5. 以新機制建設聯合創新中心，推動行業協同創新

‧ 廣東省科技廳牽頭組織22家龍頭企業和科研機構成立”廣東省半導體照明產業聯合創新中心”，以
聯盟形式推動LED核心和共性技術突破、拓展LED產業技術創新應用、規劃LED產業未來發展趨勢、
搭建政府和企業之前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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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LED燈泡CNS測試標準介紹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陳 昶 龍

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120874103
New Stamp



※安規標準

- CNS15436【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燈泡(一般照

明用)-安全性要求】。

- 標準檢驗局公告日期：99年11月18日公布。

- 相對應國際標準IEC/CD 62560 ： 2008

- 最新公告日期：101年11月15日公布

- 相對應國際標準IEC 62560 ： 2011- 相對應國際標準IEC 62560 ： 2011

※性能安規標準

- CNS 15630CNS 15630CNS 15630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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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標準檢驗局公告日期： 101年11月29日公布。

- 相對應國際標準IEC 62612 ： 2011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一、 CNS15436CNS15436CNS15436CNS15436標準簡介標準簡介標準簡介標準簡介

1.標示：

本體標示 本體或外包裝或說明書中標示

來源標示 點燈安裝方向

額定電壓或電壓範圍 額定電流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額定電壓或電壓範圍 額定電流

額定消耗功率 LED燈泡之重量與替換光源重量注意說明

額定頻率 不適用於調光電路符號標示

對眼睛保護等級之標示



2.燈帽之可互換性：

燈泡之燈帽須符合IEC60061-1規定，並以符合

IEC60061-3 之量規來驗證燈泡燈帽之可互換性。

3.彎矩、軸向拉力及質量：

燈泡傳至燈座之彎矩值及LED燈泡質量不可超過標準表
2之規定值。
燈殼或燈帽施加40N之軸向拉力或3Nm之彎矩時，不得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燈殼或燈帽施加40N之軸向拉力或3Nm之彎矩時，不得
鬆脫。

4.防止意外觸及帶電部之保護：
燈泡之結構應符合當燈泡安裝於符合相對應之IEC標準
之燈座時，無法觸及危險部位。



5濕化處理後之絕緣電阻及絕緣耐電壓：

濕化處理：濕度： 91~95%
溫度： 20~30℃
時間： 48小時

絕緣電阻：測試電壓： DC500V
測試時間：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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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時間： 1分鐘
符合性： 阻抗值須大於4MΩ，

絕緣耐電壓：測試電壓：AC 2750V+4U(U為工作電壓)
測試時間： 1分鐘
符合性：測試中不可有崩潰電流產生。



6.機械強度 ：

於燈泡本體與燈帽間施加標準表3所規定之扭矩時，黏

著式燈帽應穩固附著於燈泡本體上，非黏著式燈帽不得

位移超過10度角，經上述試驗後，當LED省電燈泡安裝

於符合相對應之IEC標準之燈座時，無法觸及危險部位。

7.燈帽溫升：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7.燈帽溫升：
燈泡應在電壓範圍中之最高電壓下進行量測，燈泡之燈帽
溫升不可超過120℃。



8.耐熱性：燈泡維持帶電部於固定位置之絕緣材料及防電擊保

護之絕緣材料應具備足夠之耐熱能力。

試驗溫度：比操作溫度高25℃±5℃

維持燈帽於固定位置之絕緣材料不得低於125℃

其他部位不得低於80℃

符合性：以直徑5mm之鋼球對試驗樣品表面施加20N之力1小

時後，將鋼球移去，試驗樣品表面之凹痕，其直徑

不得超過2mm。

9.耐燃性：

燈泡維持帶電部於固定位置之絕緣材料及防電擊保護之絕緣
材料須符合650℃熾熱線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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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故障試驗：

燈泡須能承受製造商宣告最不利之電壓或標示電壓最

大值電壓或150%額定輸入功率及零件短路之試驗，穩

定後持續15分鐘，穩定中及穩定後LED燈泡可以失效

但不可產生危險，LED燈泡不得起火、產生可燃性氣

體或煙霧以及使帶電部成為可觸及部位。

11.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

燈泡之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須符合CNS15467-1

(IEC61347-1)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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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NS15630CNS15630CNS15630CNS15630標準簡介標準簡介標準簡介標準簡介
1.1.1.1.標示：

項目 產品本體 外包裝
產品規格書、型

錄或網頁

(a)額定光通量(lm)、中心光強度及光束角 ✓
(額定光通量)

✓ ✓

(b)光學特性代碼 － ✓ ✓
(c)額定壽命(h)及對應之光束維持率(x) － ✓ ✓
(d)額定壽命所對應之失效百分數(F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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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光束維持率代碼 － － ✓
(f)額定色溫，包含色差類別之初始代碼及

維持代碼

✓
(額定色溫)

✓ ✓

(g)額定演色性指數 － ✓ ✓
(h)枯化點燈時間(大於0 h 時) － － ✓
(i)額定發光效率(lm/W)(參照 － ✓ ✓
(j)尺寸，包含許可差 － － ✓
(k)相移因數 － － ✓
(l)配光型式 － ✓ ✓



2.尺寸：

燈泡之尺寸，應符合製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指定之要
求。若宣告符合IEC 60630所規定之輪廓形， 則不得
超出其最大輪廓形。

3.LED燈泡之消耗功率：

燈泡之初始消耗功率，不得高於功率額定值之110%。

4.相移因數：

燈泡之相移因數實測值符合下表及不得低於製造廠商燈泡之相移因數實測值符合下表及不得低於製造廠商
/責任供應商所宣告相移因數額定值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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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限制值

P≦2 W 2 W＜P≦5 W 5 W＜P≦25 W P＞25 W

κdisplacement[cos(φ1)] 不限制 ≧0.4 ≧0.7 ≧0.9



5.電磁干擾：

燈泡依CNS 14115進行試驗，須符合其規定之要求。

6.諧波失真：

大於5 W 之LED 燈泡依CNS 14934-2(IEC 61000-3-2)
進行試驗，電流總諧波失真(THD)不得大於120 %。

7.突波保護：

依CNS 14676-5(IEC 61000-4-5)之試驗法，對LED 燈依CNS 14676-5(IEC 61000-4-5)之試驗法，對LED 燈
泡施加線對線0.5 kV，線對地1.0 kV 之試驗電壓，
切換極性重複試驗3 次，試驗後燈泡可正常操作。

8.光通量

LED燈泡之初始光通量應不低於額定光通量之90%。



9.光強度分布、峰值光強度及光束角

光強度分布：應符合製造廠商/責任供應商所宣告之配

光型式。

峰值光強度：實測峰值不得低於製造廠商/責任供應商

宣告峰值光強度之75 %。

光束角：實測光束角與製造廠商/責任供應商宣告之光

束角差異不得大於25 %。

10.發光效率：

燈泡之發光效率實測值，不得低於製造廠商/責任供

應商所宣告發光效率額定值之90 %。

且發光效率應符合能源主管機關之規定值。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11.色溫、色差及演色性
色溫(CCT)：
燈泡之額定色溫宜為下列7 個數值其中之一。

額定色溫 相關色溫(CCT) x y 

F 6,500 6,400 0.313 0.337 

F 5,000 5,000 0.346 0.359 

F 4,000 4,040 0.380 0.380 

F 3,500 3,450 0.409 0.394 

F 3,000 2,940 0.440 0.403 

F 2,700 2,720 0.463 0.420 

P 2,700 2,700 0.458 0.410 



色差：
燈泡之色度座標實測值(初始值及維持值)，不得
超出製造廠商/責任供應商所宣告之色度座標許可
差類別。實測值與額定值須為相同類別，或更佳
之類別。

以色度座標額定值為 色差類別
中心之n-階MacAdam 

橢圓

色差類別

初始代碼 維持代碼

3-階 3 3

5-階 5 5

7-階 7 7



演色性指數(CRI) 
燈泡之額定演色性指數須在75以上。
燈泡之CRI 實測值須符合下列規定：
－ CRI 初始值不得低於額定值減去3 之值。
－ CRI 維持值不得低於額定值減去5 之值。



12.壽命

※ 燈泡之光束維持率須在L70以上。

※ 燈泡之失效百分比須在F50以下。

※ 燈泡須符合耐久性試驗

光束維持率測試方法：

量測燈泡之初始光通量(0小時)，並於到達25%之額定壽

命(最長不超過6,000 h)後再次量測，取得25%之額定壽

命之光束維持率。

除另有規定外，電性、光學特性在(25±1)℃之溫度下量

測，光束維持率、壽命及點滅試驗在25℃至35℃之溫度

下進行，相對溼度應不超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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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判定

當符合下列條件，則LED燈泡視為通過試驗。

(a) 在到達25%之額定壽命後(最長不超過6,000 h)所

測得之光束維持率，不低於製造廠商或責任供應

商所指定及提供在額定壽命期間之最大光束維持

率。

(b) 在到達25%之額定壽命後(最長不超過6,000 h)失(b) 在到達25%之額定壽命後(最長不超過6,000 h)失

效百分比，不高於製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所指定

及提供在額定壽命期間之失效百分比。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耐久性試驗測試方法：

(a) 溫度循環試驗

循環溫度：-10℃下1小時，+50℃下1小時。

若製造廠商於技術文件中宣告最低與

最高之溫度範圍， 則採用其宣告值。

溫度變化：以每分1 ℃方式上升及下降溫度。

每循環時間：4h 。每循環時間：4h 。

循環測試次數：250次。(共計需1000h)

燈泡點燈週期：34分鐘點燈，34分熄燈為1個點滅

週期。

(b) 點滅試驗

點滅時間：以通電30秒、斷電30秒之一週期。

點滅次數：額定燈泡壽命時數之一半。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合格判定

當符合下列條件，則燈泡視為通過試驗。

(a) 試驗結束後，LED燈泡能點亮並維持15分鐘。

(b) 光束維持率不低於製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所指定

及提供在額定壽命期間之最大光束維持率。

(C)加速操作壽命試驗

試驗溫度：製造廠商所指定最大操作溫度高10 K之溫試驗溫度：製造廠商所指定最大操作溫度高10 K之溫

度(若未指定最大操作溫度時則在50℃下

進行試驗)

試驗時間：施加試驗電壓連續操作1,000 h。

合格判定：燈泡在試驗結束時之光通量與初始值相比

最多衰減20 %，且至少維持15 分鐘。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三、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規範簡介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規範簡介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規範簡介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規範簡介

目前針對LED燈泡產品，現行有台灣銀行於共同供應契約

商招標業務訂有採購規範，該採購規範規定，除須符合

CNS15436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燈泡(一般照明用)-安

全性要求外，並須依據燈泡輸入功率不同分為 7W、9W及全性要求外，並須依據燈泡輸入功率不同分為 7W、9W及

10W三種規格，並在不同規格內依據輸入功率因數及發光

效率不同分為4組，訂有光通量、色溫、發光效率等性能

測試之要求，其詳細規定內容詳如下表。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項目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光通量

(lm)

7W ≧560 lm ≧560 lm ≧448 lm ≧448 lm

9W ≧720 lm ≧720 lm ≧576 lm ≧576 lm

10W ≧800 lm ≧800 lm ≧640 lm ≧640 lm

額定功率

(W)

7W 7±10%

9W 9±10%

10W 10＋10%或10－0%

台灣銀行100年度 LED高亮度燈泡採購規範性能要求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10W 10＋10%或10－0%

額定電壓(V) 110V

額定頻率(Hz) 60±3

燈帽 E27

彎距(Nm) ≦2

色溫(K) 2700～5700

演色性 ≧75

功率因數 ≧ 0.55 ≧ 0.7 ≧ 0.55 ≧ 0.7

發光效率(lm/W) ≧ 80 ≧ 80 ≧64 且＜80



四、LED燈泡節能標章標準
LED燈泡申請節能標章需符合CNS15436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
體燈泡(一般照明用)-安全性要求】標準及下表基準





五五五五、、、、市售市售市售市售LEDLEDLEDLED燈泡性能試驗評估燈泡性能試驗評估燈泡性能試驗評估燈泡性能試驗評估

LED燈泡目前尚未納入標準檢驗局強制檢驗範圍內，但市

面上已有許多廠牌商品在各種銷售場所陳列販售，大部

分打著節能省電壽命長等廣告大力促銷，消費者被節能

省電壽命長等廣告吸引而紛紛購買，LED燈泡已成為隨處

可購得之商品，其售價從150~600元皆有，輸入功率從

4W~11W皆有，但因廠牌眾多且未納入強制檢驗範圍，所4W~11W皆有，但因廠牌眾多且未納入強制檢驗範圍，所

以有品良莠不齊及標示規格與實際規格相差甚大等問題

，造成消費者購買替換原有燈泡後產品照明品質不良問

題，以下將對市售產品進行實際測試之性能評估，本次

進行評估之市售LED燈泡樣品共有30家廠牌198顆樣品，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標示值 樣品數

5W 34顆

6W 19顆

7W 61顆

表1 市售LED燈泡測試樣品數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7W 61顆

8W 24顆

9W 36顆

10W 14顆

11W 10顆



1.功率：各瓦數實測功率值與標示功率值之比較詳如附

表2，實測功率與標示功率之比值從63.1~113.3

%皆有。

功率標示值 功率實測值(W) 百分比(%)

5W 3.157~5.314 63.1~106.3

表2 各瓦數實測功率值與標示功率值之比較標表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6W 4.348~6.796 72.5~113.3

7W 5.850~7.770 83.6~111.0

8W 6.867~8.051 85.8~100.6

9W 7.648~9.696 85.0~107.7

10W 9.133~11.25 91.3~112.5

11W 9.959~10.65 90.5~96.8



2.功率因數：各瓦數實測功率因數之比較詳如附表3實

測功率因數值最低與最高相差0.473。

標示值 功率因數

5W 0.551~0.885

6W 0.581~0.917

表3各瓦數實測功率因數比較表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

6W 0.581~0.917

7W 0.522~0.995

8W 0.619~0.985

9W 0.606~0.998

10W 0.621~0.954

11W 0.629~0.970



3.全光通量：各個瓦數實測全光通量之比較詳如表4標
示相同功率實測全光通量最大與最小之比
竟然相差快4倍。

標示值 全光通量
全光通量最高值與

最小值之百分比

5W 114.51~431.02 376.40 %

表4各瓦數實測全光通量比較表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5W 114.51~431.02 376.40 %

6W 143.97~487.91 338.90%

7W 216.21~636.28 294.29%

8W 332.20~611.02 183.93%

9W 260.74~726.58 278.66%

10W 520.97~744.43 142.89%

11W 544.35~723.47 132.91%



4.演色性：各個瓦數實測演色性之比較詳如附表5實測
演色性值最低與最高相差41.5。

標示值 演色性

5W 66.8~86.7

6W 72.3~89.4

表5各瓦數實測演色性比較表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7W 53.3~91.8

8W 68.0~87.7

9W 70.0~94.8

10W 74.0~88.8

11W 72.5~83.2



5.發光效率：各個瓦數實測發光效率之比較詳如附表6
標示相同功率實測全光通量最大與最小之
比竟然相差快3倍。

標示值 發光效率
發光效率最高值與最

小值之百分比

5W 31.72~86.22 271.82 %

表6各瓦數實測發光效率比較表

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5W 31.72~86.22 271.82 %

6W 29.06~71.79 247.04%

7W 29.46~92.51 314.02%

8W 46.66~81.97 175.68%

9W 30.32~77.05 254.12%

10W 54.41~69.55 127.83%

11W 51.42~69.37 1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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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大綱

日本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

我國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

兩國標準化推動制度比較

努力方向

11

22

33

44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日本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法令規章

日本依工業標準化法推動國家工業標準化制度

制定屬於國家標準層級之日本工業
標準(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JIS))

推行JIS標識制度

執行試驗室認證制度(JNLA)

11



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非強制性標準

具有強制力

經法規引用之JIS 
依工業標準化法第67條規定：
訂定技術基準及採購規格時應
尊重日本工業標準規格

優點
法定業務單純化
技術基準可隨科學技術持續

進步
使所有技術性規範集中
標準由利害關係參與制定，

使技術基準可確實實施

日本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標準屬性11



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經濟產業省
(METI)

日本工業調查會
(JISC)

產業技術環境局
基準認定政策單位

公會、協會
(JELMA、JIE等)

日本規格協會
(JSA)

學術、研究機構
民營企業

日本工業標準
(JIS)

日本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推動層級11



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JIS草案研擬

年度JIS編
修計畫公告
(依WTO/TBT
協定每6個
月公告1次)

JIS草案之審查
及討論

JIS草案徵
求意見(依
WTO/TBT協
定公告60天)

專門
委員
會

部
門
會
議

公會、協會、學
術、研究機構、

民營企業
政府機關

日本工業標準調查會
（JISC）

標
準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權責單位起
草JIS草案

民間團體起
草JIS草案

標
準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部
門
會
議

專
門
委
員
會

申
請

報
告

交付
審議

公
布

刊
登
官
方
公
報

接受
諮詢

政府機關

日本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標準編修程序11



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5

2

10

4

4

光通訊元件 照明元件 附屬裝置照明產品

非照明應用 照明應用

4

日本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LED標準概況11



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制定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CNS)

推行正字標記

獎勵標準之
制定及推行

辦理試驗室
認證業務

我國依標準法推動
國家標準化制度

我國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法令規章22



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依標準法第四條規定：

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
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
從其規定。

強制性

自願性
採行

我國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標準屬性22



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經濟部
(MOEA)

標準檢驗局
(BSMI)

公會、協會
學術、研究機構
認可標準化團體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我國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推動層級22



1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審查
委員會
審定通過

技術
委員會
審查通過

審查
委員會
審議通過

徵詢利
害相關
者意見
(60天)

研擬
國家標準
草案

經濟部
核定

建建
議議

起起
草草

徵求徵求
意見意見

審審
查查

審審
定定

核定核定
公布公布

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國家標準制、修訂計畫

依WTO/TBT協定，每年分2期公告上半年度及下半年度之編修
國家標準工作計畫

國家標準制、修訂程序

我國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標準編修程序22



1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5

9
4

12

3

17

電子元件 顯示指示 交通應用 照明元件 附屬裝置照明產品

非照明應用 照明應用

我國標準化推動制度簡介-LED標準概況22



1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CNS 15592IEC 62471光源與燈具之光生物安全JIS C7750

光生物安全

CNS 15603-1
CNS 15603-2-1

IEC/PAS 62722-1
IEC/PAS 62722-2-1

燈具之性能要求JIS C8105-3

燈具性能

CNS 14335-2-3IEC 60598-2-3路燈之安全性要求JIS C8105-2-3

CNS 14335-1IEC 60598-1燈具安全通則JIS C8105-1

燈具安全

IEC 60747-5光纖傳輸用LED量測法JIS C5951

CNS 13651
CNS 13652
CNS 13653

IEC 60747-1光纖傳輸用LED通則JIS C5950

非照明

相關CNS相關IEC標準標準項目總號

兩國標準化推動制度比較-標準項目(1/3)33



1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元件/模組量測

CNS 15357IEC 62031LED模組之安全要求JIS C8154

模組安全

CNS 15250
CNS 15457

LED模組之光學特性量測法JIS C8152-1

CNS 15249
CNS 15456

CIE 127LED元件之光學特性量測法JIS C8152-1

IEC 60838-2-2LED模組用燈座之安全要求JIS C8121-2-2

燈座安全

CNS 15174IEC 62384LED模組用控制裝置之性能
要求

JIS C8153

CNS 15467-2-13IEC 61347-2-13LED模組用控制裝置之安全
要求

JIS C8147-2-13

CNS 15467-1IEC 61347-1光源控制裝置之安全通則JIS C8147-1

控制裝置

相關CNS相關IEC標準標準項目總號

兩國標準化推動制度比較-標準項目 (2/3)33



1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CNS 14115CISPR 15燈具之電磁干擾限制要求J55015(H20)

電磁相容

CNS 15438IEC 62776(制定中)特殊燈頭之LED燈管JEL 801
JEL 802

LED燈管

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之
規格要求

JIS C8158

CNS 15630IEC 62612(制定中)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之
性能要求

JIS C8157

LED燈泡性能

CNS 15436IEC 62560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之
安全要求

JIS C8156

LED燈泡安全

CNS 15602IEC/PAS 62717LED模組之性能要求JIS C8155

模組性能

相關CNS相關IEC標準標準項目總號

兩國標準化推動制度比較-標準項目 (3/3)33



1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標準屬性

JIS與CNS均以自願性方式實施，經法規引用後成為
強制性規定

制定程序

均依WTO/TBT協定，每半年公布1次標準編修計畫，
另標準草案徵求利害關係人意見之期間為60天以上

日本與我國均由經濟部門為標準主管機關，下設專責
機關負責推動

主管機關

兩國標準化推動制度比較-標準制度33



1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日本 我國

照明非照明

6

28

照明非照明

2

18

32

兩國標準化推動制度比較-標準數量33



1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JIS C8158「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之規格要
求」公布時，JSA即召開LED燈泡相關標準
說明會，對象為製造商及供應商，期使各界
瞭解標準如何應用

JIS草案由民間團體(公會、協會、學術、研究
機構、民營企業等)完成起草約佔28%，由日
本規格協會(JSA)完成起草約佔66%，由國家
預算完成起草約佔6%

舉辦
說明會

民間團體
積極參與

兩國標準化推動制度比較-推動作法33



1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調和

有關LED模組用燈座之安全性檢測標準，日本已
依IEC 62838-2-2調和為JIS C8121-2-2，我國尚未
制定對應國家標準，已排入明年度之制定計畫

說明會

規劃於明年度舉辦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相關標準說明會，以擴大標準之應用層面

努力方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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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1.針對日本在標準化制度推動作法之可借鏡之處，
有無其他建議

2.針對業務單位所提：

明年度調和LED模組用燈座之安全性檢測標準

舉辦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LED相關標準說
明會

對於我國在LED標準化推動方面有無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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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擬議題

（一）報告案

1.「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1年第4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2.兩岸LED球泡燈檢測比對與能力試驗現況

3.LED相關IEC國際標準最新發展動態

（二）討論案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年度會議之討論議題

二、明年度之討論議題

業務單位已於本次會議之開會通知單中檢附「LED照明標準因應小
組102年度議題提案單」，請各單位填妥後以電子郵件送交承辦人
彙整，於102年度第1次會議中討論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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