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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報告案1：「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年第1次
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

本案洽悉。

持續依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相關事宜。

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議 題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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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議 題
報告案2：台灣LED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第5次會議
討論情形（台灣LED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秘書處報
告）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2/6)

後續持續安排相關報告。

1.本案洽悉。

2.感謝張執行秘書文成提供台灣LED與照明
標準調和會議對於LED相關產業標準規劃
情形、2013年LED與照明國際研討會及今
年度CIE年會舉辦之相關資訊，可作為瞭
解國內產業與國際標準發展動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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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議 題
報告案3：LED照明產品測試驗證國際管理制度簡介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報告）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3/6)

1.本案洽悉。

2.感謝盛經理念伯提供美國環保署能源之星計
畫、美國能源部LED Lighting Facts計畫及
OECD國際能源署IEA 4E SSL Annex等國際
間針對LED照明產品認、驗證制度之相關資
訊，有意願參與相關計畫之實驗室可向全國
認證基金會洽詢相關細節。

後續持續安排相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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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議 題
報告案4：IEC 60598-1關於LED照明方面之修訂
簡介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4/6)

後續依規劃於每次會議中針對制定中之LED相關
IEC標準進行技術重點之分析與報告

1.本案洽悉。

2.相關資訊提供產業界作為掌握LED相關IEC國
際標準最新發展動態之參考，以提早因應國際
技術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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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議 題 討論案1：LED相關國家標準建置藍圖之規劃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5/6)

修正後之LED相關國家標準建置藍圖已置於本
局網站(標準與正字標記→專業領域國家標準細
分類)，提供各界參考運用。

1.台灣LED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亦正進行相關產
業標準之研訂，若未來有制定為國家標準之需
求，則可列入LED相關國家標準建置之規劃。

2.請業務單位參酌與會者所提之意見，並與台灣
LED與照明標準調和會議相互協調及合作，期
使我國LED相關標準體系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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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辦理情形

議 題
討論案2：「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102年第3次會
議之討論議題

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6/6)

1. 下次會議依業務單位所規劃之議題進行討論。

2.各單位於會後若有相關議題可提交業務單位列入
安排。

1.本次會議之議題詳議程。
2.後續將視會議討論情況及各單位意見，適時安排
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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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泡易讀標示
推動規劃說明

1

201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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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FTC強制標示 美國DOE自願標示

MIT標章: 優質
國產化產品

節能標章 正字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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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泡易讀標示之需要性

 緣由：緣由：

• 目前LED燈泡產品標示項目混亂，且有標示誇大不實之狀況。

• LED燈泡包裝標示內容的重點需與一般燈源有所區隔 (見後頁)。

• 消費者不懂LED燈泡指標，需要重新導向並教育消費者選購重點。

 定位：定位：

• 以圖樣化表達重點，使消費者簡單明確的暸解LED燈泡的性能。

• 工研院推動LED照明產業發展，啟動業界自律，搭配自發性審查及

後市場檢測機制，強化標示可信度，提升消費者信心。

• 獲證產品具可信度，鼓勵廠商申請標示，並提升品質與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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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泡與白熾燈/省電燈泡差異

白熾燈泡 省電燈泡 LED燈泡

發光效率 差異不大 差異不大 差異大
(突顯LED燈泡工藝品質不一)

燈泡亮度指標 瓦數
(可對應流明)

瓦數
(可對應流明)

總光通量(流明)
(因光效差異大，難以直接對應流明)

光色 單一 暖白、冷白/
黃光、白光

多色溫
(加上色標可滿足選購需求)

演色指數 單一 差異不大 具有差異
(光源對於被照物體的色彩表現真實性
，此項目將影響消費者的使用滿意度)

•在包裝標示上需要重新導向，突顯LED特性參數
•需要進行宣導，教育消費者採購時的參考指標

建議LED燈泡標示內容圖樣標章化



LED燈泡易讀標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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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單位：發起單位：台灣光電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光電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在臺灣銷售之在臺灣銷售之LEDLED燈泡製造商或代理商等合法設立登記之公司或商號燈泡製造商或代理商等合法設立登記之公司或商號均可申請均可申請

 申請方式：申請方式：需提供需提供TAFTAF認證之合格實驗室之測試報告認證之合格實驗室之測試報告 (CNS 15630 or IES LM(CNS 15630 or IES LM--79)79)

 後市場管理機制：後市場管理機制：執行單位每年執行單位每年研擬易讀標示證明標章使用業者追蹤查核計畫研擬易讀標示證明標章使用業者追蹤查核計畫

 標示定位：標示定位：
旨在使旨在使LEDLED燈泡之性能資訊能有效且確實傳達予消費者，教育消費者選購重點，以與一般照明產燈泡之性能資訊能有效且確實傳達予消費者，教育消費者選購重點，以與一般照明產
品區別。並藉由審查稽核機制，自發性規範市售產品標示不實之問題，建立標示可信度。以達到品區別。並藉由審查稽核機制，自發性規範市售產品標示不實之問題，建立標示可信度。以達到
提升國內提升國內LEDLED燈泡品質優良之效益。燈泡品質優良之效益。

 標示內容標示內容&&位置：位置：
於產品外包裝盒上以專屬圖樣標示，強調於產品外包裝盒上以專屬圖樣標示，強調色溫色溫//光通量光通量//演色性演色性//光效光效四個重要的四個重要的LEDLED特性參數。特性參數。

 標示推廣：標示推廣：
 2013.03.26 2013.03.26 搭配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共同發布搭配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共同發布
 TOSIA&TOSIA&照明公會積極於會員間推廣照明公會積極於會員間推廣
 建置標示網站建置標示網站//製作相關宣傳資料製作相關宣傳資料
 推動易讀標示納入推動易讀標示納入MITMIT審查基準內，強化標示效益審查基準內，強化標示效益



 易讀標示構想的參考依據易讀標示構想的參考依據??
參考美國推動的參考美國推動的Lighting Facts LabelLighting Facts Label，進行正確標示，並循美國，進行正確標示，並循美國CALiPERCALiPER計畫計畫
的模式，進行定期查驗，了解標示落實程度與燈泡效率之進展。的模式，進行定期查驗，了解標示落實程度與燈泡效率之進展。

 易讀標示有無強制效力易讀標示有無強制效力??
屬民間自發性推動，以業界自律方式執行查驗，但推動政府標章採納本設計。屬民間自發性推動，以業界自律方式執行查驗，但推動政府標章採納本設計。

 與政府的應施檢驗、與政府的應施檢驗、 MITMIT微笑標章與節能標章是否有衝突微笑標章與節能標章是否有衝突??
易讀標示強調數據的表達，與應施檢驗及相關標章皆有互補之功效。易讀標示強調數據的表達，與應施檢驗及相關標章皆有互補之功效。

 標示的測試方法與目前現行方法是否不同，造成廠商負擔標示的測試方法與目前現行方法是否不同，造成廠商負擔??
測試方法與現行規定相符為原則，採用目前國家標準測試方法與現行規定相符為原則，採用目前國家標準CNS 15630CNS 15630與現行最廣之與現行最廣之
IES LMIES LM--7979之測試結果，之測試結果， 且需且需TAFTAF認可之報告，不增加負擔且具公信力。認可之報告，不增加負擔且具公信力。

 執行單位與幕僚執行單位與幕僚//驗證單位為何驗證單位為何??
目前以目前以TOSIATOSIA秘書處作為執行單位，工研院為技術幕僚秘書處作為執行單位，工研院為技術幕僚//驗證單位，但亦委託其他驗證單位，但亦委託其他
TAFTAF認證實驗室進行檢測。認證實驗室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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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泡易讀標示Q&A



 若有人濫用標示如何處理若有人濫用標示如何處理??
已已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證明標章」，以保障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證明標章」，以保障LEDLED燈泡易讀標示之使用權以燈泡易讀標示之使用權以
及未來若遭受訴訟可以商標法作為保護網。及未來若遭受訴訟可以商標法作為保護網。

 若是產生爭議若是產生爭議((如被廠商告如被廠商告)?)?
於使用規範書敘明於使用規範書敘明納入爭議解決方案說明、免責條款以及授權契約書納入爭議解決方案說明、免責條款以及授權契約書，屬合約關，屬合約關
係。係。

 商標申請程序商標申請程序??
由律師事務所著手進行商標註冊申請程序以及文件審閱，以確保文件具有法律保由律師事務所著手進行商標註冊申請程序以及文件審閱，以確保文件具有法律保
護的效益，並降低未來遭遇訴訟的機率。護的效益，並降低未來遭遇訴訟的機率。

 查驗機制為何查驗機制為何? ? 若未誠實標示是否有懲罰機制若未誠實標示是否有懲罰機制??
以市面上產品抽樣檢驗為主，委由以市面上產品抽樣檢驗為主，委由TAFTAF認證實驗室檢測，並具複檢機制，若相同認證實驗室檢測，並具複檢機制，若相同
抽檢樣品在兩家實驗室均為不合格，第一次未通過會通知改善並暫停標示使用權抽檢樣品在兩家實驗室均為不合格，第一次未通過會通知改善並暫停標示使用權
，廠商通知改善後，若第二次未過則撤銷標示並公告。機制與其他標章作法一致，廠商通知改善後，若第二次未過則撤銷標示並公告。機制與其他標章作法一致
，廠商在申請本標示時需填寫切結書證明資料填寫為實。，廠商在申請本標示時需填寫切結書證明資料填寫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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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泡易讀標示法律問題



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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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3年台灣國際年台灣國際
照明科技展成果報告照明科技展成果報告

2013/04/03
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張 孔 誠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102年第3次會議



台灣照明燈飾展覽演進史



台灣照明燈飾展覽演進史



台灣照明燈飾展覽演進史



台灣照明燈飾展覽演進史



台北國際燈飾大展台北國際燈飾大展19891989--20022002

台灣照明燈飾展覽演進史

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20102010開始開始



20132013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

家數 攤位數

2011 2012 2013 2011 2012 2013

國內 258 296 299 623 749 734

國外 4 4 1 5 9 2

兩岸展 13 22 15 34

媒體區 4 8 11 6 9 16

合計 266 321 333 634 782 786



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



LED燈泡易讀標示記者會



LED燈泡易讀標示記者會



台灣LED照明國際研討會



台灣LED照明國際研討會



台灣LED照明國際研討會



時間：3月28日9:00至16:30
-全球‧及歐洲‧美洲‧亞太
-EMC
-Zhaga 最新動態
-光生物檢測
-特殊用途照明認證方案
(防爆燈、緊急照明燈、翻新套件)

UL & ETC照明新驅研討會



UL & ETL照明新驅研討會



日期: March 28, 2013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CIE-Taiwan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Ann Webb (President, CIE / 
Professor of Atmospheric 
Radiation / Associate Dean)

Hoon Kim (Chair, KCIE / 
Professor of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 VP, KIIEE)

CIE-Taiwan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CIE-Taiwan執委會



兩岸光電照明產業
技術標準發展論壇



兩岸光電照明產業
技術標準發展論壇

引言報告

工研院電光所

朱慕道組長

廈門產品質量監督檢驗院

劉毅清副院長



兩岸光電照明產業
技術標準發展論壇

座談會 - 討論主題

兩岸光電照明產業技術合作方向與模式

兩岸光電照明產業標準合作方向與模式

加速兩岸光電照明市場合作



兩岸光電照明產業
技術標準發展論壇

與談人:
1.廈門產品質量監督檢驗院 劉毅清副院長
2.上海復旦大學 林燕丹副教授
3.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吳恩柏副總裁
4.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寅夫董事長
5.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周銘俊總經理

6.工研院電光所 朱慕道 組長
7.國立清華大學 周卓煇教授



兩岸光電照明產業
技術標準發展論壇



兩岸光電照明產業
技術標準發展論壇

與談人意見綜合:
1.引DRAM 、太陽能光電產業為鑑
2.產業整合
3.兩岸合作互補 (口說–落實)
4.兩岸標準統一
5.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組織
6.中華牌
7.人才培育(千人計畫)
8.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9.營造健康、舒適光環境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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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IEC 62838適用於供電電壓不超過交流50 V或直流
120 V之一般照明用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

此型之LED燈泡主要用於取代使用供電電壓為12 
V，使用G型燈頭 (G4、GU、GX及GY)之MR-16
鹵素燈。

額定電壓為交流50 V以上且在250 V以下，使用E型或B
型燈頭之LED PAR燈與球泡燈，適用IEC 62560(CNS 
15436)及IEC 62612(制定中) ，不適用IEC 62838。

控制裝置外接式LED光源，應適用於制定中之IEC 
62663-1(安全)及IEC 62663-2(性能) ，不適用IEC 
62838、IEC 62560 (CNS 15436)及IEC 62612。

IEC 62838預定於2014年12月公布，IEC 62663-1預定於
2013年10月公布，IEC 62663-2預定於2014年9月公
布，IEC 62612預定於2013年7月公布。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IEC 62838制定中之內容

防電擊保護

絕緣強度

故障條件

!

可互換性

耐熱

防塵防水

一般要求

引用標準 用語及定義適用範圍

標示

絕緣距離 耐燃耐燃

光生物安全 燈具設計

＜AC 50 V
LED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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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1/3)
適用範圍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家用及類似一般照明用途，內建穩定操作裝
置，並符合下列條件之LED燈泡。

－額定功率在60 W以下；

－額定電壓在交流50 V(均方根值)以下或直流(無漣波)120 V以
下；

－使用符合規格之燈頭。

備考：額定功率60 W之值尚在研議中。熱管理系統(散熱系統)要求
較低之功率。

本標準規定安全性及可互換性之要求，包含試驗條件與試驗
法，以查核符合上述條件之LED燈泡是否符合要求。

1. 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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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2/3)

本標準適用搭配ELV照明設施之產品。

依IEC 60364-7-715，ELV照明設施僅適用於ELV光源。若使用裸導線
時，光源之最大電壓應為交流25 V或直流60 V。

本標準之要求僅針對型式試驗。

全產品測試或逐批測試之建議性要求，參照IEC 62031(CNS 15357)之附
錄C。
備考：本標準中〝光源〞一詞，除明顯指定其他種類之光源外，否則係指符

合上述電壓條件之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

供應電壓(supply voltage)並非專指電源電壓(main voltage)，例：230 V/50 
Hz。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亦可以交流或直流12 V之供應電壓驅動。安
定器內藏式LED燈泡內之控制裝置將交流或直流12 V之電壓轉換為特殊
之電流或電壓，為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內之LED供電。

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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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圖1(b)供應電壓50 V以下之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圖例
(本標準適用此型之LED燈泡)

(3)IEC 62560(CNS 15436)
中3.1所定義之安定器
內藏式LED燈泡

12 V230 V
控制裝置

之

電源單元

(1)一般設計為供白熾燈或鹵素燈使
用之轉換器，非針對LED光源

(2)LED專用之
控制裝置

適用範圍(3/3)

圖1(a)供應電壓50 V以下之非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圖例
(本標準不適用此型之LED燈泡)

(1)一般設計為供白熾燈或鹵素燈使
用之轉換器，非針對LED光源

(2)非安定器內藏式光源，一般為LED模組
，可具備符合IEC 60061-1之LED專用燈
頭，非以替換傳統光源之目的

控制裝置

之

電源單元

控制裝置

之

控制單元

230 V 1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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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標準、用語及定義、一般要求

用語及定義

引用標準

一般要求

IEC 60061(燈頭規格)、IEC 60364(照明設施要求)、IEC 
60432-3(鹵素燈安全)、IEC 60598-1(燈具安全)、IEC 
61347-1(控制裝置安全)、IEC 62031(LED模組安全)、
IEC 62471(光生物安全)、IEC/TS 62504(LED照明辭彙)、
IEC 62560 (交流120 V以下之LED燈泡安全) 、IEC/TR 
62778(藍光危害評估)

2. 引用標準

本標準適用IEC 62031(CNS 15357)、IEC/TS 62504、IEC 
62560(CNS 15436)及IEC 61347-1(CNS 15467-1)之用語
及定義。

3. 用語及定義

適用IEC 62560(CNS 15436)之要求。

4. 一般要求及一般試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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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1/2)
標示

標示
除點燈位置之要求外，其於適用於IEC 62560(CNS 15436)
之要求。

IEC 62560(CNS 15436)中5.1(d)對頻率標示之要求，適用
下列之要求。

－僅適用於直流之LED燈泡，應標示〝直流〞(〝DC〞)或
〝 〞。

－僅適用於交流電子元件之LED燈泡，應標示〝交流電子元
件〞(〝AC電子元件〞) 或〝~ 電子元件〞。

－僅適用於交流50 Hz/60 Hz之LED燈泡，應標示〝交流50 
Hz/60 Hz〞(〝AC 50 Hz/60 Hz〞) 或〝~ 50 Hz/60 Hz〞。

－適用於交流電子元件及交流50 Hz/60 Hz之LED燈泡，須標
示〝交流(〝AC〞)電子元件及50 Hz/60 Hz〞。

－適用於直流、交流電子元件及交流50 Hz/60 Hz之LED燈
泡，僅須標示電壓而不標示頻率。

5.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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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EC 62560(CNS 15436)中標示以外之額外要求如下。

若藍光危害性依IEC/TR 62778之評估結果為風險類別0或風險類別1，則
不要求進行相關光生物安全性之標示。若藍光危害性依IEC/TR 62778之
評估結果達到風險臨界照度值(Ethr)時，則須標示Ethr值。

標示(2/2)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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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互換性之相關試驗

可互換性 燈頭規格 拉力

F

質量

燈頭溫升彎矩

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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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頭規格(1/2)

燈頭規格

可互換性

需使用符合IEC 60061-1之燈頭以確保可互換性，以IEC 
60061-3所規定之量規進行查核，參照表1之規定。燈帽係
依單燈頭超低電壓(ELV)光源所設計，不得用於接於電源
電壓之光源。ELV光源燈帽之例如表1所示，亦一併參照
IEC 60432-3。

附帶固定機構之光源，例：以肋條固定之光源(rim 
mounted lamp)，不需進行表1中彎矩及質量之查核。

6. 可互換性

6.1 燈頭之可互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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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4-143G53
7006-113〝通過〞及〝不通過〞7004-113GU7
7006-61A〝通過〞

7006-61〝通過〞及〝不通過〞7004-59GY6.35
7004-72AGY4

7006-61A〝通過〞

7006-61〝通過〞及〝不通過〞7004-59G6.35
7006-73B〝通過〞及〝不通過〞7004-73AGX5.3
7006-109〝通過〞及〝不通過〞7004-109GU5.3
7006-108〝通過〞及〝不通過〞7004-108GU4

207006-72〝通過〞及〝不通過〞7004-72G4

質量
(g)

彎矩
(Nm)

IEC 60061-3
中量規資料
表之編號

以量規查核之燈帽尺度IEC 60061-1
中燈頭資料
表之編號

燈頭

表1 查核可互換性之量規、燈頭尺度、彎矩及質量

可互換性

燈頭規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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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矩
可互換性

L

支撐裝置

例：金屬薄板

支點軸線與光源
頂端之距離

拉力計

例：彈簧式拉力秤

彎矩

F

L 由光源傳遞至燈座之彎矩不得超過表1中之對應值。量測法
參照IEC 62560(CNS 15436)之6.2。

6.2 光源傳遞至燈座之彎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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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拉力及燈頭溫升

質量

拉力

F

燈頭溫升

可互換性

光源之質量不得超過表1中之對應值。

以量測查核是否符合要求。

備考：對質量之完整要求尚在研議中。

6.3 質量

尚在研議中。

備考：對拉力之要求尚在研議中。

6.4 拉力

IEC 62560(CNS 15436)第10節之規定適用於本標準。

6.5 燈頭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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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電擊保護
防電擊保護

防電擊保護

本標準適用範圍中所述搭配ELV照明設施之光源，可能具有
可觸及導電部位，當電壓超過交流25 V(均方根值)或直流(無
漣波)60 V時，接觸電流不得超過下列要求：

－交流不得超過0.7 mA(峰值)。

－直流不得超過0.2 mA。

備考：上述限制值係參照IEC 60364-4-41。

所有光源之燈頭中除載流金屬部位外其餘之外部金屬部位，
不得帶電或轉為帶電。測試時任何可移動之導電部位應在不
使用工具下置於最不利之位置。

依IEC 60598-1(CNS 14335)第8節及附錄G中有關接觸電流之
要求，查核是否符合要求。

7. 防止意外觸及帶電部位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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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強度之相關試驗

絕緣電阻絕緣強度

絕緣耐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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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電阻
絕緣強度

絕緣電阻

使試驗箱中空氣之溫度維持在20℃至30℃間便於試驗之
値，許可差在1℃以內，且相對濕度保持在91%至95%間，
將光源置入試驗箱中調適48 h。

在試驗箱中對光源施加約500 V之直流電壓1分鐘後量測其
絕緣電阻。

燈頭之帶電部位與光源中可觸及部位(將絕緣材質之可觸及
部位覆蓋金屬箔)間之絕緣電阻，不得低於2 MΩ。

8.2 絕緣電阻

8. 濕化處理後之絕緣電阻與絕緣耐電壓(介電強度)

8.1 一般

光源之帶電部位與可觸及部位間，應具備足夠之絕緣電阻
與介電強度。



1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絕緣耐電壓

500交流25 V至50 V(均方根值)
直流60 V至120 V(無漣波)

所有類型之燈頭

試驗電壓
(Vrms)

供電電壓
(V)

燈頭

絕緣強度

表2 燈頭之試驗電壓

絕緣耐電壓

在絕緣電阻試驗後，立即針對上述之相同部位進行絕緣耐
電壓試驗，施加下列所規定之交流電壓1分鐘。

試驗時將燈頭之供電接點短路。燈頭中絕緣材質之可觸及
部位覆蓋金屬箔。對供電接點與金屬箔間施加電壓，初始
電壓不超過表2中對應值之一半，再逐步調升至全值。

在試驗箱中進行試驗之期間，不得發生閃絡(flashover)或絕
緣崩潰(breakdown)現象。

備考：金屬箔與帶電部位間之絕緣距離尚在研議中。

8.3 絕緣耐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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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距離、耐熱及耐燃

耐燃耐燃

耐熱

絕緣距離

可觸及導電部位適用IEC 60598-1(CNS 14335)之要求，其
餘部位則適用IEC 61347-1(CNS 15467-1)第16節之要求。

9.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

IEC 62560(CNS 15436)第11節之規定適用於本標準。

10.耐熱

IEC 62560(CNS 15436)第12節之規定適用於本標準。

11.耐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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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條件
故障條件

!
故障條件

!
光源在預期使用期間所可能發生之故障狀況下操作時，
不得損及其安全性。IEC 61347-1(CNS 15467-1)第14節及
IEC 62560(CNS 15436)第13節之要求適用於本標準，並依
下列所述進行試驗。

12. 故障條件

12.1 一般

12.2 符合性

適用IEC 62560(CNS 15436)中13.6之要求，但將所施加之
電壓以500 V取代1,0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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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生物安全之相關試驗

光生物安全 紫外線

UV

藍光

BR

紅外線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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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之評估
光生物安全

紫外光

UV

光生物安全

量測之原理參照IEC 62471(CNS 15592)。
備考：標示之指引參照IEC 62471-2。

13. 光生物安全性

13.1 一般

LED模組之紫外光輻射危害因數(ultraviolet hazard 
efficacy)不得超過2 mW/klm。

量測光譜功率分布並計算光輻射紫外線危害因數，以查
核是否符合要求。不以紫外光轉換為白光之一般照明用
LED模組，可預期不超過紫外光輻射危害因數之要求。

13.2 紫外光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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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光及紅外光之評估
光生物安全

藍光

BR

紅外光

IR

應依IEC/TR 62778評估藍光危害性。本標準針對LED
模組之測試，係將IEC/TR 62778視為須符合之要求。

備考：若無法取得光源之光譜分布數據，IEC/TR 62778之附錄
C.2中提供分類之方法。

13.3 藍光危害性

一般照明用LED模組可預期不超過紅外光輻射危害
位準之要求，可視標示或其他安全性量測之需求另
行評估。

13.4 紅外光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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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塵防水

防塵防水

防塵防水

本標準適用範圍內之光源，若額定外殼防護等級在IPX1
以上時，須由燈具提供直接觸及水之保護，例：滴水或
濺水等。

備考：IP碼中X代表非特定數值，但2個適用值均須標示於燈具。

14. 水及粉塵侵入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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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具設計(1/2)

燈具設計

燈具設計

若LED模組之藍光危害性依IEC/TR 62778評估結果為風險
類別0或風險類別1，則使用此型(1只或多只)LED模組之所
有燈具不論光形及視距離(view distance)，藍光危害性宜亦
視為相同之風險類別。然而對於燈具製造廠商而言，宜斟
酌是否以IEC/TR 62778直接針對燈具進行評估，可能可取
得較低風險類別之評估結果。

附錄A(參考)燈具設計之資訊

A.1藍光危害性評估

15. 燈具設計之資訊

燈具設計之資訊參照附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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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具設計

燈具設計(1/2)

若LED模組之藍光危害性依IEC/TR 62778評估結果達到風險臨界照度
Ethr，則使用此型(1只或多只)LED模組之所有燈具不論光形(beam-
shaping optics)及視距離，藍光危害性宜亦視為達到相同之風險臨界照
度Ethr。然而，對於燈具製造廠商而言，宜斟酌是否以IEC/TR 62778直
接針對燈具進行評估，可能發生風險臨界照度Ethr高於1個LED模組之
評估結果。

A.2達到臨界照度Ethr之LED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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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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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101年9月3日所召開之101年第1次會議
中，即針對「LED照明模組標準化之可行性分
析」進行討論

LED技術發展極為快速，不論在機構、光學、散
熱、控制等方面皆可能有長足之進展，LED照明
模組規格化對於終端產品之市場而言為利多因
素，惟未來之產品規格在現階段未必可完整定
義，因此規格化之形成為長期性之工作，應掌握
新技術之發展，適時導入終端產品之中，以發揮
LED照明模組規格化對市場面產生之效益

有關LED照明模組標準化可行性之分析資訊，可
做為未來推動產業標準或國家標準制定之參考

前次討論

綜合意見

決議事項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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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光源與傳統光源構造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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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模組規格化之困難點

LED照明運用某些與傳統燈具/光源不同之零組
件，例如LED模組、散熱裝置等

LED光源(模組)由個別LED元件(封裝體)所組
成，每個元件廠商所生產之LED元件，在光學特
性及效率等方面均有差別，而模組之LED元件數
不同，使控制裝置及散熱機構之設計不同，此
外，晶粒在發光面之排列及配置不同，因此，不
同LED模組在相同燈具中所表現之整體光學特性
即存在差異，限制LED模組之互換性

傳統燈具替換相同類型之光源後，整體光學特性
之差異不大，因此傳統光源不存在互換性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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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模組與LED光引擎

光引擎可視為LED照明模組規格化之關鍵

係為LED模組與控制裝置之組合，控制裝置可為一體
式或外接式。光引擎雖然接上電源即可發光，但與
LED燈泡不同，不同點在於光引擎為零組件，LED燈
泡為終端產品，此外LED燈泡具備可直接連接電源之
標準化燈頭，光引擎則無此配備

類似於傳統燈具中之光源，以LED為發光元件，並
以電路板作為支承LED元件與電源導入之載體，包
含機構、光學、電氣及散熱等部分，但不包含控制
裝置

LED模組

介於電源與LED模組之間，由電子元件組成，將電
源電壓轉換為LED模組所需之供電電壓/電流，以驅
動LED模組發光，除供電以外，兼具消除諧波抑制
射頻干擾、隔離突波、修正功率因數及調光等功能

控制裝置

光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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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模組可互換之考量因素

1.最大尺度(輪廓形)

2.固定方法(例如螺釘或接頭)

3.LED照明模組之配光(光強度分布)、光均勻
度及其他光學特性

4.發光面相對於燈具中二次光學裝置之尺度與
位置

5.LED照明模組所需之散熱量及最大操作溫度

6.電氣特性(例如所需電壓、控制裝置等) 



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LED光引擎之五大介面

外型、尺度、
連接及重量等

電源要求、
電氣安全等

熱阻、熱傳導
路徑之評估等

紫外線
光輸出、色
溫、配光等

安全、尺度、
規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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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光引擎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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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與互換性

燈具之設計需配合LED模組之規格，始可發揮LED模組規格化之效益

LED光引擎

LED燈具

LED光引擎A

LED燈具

LED光引擎B

LED燈具

LED光引擎與燈具間，在機、電、熱及
環境參數(電源、周圍溫度等)等方面均
可匹配

相容性

不同LED光引擎在相同燈具中可達成相容性，控制裝置可匹配，且光學
特性(光通量、色溫及演色性等)接近一致

互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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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介面

＋

－

AB
C

D

E

R1

R2

R3

二次光學
設置面

供電(訊號)
引入端

提供LED照明模組之外形及尺度

目前T-BAR燈及筒燈之尺度已有共通
之規格

－T-BAR燈：60 cm×60 cm

－筒燈：2吋、2.5吋、3吋、3.5吋、4
吋、6吋及8吋等

－LED燈管：2尺(約60 cm)、4尺(約120 
cm)等

以LED照明模組與燈具固定、與燈具
二次光學之搭配及導入供電與控制訊
號為考量

二次光學
設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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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介面

可依應用與LED元件之配置方式，針對發光面之尺寸
進行分類

可依全光束額定值進行分類

針對發光面取N個照度量測點，以平均值與均方根值之
比值為準則，評估照度均勻度

以CIE 52之CIE flux code為基準，決定投射角與光
通量之比率

依IEC或ANSI針對白光光源之分bin原則進行分類

配光

色溫

發光面

光通量

均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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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熱介面(1/2)

電

光

熱

對流
輻射

傳導

參考溫度(tLED)

光(P1)

傳導熱(P2)

對流及輻射熱(P3)

環境溫度(ta)

電能輸入(P)

熱介面

2

aLED
th P

ttR 
 熱阻=

參考溫度－環境溫度

傳導熱

2

amax,LED
max,th P

tt
R


 最大熱阻=

最大參考溫度－環境溫度

傳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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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熱介面(2/2)

計算熱阻

評估散熱裝置之冷卻效能

決定熱功率

計算Rth，評估散熱裝置需移除之
熱能

決定參考溫度

以熱介面表面中央之最大溫度為
參考溫度

查核熱相容性

計算Rth,max，以Rth ≦ Rth,max為準則，
評估LED照明模組與燈具之熱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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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介面

安全：可參照IEC 60598(CNS 14335)、IEC 62031(CNS 15357) 、IEC 
61347(CNS 15467) 、IEC 62471(CNS 15592) 、IEC 60838-2-2

EMC： 可參照CISPR 15(CNS 14115)

消耗功率： 可依功率額定值進行分類

控制：可依可調控性(例如：可調光/不可調光)進行分類

供電：可依供電類型(例如：定電壓/定電流)及電氣額定值(例
如：電壓、電流、頻率)進行分類

安全

控制

消耗功率

供電

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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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介面

尺度

－輪廓形(長、寬、高)

－螺釘孔位置、間距及螺釘之號數(公制)

可參照之相關標準

－安全→IEC 61347-2-13(CNS 15467-2-13)

－性能→IEC 62384(CNS 15174)

－EMC→CISPR 15(CNS 14115)

－控制→IEC 62386-207

＋

＋

A

B
C

D

控制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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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模組規格化之國際趨勢(1/2)

專利持有者為將技術成為市場主流，常
採取“產業共識策略”，又稱為“聯盟
關係策略”或“公開標準策略”。

專利持有者將技術公開授權給聯盟成
員，雖降低本身在產品量之收益，但透
過聯盟成員共同開發，擴大市場總量，
可讓自身利益最大化。

產業共識策略透過制定標準，擴大市場
佔有率。標準制定完成後焦點集中在有
用專利之商業化，有用專利有助於持有
者建立自身產品之差別化價值。

產業共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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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模組規格化之國際趨勢(2/2)

Zhaga

中國大陸

我國

IEC

TC34

國際照明大廠

台灣LED照明產業
聯盟

廣東省半導體照明
產業聯合創新中心

2011年9月成立，2013年1月發表21
項LED照明標準光組件詳細規範

2012年12月成立，預定於今(2013)
年底建立LED路燈電源、LED路燈
光源模組、隧道燈模組、景觀燈模
組及頭光燈模組標準規格

2010年2月成立，目前已發布8項
LED光引擎標準規格書

尚無LED照明模組標準規格制定計
畫，但與ZHAGA保持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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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國際大廠出面主導產業
規格，試圖拉攏中小型
廠商跟隨，影響力日漸
擴大，Zhaga設定目標在
2015年之全球市佔率達
10%

規格化介面之光引擎類
型繁多，相較之下仿效
傳統介面之LED光源較
為單純，便於使用者選
擇替換傳統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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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1/2)
“Proper Thermal Interface Calculation for an Optimized Heatsink Design”
“ Introduction to Zhaga and Zhaga’s Spotlight Specification ”
“ Key Fact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ook 3 Modules ”
“ Proper Thermal Interface Calculation for an Optimized Heatsink Design ”
“ Testing the Thermal Interface Power of Zhaga Book 3 Modules Correctly ”
“ The Optional Locking Ring – A Quick Connection for Zhaga’s Book 3 Modules”

“ Zhaga’s Light Emitting Surface (LES) Concept and its Impact on the Light 
Distribution”
“ Zhaga’s New Housing Strategy Simplifies Interchangeability of Electronic Control 
Gear”

“ Zhaga – A Successful Strategy for Luminary Manufacturers ”
以上資料來自http://www.led-professional.com
“LED Light Engine Standardization ”, http://lightingtechbriefs.com/

“The Evolution of LED Light Engines”, http://ecmweb.com/
Zhaga-LED light engine standardization is here”, Licensed Architect Spring 2012,  
http://issuu.com/
“Zhaga saga”, http://powerelectro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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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ga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book 1 ed. 1.3, Oct. 2012,  Overview and common 
information

Zhaga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book 2 ed. 1.2, Aug. 2012,  LED light engine - type a: 
socketable with integrated control gear - 70 mm diameter × 45 mm height - circular 
light emitting surface, 57 mm minimum diameter  

Zhaga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book 3 ed. 1.2, Aug. 2012, LED light engine 

Type d: non-socketable with separate control gear – 7.2 mm × 50 mm,  LES 9 mm to  
23 mm round

以上資料來自http://www.zhagastandard.org/

“LED照明光組件詳細規範”, http://www.gscled.com/

LEDs MAGAZINE, Jul. 2012, Nov. 2012, Jan. 2013, Feb. 2013 , 
http://ledsmagazine.com/

國家標準發展策略研究計畫－企業標準化贏的策略(進階標準化教材)

參考資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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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請就LED照明模組規格化
之可行方向提供建言並進
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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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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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
項及辦理情形

2.IEC 62776關於LED燈管
安規之簡介(上)

1.尚無討論議題

2.LED照明標準因應小
組」102年第5次會議之
討論議題

議題初步規劃

報告案

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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