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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LED T-Bar燈具 

LED投光燈具 

適用於室內， 供一般照明用途之輕鋼架天花板(T-bar)

嵌入型發光二極體燈具。 

• 本標準適用於戶外及室內使用。 

• 投光燈具係為投光照明而設計， 利用反射鏡或透鏡， 

能在某個方向獲得特定光強度分布之燈具， 投射到整

個場景或受照物之照度遠大於其週遭環境照度的照明。 

• 光型設計包含軸對稱配光、雙面對稱配光、單面對稱

配光及非對稱配光。 

• 分為狹角形(< 30°)、中角形(30°～ 60°)、廣角形(> 60°)。 

備 考 ： 路 燈 、 隧 道 燈 、 辦 公 室 照 明 燈 具 、 筒 燈 、 舞 台 燈 不 

適 用 本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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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光燈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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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條件 

▪ 無 特 別 規 定 時 ， 在 不直接對待測之LED 燈具送風， 僅以自然對流達成熱平衡
狀之周圍溫度為25℃ ±1℃ ， 在與LED 燈具相同高度並距離1 m 之位置量測。 

▪ 無 特 別 規 定 時 ， 相 對 濕 度為60%±20%。 

▪ 經60 min 以上之點燈時間， 或在15 min 內之光強度及消耗功率之讀值變動率 
            (即(最大值－ 最小值)/平均值)在0.5 %內時， 視為穩定狀態。 

▪ 試驗用電源 : (a) 電壓變動率應在±0.2 %以內。(b) 頻率變動應在±0.5 %以內。 
                                                      (c) 電壓波形之總諧波失真不得超過3 %。 

▪ 量測光強度或光通量時應注意之事項 

        (a) 量測距離應大於LED 燈具之透光燈面最大尺寸10 倍以上。 (投光燈另要求) 

        (b) 待測LED 燈具周圍之暗室， 背景照度不得大於0.05 lx。 

        (c) 光強度計之量測範圍， 至少應涵蓋1 cd 至5,000 cd。 

        (d) 光強度計之解析度， 應在0.1 % range/step 以下。 

        (e) 光強度計之視效函數精確度  f1′ 應在3 %以下。 

• LED 燈具應依製造廠商所指定之點燈方向進行試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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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光燈具配光量測距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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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性要求 

安全性 

 LED T-Bar燈具 

    符合CNS 14335 相關章節之規定 

 LED投光燈 

     符合CNS 14335及IEC 60598-2-5(投光燈) 之規定 

光生物安全性 

燈具應符合CNS 15592(或IEC 62471)相關章節之規定。 

(投光燈尚未要求) 

電磁雜訊 

燈具需符合CNS 14115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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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電性要求 

 LED T-Bar 燈具 

(a) 功率因數應在0.90 以上， 且實測值應在標示值之95 %以上。 
(b) 額定功率之實測值應在標示值之± 10 %以內。 
(c) 電流之諧波失真不得超過表1 規定值， 且總諧波失真不得大於33 %。 

點燈 環境 :   施加額定頻率之額定電壓， 在室內自然無風及20℃ 至35℃ 之

周圍溫度狀態下， 持續點燈168 h。 

測試條件 : 完成枯化點燈並達到穩定狀態後， 在額定頻率之額定電壓下， 

 LED 投光燈 

(a) 25 W 以下 燈具之功率因數應在0.85 以上，超過25 W 燈具之功
率因數應在0.90 以上， 且實測值應在標示值之95 %以上。 

(b) 額定功率之實測值應在標示值之± 10 %以內。 
(c) 25 W 以上投光燈具電流之諧波失真不得超過表1 之規定值， 且

總諧波失真不得大於33 %，而低於25 W 投光燈具之總電流諧波
值須在120 %以下。 

註 :表1 電流之諧波失真值包含 第2,3,5,7……..39 階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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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光特性及初始發光效率 

 LED T-Bar 燈具 
以測角光度計量測光強度分布曲線及總光通量， 並計算初始發光效率 
(a) 初始發光效率應在50 lm/W 以上， 且實測值應在標示值之95 %以上 
(b) 在0°至80°(係指立體角γ 角)之光通量分量在總光通量之80 %以上 
(c) 初始光通量之實測值應在標示值之95 %以上。 

  LED投光燈 
(a)初始發光效率須在35 lm/W 以上， 且實測值應在標示值之95 %以上 

配光特性與光束維持率 

備考：1. 僅適用於白光LED燈具 
              2. 以測角光度計量測其光通量 

 

光束維持率 

  LED T-Bar 燈具 
      3,000 h 後光束維持率不得低於92%， 且發光效率應在46 lm/W 以上 

  LED投光燈 
      3,000 h後光束維持率不得低於92 %， 且其發光效率不得低於初始值之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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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溫要求 

色溫 

依積分球量測法或測角光度計量測

法，量測LED 燈具色溫 

標稱色溫
(K) 

室內型 室外型 

容許色溫範圍
(K) 

色溫類別 

6500 6,530±510 高色溫 
(5,310～7,040) 5700 5,665±355 

5000 5,028±283 
中色溫 

(3,710～5,309) 
4500 4,503±243 

4000 3,985±275 

3500 3,465±245 低色溫 
(2,580～3,709) 

 
3000 3,045±175 

2700 2,7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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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色性 

演色性 

 LED T-Bar燈具 

• 依CIE13.3 量測， LED 燈具之額定演色性指數須在80 以上 

• 初始量測值不得低於額定值之95 % 

• 經3,000 h 之光束維持率試驗後之量測值，不得低於額定值減去3 

LED 投光燈具 

• 室內型演色性須在80 以上，室外型演色性須在65 以上 
•  初始量測值不得低於額定值之95 %。 

備考：1. 若額 定演色性 指數為80，則經3,000 h 後之量測值不得低於77 

              2. 單色光或光色可調之投光燈燈具，色溫、演色性、發光效率不需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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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變動率與突波保護 

電壓變動率 

在額定頻率(60 Hz)之90 %及110 %額定電壓下操作，中心光強度漂
移應在± 5 %以內。 

突波保護 

 LED T-Bar 燈具 

依 CNS 14676-5(或IEC 61000-4-5)之試驗法， 對LED 燈具施加1 個具
有1.2/50 μs開路電壓波形與8/20 μs 短路電流波形之組合波， 線對線
依0.5 kV 之試驗位準，線對地依1.0 kV 之試驗位準進行試驗， 切換極
性重複試驗3 次。 在試驗後LED 燈具應能正常操作。 

 LED 投光燈具 

依CNS 14676-5進行試驗，  室外型燈具須符合位準4 之要求，室內型
燈具須符合位準2 之要求， 在試驗後應能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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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環境試驗 

溫度循環 

燈具在操作狀態下，將周圍溫度由室溫升至Ta2(Max) ± 2℃，維持16 h 
後，降至Ta1(Min)± 2℃，維持16 h 後，再升至室溫，重複進行2 次循環 
升溫/ 降溫率為0.5℃/min 至1℃/min。 

點滅 

 以點燈30 s、熄燈30 s 為1 次循環，重複進行8,000 次。  

耐久性 

燈具完成枯化點燈在額定頻率之額定電壓及Ta2(Max)± 2℃下連續操作
360 h。試驗結束後， 以測角光度計量測總光通量。經耐久性試驗後， 
LED 燈具之總光通量不得低於初始光通量之90 %。 

備註 : 1. 燈具應能在容許操作溫度範圍下正常操作，且所有元件均不得產生裂痕
或其他物理性損壞， 任1 個LED 封裝體不得發生不亮或閃爍之失效情況。 

              2. Ta1(容許最低操作溫度) ;  Ta2(容許最高操作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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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試驗規定 

針對設計及構造相同惟燈具功率、外觀顏色或光學特性值不同 

系列型式認定原則 : 材料表(BOM)及技術文件(型錄及試驗報告等) 
(a) 外觀、尺寸、構造及散熱裝置應完全相同 
        其材料表中所列之材料及零組件均相同時，可視為構造相同 
(b) 控制裝置須相同廠商所製造且為同系列之產品，惟輸出功率可不同 
(c) 採用相同型式之LED 模組，並符合下列條件。 
       － 外觀、尺 寸相 同 。 
       － LED 製造廠商相同且為同系列之產品。 
       － 二次光學元件 為相同材料之產品。 
       － 模 組 基 板為相同廠 商所製造且為同系列之產品。 

系列主型式認定原則 :由試驗室與 LED 燈具之製造廠商共同評估 

－ 總消耗功率須為系列型式中最大者。 
－ 散熱面積與總消耗功率之比 須為系列型式中最低者 。 
－ 光熱特性 (發光效率或熱阻)須為系列型式中最低者。 

備 考：應選擇能產生最不利試驗結果之LED 燈具為主型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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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產品試驗要求 

(A) 主型式產品 

• 零組件 

(a) 使用LED 燈管者， 其安全性應符合CNS 15438 

(b) 非使用LED 燈管者， 應符合下列要求 

      － LED模組之安全性應符合CNS 15357 (或IEC 62031) 

      － 控制裝置之安全性 應 符合CNS 15467-1( 或IEC 61347-1) 及  

            CNS15467-2-13(或IEC 61347-2-13) 

      － 控制裝置之性能應 符合CNS 15174(或IEC 62384)。 

             要求 :若檢附已符合上述規定之零組件試驗報告，得不另行測試 

• LED 燈具 : 依本標準進行所 有試驗 。 

(B)系列型式產品  

      依標準進行部分加測試驗 ;  6.2 節基本特性試驗 ;  

6.3 節配光特性及發光效率試驗; 6.7 節耐久性試驗 

      要求: 發光效率實測 值與主型式產品在168 h 之值相比，應在其值9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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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技術文件 

(A)主型式產品 

LED 燈管與之LED 模組安全性試驗報告(若適用時)。 
LED 及LED 模組之詳細規格書(包含光熱特性資料)。 
控制裝置之安全性及性能試驗報告、規格表或型錄。 
材料表及電路圖。 
規格表或型錄。 

(B)系列型式產品 

LED 燈管與LED 模組之安全性試驗報告(若適用時)。 
LED 及LED 模組之詳細規格書(包含光熱特性資料)。 
控制裝置之安全性及性能試驗報告、規格表或型錄。 
主型式產品之試驗報告。 
主型式產品及系列型式產品之材料表及電路圖。 
主型式產品及系列型式產品之規格表或型錄。 
製造廠商之符合性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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