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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標記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五大創新產業 

整合既有產學研與
國外技術資源 

成立創新聚落，打
造產業生態系 

由內需走向出口，
創造明星產業 

政策 五大創新產業 



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綠能科技 

節能 

創能  

儲能 

系統整合 

智慧電表 

節能設備 

太陽光電 

離岸風電 

鋰電池 

燃料電池 

 IoT 

ESCO 

LED 

政策 五大創新產業之綠能科技 



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制修訂LED照明
相關國家標準 

召開LED照明標準
因應小組會議 

政策 協助LED節能設備發展之策略 



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為配合政府扶植綠能產業
之政策，協助LED照明產
業及早因應國際技術趨勢
發展 

 本局於101年8月成立LED

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成立緣起 



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UL 

產 

官 研 

LED照明標
準因應小組 

本小組成員來自產官研
各界，包含產業公會、
政府機關及試驗室與研
究機構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成員 



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作為LED照明產業界在標
準化資訊交流之管道 

建立研處相關標準化議題
之機制 

成為我國參與國際標準制
定之策略運籌中心 

資訊蒐集 

議題研處 標準布局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任務 



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LED標準資料蒐集、分析及研判 

國內LED標準化推動 

兩岸LED標準合作 

參與國際LED標準制定活動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運作策略 



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相關標準化之工作推動進展 

 LED標準及技術發展趨勢 

產業關心之LED標準議題 

標準化策略與方針之指導 

臨時提案 

報告案 

討論案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會議議題 



1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網址： http://www.LEDteam.org.tw/ 

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 資訊分享 



1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照明產品 交通應用 室內指示 電子元件 戶外顯示 智慧照明 照明元件 控制裝置 

LED相關CNS現況 類別及數量 



1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總號 標準名稱 最新日期 

照明相關產品 

14115 電氣照明與類似設備之射頻擾動限制值與量測方法  105.9.14 

14335 燈具安全通則  88.8.4 

14335-2-3 燈具－第2-3部：道路及街道照明用燈具之安全規定  106.5.18 

15233 發光二極體道路照明燈具  99.11.12 

15436 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一般照明用)－安全性要求  101.11.15 

15437 輕鋼架天花板(T-bar)嵌入型發光二極體燈具  99.11.18 

15438 雙燈帽直管型LED光源－安全性要求  99.11.18 

15497 發光二極體投光燈具  100.10.19 

15592 光源及光源系統之光生物安全性 101.11.15 

15603-1 燈具性能–第1部：一般性要求 101.11.15 

15603-2-1 燈具性能－第2-1部：LED燈具之個別規定 101.11.15 

LED照明CNS現況 LED照明CNS(1) 



1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總號 標準名稱 最新日期 

照明相關產品 

15630 一般照明用安定器內藏式LED燈泡(供應電壓大
於50 V)－性能要求 

101.11.29 

15829 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之雙燈帽LED 燈管－安全性
要求 

104.9.23 

15015 戶外景觀照明燈具 105.9.14 

15983 G5/G13 雙燈帽整合型LED 燈管－安全規定 106.7.14 

62931 配備GX16t-5 燈帽之LED 燈管－安全性規定 106.8.17 

16027 G5/G13 雙燈帽LED燈管－性能要求 107.1.10 

16047 室內一般照明用LED 平板燈具 107.6.20 

16048 讀寫作業檯燈 107.6.20 

LED照明CNS現況 LED照明CNS(2) 



1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總號 標準名稱 最新日期 

控制裝置 

15174 LED模組之交、直流電源電子式控制裝置－性能要
求 

97.3.28 

15467-1 光源控制裝置－第1部：通則及安全性規定 101.11.15 

15467-2-13 光源控制裝置－第2-13部：LED模組用直流或交流
電子式控制裝置之個別規定 

101.11.15 

照明用元件與模組 

15247 照明用發光二極體元件與模組之一般壽命試驗方法  98.1.22 

15248 發光二極體元件之熱阻量測方法  98.1.22 

15249 發光二極體元件之光學與電性量測方法  98.1.22 

15250 發光二極體模組之光學與電性量測方法  98.1.22 

15357 一般照明用LED模組－安全性規範 99.5.18 

15456 交流發光二極體元件之光學及電性量測法 100.8.10 

LED照明CNS現況 LED照明CNS(3) 



1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總號 標準名稱 最新日期 

照明用元件與模組 

15457 交流發光二極體模組之光學及電性量測法 100.8.10 

15489 發光二極體晶粒之光學與電性量測法 100.9.29 

15490 發光二極體光源系統之量測法 100.9.29 

15498 發光二極體模組之熱阻量測法 100.10.19 

15509 發光二極體晶粒之加速壽命評估法 100.10.25 

15510 發光二極體元件及模組之加速壽命評估法 100.10.25 

15529 發光二極體元件之環境及耐久性試驗法 101.1.31 

15530 照明用發光二極體系統之環境試驗法 101.1.31 

15531 發光二極體晶粒之品質試驗法 101.1.31 

15532 發光二極體元件之靜電放電試驗法 101.1.31 

15602 一般照明用LED模組－性能要求 101.11.15 

15713-1 雜類燈座－第1部：一般要求及試驗 103.2.27 

LED照明CNS現況 LED照明CNS(4) 



1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總號 標準名稱 最新日期 

照明用元件與模組 

15713-2-2 雜類燈座－第2-2部：個別規定－ LED 模組
用連接器 

103.2.27 

智慧照明系統 

15652-1 智慧照明系統－第1部：系統功能 102.3.29 

15652-2 智慧照明系統－第2部：廣域網路介面 102.3.29 

15652-3 智慧照明系統－第3部：場域網路介面 102.3.29 

15652-4 智慧照明系統－第4部：場域網路設計指引 102.3.29 

15652-5 智慧照明系統－第5部：照明設備 102.3.29 

LED照明CNS現況 LED照明CNS(5) 



1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網址：http://www.cnsonline.com.tw/ 

1 

LED照明CNS現況 CNS查詢(1) 



1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 

3 

LED照明CNS現況 CNS查詢(2) 



1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4 

LED照明CNS現況 CNS查詢(3) 



2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5 

LED照明CNS現況 CNS查詢(4) 



2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後續規劃 修訂LED燈管性能標準 

適用於125 W以下之雙
燈帽LED燈管 

擬針對現行不同型式之
LED燈管予以分類並以
代號區分，使消費者便
於選擇適用之產品 



2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後續規劃 修訂LED燈具安全標準 

使用電光源且電源電壓
在1,000 V以下之燈具 

新增與LED燈具安全之
相關要求，包含：藍光
危害、系列型式、控制
裝置與可觸及導電部位
間絕緣之要求等 



2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後續規劃 修訂LED燈泡性能標準 

額定功率60 W以下，額
定電壓50 V以上至250 V

以下之LED燈泡 

依據IEC 62612: 

2013+AMD 1: 2015修訂、
增訂額定功率許可差為
±10 % 



2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正字標記 取得正字標記之優點 

 正字標記自民國四十年起實施，
品質形象深植人心 

 國內採購規範指定採用正字標
記產品者免重行檢驗 

 爭取與其他驗證標章(MIT標章)

相互承認 



2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產品品質須符合國家標準全項
檢驗 

 品管系統需符合CNS 12681或
ISO 9001 

 產品每年至少需進行1次抽樣
檢驗 

正字標記 取得正字標記之要件 



2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億光電
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賀喜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聯嘉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等4家正字標記廠商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工研院量測中心、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等4家認
可實驗室 

正字標記 LED路燈之正字標記品目 



2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網址：http://www.cnsmark.org.tw/ 

1 

正字標記 正字標記之宣導與推廣(1) 



2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 

正字標記 正字標記之宣導與推廣(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LED燈管之安全性標準解析
(CNS 15829、CNS 15983及CNS 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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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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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829(IEC 62776)
標準名稱：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之雙燈帽 LED燈管-

安全性要求
適用燈管：配備G5或G13燈帽之雙燈帽 LED燈管，用

於取代使用相同燈帽之螢光燈管(直接替
換型雙燈帽 LED燈管)

適用範圍：- 額定功率在125W 以下
- 額定電壓在250V 以下

一、標準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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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983
標準名稱：雙燈帽整合型 LED燈管-安全性要求
適用燈管：配備G5或G13燈帽之雙燈帽整合型 LED燈

管，用於具備G5或G13燈座且無安定器之
燈具(雙燈帽整合型 LED燈管)
(屬非直接替換型雙燈帽 LED燈管)

適用範圍：- 額定功率在125W 以下
- 額定電壓在交流100V以上且在250V以
下，額定頻率為50Hz至60Hz

- 長度符合CNS691(或IEC60081)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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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62931
標準名稱：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安全性規定
適用燈管：配備GX16t-5燈帽之雙燈帽非整合型 LED

燈管 (配備GX16t-5燈帽之 LED燈管)
(一般又稱安定器外置型 LED燈管)

適用範圍：- 額定功率在70W 以下
- 額定無漣波直流電壓在190V以下
- 配備GX16t-5燈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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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定義

- 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
用於替換雙燈帽螢光燈管而不會變更原有燈具內
部結構之LED燈管。燈管換裝後之燈具安全性維持
與換裝前相通之水準。

- 非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
用於取代適用燈管但須變更原有燈具之LED燈管。

- 雙燈帽整合型LED燈管：
控制裝置(安定器)設置於燈管內部，以交流市電
為電源之LED燈管，適用於沒有安定器之燈具，屬
非直接替換型LED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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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定義

- 配備雙燈帽之非整合型LED燈管：
配備2個燈帽，需搭配個別控制裝置(外置安定器)
操作之LED燈管。

- 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
配備GX16t-5燈帽之非整合型LED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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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CNS 62931 雖規範直流型 LED燈管，但非使用 G5/G13 燈帽，在此不做比較。

G5/G13 雙燈帽 LED燈管在不同 CNS標準中之稱呼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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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管接線圖

1.1 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單邊供電)接線圖(詳如圖5)

1.2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雙邊供電)接線圖(詳如圖6)

1. 符合CNS15829 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

二、標準適用燈管之配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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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符合CNS15829標準所規定之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單邊供電)(圖5配
線之燈管)替換配備感抗式安定器燈具時燈管與燈具之配線圖

※燈管與燈具連接之配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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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符合CNS15829標準所規定之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雙邊供電)(圖6配
線之燈管)替換配備感抗式安定器燈具時燈管與燈具之配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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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符合CNS15829標準所規定之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雙邊供電)(圖6配
線之燈管)替換配備電子式安定器燈具時燈管與燈具之配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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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雙燈帽整合型LED燈管接線圖(單邊供電) (詳如圖7)

3.2 雙燈帽整合型LED燈管接線圖(雙邊供電)(詳如圖8)

2. 符合CNS15983 雙燈帽整合型LED燈管

※LED燈管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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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符合CNS15983標準所規定之雙燈帽整合型LED燈管(單邊供電)(圖7配線之
燈管)與無安定器燈具之配線圖

※燈管與燈具連接之配線圖

2.4 符合CNS15983標準所規定之雙燈帽整合型LED燈管(雙邊供電)(圖8配線之
燈管)與無安定器燈具之配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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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接線圖(詳如圖10)

3.2 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與外置驅動器接線圖

3. 符合CNS62931 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

※LED燈管接線圖

※燈管與燈具連接之配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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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請參考各標準第5節
※ 互換性：LED燈管之燈帽應符合IEC 60061-1，並以IEC 60061-3

所規定之量規查核互換性。

燈帽型式
IEC 60061-1所對應
之燈帽資料表編號

以量規檢查之燈
帽尺度

IEC 60061-3所對應之
量規資料表編號

G5 7004-52 檢查所有尺度 7006-46及7006-46A

G13 7004-51 檢查所有尺度 7006-44及700645

GX16t-5 7004-183 檢查所有尺度 7006-183及7006-183A

※ 質量：

燈帽型式 總質量

G5 不超過200g

G13 不超過500g

GX16t-5
燈管長度在1.2m以下 不超過500g

燈管長度在1.2m以上 不超過1000g

三、標準測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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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度：
- 配備G5及G13燈帽之燈管常溫下之燈管尺度須符合CNS691相對
應螢光燈管之尺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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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備GX16t-5燈帽之燈管常溫下之燈管尺度須符合CNS62931 
附錄D相對應螢光燈管之尺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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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燈管除了在常溫下須符合相關標準尺度之要求外，須分別
將燈管置於低溫(若未指定溫度時為-20℃)及在高溫(若未指
定溫度時為60℃)環境中測試1小時，測試後燈管之尺度須符
合標準之規定。

- 配備GX16t-5燈帽之燈管，當水平安裝時燈管中央下垂偏移量，
標稱長度在1.2m以下之燈管不可超過10mm，標稱長度在1.2m
以上之燈管不可超過20mm

※ 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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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功率：

- CNS15829(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及CNS15983(雙燈帽整
合型LED燈管)規定消耗功率應不大於所替換之螢光燈管，螢
光燈管之功率參照CNS 691(或IEC 60081)對應光源資料表。

- 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之消耗功率應符合下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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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不適用之起動器操作之安全性：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需依下列條件搭配起動器操作

- 搭配螢光燈管起動器

- 搭配LED燈管替換用起動器

- 對於2支螢光燈管串接於同1只控制器時，將1支螢光燈管以
LED燈管取代，並分別搭配螢光燈管用起動器及LED燈管替換
用起動器

經上述操作後燈管應不發生起火、產生可燃性氣體或煙霧，
或發生帶電部變為可觸及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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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腳於裝入燈座時之安全性：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由於無法確保燈帽兩端同時裝入燈
座，因此燈管兩端在裝入燈座期間，應不存在任何電性連通性。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於安中燈管過程中可能因誤
觸燈腳而使人招遭受電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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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列試驗檢查符合性
- 絕緣耐電壓試驗：於燈管兩端燈帽燈腳間施加1500V電壓進行

絕緣耐電壓試驗

- 絕緣電阻試驗：於燈管兩端燈帽燈腳間施加DC 500V電壓進行
絕緣電阻試驗，絕緣電阻需大於 2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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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面距離及空間距離：須符合CNS 15467-1(或IEC61347-1)標
準之空間距離要求

- 接觸電流試驗：施加AC 500V之試驗電壓，依下圖進行量測時
所測得之接觸電流不可超過0.7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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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意外觸及帶電部之保護：

燈管之帶電部間及燈管可觸及部位間，應具備足夠之絕緣電阻
及絕緣耐電壓能力
-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燈帽金屬部位與燈腳間須符合下
列測試
(a)絕緣電阻：施加DC 500V電壓進行試驗，絕緣電阻需大於

2MΩ
(b)絕緣耐電壓：施加1500V電壓進行試驗



26

- 燈管之構造，當安裝於標準燈座時，應無法觸及下列部位
(a) 內部之金屬部位
(b) 除燈帽以外之基本絕緣外部金屬部位
(c) 燈帽之帶電金屬部位
(d) 燈管本身之帶電金屬部位

以下圖之試驗指施加10N之力檢查其可觸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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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緣電阻及絕緣耐電壓試驗
將燈管放置於相對濕度91%~95%，溫度20℃~30℃間(測試過程
溫度變化需在1℃之內)恆濕恆溫箱中48h後執行下列試驗
(a)絕緣電阻：施加DC 500V電壓進行試驗，絕緣電阻需大於

4M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



28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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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絕緣耐電壓：施加 (2750V+2倍最大輸入電壓) 進行試驗
(新版標準為(2000V+4倍最大輸入電壓)

配備G5或G13燈帽之LED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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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備GX16t-5燈帽之LED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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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帽之機械性要求：
燈帽之構造，在燈管操作期間及操作後，應與燈管保持緊密之
結合
- 尚未使用燈管之扭矩試驗：對燈帽施加下表所示之扭矩，燈
帽應與燈管保持緊密之結合，燈帽中相關部位間之轉動位移
不可超過6度

- 經加熱處理後燈管之扭矩試驗：將燈管放置於溫度80℃±5℃
之恆溫箱中2000h±50h後，對燈帽施加下表所示之扭矩，燈帽
應與燈管保持緊密之結合，燈帽中相關部位間之轉動位移不
可超過6度
(a) 以壓接、螺釘或類似之機械性連接方法固定燈帽時，則

不需進行本試驗
(b) 非以機械性連接方法及接著劑連接方法固定燈帽時，只

要進行100h之熱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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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項目

絕緣材質的零件

備註維持帶電體在固
定位置

防電擊保護

耐熱試驗
最低125℃
量測溫度值再加
上25℃

最低75℃
量測溫度值再
加上25℃

1.以一個直徑5mm的鋼球
向測試表面施力20N。

2.測試1小時後，測量壓
痕直徑，此直徑不可
超過2mm。耐熱試驗

GX16t-5燈管
125℃

耐燃試驗 650℃熾熱線測試

1. 測試樣品不可持續燃燒
超過30秒

2. 從樣品掉下的燃燒物不
能使底下的棉紙點燃。

※ 耐熱性及耐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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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條件：
- 在極端電性條件下測試：將燈管調整至製造廠商所指定之最
不利條件下，或將功率調升至150%之額定功率。持續進行試
驗直到燈管達到熱穩定狀態為止。

- 電容器短路
- 電子零組件之故障條件
經上述操作後燈管應不發生起火、產生可燃性氣體或煙霧，
或發生帶電部變為可觸及之情況

配備G5及G13燈帽之LED燈管需進一步執行下列試驗
- 燈管搭配不同類型控制裝置操作之安全性

直接替換型雙燈帽LED燈管需加執行下列試驗
- 燈管在燈具控制裝置短路之安全性

※ 沿面距離及空間距離：
- 燈腳或接點與燈帽之金屬間適用IEC 60061-1之要求
- 其他部位或零件適用CNS 15467-1之要求
- 可觸及導電部位(燈帽除外)適用CNS 14335針對雙重絕緣及強
化絕緣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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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粉塵及水侵入防護之燈管：
燈管未標示下列圖示之燈管管需執行本項試驗

- 熱耐久性：依CNS 14335第12.3節進行耐久試驗，試驗期間為
240h。
燈管應以高於最大額定溫度10 K之周圍溫度操作。
試驗後燈管應不影響安全性，且標示應保持清晰。

- IP等級之測試：將經過熱耐久性試驗之同一支燈具依據CNS 
14335第9節規定執行IPX5及IP6X之試驗。在試
驗中燈座應與燈管未端整個表面緊密貼合，並
對接觸面提供IP65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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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生物性危害：
- 紫外線輻射：UV輻射危害率不可超過 2 mW/(klm)
- 藍光危害：依IEC/TR 62778 標準進行藍光危害評估，須符合

風險類別0 或 風險類別 1 。
- 紅外線輻射：不須進行量測。

※ 機械強度：
配備G5及G13燈帽之LED燈管需進執行本項試驗
- LED燈管應具有足夠之機械強度，在構造方面能抵禦正常使用
時所可能發生之損壞情況時安全性仍不受影響。

- 試驗所需施加之衝擊能量如下：
(a) 易脆部位：0.2 Nm
(b) 其餘部位：0.5 Nm(燈具標準為0.35 Nm)

- 目視判斷最脆弱之位置施加3次衝擊
- 符合性
(a) 帶電部不可轉變為可觸及
(b) 不能傷害絕緣內襯或隔離層的效用
(c) 試驗後燈管需能符合絕緣耐電壓試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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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LED照明相關國家標準說明會  

G5/G13雙燈帽LED燈管－性能要求 

 

2018-10-18 

張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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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一、LED燈管國家標準(CNS) 

二、CNS 16027 「G5/G13 雙燈帽LED燈管一
性能要求」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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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ED燈管國家標準(CNS)有哪些? 

標準總號 標準名稱 公布日期 

CNS 15438 雙燈帽直管型LED光源-安全性要求 099/11/18 

CNS 15829 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之雙燈帽LED 燈管－安全性要求 104/09/23 

CNS 15983 G5/G13 雙燈帽整合型LED 燈管－安全規定 106/07/14 

CNS 62931 配備GX16t-5 燈帽之LED 燈管－安全性規定 106/08/17 

CNS16027 G5/G13 雙燈帽LED燈管－性能要求 10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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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NS16027 G5/G13 雙燈帽LED燈管－性能要求 
公布日期：107年1月10日 

• 針對家用及一般照明用 

• 配備 G5 及 G13 燈帽之雙燈帽LED燈管 

– 額定功率在125 W 以下 

– 額定電壓在250 V 以下 

 

• 涵蓋以無機發光二極體產生白光之下列雙燈帽LED燈管 

   － 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之雙燈帽LED燈管(參照CNS 15829) 

   － G5/G13雙燈帽整合型LED燈管(參照CNS 15983) 

 

• 性能要求係屬安全性要求(參照CNS 15829、CNS 15983)以外
之附加要求 

 

 

 

 

1、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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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用標準 

• CNS 927 螢光燈管用安定器 

• CNS 14115 電氣照明與類似設備射頻擾動特性之限制值與量測法 

• CNS 14335 燈具安全通則(IEC 60598-1) 

• CNS 15602 一般照明用LED模組－性能要求(IEC 62717) 

• CNS 15829 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之雙燈帽LED燈管－安全性要求(IEC 62776) 

• CNS 15983 G5/G13雙燈帽整合型LED 燈管－安全規定 

• IEC 60050-845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vocabulary; Chapter 845: lighting 

• IEC 60068-2-14 Environmental testing − Part 2-14: Tests − Test N: Change of temperature 

• IEC 60081 Double-capped fluorescent lamps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s 

• IEC/TR 61341 Method of measurement of centre beam intensity and beam angle(s) of  

                                         reflector lamps 

• IEC 62504 General lighting −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 products and related 

                                       equipment − Terms and definitions 

• CIE S 025/E:2015 Test method for LED lamps, LED luminaires and LED modules 

• CIE 121 The Photometry and Goniophotometry of Luminaires 

• ANSI/IES LM-80-15 Approved Method: Measuring Luminous Flux and Color Maintenance of 

                                            LED Packages, Arrays and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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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語及定義 

3.1 額定值 

3.2 初始值： LED燈管在枯化點燈及穩定時間後之特性量測值 

3.3 枯化點燈 

3.4 穩定時間 

3.5 維持值 

3.6 光束軸：雙燈帽LED燈管之橫截面上光強度分布大致呈現對稱之軸線 

3.7 中心光強度 

3.8 光束角：雙燈帽LED燈管之橫截面上通過光束軸線之2條假想線，分別 

            通過橫截面之中心及光強度為50 %中心光束強度之點，由此 

            2條假想線所構成之夾角 

3.9 LED燈管群族 

3.10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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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語及定義(續) 

3.11 光通量衰減 

    當LED模組之多個LED封裝體中發生單一LED封裝體失效，或LED光源之多個LED模組中發 

    生單一LED封裝體失效時，通常造成LED光源之整體輸出光通量發生漸進性衰減 

    一旦LED燈管之輸出光通量低於宣告值之百分數x，則視為LED產品發生光通量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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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語及定義(續) 

3.12 中值有效壽命(Lx)(median useful life, Lx ): 

     相同型式操作中之LED產品群體，其中有50 %之輸出光通量達到低於光束維持率因數x 

     對應光通量之時間長度 

     例如:中值有效壽命L70 意旨50%樣品低於70%光輸出。 

     表示方法( L70)(30,000hr) 

3.13 突發性失效：係指整個單元失效，而非單一LED封裝體或LED模組失效 

3.14 綜合失效值(CFV) ：LED產品於中值使用壽命Lx期間發生輸出光通量衰減或突發性失效 

                       之百分數 

3.15 綜合壽命(MxFy)  [combined life, MxFy] : 

     相同型式使用中之LED產品群體有y %達到綜合輸出光通量衰減或突發性失效之時間長 

     度 

     例如:M70 F10;意旨在光束維持率70%時, 僅10 %發生綜合輸出光通量衰減或突發性失效 

3.16 綜合中值壽命(Mx)[combined median life, Mx ] ： 

     相同型式使用中之LED產品群體有50 %達到綜合輸出光通量衰減或突發性失效之時間長 

     度 

     例如:M70 ;意旨光束維持率70%時,50 %達到綜合輸出光通量衰減或突發性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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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試驗要求 

一般試驗條件參照7.1 。 LED燈管特性之量測參照附錄A 

對於電磁干擾符合性之要求，依CNS 14115之規定 
 

 

 

 

5、標示 

除依CNS 15829或CNS 15983之規定外，應標示表1所規定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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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標示 

標示之項目 產品本體 外包裝 
產品規格書、 

型錄或網頁 

產品名稱 ✓ ✓ ✓ 

額定光通量(lm) － ✓ ✓ 

發光效率(lm/W) － － ✓ 

光束角(°) － － ✓ 

額定色溫 － － ✓ 

額定演色性指數 － － ✓ 

額定色溫對應之相關色溫(K) － ✓ ✓ 

額定綜合中值壽命(h) － ✓ ✓ 

備考：－ 替換螢光燈管型LED燈管，或 

       － 雙燈帽整合型LED燈管 

表1 需標示之項目及標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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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尺度 

燈管之尺度應符合CNS 15829中6.3或CNS 15983中6.3之要求，並檢查 

其符合性 
 

 

 
7、試驗條件 

7.1 一般試驗條件 

 試驗期間為25 %額定壽命 

 若25 %之額定壽命超過6,000 h，則試驗期間為6,000 h 

 LED燈管若使用已確認符合CNS 15602之LED模組，則可免於測試25 %
額定壽命或最長6,000 h試驗期間 

 

7.2 建立LED燈管族群以縮短試驗期間 

7.2.2 族群成員之差異 

 相同族群之LED燈管，須由相同製造商依相同品質保證系統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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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族群成員之容許差異 

容許差異之組件特性 

(參照備考2) 
可接受之條件 

外殼/底座
(housing/chassis) 

散熱片/熱管理系統 

若光束維持率代碼及額定壽命與基線產品相同或
較高時，燈管之tc (位置)應與製造商或責任供應
商之宣告值相同或較低(參照備考1) 

光學系統 

(參照備考1) 

製造廠商之技術文件應記載光學材料改變對於試
驗結果之影響。若光束維持率代碼及額定壽命與
基線產品相同或較高時，則光學系統之特性應相
同或更佳 

LED封裝體 
若光束維持率代碼及額定壽命與基線產品相同或
較高時，tLED應與製造商或責任供應商之宣告值相
同或較低 

備考1.光學系統包含二次光學元件(透鏡)、反射鏡、襯墊(trim and gasket)及連接裝置。與改
變相關之結果包括：光通量、峰值光強度、光強度分布、光束角、色度座標偏移、CCT偏
移及CRI等。 

備考2. 製造商之技術文件應記載組件容許差異之任何改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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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測試族群成員之符合性 

   下列關於族群成員在初始測試期間與縮短期間後之性能特性，應與LED
燈管之製造商/責任供應商所宣告值一致。 

   － 色度座標 

   － 演色性指數 

   － 光束維持率代碼 

   － 加速操作壽命試驗結果 

8 、電氣特性 
8.1 燈管功率 

    量測條件參照附錄A。 

    符合性： 

• 受測樣品中個別燈管之消耗功率初始值應不超過額定值之110 % 

• 受測樣品中燈管之初始消耗功率平均值應不超過額定值之1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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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光度特性 
9.1 光通量 

• 應由製造商或責任供應商宣告燈管之額定光通量，宜為表3所示之值。 

燈管直徑 

mm 

標稱長度 

mm 

額定光通量之建議值 

lm 

小於20 

550 
600 
800 

850 
900 

1,200 

1,150 
1,300 
1,600 

1,450 
1,600 
2,000 

20以上 

600 
800 

1,000 

900 
1,200 
1,500 

1,200 
1,600 
2,000 

1,500 
2,000 
2,500 

備考1. 對於其他長度之燈管，建議值尚在研議中。 

備考2. 提供建議值之目的，係考量不同廠商所生產燈管間之互換性。 

備考3. 標稱長度為約略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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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光通量(續) 

 
依附錄A之規定量測光通量。 

 

符合性： 

受測樣品中個別燈管之光通量初始值應不小於額定值之90 %，或不
超過額定值之120 % 

 

受測樣品中燈管之初始光通量平均值應不小於額定值之92.5 %，或
不超過額定值之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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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發光效率 

依附錄A之規定量測光通量。 

 
以個別LED燈管之實測光通量初始值除以同一LED燈管之實測輸入功
率初始值，計算LED燈管之發光效率。 
(lm/W) 
 
符合性： 
受測樣品中所有燈管之發光效率值，應不小於製造商/責任供應商所
宣告額定值之80 % 
 
發光效率應符合能源主管機關之規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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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光束角 

    應由製造商或責任供應商宣告燈管之額定光束角，以利照明設計者或 

    消費者依應用需求選擇產品。 

    依附錄A之規定量測光束角。 

     

符合性： 

    受測樣品中個別燈管之光束角，與額定值之差異應不超過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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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色度特性 
10.1 額定色溫及色度偏移代碼 

• 額定色溫，宜為表4其中之一 

• 標準化額定色度座標及對應之相關色溫(CCT)參照表4 

額定色溫 
色度座標 

x y 
F6500 0.313 0.337 
F5000 0.346 0.359 
F4000 0.380 0.380 
F3500 0.409 0.394 
F3000 0.440 0.403 
F2700 0.463 0.420 
 P6500 0.312 0.328 
P5700 0.329 0.342 
P5000 0.345 0.355 
P4500 0.361 0.367 
P4000 0.382 0.380 
P3500 0.408 0.393 
P3000 0.434 0.403 
P2700 0.458 0.410 

備考：額定色溫欄中數值之前置字母所代表意義如下： 

       F：引用IEC 60081中附錄D之數值。 

       P：接近普朗克曲線之數值。 

表4 額定色溫及對應之色度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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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額定色溫及色度偏移代碼(續) 

表5宣告色度座標對應之色度偏移代碼 

麥克亞當(MacAdam)橢圓 

(以額定色溫對應之色度座標為
中心點)之階次 

色度偏移代碼 

初始
值 

維持
值 

3-階 3 3 
4-階 4 4 
5-階 5 5 
6-階 6 6 
7-階 7 7 

＞7-階橢圓，不可超過10階 7+ 7+ 

圖片來源:網路 

表5 額定色溫之色度偏移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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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演色性指數(CRI) 

受測樣品中所有燈管之CRI計算值，應不小於額定值減去3之值 

11 、壽命 
11.1 一般 
     用於替換螢光燈管並搭配感抗式安定器(控制裝置)操作之LED燈管， 
     使用符合CNS 927所規定之適用安定器進行試驗。用於替換螢光燈管 
     並搭配電子式安定器操作之LED燈管，應使用製造商或責任供應商所 
     指定之電子式安定器(控制裝置)進行試驗。 
 
     雙燈帽整合型LED燈管依其標示電路進行試驗。 
 
     試驗電壓應為額定電壓 
     若為額定電壓範圍時，應以對燈管之溫度產生最不利影響之電壓進 
     行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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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光束維持率 

 額定壽命MxFy之額定光束維持率因數x，依LED燈管之應用而 
  有不同要求 
 製造商宜提供選擇光束維持率要求之相關資訊，為利多方溝 
  通及便於了解，本標準以70 %為最低要求 

圖1 試驗期間之光通量衰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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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光束維持率(續) 

表6 於7.1所規定試驗期間後之光束維持率代碼 

光束維持率因數x (%) 光束維持率代碼 

≧90 9 

≧80 8 

≧70 7 

符合性： 
受測樣品中個別燈管於7.1所規定試驗期間之光束維持率計算值，
應與所宣告之光束維持率代碼相同或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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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耐久性試驗 

11.3.2 溫度循環試驗 

        

符合性： 
試驗結束後，所有燈管應可操作，輸出光通量應不小於初始值之
80 %並維持至少15 min，亦不得發生因溫度循環所造成之物理效
應(physical effects)，例如裂痕或標籤剝落(delaminating of 
label) 

 將燈管置於試驗箱中，內部之溫度在4 h週期內於−10 ℃至+40 ℃間變
化，進行250次循環(共計1,000 h) 

 4 h週期包括在每個極端溫度維持1 h及在極端溫度間轉換之1 h 

 燈管在試驗電壓下點亮34 min後熄滅34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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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點滅試驗 

        

符合性： 
試驗結束後，至少95 %之燈管可操作，輸出光通量應不小於初始
值之80 %並維持至少15 min，亦不得發生因溫度循環所造成之物
理效應，例如裂痕或標籤剝落 

 燈管在額定電壓下，以點亮30 s後熄滅30 s為1次點滅循環 

 點滅循環次數為額定壽命時數(h)之一半 

   (例：額定壽命20,000 h則須進行10,000次點滅循環) 

   本項試驗之目的係檢查內建電子組件之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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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加速操作壽命試驗 

        

符合性： 
待試驗結束後，冷卻至室溫並達到穩定狀態，無LED燈管發生突發
性失效 

 若製造商指定最大操作溫度，則燈管在比此值高10 K之溫度下，施
加試驗電壓連續操作(無任何點滅操作) 1,000 h 

 若未指定最大操作溫度時則在60 ℃下進行試驗 

 任何熱保護裝置(thermal protecting device)，特別針對在特定溫
度下動作，使燈管斷電或降低光通量之功能者，則應使其失效
(by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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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試驗樣品數量 
        型式試驗時所需之最少樣品數量 

節次 試驗項目 
於7.1所規定試驗期間
所需樣品中LED燈管之

最少數量 

依7.2於產品特性改變
後為縮短試驗期間所需
測試族群中LED燈管之

最少數量 

7.2 tc 1 以相同1支燈管進行所
有試驗 9.3 光束角 5 

8.1 燈管功率 

以相同10支燈管進行所
有試驗 

以相同3支燈管進行所
有試驗 

9.1 光通量 

9.2 發光效率 

10.1 額定色溫 

10.1 色度偏移代碼 

10.2 演色性指數 

11.2 光束維持率 

11.3.2 溫度循環試驗 5 3 

11.3.3 點滅試驗 5 3 
11.3.4 加速操作壽命試驗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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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規定) 

光學特性代碼之說明 

        以光學特性代碼830/359為例，所代表之意義說明如下： 
 
 
(由左至右解釋數字之含意) 
－ 〝8〞為額定CRI，例：87 
－ 〝30〞為3,000 K之額定CCT 
－ 〝3〞為色度座標分布於3-階麥克亞當橢圓之初始代碼 
－ 〝5〞為到達7.1所規定之(操作)試驗期間時，色度座標分布於5-階麥克 
              亞當橢圓之維持代碼 
－ 〝9〞為到達7.1所規定之(操作)試驗期間時之光束維持率代碼 
              (依表6之規定) 
 
以1個數字表示演色性指數，範圍及對應之代碼如下： 
CRI=70至79，代碼為〝7〞 
CRI=80至89，代碼為〝8〞 
CRI=90以上，代碼為〝9〞 
9為最大值。  

8 3 0 / 3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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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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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寫作業檯燈(CNS 16048) 
• 室內一般照明用LED平板燈具(CNS 16047) 

標準緣起……… 

GT 022-2014  LED視覺作業檯燈 

GT 004-2012 室內一般照明用LED平板燈具 

兩岸共通標準文本 

201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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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作業檯燈(CNS 1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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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作業檯燈(CNS 16048) 

適用範圍:  
   -家庭、教室和類似場所 

   - AC 60 Hz、交流電壓 ≤ 250 V 

   - 光源: LED或螢光燈  

      為讀寫視覺作業提供照明之燈具 

 

分類: 

╴光源可替換式檯燈 

╴LED一體式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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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48 讀寫作業檯燈測試項目 

項次 測     試     項      目 測試規範/要求 

安全 

1 燈具安規 CNS 14335-2-4, CNS 14335 

2 光生物安全 CNS 15592, 200 mm處, 風險等級: RG0 

3 對人體之電磁輻射 IEC 62493 

性能 

 LED一體式檯燈: CNS 15603-2-1「燈具性能－第2-1部：LED燈具之個別規定」 
 光源可替換式: 光源與控制裝置 對應個別要求 

1 照度 及 均勻度 

2 遮光性 

3 色度特性 
LED一體式檯燈初始之相關色溫及色容差與點燈
2,000 h之相關色溫及色容差，應與製造商宣告一
致 

電磁相容 

1 射頻干擾 CNS 14115 

2 諧波電流 CNS 14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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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48 讀寫作業檯燈測試項目 

項次 測     試     項      目 測試規範/要求 

電氣特性 

1 輸入功率 
實測輸入功率與標稱輸入功率之偏差應不 
超過10 % 

2 功率因數 

 標稱功率>25 W，標稱PF ≧ 0.90。 
 標稱功率 ≤ 25 W，標稱PF ≧ 0.70 
 
功率因數: 實測值 ≧ (標稱值-0.05) 

3 閃爍 

光輸出頻率<120 Hz時，須符合 
 閃爍指數(flicker index，FI) ≤ 0.05 
 閃爍百分比(percent flicker，PF) ≤ 5 % 
(依據: CIE TN 006:2016) 

4 噪音 
正常操作時，其噪音不得大於25 dB(A)。 
(依據: CNS 14657 ) 

5 標示 

(a) 燈具類別。 
(b) 可更換光源之檯燈應標明光源之製造商或廠牌、

型號及功率。 
(c) 相關色溫、色容差及演色性指數(得標示於說明書

或類似文件)。 
(d) 燈具正常操作位置(得標示於說明書)。 
(e) 燈具照度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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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48 讀寫作業檯燈測試項目 

光源種類 光源性能標準 
相對應光源控制裝置

之性能標準 

螢光燈 CNS 691 
CNS 927、 

CNS 13755 

緊密型螢光燈管 
CNS 60901 

CNS 14576 

CNS 927、 

CNS 13755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 CNS 14125 － 

LED燈泡 CNS 15630 － 

LED燈管 CNS 16027 － 

 光源可替換式: 光源與控制裝置 對應個別要求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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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592 光輻射安全檢測 

 依定義量測方式進行危害分級 

眼睛與皮膚的光化學UV危害曝照限制 
眼睛Near UV危害曝照限制 
視網膜藍光危害曝照限制 
視網膜藍光危害曝照限制– 小光源 
視網膜熱危害曝照限制 
視網膜熱危害曝照限制-弱視覺刺激 
眼睛近紅外輻射危害曝照限制 
皮膚熱危害限制 

危害分級 

CNS16048要求:200 mm處, 風險等級: R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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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48 

對人體之電磁輻射 

法規依據: IEC 62493 
 

評估原因: 因電磁場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MF)
對人體會造成健康危害，如頭暈，
嘔吐，白血病，腦瘤，癌症等，須
對此電磁輻射進行評估。 

須滿足要求: 
 

電源端騷擾電壓 Disturbance voltage mains terminals 20 kHz to 30 MHz  

輻射電磁騷擾 Radiated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s 100 kHz to 30 MHz 

輻射電磁騷擾 Radiated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s 30 MHz to 300 MHz 

感應電流密度 Induced Current Density                           20 kHz to 1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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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48 

照度 及 均勻度 測試 

測試環境:相對濕度≤ 65 %，溫度(25±1) ℃ 

試驗電源電壓及頻率: 誤差應保持在標稱值之±0.2 %以內；諧波總含量≤3 %。 

使用電儀表: 準確度不得低於0.2級。 

使用照度計: 符合CNS 5119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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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48 
照度 及 均勻度 

測試項目 半徑距離300 mm之三分之一扇形區
域以內 

半徑距離為500 mm之三分之一扇形
由前面扇形截下之區域以內 

照度 
AA級 照度> 500 lx 照度> 300 lx 

A級 照度> 250 lx 照度> 150 lx 

均勻度 照度:最大值/最小值≤ 3 照度:最大值/最小值≤ 3 

燈具出光口之幾何中心垂直投影點為圓心，位於眼睛正前方，靠近眼睛一側之投射
範圍內 

以30°為間隔，量測間隔100 mm，包括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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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48 
遮光性 

燈具正常操作位置，在距讀寫桌面之高度400 mm，離光源中心之水平距離600 mm

，注視檯燈，應無法看見2000 cd/m2以上之光源及反射器內壁或透光結構，以輝度

計量測檢查(視野角2°)其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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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6048 
色度特性 

額定相關色
溫(K) 

相關色溫
(CCT, K)  

色度座標目標值 

(CIE 1931 x,y) 
色容差類別(SDCM) 

6,500 6,532±510 0.313 0.337 

3 5 7 7+ 

5,000 5,029±283 0.346 0.359 

4,000 3,985±275 0.380 0.380 

3,500 3,465±245 0.409 0.394 

3,000 3,045±175 0.440 0.403 

2,700 2,725±145 0.463 0.420 

量測時機: 初始及點燈2000小時。CRI ≥ 80, 90,     R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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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亞當橢圓 

• 1 sd = 68.26 % of the general, color-normal population 

• 2 sd = 95.44 % “ 

• 3 sd = 99.44 % 

參考資料:OSRAM SYLV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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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爍 

CNS 16048 

規格要求 

標準 閃爍指數 

（Flicker index，FI） 

閃爍百分比 

（Flicker Percent，PF） 

CNS 16048 

(引用CIE TN006) 

 ≤ 0.05 ≤ 5 % 

檯燈光輸出頻率低於120 Hz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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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 TN 006：2016  
Visual Aspects of Time -Modulated Lighting Systems-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Models 

 閃爍（Flicker） 
   對於靜態環境中的靜態觀察者，亮度隨
時間波動的光刺激引起的視覺不穩定性感
知。 

 
環境和觀察者都處於靜態 

 

參考網址：
https://www1.eere.energy.gov/buildings/publications/pdfs/

ssl/flicker_fact-sheet.pdf 

 頻閃效應（Stroboscopic effect) 

    對於非靜態環境中的靜態觀察者，亮度
或光譜隨時間波動的光刺激引起的對運動
感知的變化。 

 

例如，在方波周期波動的亮度下，連續運
動目標會被感知成不連續的移動；如果亮
度波動周期與目標轉動周期一致，則目標
會被看作是靜止的。 

CNS 目前僅針對Flicker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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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爍 

CIE TN 006：2016  

閃爍指數 

（Flicker index，FI） 

閃爍百分比 

（Flicker Percent，PF） 

Energy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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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爍 

標準 量測時程 採樣率sampling 

rate (Hz) 

採樣周期數 

(cycles) 

光電偵測器響應速
度 

Energy star ≥ 100 ms 2k ≥ 8 - 

CIE TN006 1 s 20k - < 50 μs 

量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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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 

依據CNS 14657 
正常操作時，其噪音不得大於25 dB(A)。 

無響室 

測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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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一般照明用LED平板燈具(CNS 1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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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一般照明用LED平板燈具(CNS 16047) 

適用範圍:  

   - 室內一般照明 

   - AC 60 Hz、交流電壓 ≤ 250 V 

   - LED光源、透過導光板及(或)或擴散單元之薄型面發光燈具、厚度 ≤ 7 cm(含控制裝  

      置) 

種類: 

    -吸頂式/ 懸吊式/ 嵌入式 

光通量分類: 

 類別 
輸出光通量 (lm) 

額定值 測試最小值 測試最大值 
1 600 540 720 
2 800 720 960 
3 1100 990 1320 
4 1500 1350 1800 
5 2000 1800 2400 
6 2500 2250 3000 
7 3000 2700 3600 
8 4000 3600 4800 
9 5000 45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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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格要求 

1 安全性 

符合CNS 14335  

CNS 14335-2-1 

CNS 14335-2-2 

2 電磁相容 

1)電磁干擾 CNS 14115 

2)諧波容許值CNS 14934-2 

3)突波保護 CNS 14676-5 

依CNS14676-5之規定施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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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位準，線對地依1.0 kV之試驗位準進行試驗，切換電壓
極性重複試驗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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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格要求 

3 基本特性 

在0小時或枯化點燈(最多不超過500 h)後，進行測試 
枯化點燈環境: (25+/-10)℃ 

1) 功率因數: 實測值 ≥  0.9，且實測值 ≥ (額定值 - 0.05) 

2) 額定輸入功率: 實測值 ≦ (額定值 X 110 %) 

3) 額定輸入電流: 實測值 = (額定值+/-10 %) 

4) 初始光通量: 實測值 ≥ (額定值 X 90 %) 

5) 相關色溫: (2700 ~6500) K 

4 燈具發光效率與距高比 

在0小時或枯化點燈(最多不超過500 h)後，進行測試 
枯化點燈環境: (25+/-10)℃ 

1) 發光效率: 額定值  ≥  90 lm/W 

                       實測值 ≥ (額定值 X 90 %) 

2) 距高比 : ≥ 1.1  

5 電壓變動特性 
燈具須能在額定輸入電壓+/- 10％之交流電源下操作，
中心光強度飄移需在±5％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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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格要求 

6 光束維持率 

實測值 ≧ 廠商宣告值 (6000 h) 
(具6000 h 以上可靠度數據，可縮短測試時間為2000 h
。LED光源光束維持率最大測試溫度不得低於燈具實際工
作溫度。) 
 
 
 
 
 

7 演色性 

依CIE 13.3進行測試 

1) Ra :  

    -額定值 ≥  80      

    -初始值 ≥ (額定值-3) 

    -點燈 6,000 小時後，實測值 ≥ (額定值-5) 

    -點燈 2,000 小時後，實測值 ≥ (額定值-4) 

2) R9 > 0 

8 色差 ∆u’v’ ≤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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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格要求 

9 光色維持 
光束維持率試驗後 色度實測值與初始值差異 

 ∆u’v’ ≤ 0.007 

10 光色分布一致性 
大於峰值光強度10 %之區域內，燈具在不同方向上之色 

度變化  ∆u’v’ ≤ 0.004 

11 亮度限制 
-視覺顯示終端VDT (visual display terminal)作業環境 
-非VDT作業環境 
 

12 亮度均勻度 表面亮度均勻度(最低/平均值) > 0.8 

13 結構要求 
LED模組替換性 確認  /  “LED模組不可替換” 

14 熱試驗 
燈具在聲稱tqmax下操作時，LED模組不超過性能溫度tp 

無聲稱時，LED光源外表面之最高溫度≤ 65 ℃ 

15 光生物安全 CNS 15592 , 無風險 或 低風險 類別 

16 閃爍 

光輸出頻率<120 Hz時，須符合 
 閃爍指數(flicker index，FI) ≤ 0.05 
 閃爍百分比(percent flicker，PF) ≤ 5 % 
 
(CIE TN 0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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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限制 

CNS 16047 

-視覺顯示終端VDT (visual display 
terminal)作業環境 

•  對於作業場所中顯示器以垂直或以15°內知
傾斜使用時，應限制該場所使用燈具由垂直
角65°以上角度之平均亮度。 

 

為降低燈具照射螢幕造成的反射眩光，引起
人眼不適及螢幕閱覽的視覺能力 

VDT作業環境亮度限制角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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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限制 

CNS 16047 

非VDT作業環境亮度限制角度示意圖 

 

-非VDT作業環境 

   評估使用燈具由垂直角(45~85)°之亮度限制 

 

為降低燈具直接眩光對人眼所造成的不適 

 (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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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限制 

CNS 16047 

以配光曲線儀進行測試，取得指定角度下之光強度值 

量測平板燈發光面積 

座標 
使用環境 

VDT作業環境 非VDT作業環境 

C γ L(γ)av L(γ)av 

0, 180 

45 -    

55 -    

65     

75     

85     

90, 270 

45 -    

55 -    

65     

75     

85     

45, 135, 225, 315 

45 -    

55 -    

65     

7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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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限制 

CNS 16047 

γ角 ( ° ) 亮度限值 (cd/m2) 

45 34900 

55 17000 

65 7000 

75 3260 

85 3260 

亮度平均值 

非VDT作業環境亮度限值 VDT作業環境亮度限值 

螢幕亮度狀態 
高亮度螢幕 

L > 200 cd/m2 
中亮度螢幕 

L  ≤  200 cd/m2 

情況I 
(以暗字體或圖案之亮背景螢幕，
且關於顏色之一般要求及明示之
具體資訊係依辦公室、教育用途) 

 ≤  3000 cd/m2  ≤  1500 cd/m2 

情況II 
(以亮字體或圖案之暗背景螢幕，
且關於顏色之一般要求及明示之
具體資訊係依CAD彩色等用途) 

 ≤  1500 cd/m2  ≤  1000 cd/m2 

:為γ 

:為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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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高比 

CNS 16047 

• 為室內一般照明用燈具之基礎參數，用以估算室內照明的燈具數量和安裝間
距，以兼顧節能與照明均勻度。 

• 以配光曲線儀進行測試，取得各角度光強度值進行估算，距高比越大越好 

燈具A 燈具B 

俯視圖 

正視圖 

1/2 照度角之距高比(S/MH) 1/4  照度角之距高比(S/MH)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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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高比 

CNS 16047 

方法一: 已知光強度分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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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高比 

CNS 16047 

方法二: 作圖法 

光強度 (cd) 

γ\ C 0° 

0 440.0 

5 372.5 

10 367.1 

15 357.9 

20 345.3 

25 329.5 

30 310.8 

35 289.7 

40 266.3 

45 240.9 

50 213.7 

55 185.1 

60 155.0 

65 124.2 

70 92.9 

75 62.1 

80 33.4 

85 10.5 

90 0.2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1/2照度角 S/HM:1.3 

步驟(4) 

步驟(5) 

1/4照度角 S/HM: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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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高比 

CNS 16047 

具旋轉對稱光強度分布之燈具範例 具2面對稱配光之燈具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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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均勻度 

CNS 16047 

沿經發光面中心之垂直軸量測燈具發光面上之亮度均勻度。 

量測分類: 以邊長 20 cm為界線分類 

表面亮度均勻度(最低/平均值)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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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均勻度 

CNS 1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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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 

CNS 1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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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環境 

http://www.trend-lighting.com/shop/blog2.php?id=144 

http://www.balidecordirect.com/why-choose-designer-

bedside-lamp/designer-desk-lamp-led-desk-lamps-

phot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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