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照明相關用語及定義彙編  
 

-A- 
LED 晶粒之加速壽命評估 (accelerated l i fe evaluati on on LED dies)  

以比正常使用條件嚴苛之多項試驗應力 (例：溫度或試驗電流 )對 LED 晶粒進行壽

命評估，評估每個 LED 晶粒在指定試驗條件下之壽命值，以合適之統計分配模

型得出 LED晶粒群體在該試驗條件下之群體壽命，再以合適之加速模型導出 LED

晶粒在正常使用條件下之預估壽命。  

 

LED 之加速壽命評估 (accelerated l i fe evaluati on on LED)  

以比正常使用條件嚴苛之多項試驗應力 (例：溫度或試驗電流 )對 LED 進行壽命評

估，評估每個 LED 在指定試驗條件下之壽命值，以合適之統計分配模型得出 LED

群體在指定試驗條件下之群體壽命，再以合適之加速模型導出 LED 在正常使用

條件下之預估壽命。  

 

LED 晶粒加速模型 (accelerated l i fe model  on LED dies)  

一種描述 LED 晶粒壽命與試驗應力關係之方程式。以阿瑞尼斯方程式 (Ar rhen ius 

equat ion )描述 LED 晶粒壽命與溫度之變化關係，另以逆冪次定律 ( inver se power  

law)描述 LED 晶粒壽命與電流之變化關係。  

 

LED 加速模型 (accelerated l i fe model  on LED) 

一種描述 LE D 壽命與試驗應力關係之方程式。以阿瑞尼斯方程式 (Ar rhen ius 

equat ion )描述 LED 壽命與溫度之變化關係，另以逆冪次定律 ( inver se power  law)

描述 LED 壽命與電流之變化關係。  

 

光化學劑量 (actinic  dose)(參照 ILV 845-06-23) 

在對應波長下之光化學反應光譜值 (act inic act ion spectrum value)，依光譜進行加

權後所得之劑量值。  

單位： J‧m-2 

備考：本項定義指出考慮光化學效應時採用反應光譜，通常反應光譜之最大值經

正規化計算結果為 1。由於劑量值之單位相同，應特別指明劑量種類或為

光化學劑量。  

 

枯化點燈 (ageing)  

LED 路燈於輸入端子間施加額定輸入頻率之額定輸入電壓，在室內自然無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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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對待測之 LED 燈具送風，僅存在自然對流之狀態 )及 20℃至 27℃之環境溫

度下持續點燈 1,000 小時 (LED 路燈， LED TBAR 燈為 168 小時， LED 燈泡則不

規定枯化點燈時間 )。  

 

度容許操作溫 範圍 (al lowance of  operation te mperature range)  

LED 度燈具能正常操作之周圍溫 範圍，包括容許最低操作溫度與容許最高操作溫

度。  

 

交流發光二極體 (al ternating current l ight emitting diode,  AC LED)  

具有 p-n 接面，可直接由交流電驅動，受電流激發時發射光輻射之固態裝置。  

 

AC LED 元件溫度參考點 (AC LED component t emperature reference point,  refT )  

位於 AC LED 元件主要熱傳導路徑上，可作為 AC LED 元件之 p-n 接面溫度之參

考，並為可量測溫度之位置，此點之溫度即為 AC LED 元件之參考點溫度 ( refT )。

溫度參考點應儘量接近 AC LED 晶粒，並由製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指定。  

 

AC LED 模組溫度參考點 (AC LED module  temperature reference point,  refT )  

位於 AC LED 模組主要熱傳導路徑上，可作為 AC LED 模組之 p-n 接面溫度之參

考，並為可量測溫度之位置，此點溫度即為 AC LED 模組參考點溫度 ( refT )。溫度

參考點應儘量接近 AC LED 元件，並由製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指定。  

 

AC LED 元件之發光效率 ( luminous eff icacy) 

在 25℃之環境溫度下，AC LED 元件之全光通量與實功率之比值，以 lm/W 為單位。 

 

AC LED 模組之發光效率 ( luminous eff icacy) 

在 25 ℃之環境溫度下，AC LED 模組之全光通量與實功率之比值，以 lm/W 為單位。 

 

交流發光二極體模組 (AC LED module)  

以單顆 AC LED 元件封裝於基板上，或為數個 AC LED 元件以平面或立體之排列

方式，結合機械、光學及電性等組件所構成之單元，或為該單元之集合體 (簡稱

AC LED 模組 )。  

 

交流電流 (al ternating current,  rmsI )  

在某固定之交流電壓下，通過 AC LED 元件之電流，以電流在 1 個週期之均方根

值為代表值。  

 



  

 

交流電壓  (al ternating voltage,  rmsV )  

在無直流偏壓下，電壓以弦波型態進行週期性變化，以電壓在 1 個週期之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值為代表值。  

 

環境溫度 (ambient temperature,  aT )  

鄰近 AC LED 元件之空氣或其他介質之平均溫度，以℃為單位。  

備考：量測環境溫度時，應使量測儀器 /探針不受氣流或熱輻射所影響。  

 

(燈具 )周圍溫度 (ambient temperature)  

圍繞於燈具四周，與燈具性能相關之溫度。  

備考 1. t q≦ t a， t a 之定義參照 CNS 14335(或 IEC 60598-1)之 1.2.25。  

2 .對於指定之壽命期間， t q 溫度為固定值，而非變動值。  

3 . t q 溫度可超過 1 個，視壽命之宣告而定。  

 

角距 (α )(angular subtense (α ))  

視輻射源 (apparen t  source)對應於觀測者之眼睛或量測點所形成之視角。本標準

中角距係指全角，而非半角。  

單位：弳度 (r adian ) 

備考：以透鏡及反射鏡所構成之光學投射裝置通常將改變角距，即視輻射源之角

距將與實體輻射源之角距不同。  

 

孔徑，孔徑光闌 (aperture,  aperture stop)  

定義平均光輻射量測區域之開口。以量測光譜輻射照度而言，此開口通常置於輻

射計 (r adiometer )/分光輻射計 (spectroradiometer )入射狹縫前方之小型積分球其入

射口。  

 

視在功率 (apparent power,  S )  

交流電壓與交流電流之乘積。  

 

器具插接器 (appl iance coupler)  

使電源線連至燈具的方法之一，它包含兩部分：連接器，它有接觸管連接到電源

線上。另一部份是入口，它帶有接觸插梢，可以是燈具的一部分或固定在燈具上。 

 

阿瑞尼斯方程式 (Arrhenius equati on)  

描述壽命與不同溫度間關係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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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特定溫度下之衰退常數 (deca y constan t) 

A：阿瑞尼斯常數  

aE ：活化能 (act ivat ion  energy)，以 J mol - 1 為單位  

R：理想氣體常數 ( ideal  gas constan t)，通常為 8.314 J mol - 1 K - 1  

T ：絕對溫度值，以 K 為單位  

 

附屬式控制裝置 (associated controlgear)  

針對為特定電器 (appl iance)或設備 (equipmen t)提供電源所設計之控制裝置，可整

合或不整合於電器或設備中。  

備考：緊急照明裝置中與電池驅動式安定器 (ba t tery dr iven  bal last )搭配之電子式

控制裝置，為附屬式控制裝置之一例。  

 

平均光強度 (averaged intensity) 

AC LED 元件依選定之形式定位，自 AC LE D 元件之頂端至光度計頭其圓形孔徑

之基準面之距離 (AC LED 元件之機械軸應通過光度計頭其圓形孔徑之中心 )形成

之立體角內，所測得之平均光強度值。  

 

平均 LED 光強度 (averaged LED intensity,  IL E D )  

待 測 LE D 元 件 依 選 定 之 形 式 定 位 ， 從 待 測 LED 元 件 的 頂 端 至 照 度 計 頭

(photometer  head)的入射孔徑作為基準面，在指定距離下形成的立體角內所量得

的平均光強度值。待測 LED 元件之機械軸應通過照度計頭圓心孔徑的中心。  

 

非對稱配光 (asymmetric  distr ibuti on)  

軸對稱配光、雙面對稱配光及單面對稱配光以外之光型。  

 

光軸 (axis)  

通常指投光燈具發出光束之中心線，正規 (r egular )光型取單峰中心線為光軸，若

光束在某一平面上有雙峰或幾個數值相近的峰，則這些峰的中心為光軸，而最大

光強值乃取群峰中之最大值。  

 

-B- 
安定器 (bal last) 

介於電源與一個或多個放電式光源之間所插入的單體，它使用單獨的電感、電容



  

 

或電阻，或其組合體，主要是用來限制光源的電流，並到達要求值。  

它也可以包含從電源電壓轉換提供起動電壓和預熱電流，避免常溫起動，降低閃

光的影響，修正功率因數，以及抑制無線電干擾。  

 

獨立安定器 ( independent bal last )  

此類安定器可能為一個或多個分開的元件，這些元件能按照安定器本體的標示，

在沒有額外的外殼保護情況下，它們能分別被安裝在燈具本體之外。  

 

內裝安定器 (bui l t- in bal last)  

通常被裝入燈具內的安定器，在沒有任何其它的預防措施時，並不安裝到燈具外

面。  
 

可控制型安定器 (control lable  bal last)  

可由電源或外部控制輸入所提供之信號，予以改變光源操作特性之電子式安定

器。  

 

安定器放置空間 (bal last  compartment)  

安定器安裝的地方。  

 

基本絕緣 (basic  insulation)  

施加於帶電部，為防止人員遭受電擊而提供基本保護之絕緣。  

 

光束角 (beam angle/ inner beam) 

通過最大光強的半平面上，50 %最大光強方向之間的夾角，稱為該半平面的光束

角。  

 

藍光危害 (blue l ight hazard, BLH) 

因曝露於波長主要界於 400 nm 至 500 nm 間之輻射，而造成視網膜傷害之光化學

潛勢。照射時間若超過 10 秒，光化學損傷機制成為主要支配者，將高於熱損傷

機制數倍。  

 

內置式 LED 模組 (bui l t- in LED module)  

一般設計為內置於燈具、箱體 (box)、外殼 ( enclosure)或類似部品中可更換部分，

在未採取特別保護措施下不裝設於燈具等部品外之 LED 模組。  

 

內置式內含安定器之 LED 模組 (bui l t- in se l f-bal lasted  LED module)  

一般設計為內置於燈具、箱體、外殼或類似部品中可更換部分，在未採取特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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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措施下不裝設於燈具等部品外，內含安定器之 LED 模組。  

 

-C- 
燈柱式燈具之電纜線引入槽 (cable entry slot  of  a column integrated luminaire)  

燈柱式燈具在地面下之部位的開口，用以引入電纜線。  

 

試驗用安定器之校準電流 (calibration current of  reference ballast)  

作為校正與控制試驗用安定器之基準電流值。  

備考：此電流宜接近試驗用安定器所適用光源之額定操作電流。  

 

燈帽溫升 (Δ t s )([cap temperature r ise  (Δ t s ))] 

裝配 LED 燈泡 (E 型或 B 型燈帽 )之標準試驗用燈座，依 IEC 60360 所規定之標準

方量測法進行量測，所測得之表面溫升 (高於周圍溫度 )。  

備考： E 型或 B 型燈帽之標準量測法，參照 IE C 60360。  

 

色度座標 (chromatic i ty coordinates)  

以 CIE 15 中標準色度觀測者之色匹配函數所求得的座標 (x, y)。  

 

電路功率因數 (λ)[c ircuit  power factor (λ)]  

主要由光源控制裝置及設計與光源控制裝置搭配使用之 1 只或多只光源所組成

電路之功率因數。  

 

0 類燈具 (只適用一般燈具 )(Class 0 luminaire)  

僅依靠基本絕緣作為防電擊保護的燈具，意即屋內配線之保護導體 (接地  

線 )與任何可接觸之導體零件並無連接，當燈具之基本絕緣破壞時，僅依靠環境

作為保護。  

備考： 1. 0 類燈具可以用絕緣材料做成部分或全部之外殼，以作為基本絕緣，或

是具有與帶電體以基本絕緣分開的金屬外殼。  

2 .若具有絕緣材料外殼的燈具，但內部零件有接地的規定，則視為Ⅰ類燈

具。  

3 .  0 類燈具可以有雙重絕緣或強化絕緣的零件。  

 

Ⅰ類燈具 (Class I luminaire)  

燈具之防電擊保護不僅依靠基本絕緣，另有其它的安全措施，即將可接觸之導體

零件與屋內配線的保護導體 (接地線 )連接，當基本絕緣破壞時可接觸之導體零件

也不會成為帶電體。  



  

 

備考： 1.對附有電源線的燈具來說，保護導體 (接地線 )被視為電源線的一部分。  

2 .當燈具被設計成Ⅰ類燈具，卻帶有不能插入有接地端插座的插頭之兩心

電源線時 (0I 類 )，則這樣的保護與 0 類燈具等效，但是此燈具的所有其

它有關接地的規定應該完全符合Ⅰ類燈具的要求。  

3 .Ⅰ類燈具可以有雙重或強化絕緣的零件。  

 

Ⅱ類燈具 (Class II luminaire)  

燈具之防電擊保護不僅依靠基本絕緣，另有其它的安全措施，諸如雙重絕緣或強

化絕緣，並不依靠接地或裝置環境作為保護。  

備考： 1.這種燈具可能是下列型式的一種：  

(a)有堅固耐用的絕緣材料外殼的燈具，它除了如銘板、螺釘及鉚釘等

小零件以強化絕緣與帶電體隔離外，需包覆所有金屬零件，這種燈

具稱做絕緣外殼Ⅱ類燈具。  

(b)有堅固的金屬外殼的燈具，除了因雙重絕緣明顯不實用而使用強化

絕緣的零件外，都使用雙重絕緣來保護。這種燈具稱做金屬外殼Ⅱ

類燈具。  

(c)上述 (a)和 (b)兩種型式組合的燈具。  

2 .絕緣外殼Ⅱ類燈具的外殼可能形成部分或全部補充絕緣或強化絕緣。  

3 .若接地被用來幫助起動而且沒有連到任何可接觸的金屬零件，則此燈具

仍然被視為Ⅱ類燈具。光源之燈帽、燈殼、及起動片不視為可接觸的金

屬零件，除非能以附錄 1 證明它們是帶電體。  

4 .若帶有雙重絕緣或強化絕緣而有接地端的燈具，則是Ⅰ類燈具的構造。

然而，欲用作回路連接的固定式Ⅱ類燈具若有內部端子，且此端子用來

保持接地導體之連續性，則此端子是以Ⅱ類絕緣與可接觸的金屬零件隔

離。  

 

Ⅲ類燈具 (Class III luminaire)  

燈具之防電擊保護依靠供應燈具安全超低電壓，而且內部不產生比安全超低電壓

更高電壓的燈具。  

備考：Ⅲ類燈具不得具有提供接地的方法。  

 

夾式燈具 (cl ip mounted luminaire )  

燈具與彈簧夾的組合，它能藉由單手的動作將燈具固定在其安裝位置。  

 

演色性指數 (color rendering index,  Ra)  

以待測光源與參考光源照射 CIE 13.3 指定之顏色試片，以參考光源為 100%，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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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一顏色試片在兩光源照射下所呈現之相對顏色差異指數。綜合前 1 至 8 號演

色性指數之平均值為該待測光源的平均演色性指數。  

 

演色性指數 (color rendering index,  CRI )  

以待測光源與參考光源照射 CIE 13.3 指定之顏色試片，以參考光源為 100 %，比對

同一顏色試片在兩光源照射下所呈現之相對顏色差異指數。綜合前 1 至 8 號演色性

指數之平均值為該待測光源之平均演色性指數 (average color  rendering index, aR )。 

備考：僅適用於白光 AC LED 元件。  

 

燈柱式燈具 (column-integrated luminaries)  

由燈具整合固定於地面之燈柱所構成的照明系統。  

 

燈柱式燈具之接線盒 (connection box of a col umn integrated luminaire)  

具有端子台 ( terminal  blocks)之接線盒，使燈柱式燈具連接至電源及電源電纜之繞

線 ( the looping of el ect r ici t y suppl y ca bles)的保護裝置。  

 

連續輻射光源 (continuous wave (CW) lamp)  

操作時連續輻射輸出時間超過 0.25 秒之光源，即非脈衝輻射光源。  

備考：本標準將一般照明用 (general  ligh t ing service,  GLS)光源定義為連續輻射光

源。  

 

控制裝置 (controlgear)  

介於電源與 LED 模組 (1 個以上 )間之單元，為 LED 模組提供操作所需之額定輸

入電壓或額定電流。此單元可由 1 個以上之個別元件所組成，可包含調光、修正

功率因數或抑制射頻干擾等元件。  

 

控制室 (controlgear compartment)  

放置控制裝置及內部配線連接與外部配線連接之空間。  

 

控制信號 (control  signals)  

可為直流或交流電壓，以類比、數位或其他方式，透過調變與安定器交換資訊之

信號。  

CNS 15467-2-13 

 

控制端子 (control  terminals)  

除電源端子以外之電子式安定器連結件，作為與安定器交換資訊之用。  

備考：電源端子亦可用於與安定器交換資訊。  



  

 

控制裝置之控制單元 (control  unit  of  the controlgear) 

係為 1 種電子裝置，屬於控制裝置之一部分，負責控制對 LED 封裝體所供應之

電能量、光色混合 (col our  mixing)、光通量調變 (r esponse to deprecia t in g luminous  

flux)及其他性能特性。  

備考：對於半安定器內藏式 LED 模組，控制裝置之控制單元係內建於 LED 模組

中，並與控制裝置之電源單元彼此獨立。  

 

相關色溫 (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  CCT)  

在 CIE 1960 UCS (u ,v )均勻色度空間內，光源之色度座標與距離普朗克軌跡

(planckian  locus)最近處所對應黑體輻射之絕對溫度值，稱為該光源之相關色溫。 

 

無遮隔型 (cut-off  free  type)  

不需嚴格限制眩光之配光。  

 

遮隔型 (cut-off  type)  

為對行駛中車輛之駕駛者不產生眩光，而嚴格限制光強度之配光。  

 

-D- 
安定器繞組之絕緣劣化常數 (S)[degradation of  insulati on of a bal last  winding  

(S)]  

測定安定器絕緣其劣化程度之常數。  

 

設計電壓 (design voltage)  

由製造廠商所宣告，與所有光源控制裝置特性均相關之電壓。此值不低於額定電

壓範圍中最大值之 85%。  

 

加速度值的變異 (deviation from specif ied acceleration level)  

試驗加速度值與量測加速度值之最大變異。  

 

晶粒承載座 (die carrier) 

承載 LED 晶粒之載具，至少具有 2 根外引腳，作為晶粒之 p-n 電極連接外部電

源之用。  

 

直流或交流電源控制裝置 (d.c.  or a.c.  suppl ied controlgear)  

包含穩定元件 (stabi l iz ing elemen ts)，可用以驅動 1 個或多個 LED 模組之控制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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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型 LED 燈泡 (directional  lamp)  

係指至少有 80 %光通量在 π sr (相當於 120°之圓錐角 )立體角內之 LED 燈泡。  

 

相移因數 (displacement factor)  

以 cosφ1 表示， φ1 為市電供應電壓基本波與市電電流基本波間之相角。  

 

主波長 (dominant wavelength,  D )  

依 CIE 127 中 7.3.1 之定義，求得人眼所見顏色之對應純色單光波長。  

 

燈柱式燈具之門式開口 (door opening of a col umn-integrated luminaire)  

燈柱式燈具之燈柱上的開口，用以檢修電氣設備。  

 

雙燈帽直管型 LED 光源 (double-capped LED tubular lamps)  

具備直管之外形、兩端各配備 1 只符合本標準所規定之燈帽、內含 LED 模組及

相關電路，供一般照明用之光源。  

 

雙重絕緣 (double  insulation)   

由基本絕緣和補充絕緣形成之雙重絕緣。  

 

晶粒承載座 (die carrier) 

承載 LED 晶粒之載具，具有至少 2 根外引腳，作為晶粒的 p-n 電極連接外部電

源之用。  

 

假光源 (dummy lamp)  

具有符合 CNS (IEC61)之燈帽規格的裝置。  

 

電源循環週期比例 (duty cycle , power)  

電源接通時間佔總電源循環時間的比例。  

 

停留時間 (dwel l t ime)  

試驗裝載存放在冷槽或熱槽內之時間。  

 

-E- 
電氣－機械接觸系統 (e lectro-machanical  contact system)  

燈具內的連接系統，支持燈座的主要部分是以電氣及機械性連接方式連接到基座

或懸吊裝置。可合併或不合併調整裝置  



  

 

靜電放電 (ESD,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兩 不個具有 同靜電電位的物體，發生靜電電荷轉移的現象稱為靜電放電。過大的

量 流靜電電位差導致瞬間大 靜電電荷 通 LED 粒晶 ，可能造成 LED 粒 漏 流晶 的 電

增加或永久性破壞。  

 

LED 模組用電子式控制裝置 (e lectronic  controlgear for LED modules)  

介於電源與 1 個或多個 LED 模組之間，為 LED 模組提供額定電壓或電流之裝置。

此裝置可由 1 個或多個獨立之零組件所組成，可包含調光、修正功率因數及抑制

射頻干擾之元件。  

 

封閉式燈座 (enclosed lampholder)  

依自身符合本標準對於電擊保護要求所設計之內置式燈座。  

 

封閉強化絕緣式燈座 (enclosed reinforced insul ated lampholder)  

用於 II 類燈具中且依自身符合雙重絕緣或強化絕緣部位要求所設計之內置式燈座。  

 

等效落下高度 (equivalent drop height)  

以衝擊機執行試驗時，其衝擊速度變化須等同於物體在真空狀態下，由指定高度

自由落下時之落下速度，此速度變化係以當物件落下時無反彈現象發生之理論

值，而理論值之落下高度僅供該 LED 元件可能遭遇各種不同衝擊環境的參考用。  

 

紅斑 (erythema)(參照 ILV 845-06-15) 

皮膚發生潮紅 (r edden ing)之現象。本標準係指由日照輻射或人造光源輻射所引起

之發炎反應 ( in flammatory effects)而產生之皮膚潮紅現象。  

備考：紅斑持續之程度可作為紫外光治療時照射劑量之參考。  

 

曝露距離 (exposure distance)  

人體受光源或光源系統照射之最近點。全方向輻射型光源之曝露距離，自燈絲或

弧光輻射源 (arc source)之中心處量測。反射型光源之曝露距離，自透鏡之外緣處

量測，反射器無透鏡者，則自反射器末端之平面處量測。  

單位：m 

 

曝露限制 (exposure l imit ,  EL) 

對眼睛或皮膚不致造成負面光生物效應之曝露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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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配線 (external  wiring) 

通常是附屬在燈具外部的配線。  

備考： 1.外部配線可以用來與電源、其它燈具、或任何外部安定器連接。  

2 .外部配線不一定全部都在燈具外面。  

 

眼睛運動 (eye movements)  

正常之眼睛於注視 1 件物體時，以數 Hz 之頻率進行微幅之隨機運動。快速眼睛

運動將使單點輻射源之成像在視網膜擴張，其區域相當於 0.011 徑度之角距。由

於工作所產生之眼睛運動，例如閱讀，注視能力將於注視時間超過約 100 秒後減

退，導致輻射功率 (r adian t power )在視網膜上進一步擴散。  

 

-F- 
失效百分數 (Fy)(fai l ure fraction (Fy))  

特定數量之相同型式 LED 燈泡已達到額定壽命之百分率。  

備考 1.  失效百分數代表將 LED 燈泡中包括機械、光輸出等所有相關零組件之影

響性一併考量之結果。對 LED 燈泡可能造成之影響包括光輸出降低或完

全無法提供光輸出。  

2 .  LED 燈泡一般可適用 10 %及 /或 50 %之失效百分數，以 F1 0 及 /或 F5 0 表

示。  

 

(LED 燈具 /燈泡 /模組 )族群 (family of  LED luminaire)  

LED 燈具 /燈泡 /模組之群組 (group)具備下列特性：  

－  LED 燈具 /燈泡 /模組之控制與操作方法 (安定器內藏式、半安定器內藏式

(semi-balasted)及無安定器式 )相同。  

－  LED 燈具 /燈泡 /模組之裝設方法類型相同 [依 CNS 15357(或 IEC 62031)第 6

節 ]。  

－  防電擊保護之類別相同。  

－  設計特性、材料 /零組件之一般特性及 /或加工方法，以及散熱 (即熱管理 )方法

均相同。  

 

視場 (f ield of  view) 

偵檢器 (輻射計 /分光輻射計 )可視 (探測 )之立體角 (接收角 )，偵檢器在此區域內接

收光輻射。  

單位： sr  

備考 1.勿將視場與視輻射源之角距 (α )混淆。  



  

 

2 .有時以平面角描述視場圓形對稱之立體角。  

 

可燃的材料 (f lammable material )  

不符合熾熱線測試的材料。  

 

順向電流 (forward current ,  IF ) 

LED 元件、模組及晶粒在順向導通情況下所流通的電流。  

 

順向電壓 (forward voltage ,  VF ) 

LED 元件、模組及晶粒在順向導通情況下，兩電極間的電壓差值。  

 

機殼接地 [frame(chassis)]  

其電位可作為參照位準之端子，符號為  ( IEC 60417-5020 (2002-10))。  

 

功能接地 [functional  earth(ground)]  

非因安全理由而可視需要接地之部位 (或零件 )所連接之端子，符號為 (IEC 

60417-5017 (2002-10))。  

備考 1.在某些情況下，緊鄰於光源之輔助起動裝置連接於 1 個輸出端子上，而不

須連接至電源側之地線。  

2 .在某些情況下，為輔助起動或電磁相容之目的可能須使用功能接地。  

 

-G- 
高斯隨機振動 (Gaussian random vibrati on)  

在一段時間內的隨機振動，加速度值為常態分配，頻率值為均勻分配。  

 

一般照明用 (GLS)光源 (general  l ighting service (GLS) lamps)  

在通常有人員駐留或觀察之照明空間中所使用之光源，例：用於辦公室、學校、

住家、工廠、道路或車輛照明之光源，不包含用於膠片投影、複印、仿日曬

(sun tann ing)、工業製程、醫療及探照等應用之光源。  

 

-H- 
半光強度發射角 (half  intensity angle ,  θh p)  

LED 元件之光強度分布，由峰值強度向兩側強度降至峰值強度一半之間隔夾角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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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光強度發射角 (half  intensity angle ,  θh p)  

待測 LED 模組之光強度分布，由峰值向兩側強度降至峰值強度一半之間隔夾角

角度。  

 

危害距離 (hazard distance) 

參照皮膚危害距離或眼睛危害距離。  

 

加熱電流 (heating current ,  IH)  

施加於待測 LED 元件，可使 PN 接面溫度上升之電流，通常為待測 LED 元件之

額定電流。  

 

加熱電壓 (heating voltage ,  VH)  

在對待測 LED 元件施加規定之加熱電流 IH下，所對應之電壓。  

 

加熱功率 (heating power,PH)  

施加於待測 LED 元件之加熱電流 IH 與加熱電壓 VH 的乘積。  

 

高音頻阻抗型控制裝置 (high audi o-frequency impedance control  gear)  

在頻率範圍為 250 Hz 至 2,000 Hz 下之阻抗，超過 CNS 15174 第 11 節所規定值

的控制裝置。  

 

高功率因數型安定器 (high power factor bal last)  

電路功率因數至少為 0.85(落後或超前 )之安定器。  

備考：對於 0.85 之值係將電流波形失真考慮在內。  

 

-I- 
紅外光輻射 (IR)(infrared radiation (IR))(參照 ILV 845-01-04)  

波長大於可見光輻射之光學輻射。  

備考：波長介於 780 nm 至 106  nm 之紅外光輻射，一般可分為： IR-A(780 nm 至

1,400 nm)、 IR-B(1,400 nm 至 3,000 nm)及 IR-C(3,000 nm 至 106  nm)。  

紅外光輻射通常以入射於特定表面之單位面積上其光譜輻射總量進行評估。應用

於紅外光輻射之例包括：工業加熱、乾燥、烘烤及照相複製。某些應用，例如紅

外光觀測系統，採用針對限定波長範圍感應靈敏之偵檢器 (detector )，此時，輻射

源及偵檢器之光譜特性至關重要。  

 

 



  

 

照度 (針對表面上之特定點 )(Ev )( i l luminance (at  a point of  surface) (Ev ))(參照

ILV 845-01-38)  

單元表面上特定點之入射光通量 dv，除以該單元表面之面積 dA，所得之商數。 

A
E v

d
d

   

單位： lx 

 

光照度 ( i lluminance ,  EV)  

在指定位置之單位面積內所接受的光通量，單位為勒克斯 ( lx)。  

 

照度 ( i llumi nance,  vE )  

在指定位置之單位面積內所接受之光通量。以勒克斯 ( lx)為單位。  

 

照度空間分布 ( i lluminance distr ibuti on,    ,Ev )  

LED 產品之照度在空間中之分布情形。  

 

脈衝耐受類別 ( impul se  withstand category)  

定義暫態過電壓情況之分類數字。  

備考：採用脈衝耐受類別 I、 II、 III 及 IV。  

(a)脈衝耐受類別分類之目的  

脈衝耐受類別係針對設備在預期連續使用及可接受之失效風險方面，區

分不同程度之有效性。  

選擇設備之脈衝耐受位準，則整個固定電力設施中絕緣協調可使失效風

險降至可接受之程度，提供基本過電壓控制。較高之脈衝耐受類別特性

數值，代表設備可耐受較高之脈衝位準，且過電壓控制方法之選擇性更

廣。  

脈衝耐受類別之概念，適用於直接連接市電 (mains)之設備。  

(b)脈衝耐受類別之說明  

脈衝耐受類別 I 之設備，係針對預期連接於建築物中固定電力設施之設

備。保護裝置係在設備之外，設置於固定設施中或介於固定電力設施與

設備之間，使暫態過電壓限制於指定之位準。  

脈衝耐受類別 II 之設備，係針對連接於建築物中固定電力設施之設備。  

脈衝耐受類別 III 之設備，係針對屬於建築物中固定電力設施一部分之

設備，及其他預期可耐受較高脈衝位準之設備。  

脈衝耐受類別 IV 之設備，係針對用於或設置於接近建築物中固定電力

設施之電力來源之設備，即在主配電盤 (main dist r ibut ion  board)上游之



 

16 
 

設備。  

 

獨立式 LED 模組 ( independent LED module)  

設計為可個別裝設或安置於燈具、額外之箱體、外殼或類似部品外之 LED 模組。

獨立式 LED 模組依其類別及標示，提供與安全相關之所有必要保護。  

備考：控制裝置不一定須整合在模組中。  

 

獨立式內含安定器之 LED 模組 ( independent se l f -bal lasted LED module)  

設計為可個別設置或安置於燈具、額外之箱體、外殼或類似部品外之內含安定器之

LED 模組。獨立式 LED 模組依其類別與標示提供安全相關之所有必要保護。  

備考：控制裝置可能整合在模組中。  

 

初始值 ( init ial  value)  

在枯化點燈期間 (ageing period)及 /或穩定時間 (s tabi l iza tion  t ime)後之光學特性或

電氣特性。  

 

輸入功率 ( input power)  

燈具中光源、控制裝置及任何控制電路所消耗之市電 (mains supply)功率，包含

燈具於通電後所消耗之寄生功率，以 W 為單位。  

 

固有零組件 ( integral  component)  

屬 LED 燈管 /燈具中不可替換之部分，並且不可與 LED 燈管 /燈具分開測試之零

組件。  

 

固有燈座 ( integral  lampholder)  

燈具的一個零件，它支撐光源並提供電氣連接。  

 

整合式 LED 模組 ( integral  LED-module)  

一般設計為燈具中不可更換部分之 LED 模組。  

 

整合式內含安定器之 LED 模組 ( integral se l f-bal lasted LED-module)  

一般設計為燈具中不可更換部分，內含安定器之 LED 模組。  

 

預期用途 ( intended use)  

依供應商所提供之規格書 ( speci ficat ions)、說明書 ( in struct ions)或資訊，針對產

品、過程或服務之應用。  

 



  

 

內部配線 ( internal wiring) 

通常是附屬在燈具內部的配線，它用來連接外部配線或電源線的端子與燈座、開

關及類似零組件端子之間的連接。  

備考：內部配線不一定全部都在燈具內部。  

 

逆冪次定律 ( inverse  power law)  

描述壽命與非溫度加速因子 (如電流 )間變化關係之方程式。  

  nKV
VL 1

  

式中， L  ：推估之壽命  

V ：試驗應力值  

K ：待測參數  

n：試驗應力對壽命之影響因子  

 

輻射照度 (針對表面上之特定點 )(irradiance (at  a point of  surface))(參照 ILV 

845-01-37) 

單元表面上特定點之入射輻射通量 d，除以該單元表面之面積 dA，所得之商數。 

A
E

d
d

  

單位：W‧ m - 2  

 

-J- 
接面溫度 (junction temperature ,  T j)  

LED 元件的 PN 接面之溫度，無法直接量測，通常採用 LED 元件的 VF 電壓隨溫

度變動率推算之。  

 

-K- 
K 係數 (K factor)  

量測電流 IM 所對應之順向電壓與 LED 元件接面溫度的關係，指其呈線性關係區

域內之曲線斜率。  

 

-L- 
L5 0 (小時 )  

LED 相對光輸出衰減至 50%時所經過的時間，此時之失效判定值規定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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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 0 (小時 ) 

LED 相對光輸出衰減至 70%時所經過的時間，此時之失效判定值規定為 70%。  

 

光源 ( lamp)(參照 ILV 845-07-03) 

為產生光學輻射 (通常為可見光輻射 )所製造之輻射源。  

備考：〝光源〞一詞有時用於特定型式之燈具。  

此型之燈具由附帶燈罩之光源、反射器、球形燈殼、外殼或其他配件所組成。  

本標準所稱之光源係指電光源，不包含雷射，所產生之輻射在可見光範圍內之電

磁輻射。可產生光且整合光學控制元件 (例：透鏡或反射器等 )之裝置，亦可視為

光源，例：具備透鏡之 LED、末端配備透鏡之光源及反射型光源 (即為拋物線形

或橢圓形反射器內置光源之組合體，通常包含透鏡式外蓋 )。  

 

發光室 ( lamp compartment)  

安裝及放置 LED 光源之空間。  

 

光源連接器 ( lamp connectors)  

特別為提供電性連接但不作為支撐光源所設計之連接裝置。  

 

光源控制裝置 ( lamp controlgear)  

介於電源與 1 只或多只光源間，作為變換電壓、限制光源電流至所需值、提供起

動電壓及預熱電流、防止冷起動、修正功率因數或降低射頻干擾之 1 個或多個零

組件。  

 

內置式光源控制裝置 (bui l t- in lamp controlgear )  

一般設計為設置於燈具、箱體、外殼或類似部品中之光源控制裝置，在未採取特

殊保護措施下，不應安裝於燈具外部。  

 

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 ( independent lamp controlgear) 

由 1 個或數個元件所構成，設計為可個別安裝於燈具外部，具有光源控制裝置上

所標示之保護能力，且不具有任何額外外殼之光源控制裝置。  

備考：可為能提供所標示之所有必需之保護能力，以合適外殼包覆之內置式光源

控制裝置。  

 

整合式光源控制裝置 ( integral  lamp controlgear)  

構成燈具不可分離之一部分，且無法從燈具中取出個別測試之光源控制裝置。  

 

 



  

 

光源系統 ( lamp system)  

任何結合光源或預期與光源結合之成品或組合品。  

 

內置式燈座 ( lampholder for bui lding-in)  

針對內建於燈具、附加外殼或類似裝置所設計之燈座。  

 

大型輻射源 ( large source)  

在視網膜上成像之尺寸足夠大，使得自成像之中央沿徑向傳遞至周圍生物組織之

徑向熱流與軸向熱流相比小至可忽略之輻射源。  

 

雷射 ( laser)  

由受激放射 (st imulated emission )所產生，發射同調光學輻射之輻射源。  

 

發光二極體元件 (LED component)  

含有 1 顆或多顆 LED 晶粒之單一封裝體。  

 

LED 元件 /模組參考點溫度 ( refT )  

位於 LED 元件 /模組主要熱傳導路徑上，可作為 LED 元件之 p-n 接面溫度的參

考，並為可量測溫度之位置，此點的溫度即為 LED 元件參考點溫度。  

備考：參考點溫度量測點應儘量接近 p-n 接面或 LED 模組，由製造廠商指定之。 

 

LED 晶粒 (LED die) 

特定功能性電路所植基 (fa br icated)之半導體材質塊。  

 

LED 燈泡發光效率 (LED lamp efficacy) 

LED 燈泡所輻射之光通量與所消耗之電功率，兩者之比值。  

備考：發光效率以 lm/W 表示。  

 

LED 光源 (LED l ight source)  

以 LED 燈 (LED lamp)或 LED 模組供應之單元。  

 

LED 燈具 (LED luminaire)  

以 LED 為光源之燈具。  

 

LED 模組 (LED module)  

可能具有光學、機械及電機、電子等零組件 (但不包括控制裝置 )，並由 1 個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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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LED 元件所構成，以光源形式使用之單元。  

 

LED 模組發光效率 (LED module  eff icacy) 

LED 模組所放射之光通量與所消耗之電功率，兩者之比值。  

備考：發光效率以 lm/W 表示。  

 

LED 模組溫度 ( moduleT )  

LED 模組上溫度最高的 LED 元件，其參考點位置投影到 LED 模組背面 (非發光

面 )的位置，此位置量測到的溫度即代表 LED 模組溫度 moduleT 。  

 

LED 模組熱阻 ( moduleth,R )  

LED 模組熱阻計算如下：  

o

modulej(max)
moduleth, P

TT
R




( /Wat t )℃  

式中， j(max)T
為 LED 模組溫度最高的 LED 晶粒接面溫度；  

oP 為 LED 率模組消耗電功 扣除 LED 模組輻射功率。  

 

LED 封裝體 (LED package) 

由 1 只或多只 LED 晶粒，並可能包含光學元件及熱、機械與電性界面所構成之

組合物。此項裝置不包含控制裝置之控制單元，亦不包含符合國家標準或 IEC

標準之標準化燈帽，且不直接接於市電 (mains)。  

備考：LED 封裝體為獨立元件 (discrete componen t)，並屬於 LED 燈泡之一部分。 

 

LED 系統 (LED system)  

由 LED 模組與電源模組構成的系統，稱為 LE D 系統。  

 

壽命  (L x)( l i fe(of  an individual  LED lamp) (L x) )  

單一 LED 燈泡 /模組在標準條件下於某段期間內之光束維持率 (即光通量初始值

之百分率 x )可維持在宣告值以上之時間長度。  

備考 1.當單一 LED 燈泡 /模組之光束維持率 (即光通量初始值之百分率 x )低於宣

告值時，即代表其壽命已屆滿 (終止 )。壽命之宣告方式，須將達到光束維

持率 x 之壽命 (L x)連同失效百分數 (F y)一併宣告。  

2 .然而，任何內建之電子式控制裝置均可能發生突發性壽命終止之失效狀

況。當 LED 燈泡 /模組因電子裝置失效而無法提供光輸出時，由於符合低

於製造廠商 /責任供應商所宣告最小光通量之條件，實際上其壽命已終止。 



  

 

光 ( l ight) 

參照可見光輻射。  

 

燈柱 ( l ighting column)  

1 只或多只燈具所依托之支撐物，由 1 個或數個部分所組成： 1 根可能為延伸元

件之桿 (post )，必要時附有固定鈑 (bracket)。不包括架空照明 (catenary l igh t ing)

之燈柱。  

 

(燈具之 )光輸出比 [ l ight output ratio (of  a l umi naire) ,  LOR]  

以試驗設備於特定實際條件下量測光源在燈具中之總光通量，再以相同之試驗設

備於特定條件下量測各光源在燈具外光通量之總和，兩者之比值。  

 

帶電部 ( l ive  part) 

正常使用時可能使人員遭受電擊之導電性部位 (包含零件 )。中性導體 (neutra l 

conductor )(包含中性線、中性極等 )視為帶電部。  

 

試驗裝載 ( load) 

在試驗箱內進行試驗之 LED 元件及固定載具 (含托盤、乘載架等 )。  

 

試驗裝載轉移時間 ( load transfer t ime)  

在 2 或 3 個試驗箱的試驗環境下，試驗裝載由一試驗箱移至另一試驗箱所需的時

間。  

 

負載調節率 ( load regulation)  

量測用電源之電壓穩定度，即無載電壓與滿載電壓之差值，與滿載電壓之比值，

以百分比表示。  

 

對數掃描 ( logarithmic sweep)  

頻率掃描依對數型態變化，亦即相同時間掃過的頻率倍頻之乘冪數相同。  

 

迴路連接 ( looping-in)(feed through)  

主電源系統連接到兩個或多個燈具，每個電源導體都從相同的端子進出。  

備考：電源導體可能被切斷以便容易連接到端子。  

 

流明 ( lumen)(參照 ILV 845-04-40) 

光通量之國際單位 (SI)：由 1 個光強度為 1 坎德拉 (candela)之均勻點輻射源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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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立體角內所放射之光通量，或由頻率為 540×101 2  Hz 且輻射通量為 1/683 W 之

單色輻射光束所放射之等效光通量。  

 

光束維持率 ( lumen mai ntenance)  

LED 燈泡 /模組 /燈具在壽命期間內於指定時間之光通量值與光通量初始值，兩者

之比值，以光通量初始值之百分率 x 表示。  

備考：若 LED 燈泡由超過 1 只 LED 所組成時，LED 燈泡之光束維持率除受 LED

之光輸出衰減所影響外，亦包含失效 LED 所連帶造成之影響。  

 

燈具 ( luminaire)(參照 ILV 845-10-01) 

可將 1 只或多只光源所發射之光進行分布、過濾及轉換之器具，除光源本身外尚

包含所有必須之固定或保護光源之配件，需要時另包含輔助電路及其電源連接裝

置。  

備考：〝燈具〞及〝光源系統〞一詞通常假設為同義詞。本標準中〝燈具〞一詞

僅限於供一般照明用之光分佈器具，〝光源系統〞係指非供一般照明所使

用之光源。  

 

燈具主要零件 (main parts of  luminaire )  

固定在安裝表面及直接懸掛或站立在安裝表面的部分 (可以是帶有光源、燈座及

輔助齒輪等零件，亦可能不含這些零件 )。  

 

一般燈具 (ordinary luminaire)  

提供防止與帶電體意外接觸但對灰塵、固體及水或濕氣並無特殊保護的燈具。  

 

一般功能的燈具 (general  purpose luminaire )  

不為特殊功能所設計的燈具。  

備考：一般燈具的例子包含吊燈、某些聚光燈及某些裝在物體表面或凹處的固定

式燈具。特殊目的燈具的例子如在嚴苛條件下使用的燈具、應用在照像及

攝影之用途的燈具，以及游泳池內所使用的燈具。  

 

可調整的燈具 (adjustable  lumi naire)  

燈具的主要零件能藉由接合點、上升及下降裝置、伸縮管或類似裝置而轉動或移

動的燈具。  

備考：可調整的燈具可能是固定式的或可移動式的燈具。  

 

 

 



  

 

基本燈具 (basic  luminaire)  

以最少數目的基本組合零件組成之燈具。  

 

組合燈具 (combinati on l uminaire )  

包含基本燈具與其他一個或多個零件的組合，這些零件可能以其它零件相互取

代，或與其它不同組合交互使用，並且能以手或使用工具來交換。  

 

固定式燈具 (f ixed luminaire)  

不易從某處移至另一處的燈具，因為這種燈具被固定後只能以工具來移開。或是

這種燈具在使用時不易為人所接觸到。  

備考：通常固定式燈具被設計成永久地與電源連接，但是也可能以插頭或相似裝

置來做連接。  

在被使用時不易為人所接觸到的燈具如吊燈及固定至天花板的燈具等。  

 

攜帶式燈具 (portable  luminaire)  

正常使用下，當連接至電源時，能從某處移至另一處的燈具。  

備考：安裝在牆上，提供附有插頭之不可分離電源線的燈具，以及以蝶形螺釘、

線夾或掛鉤的方式來固定至支撐物，且能容易地以手從支撐物移開的燈

具，均是攜帶式的燈具。  

 

嵌燈 (recessed luminaire)  

全部或部分安裝於凹處表面的燈具。  

備考：嵌燈一詞一般適用到置入凹處工作以及嵌入天花板表面的燈具。  

 

燈具光度中心 ( luminaire  optical  center) 

光源在燈具透光燈面之外時，光源中心即為燈具光度中心。  

光源在燈具透光燈面之內時，光軸與投光燈反射器平面之交叉點即為燈具光度中

心。  

 

輝 度 (針 對 沿 特 定 方 向 且 在 實 際 或 假 想 表 面 上 之 特 定 點 )(L v )( luminance ( in a 

given direction,  at  a given point of  a real  or imaginary surface) ( Lv ))(參照 ILV 

845-01-35) 

由下列公式所定義之量：  




dcosd
d




A
L v

v  

式中， d v ：通過特定點且沿特定方向之單元輻射光束，在其單位立體角 dΩ 內

所傳播之光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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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涵蓋特定點之輻射光束其截面積  

θ：截面法線與輻射光束方向之夾角  

單位： cd‧ m - 2  

 

發光效率 ( luminous eff icacy) 

LED 燈泡 /模組之總光通量 ( lm)與總輸入功率 (W)之比值，單位為 lm/ W。完成枯化

點燈後所測得之發光效率值稱為初始發光效率。  

 

光強度 ( luminous intensity,  vI )  

在指定方向之單位立體角所發出之光通量，單位為燭光 (candela ,  cd)。  

 

光強度空間分布 ( luminous intensity distr ibuti ons,  IV(θ,φ))  

光強度隨空間角度變化，又稱配光曲線 (candlepower  distr ibut ion ) 

 

燈具發光效率 ( luminaire  eff icacy) 

燈具之總光輸出 ( tota l  lumen output)與額定輸入功率之比值，不包含任何寄生功

率損失，以 lm/W 表示。  

 

勒克斯 ( lux)(參照 ILV 845-01-52) 

照度之國際單位： 1 流明之光通量均勻分布在 1 m 2 之表面積上所產生之照度。  

 

-M- 
電源插座 (Mains socket-outlet)  

設計上具有刃座的一種配件，可以使帶有刃片之電源插頭插入，且具有端子作為

與電源線連接之用。  

 

本體附插頭的燈具 (mains socket-outlet-mounted luminaire)  

本體提供完整插頭當做安裝及連接到電源方法之燈具。  

 

維持值 (maintained val ues)  

在規定試驗期間 (包含穩定時間 )後之光學特性及電氣特性。  

 

最大試驗裝載 (maxi mum load)  

在符合試驗條件及時間要求下，於最不利裝載溫度 (worst -case load temperature)

時試驗槽所能容納最大的試驗裝載。  

 



  

 

最高試驗溫度 (maxi mum testing temperature,  maxT )  

將待測 LED 晶粒 /元件 /模組分組，分別在 5 個較 85℃高之試驗溫度下以指定電

流點亮 96 小時，觀察待測 LE D 之相對光輸出衰減程度，以評估加速壽命評估進

行時最高之試驗溫度 ( maxT )。  

備考：晶粒試驗溫度係指加熱板溫度，元件試驗溫度係指參考點溫度，模組試驗溫

度係指溫度最高元件參考點溫度。 

 

最大操作電流 (maxi mum operating current)  

最高供電電流，指 LED 元件規格表內所列可操作的最大電流。  

 

最大輸出電壓 (maxi mum output voltage)  

定電流控制裝置在任何負載條件下，於輸出端間所可能產生之最大電壓。  

 

量測電流 (measuring c urrent ,  IM)  

在量測 K 係數期間，施加於待測 LE D 元件之電流。  

 

監控感測器 (monitoring sensor)  

經校正之溫度感測器，能監測最不利樣品溫度點之溫度。  

 

安裝表面 (mounting surface) 

任何建築物、家具或其它結構物的部分，燈具在正常使用下可能以任何方式固定

在上面，懸吊在上面，站在上面，或放在上面，此安裝表面是用來支撐燈具的。 

 

-N- 
燈柱式燈具之標稱高度 (nominal  height of  a col umn-integrated luminaire)  

對於立於地面之燈柱式燈具，為外部部位 (零件 )之引入點之中心線與預期地平面

間之距離，對於具有法蘭盤 ( flange pla te)之燈柱式燈具，為外部部位 (零件 )之引

入點的中心線與法蘭盤底部的距離。  

 

標稱最高樣品溫度 (nominal  sample temperature, s(max)T )  

循環試驗之最高溫度，即預期樣品達到的最高溫度，許可差為 0℃～ +10℃。  

 

標稱最低樣品溫度 (nominal  sample temperature, s(min)T )  

循環試驗之最低溫度，即預期樣品達到的最低溫度，許可差為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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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燃的材料 (non-combustable  material ) 

不能燃燒的材料。  

備考：像金屬、石膏及混凝土等材料被視為不可燃的材料。  

 

不可分離電源線 (non-detachable  f lexible  cable  or cord)  

附在燈具上之電源線，且只能使用工具將其從燈具上移開。  

 

不可更換電源線的燈具 (Non-rewireable  lumina ires)  

此種燈具在結構上無法應用一般的工具更換電源線而使該燈具仍能永久使用。  

備考：一般的工具 :例：螺絲起子、鈑手等。  

 

一般可燃性材料 (normally f lammable material )  

材料燃點溫度至少 200℃的材料，而且在此溫度時，它不會變形或變脆弱。  

例：木材及超過 2mm 厚度以木材為主的材料。  

備考：燃點溫度及一般可燃性材料對變形或變脆弱的抵抗性可以 15 分鐘的燃燒

測試來測定。  

 

-O- 
倍頻 (octave)  

一種頻率間隔之度量方式，指在一定頻率範圍內，將頻率以 2 倍數向上累加，其

倍頻 N=(log f 2 / f 1 ) / log2 ( f 1< f 2， f 1 及 f 2 為二不同頻率 )。  

 

眼睛危害距離 (ocular hazard distance)  

眼睛與光源所應保持之距離，低於此距離時，在指定曝露期間之輻射率或輻射照

度將超過合理之曝露限制。  

單位：m 

 

全周型 (omni-direction type)  

軸對稱配光，限制垂直面之配光。  

 

光學輻射 (optical  radiation)(參照 ILV 845-01-02) 

波長介於 X 射線過渡區 (波長約為 1 nm)與射頻波 (波長約為 106  nm)過渡區間之電

磁輻射。  

波長範圍低於 180 nm 之紫外光輻射 (真空 UV)在空氣中極易被氧氣所吸收，本標

準中光學輻射之波長範圍僅限大於 200 nm 之波長，而傳入眼睛中視網膜之光學

輻射波長範圍介於 380 nm 至 1,400 nm，因此，評估視網膜光生物安全性時須特



  

 

別考量波長範圍。  

 

輸出開路電壓 (output open circuit  voltage)  

控制裝置在施加額定頻率之額定電壓時，輸出端在無負載下所測得之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電壓值，單位為 V。  

 

輸出短路電流 (output short c ircuit  current)  

將控制裝置之輸出側短路，並施加額定頻率之額定電壓時，在輸出端所測得之均

方根電流值，單位為 mA。  

 

-P- 
寄生功率 (parasit ic power)  

緊急照明燈具中充電電路所消耗之市電功率，以及燈具於光源斷電期間由控制裝

置所消耗之待機功率 (standby power )，以 W 為單位。  

 

部分 LED 光通量 (partial LED flux)  

在某特定立體角範圍內由 LED 元件所發出之光通量，該立體角之值由一直徑 50 

mm 之圓形孔徑 (aper ture)及從 LED 元件頂端至孔徑的圓心距離決定之。  

 

部分強化絕緣式燈座 (partly reinforced insulated lampholder)  

某些部位須附加裝置以符合雙重絕緣或強化絕緣要求所設計之內置式燈座。  

備考：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僅在安裝於燈具內部後始能達到尺度要求。  

 

峰值加速度 (peak acceleration)  

在衝擊脈衝作用期間所產生之最大加速度值。  

 

峰值電流 (peak current, pI )  

在某固定之交流電壓下，單一週期通過 AC LE D 元件之電流最大值，可分為正半

週峰值電流 ( pfI )及負半週峰值電流 ( prI )。  

 

峰對峰值位移 (peak-peak displacement)  

動態試驗期間，振動位移時，最高和最低值間的移動量。  

 

峰值波長 (peak wavelength,  λ p) 

發光光譜分布中，發光光譜功率最大值處之波長，單位為奈米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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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性角結膜炎 (photokeratoconjuncti vi t is)  

角膜與結膜曝露於紫外光輻射所引起之發炎反應，波長小於 320 nm 之紫外光輻

射最易導致此種情況。反應光譜 (act ion  spectrum)之峰值約在 270 nm。  

備 考 ： CIE 已 針 對 光 照 性 角 膜 炎 (phot okerat i t i s) 及 光 照 性 結 膜 炎

(photocon junct ivi t i s)發 布 不 同 之 反 應 光 譜 (參 照 CIE 106/2 及 CIE 

106/3-1993)；然而近期之研究則支持兩種眼睛之病症皆採用單一之反

應光譜 (即 CIE 106/1-1993)。  

 

光學特性代碼 (photometric  code)  

白光 LED 燈泡以相關色溫與 CIE 1974 一般演色性指數所定義之光色稱呼方式。 

備考：光學特性代碼於 IEC/TS 62504 中係以光色稱呼方式定義。  

 

插頭式安定器 /變壓器 (plug-bal last/ transforme r) 

帶有外殼並提供完整插頭當作連接到電源的方式之安定器或變壓器。  

 

插入式控制裝置 (plug-in controlgear)  

具備外殼及與外殼合為一體之插頭，以本體之插頭連接電源之控制裝置。  

 

極性式燈座 (polarized lampholder)  

設計為額定點火電壓 (較高之額定脈衝電壓 )須施加於特定接點之內置式燈座，特

別針對非對稱性額定脈衝電壓所設計。  

 

電源循環時間 (power cycle t ime) 

從電源接通到下一次電源再接通的間隔時間，或從電源切斷到下一次電源再切斷

的間隔時間。  

 

功率因數 (power factor,  PF)  

經量測所得之總輸入功率與供電電壓及供電電流乘積之比值。  

 

電源模組 (power module)  

將交流電轉換為供應驅動 LED 模組所需之電壓源或電流源的電子裝置。內部可

包含調光、功率因數修正及雜訊濾除等功能。  

 

功率頻譜密度 (power spectral  density,PSD)  

每單一的頻率對加速度作的積分，其單位為 g2 /Hz， g 為重力加速度。  

 

 



  

 

控制裝置之電源單元 (power supply of  the controlgear)  

係為 1 種電子裝置，屬於控制裝置之一部分，可將電流、電壓或功率控制於所設

計之限定範圍內。此項裝置對 LED 不具備額外之控制能力。  

備考 1.對於半安定器內藏式 LED 模組，控制裝置之電源單元係與 LED 模組彼此

獨立。  

2 .電源單元之電能量來源可為電池或電力系統 (市電 )。  

 

前置點燈 (preburning)  

係指光源在安裝於量測設備前預先進行之操作，以縮短在量測設備上所需之穩定

時間。  

 

保護接地 [protective  earth(ground)]  

基於安全理由而接地之部位 (或零件 )所連接之端子，符號為  ( IEC 60417-5019 

(2002-10))。  

 

一次電路 (primary circuit)  

直接連接於交流市電 (AC mains supply)之電路。例：連接交流市電之裝置、變壓

器之一次側繞組、電動機及其他負載裝置等。  

 

脈衝時間 (pulse  duration)  

加速度脈衝作用期間〝起點〞到〝終點〞 度之時程，起點及終點係以加速 峰值的

10 %位置對應於時間軸位置即為衝擊脈衝時間。脈衝的基本頻率值為 2 倍脈衝時

間分之一。  

 

脈衝輻射光源 (pulsed lamp)  

以單脈衝或串列脈衝 ( t ra in of pluses)之形式釋放能量之光源，每個脈衝假設其寬

度小於 0.25 秒。釋放串列脈衝或調變光輻射能量之光源，其峰值輻射功率至少

為平均輻射功率之 10 倍。  

備考 1.光源脈衝之寬度係指脈波之前端與後端在半功率點 (half-power  poin ts)處

所對應之時間間距。  

2 .本標準將一般照明用光源定義為連續輻射光源。脈衝輻射光源之例包

括：攝影用閃光燈、複印機用閃光燈、脈衝調變 LED及閃爍燈 (st robe l igh 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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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輻射輝度 (針對沿特定方向且在實際或假想表面上之特定點 )(L )(radiance ( in a 

given direction,  at  a given point of  a real  or imaginary surface) ( L ))(參照 ILV 

845-01-34) 

由下列公式所定義之量：  




dcosd
d




A
L  

式中， d：通過特定點且沿特定方向之單元輻射光束，在其單位立體角 dΩ 內所

傳遞之輻射功率 (通量 )  

dA：涵蓋特定點之輻射光束其截面積  

θ：截面法線與輻射光束方向之夾角  

單位：W‧ m - 2‧ sr - 1  

若將輻射功率 d以輻射能量 dQ 取代，則時間積分輻射輝度 L i可沿用 L 公式之定義。 

 

輻射能量 (radiant energy)(參照 ILV 845-01-27) 

輻射功率 對特定期間 (gi ven  durat ion )Δ t 積分之值。  

  t tQ 0 d  

單位： J 

 

輻射曝露量 (針對特定期間且在表面上之特定點 )(radiant exposure ( in a point of  

surface,  for a given duration))(參照 ILV 845-01-42) 

單元表面上特定點於特定期間內之入射輻射能量 dQ，除以該單元表面之面積

dA，所得之商數。  

A
QH

d
d

  

單位： J‧ m - 2  

輻射曝露量可等效定義為輻射照度 E 對特定期間 d t 積分之值。  

  t tEH  d  

 

輻射通量 (radiant f lux,Φ e)  

在施加規定之加熱電流值 IH，並達熱穩定狀態下，待測 LE D 元件所發射之通量，

單位為 W。  

 

輻射功率 (Φ)(radiant power (Φ))(參照 ILV 845-01-24) 

以輻射之形式放射、傳遞或接收之功率，輻射功率通常稱為輻射通量。  

單位：W 



  

 

升降溫速率 (ramp rate) 

每單位時間下，樣品的溫度上升或下降的變化率。一般量取溫度變化曲線的線性

區，約在溫度變化範圍的 10 %～ 90 %之間。  

 

額定電流 (rated current,  I r a t e d)  

指定操作條件之電流值，以 A 為單位。數值及條件應依相關標準之規定或由製

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指定。  

 

額定緊急照明充電功率 (rated emergency l ighting charging power)  

緊急照明燈具中充電電路所消耗之市電功率，以 W 為單位。  

 

額定頻率 (rated frequency)  

標示於 LED 燈泡本體之頻率值。  

 

額定壽命 (rated l i fe) 

LED燈泡 /模組群體於某段期間內之光束維持率 (即光通量初始值之百分率 x )可維

持在宣告值以上之時間長度，連同失效百分數 ( fa i lure fr act ion )一併由製造廠商 /

責任供應商宣告。  

 

光 源 控 制 裝 置 繞 組 之 額 定 最 大 操 作 溫 度 ( t w)[rated maximum operating  

temperature of  a lamp controlgear winding ( t w )]   

由廠商所指定之繞組溫度，為 60 Hz 之光源控制裝置可預期至少能有持續操作

10 年之使用壽命之最高溫度。  

 

安定器、電容或起動器外殼的最大額定操作溫度 (t c)(rated maximum operating  

temperature of  the case  of  a bal last ,  capacitor or starting device )  

在額定電壓或額定電壓範圍的最大值時，在正常的操作條件下，發生在零組件的

表面 (若有標示則在所指出的地方 )所允許的最高溫度。  

 

額定最大的周圍溫度 (ta )(rated maxi mum ambient temperature )  

廠商對燈具所指定的溫度，此溫度表示燈具在正常條件操作下可承受的最高溫

度。  

備考：這不排除在不超過 ( t a+10)℃之溫度時暫時性的操作。  

 

額定最大溫度 (rated maxi mum temperature)t c  

在正常操作條件及額定電壓或額定電壓範圍之最大值下，其表面 (如有標示，在

其標示位置 )可能產生之最高容許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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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無載輸出電壓 (rated no-l oad output voltage)  

安定器在額定電源電壓、額定頻率、輸出端無負載並忽略暫態及起動階段 (star ting 

phase)下，其輸出端之電壓。  

 

額定操作溫度 (rated operating temperature)  

針對燈座所設計之最大操作溫度。  

 

定 電 流 控 制 裝 置 之 額 定 輸 出 電 流 (rated output c urrent for constant c urrent  

controlgear)  

控制裝置之指定輸出電流，係在額定電源電壓、額定頻率及額定輸出功率下之對

應值。  

 

額定功率 (rated Power,  ratedP )  

指定操作條件之交流功率值，單位為 W。數值及條件應依相關標準之規定或由製

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指定。  

 

額定脈衝電壓 (rated pulse  voltage)  

燈座可耐受脈衝電壓之最大峰值。  

 

額定值 (rated value)  

代表 LED 燈具 /燈泡 /模組特性之量化值，特定操作條件依本標準或適用標準之規

定，或由業者 (製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 )指定。  

 

額定電壓 (rated voltage)  

標示於 LED 燈泡 /燈具 /模組 /燈座本體之電壓值或電壓範圍。  

 

(燈具 )額定消耗功率 (rated wattage) 

燈具設計的光源數目及光源額定消耗功率。  

 

額定功率 (rated wattage) 

標示於 LED 燈泡 /模組本體之功率值。  

 

迅速可燃的材料 (readi ly f lammable material )  

不是歸類到一般可燃性或不可燃性的材料。  

例：木材纖維及不超過 2mm 厚度以木材為主的材料。  

 

 



  

 

實功率 (real  power,  P )  

AC LED 元件 /模組在 1 個輸入交流電壓週期之平均消耗功率。  

 

LED 模 組 最 高 操 作 溫 度 建 議 值 (t p  m a x)[recommended maxi mum LED module  

operating temperature val ue  ( t p  m a x) ]  

由製造廠商 /責任供應商所宣告之最高 t p 溫度。  

備考 1.  t p  ma x≦ t c 僅發生於 t p  m a x 與 t c 位置相同之情況。關於 t c，參照 CNS 15357(或

IEC 62031)之 3.10。  

2 .  t p  ma x 與 t c 之位置可不同，但以 t c 之值為優先。  

 

試驗用光源 (reference lamp) 

挑選用於測試安定器之光源，當搭配試驗用安定器點燈時，其電氣特性與對應光

源標準中所載之額定值相近。  

 

參考軸 (reference axis)  

通過 LED 燈具發光面之中心點，並與發光面垂直之軸線。  

 

LED 元件 /模組參考點溫度  

位於 LED 元件主要熱傳導路徑上，可作為 LED 元件之 PN 接面溫度的參考，並

為可量測溫度之位置，此點之溫度即為 LED 元件 /模組參考點溫度 (T r e f)。  

備考：參考點溫度應儘量接近 LED 晶粒 /模組，由製造廠商指定之。  

 

燈柱式燈具的反射性或裝飾性外部部位 (零件 )(reflective  or decorative  external  

part of  a col umn-integrated luminaire)  

朝固定方向反射光線或具有裝飾目的之裝置，安裝於光源室 ( lamp compar tmen t)

的外部，通常位於燈柱式燈具之頂部。  

備考：此等裝置本標準稱為「外部部位 (零件 )」。  

 

強化絕緣 (reinforced insulation)  

帶電體本身之單一絕緣系統，可提供相當於雙重絕緣之防電擊保護，  

備考：「絕緣系統」不一定指必須為單一材料的絕緣。它可包含數層材料，而且

不能如補充絕緣或基本絕緣一樣分開測試。  

 

相對光譜響應 (relative  spectral responsi vity,  relS )  

光度偵測器在波長 處之光譜響應  S 與指定參考值 mS 之比值，即   mrel S/SS  。 

備考：指定參考值可為  S 之平均值、最大值或任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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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網膜 (retina)(參照 ILV 845-02-01) 

位於眼睛內部後方，對光刺激敏感之組織；包含光受器 (錐細胞及桿細胞 )及神經

細胞，而神經細胞負責將光受器受刺激所產生之訊號傳至視神經 (opt ic nerve)。  

 

視網膜灼傷 (retinal  burn)  

由光化學或熱效應所導致之視網膜損傷。  

 

視網膜危害區域 (retinal  hazard region)  

介於 380 nm 至 1,400 nm 間之光譜區域 (可見光及 IR-A)，在此範圍內正常眼球介

質 (normal  ocular  media)可將光學輻射傳至視網膜。  

 

直接替換型 LED 燈管 (retrofi t  type LED tubular lamps)  

控制裝置設置於內部，以交流市電為電源，可直接替換配合傳統感抗型安定器使

用之相同尺寸及燈帽之螢光燈管，除起動器外不須更動原有燈具配線之 LED 燈

管。  

 

逆向電流 (reverse  current ,  IR ) 

對 LED 模組施加逆向電壓時所流通的電流。  

 

逆向電壓 (reverse  voltage ,  VR ) 

LED 模組在逆向偏壓情況下，兩電極間的電壓差值。  

 

可更換電源線的燈具 (Rewireable  luminaires)  

在結構上，應用一般的工具即可更換電源線的燈具。  

 

均方根值加速度 (RMS acceleration)  

振動過程中加速度之均方根值。  

 

軸對稱配光 (rotational ly symmetric  distr ibuti on)  

又稱為旋轉 (rota t ion )對稱，指各個方向上的配光曲線都是基本對稱的。  

 

嚴苛條件下使用之燈具 (rough service  luminaire )  

對困難的使用條件所設計的燈具。  

備考：此種燈具是：  

－在嚴苛工作場所之環境下使用的燈具。  

－在建築物工地及類似場所使用的燈具。  

 



  

 

-S- 
矽控整流器效應 (SCR effect) 

又稱為閘流體效應 ( thyr istor  effect )或轉折效應 (snapback effect )， LE D 電流－電

壓特性曲線出現凸起現象稱為矽控整流器效應，可能導致 LED 晶粒應用電路無

法正常操作。  

 

安全超低電壓 (safety extra low voltage,  SELV)  

係指與電源端絕緣之電路中之超低電壓 (E LV)，此電路與電源端之絕緣不得低於

IEC 61558-2-6 所規定之安全隔離變壓器 (safet y isola t ing tr ansformer )其一次側與

二次側電路間之絕緣，例：雙重絕緣或強化絕緣，或等效 (equivalen t)之絕緣。  

備考 1.超低電壓 (extr a  low vol tage,  ELV)依 IEC 60364-4-41 之規定，係為電路中

任意導體間或任意導體對地間之電壓，其電壓值須不高於 50 V a c(rms)或無

漣波之 120 Vd c。  

2 若有特定需求，特別是容許直接接觸帶電部時，可指定較低之電壓上限。 

 

SELV 控制裝置 (SELV controlgear)  

設置於 LED 燈管之外部，提供與電源端絕緣且輸出電壓為 SELV 之控制裝置，

並應符合 IEC 61347-2-13 之相關規定。  

 

安 全 超 低 電 壓 直 流 型 LED 燈 管 (safety extra low voltage (SELV) d.c . LED 

tubular lamps)  

未內建控制裝置，惟可具備電流限制裝置或功率限制裝置，以 60 Vd c 以下之安全

超低電壓為電源，而內部之電壓均不超過 SELV 之 LED 燈管。替換相同尺寸及

燈帽之螢光燈管時，除起動器外，尚須更動原有燈具配線，屬不可直接替換型

LED 燈管。  

 

安全超低電壓零件 (Safety Extra-Low Voltage(SELV)part)  

由燈具內供應對地或對其他零件不超過 50Vac r.m.s.的安全超低電壓帶電體。  

 

等 效 安 全 超 低 電 壓 控 制 裝 置 (safety extra-low voltage (SELV) − equi valent  

controlgear (under considerati on) )  

內建 (bui l t - in )或組合 (associa ted)於 LED 模組中之控制裝置，其輸出電壓同等於

安全超低電壓，用以驅動 1 個或多個 LED 模組。  

 

獨立式安全超低電壓控制裝置 ( independent SELV controlgear)  

輸出電壓符合安全超低電壓要求之控制裝置，以符合 IEC 61558-1:  1998 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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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隔離變壓器，將輸出端之安全超低電壓與輸入端之電源隔離。  

 

樣品溫度 (sample temperature,  sT )  

在試驗期間試驗樣品之溫度，可用感溫器進行量測，惟感溫器之安裝位置及方式

需確保所量得的溫度能代表所有的樣品已穩定達到要求之極端溫度。樣品在高溫

區所量得之最高溫度為 s(max)T ，在低溫區所量得之最低溫度為 s(min)T 。  

 

二次電路 (secondary c ircuit)  

未直接連接於一次電路且透過變壓器、變流器 ( conver ter )或等同之隔離裝置，或

電池供電之電路。  

自耦變壓器除外。雖然自耦變壓器具備直接連接於一次電路之部分，但分接頭部

分 ( tapped par t )依上述之觀點亦可視為二次電路。  

備考：在二次電路中，市電之暫態 (mains tr ansien ts)將因對應之一次遶組而衰減。

感抗式安定器亦可降低市電暫態電壓之振幅 (heigh t)。因此，位於一次電

路後方或感抗式安定器後方之元件，可適用低一階之脈衝耐受類別，即脈

衝耐受類別 II。  

 

安定器內藏式光源 (se l f-bal lasted lamps) 

除非被永久地損害否則無法拆掉內部安定器單體，它包含燈帽及光源及為了起動

及穩定光源操作所需的任何額外的元件。  

備考： 1.安定器內藏式光源的光源零組件是不可更換的。  

2 .內部安定器零組件是免用安定器光源的零件；它不算是燈具的零件。在

此光源單體壽命結束後即被丟棄。  

 

安定器內藏式發光二極體燈泡 (se l f-bal lasted LED-lamp)  

由符合 IEC 60061-2 之燈帽、LED 元件 /模組 (LED l igh t source)及其所需之穩定操

作所需之等附加元件等所構成，非經永久性破壞其構造無法拆解 (disman t le)之單

元。  

備考：燈帽之規格參照 IEC 60061-1。  

 

內含安定器之 LED 模組 (se l f-bal lasted LED module)  

設計為接於電源之 LED 模組。  

備考：內含安定器之 LED 模組若配備燈帽時，視為安定器內藏式 LED 燈泡。  

 

安定器內藏型 LED 燈管 (se l f-bal lasted LED tubular lamps)  

控制裝置設置於內部，以交流市電為電源之 LED 燈管。替換相同尺寸及燈帽之



  

 

螢光燈管時，除起動器外，尚須更動原有燈具配線，屬不可直接替換型 LED 燈

管 (conver sion  t ype LED tubular  lamps)。  

 

半安定器內藏式 LED 模組 (semi-bal lasted LED module)  

內建控制單元，須搭配控制裝置之電源單元操作之 LED 模組。  

備考：本標準將半安定器內藏式 LED 模組歸類為第 2 型 LED 模組。  

 

半遮隔型 (semi cut-off  type)  

比遮隔型稍加放寬光強度限制之配光，屬二方向型時分為 A 型、 B 型。  

 

轉接器型燈具 (semi-luminaire)  

相似於安定器內藏式光源的單體，但設計成使用可更換式的光源或起動裝置。  

備考： 1.轉接器型燈具的光源組件或起動裝置是可迅速更換的。  

2 .安定器零組件不是可更換的，而且每次光源被更換時此安定器零組件不

用丟棄。  

3 .需提供燈座以供連接電源。  

 

(LED 燈管 )系列 (series) 

在構造方面與下列條件一致之 LED燈管，例：燈帽型式、管徑、電路設計 (schematic 

design)、電路板佈線、 LED 模組型式，以及個別 LED 模組之消耗功率。上述條

件相同，惟長度、色溫或 LED 模組數量不同之 LED 燈管，可視為同一系列。  

 

試驗條件 (service condition)  

度依試驗嚴格 所指定之條件。  

 

皮膚危害距離 (skin hazard distance) 

皮膚與光源所保持之距離，在此距離下，經 8 小時之曝露後將超過合理之曝露限制。 

單位：m 

 

持溫溫度範圍 (soak temperature range)  

界定持溫時間的溫度範圍。高溫溫度範圍為 s(max)T −5℃～ s(max)T +10℃。低溫溫度

範圍為 s(min)T −10℃～ s(min)T +5℃。  

 

持溫時間 (soak time)  

樣品進入高溫或低溫區時，樣品溫度落在持溫溫度範圍 (soak temperature r ange) 

的停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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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角 (sol id angle ,  ω) 

在半徑為 d 之球面上，一面積為 A 之圓形曲面 ( spher ical sur face area)，其周邊對

球心的連線所包含的角度為立體角 ω=A/d 2。單位立體角 (sr )定義為當 A=d 2 時之

立體角。  

 

跨接線 (span wire) 

主支撐物間之繩索，用以承載整個裝置 ( in sta l lat ion )之重量。  

備考：整個裝置可能包括數盞燈具、電源電纜線及保持線。  

 

光譜分布 (spectral distr ibution)(參照 ILV 845-01-17) 

包含波長 λ 之波長間距 dλ 之輻射量 (r adian t)、光度量 ( luminous)或光子量 (photon  

quant i ty)，除以波長間距 dλ，所得之商數。  

 



 d
dXX   

單位： [X ]‧ nm - 1  

備考：當 X λ (λ)為寬廣範圍波長之函數而非特定波長之函數時，較適合以光譜分

布方式處理。  

 

光譜半高波寬 (spectral half-width bandwidth,  Δλ 1 / 2 ) 

LED 元件之發光光譜分布，由峰值向兩側功率降至一半之間隔波長寬度，單位為

奈米 (nm) 

 

光譜輻射照度 (spectral irradiance) 

單元表面上對應於特定波長間距 dλ 之入射輻射功率 dΦ(λ)，除以該單元表面之面

積 dA 與該波長間距 dλ，所得之商數。  

 



 dd
d




A
E  

單位：W‧m - 2‧ nm - 1  

 

視效函數 (spectral luminous eff ic iency,  V )  

係在特定光度條件下，引起相等強度光感覺之波長 m 所對應之輻射通量，與波

長 所對應之輻射通量，兩者之比值。 m 選在最大比值等於 1 處。  

 

發光光譜分布 (spectral power distr ibuti on,  P(λ))  

LED 元件之發光功率對於發光波長的分布。  

 

 



  

 

光 譜 輻 射 輝 度 (針 對 沿 特 定 方 向 、 特 定 波 長 間 距 dλ 之 特 定 點 ) (L λ)(spectral 

radiance (for a wavelength interval  dλ,  in a given direction at a given poi n t)  

(L λ))  

由下列公式所定義之量：  

 



 ddcosd

d



A

L  

通過特定點且沿特定方向並對應於特定波長間距 dλ 之輻射光束，在其立體角 dΩ

內所傳遞之輻射功率 dΦ(λ)，與特定波長間距 dλ、立體角 dΩ 及包含特定點且垂

直於特定方向之平面上所照射之輻射光束其截面積 (cosθdA )三者之乘積，兩者相

除所得之比值。  

單位：W‧m - 2‧ nm - 1‧ sr - 1  

 

穩定時間 (stabi l ization t ime)  

LED 燈泡 /模組在定電源輸入下，其光學特性達到穩定狀態所需之時間。  

備考： LED 燈泡 /模組達到熱穩定即視為穩定狀態。  

 

待機損失 (standby losses)  

燈具於光源斷電期間所消耗之市電功率，以 W 為單位。  

備考：對於緊急照明燈具，則不包含供緊急照明用之充電功率。  

 

定置式控制裝置 (stationary controlgear)  

固定之控制裝置或難以在不同位置間移動之控制裝置。  

保持線 (stay wire) 

主支撐物間之張力繩索，用以限制懸吊式燈具橫向移動及旋轉。  

 

立弳 (steradian)(參照 ILV 845-01-20) 

立體角之國際單位。頂點位於球體中心之立體角，於球體表面所截之面積，相當

於以球體半徑為邊長之正方形面積。  

 

電源電壓 (supply voltage)  

對主要由光源控制裝置及設計與光源控制裝置搭配使用之 1 只或多只光源組成

之電路所施加之電壓。  

 

電源線 (supply cable)  

連接燈具所用之供電線。  

備考：電源線可能被引入燈具內並連接至端子，包含燈座、開關等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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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電流 (supply c urrent)  

當燈具在額定電壓和頻率下正常使用，達到穩定時電源端的電流。  

 

電源電流 (supply c urrent)  

對主要由光源控制裝置及設計與光源控制裝置搭配使用之 1 只或多只光源組成

之電路所供應之電流。  

 

補充絕緣 (supple mentary insulation)  

對基本絕緣所額外施加之絕緣，以防止人員在基本絕緣失效時遭受電擊。  

 

懸吊線 (suspensi on wire)  

連結於跨接線並承載燈具重量之繩索。  

 

單面對稱配光 (symmetric  distr ibuti on about one plane) 

通過軸心的特定平面，其剖面成配光對稱，但不包含軸對稱及雙面對稱。例如燈

具 C=0°和 C=180°剖面配光對稱，或 C=90°和 C=270°剖面配光對稱之光型設

計。  

 

雙面對稱配光 (symmetric  distr ibuti on about two planes)  

通過軸心的任意二垂直平面，其任一剖面均成配光對稱，但不包含軸對稱。例如

燈具 C=0°和 C=180°剖面配光對稱，同時 C=90°和 C=270°剖面配光對稱。  

 

-T- 
溫度循環時間 (temperature cycle t ime) 

由一溫度到下一個同一溫度點的時間。  

 

端子 (terminal)  

需要與導體做電氣連接之燈具或零組件的部位。  

 

端子台 (terminal  block) 

組裝在絕緣材質上的一個或多個端子，它使導體間易於互相連接。  

 

耐久性試驗之試驗時間 (D)[test  duration of endurance test  (D)]  

進行耐久性試驗時，依溫度條件所選定之時間。  

 

 



  

 

(LED 模組 )試驗電壓、電流或功率 (test  voltage,  current or power)  

LED 模組在試驗期間所輸入之電壓、電流或功率。  

 

熱阻 (thermal  resistance,  θ) 

在熱平衡之條件下，沿熱傳導路徑上的溫度差與路徑中所消散的熱功率之比值，

表示待測 LED 元件的散熱能力。  

 

穿越配線 (through wiring) 

通過燈具而沒有其它電氣連接至燈具的配線。  

 

總電路功率 (total  c ircuit  power)  

在控制裝置的額定電壓及最高額定輸出負載下，LED 模組與控制裝置之組合的總

消耗功率。  

 

總諧波失真 (total  harmonic  distorti on,  THD) 

諧波分量之均方根值總和 (RMS summation of  harmonic componen ts)與基本波

(fundamental  harmonic)之比值，代表訊號非線性失真之程度。  

 

率總輸入功 (total  input power)  

LED 率燈具在控制裝置以額定頻率之額定電壓操作，於最大負載下之總消耗功 。 

 

全光通量 (total  lumi nous f l ux, φv ) 

光源朝所有方向所發出之光通量總和，單位為流明 ( lm)。  

 

接觸電流 (touch c urrent)  

人員或動物接觸 LED 燈管之可觸及部位時，流經體內之電流。  

 

轉移時間 (transfer time)  

從某一溫度槽移出試驗裝載，移至另一溫度槽所耗費的時間。  

 

透光蓋 (translucent cover)  

燈具傳送光線的零件，它也保護光源和其它零組件。這包括光線擴散器、透鏡片

及相似的控制光線的元件。   

 

隧道用燈具 (tunnel  luminaires)  

供隧道照明用之燈具，直接或透過支架安裝於隧道之牆面或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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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向型 (two-direction type)  

非軸對稱配光，對道路軸向發出高光強度之配光。  

 

型式 (type) 

足以代表產品特性之 LED 產品。  

 

型式試驗 (type test)  

針對型式試驗樣品所進行之單項或一系列之試驗，以檢查特定產品之設計是否符

合相關標準。  

 

型式試驗樣品 (type test  sample)  

製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為申請型式試驗所提交之樣品，此樣品由 1 個或數個相似

單元所組成。  

 

t L E D -點 ( t L E D -point)  

為量測性能溫度 t L E D，於 LE D 封裝體表面所指定之量測點。  

 

t p-點 ( t p-point)  

為量測性能溫度 t p 及 t p  ma x，於 LED 模組表面所指定之量測點。  

 

t p 溫度 ( t p  temperature)  

與 LED 模組之性能相關，於 t p -點所測得之溫度。  

備考 1. t p≦ t c 僅發生於 t p 與 t c 位置相同之情況。關於 t c，參照 CNS 15357(或 IEC 

62031)之 3.10。  

2 .  tp 與 t c 之位置可不同，但以 t c 之值為優先。  

3 .對於指定之壽命期間， t p 溫度為固定值，而非變動值。  

4 . t p 之溫度值可不只 1 個，視所宣告之壽命期間而定。  

 

-U- 
非封閉式燈座 (unenclosed lampholder)  

須附加裝置 (例：外殼 )以符合本標準對於電擊保護要求所設計之內置式燈座。  

 

紫外光輻射 (UV)(ultravi olet  radiation (UV))(參照 ILV 845-01-05) 

波長小於可見光輻射之光學輻射。  

備考：波長介於 100 nm 至 400 nm 之紫外光輻射，一般可分為：UV-A(315 nm 至

400 nm)、UV-B(280 nm 至 315 nm)及 UV-C(100  nm 至 280 nm)。  



  

 

對於 UV 之分類不應視為精確之界限，尤其針對光生物效應之評估。  

在光生物學之某些領域中，紫外光輻射之波長範圍分為 200 nm 至 290 nm、290 nm

至 320 nm 及 320 nm 至 400 nm，有時分別稱為 (並非絕對正確 )UV-A、UV-B 及

UV-C。波長小於 180 nm 之紫外光輻射視為真空紫外光輻射。應特別留意，即使

380 nm 至 400 nm 屬於正式之紫外光波長定義範圍內，其輻射仍視為可見光輻射。  

 

使用者 (user)  

係指不具電性專業知識、經驗或能力之人士。  

 

-V- 
速度變化 (velocity change)  

加速度對完整之衝擊脈衝時間所進行積分之總值。  

 

鉛直方向 (vertical direction)  

與地球重力平行的方向。  

 

可見光輻射 (visible  radiation)(參照 ILV 845-01-03) 

任何可直接產生視覺之光學輻射。  

備考：可見光輻射之光譜範圍並無精確之界限，取決於到達視網膜之輻射功率總

量及觀測者之響應。下限一般介於 360 nm 至 400 nm，上限一般介於 760 nm 至

830 nm。  

 

視角 (visual  angle)  

物體或細部結構 (deta i l )對應於觀測點所形成之角即視為視角。雖然視角可以毫弳

度、度或分表示，惟視角之國際單位為弳度。  

 

-W- 
工作電壓 (working voltage) 

在開路狀態或正常操作期間，不考慮暫態的情形，在額定電源電壓下發生在絕緣

間的最高均方根值電壓。  

 

(燈座 )工作電壓 (working voltage)  

當光源在正常條件操作下，以及當光源從燈座移除後，在忽略暫態之情況下，燈

座之任何絕緣間所可能產生之最大電壓均方根值 (r.  m.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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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 (working zone)  

將試驗裝載控制在指定溫度條件下之試驗箱內空間。  

 

最不利裝載溫度 (worst-case  load temperature)  

埋在指定樣品中，且位於試驗裝載中心之感溫器所測得的溫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