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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光源適用於家用及類似之一般照明用途

 額定功率在60 W 以下；

 額定電壓大於50 V， 惟在250 V 以下；

 額定頻率為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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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

LED 燈泡應以清晰且能耐久之方式標示下列必要項目。

 (1) 來源標示（ 得為註冊商標、製造廠商名稱或責任供應商名稱） 。

 (2) 額定電壓或電壓範圍（ 以V 或伏特表示） 。

 (3) 額定消耗功率（ 以W 或瓦表示） 。

 (4) 額定頻率（ 以Hz 表示） 。

在本體、外包裝或說明書中額外標示下列資訊。

 (a )定點燈方向

 (b) 額定電流 (以A 或安培表示)
 (d) LED 燈泡在操作時應注意之特別情況或限制條件，例如在調光電路

(dimming ci rcui t)中操作。當LED 燈泡不適用於調光電路時， 可標示
下列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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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帽之可互換性

應採用符合IEC 60061-1 之燈帽，並以符合IEC 60061-3 之量規

（ 參照表1）加以驗證， 以確保LED 燈泡之可互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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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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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溼度 絕緣阻抗

相對溼度91%至95% 500 Vdc
48 小時 1 min
20℃ 至30℃ > 4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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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耐電壓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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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溼度 絕緣耐電壓

相對溼度91%至95% 4U+2000V
48 小時 1 min
20℃ 至30℃ 不發生閃絡(flashover )或絕緣崩潰(brea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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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帽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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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阻抗

測試條件:
額定電壓或額定電壓上下限□ □ □

測試位置:
燈座其表面

測試結果:
Δt ≤1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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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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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壓測試

帶電部 測試條件:
1. 125℃ / 1 hour

防電擊保護之絕緣材質 2. 80℃ / 1 hour
測試結果:
凹痕直徑<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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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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熾熱線測試

帶電部保持於定位之絕緣材質 測試條件:
1. 650°C / 30 秒後抽出
2. 下方200 mm±5mm處所水平鋪設之棉紙

防電擊保護之絕緣材質

測試結果:
a. 試驗樣品抽出後30 秒內熄滅
b.不得引燃在試驗樣品下方200 mm±5mm處所水平鋪設之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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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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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測試

帶電部保持於定位之絕緣材質 測試條件:
1. 最不利電性條件
2. 功率調升至額定功率之150%

防電擊保護之絕緣材質

測試結果:
a. LED 燈泡應不得起火
b. 不得有可燃性氣體或煙霧
c. 不得觸及帶電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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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適用於直管型、作為一般照明使用、兩端各配備1 只G5 
或G13 燈帽之LED 光源。

提供安全性方面應符合之基本要求，不涵蓋諸如光通量
、色度、光束維持率及壽命等性能方面之要求。

不適用LED光源範圍:
 內環管型LED 光源。

 安定器內藏式LED 燈泡(self-ballasted LED lamps) 。
 LED 光源配 備 G10 q 或其他種類燈帽之LED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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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燈管的構成

G5/G13 LED tube

Lamp cap

LED Module

LED Driver

Tub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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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燈管的類別與特性

安定器內藏型LED 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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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type LED tubular lamps)。

安全超低電壓直流型LED 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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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c 以

下之安全超低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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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替換型LED 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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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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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連接方式

安全超低電壓直流型LED 燈管:

 電源之2極應接於同一側燈帽之2 根接腳或接點。

 另一側之燈帽不得提供任何對電源之電性連接。

安定器內藏型LED 燈管:

 電源之2 極(two pole of supply)應分別接於兩側燈帽之其中1 根接腳或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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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及說明

LED 燈管之本體應標示下列資訊:

 來源標示(商標、製造廠商或責任供應商之名稱)；
 型號；

 額定電壓；

 輸入電流；

 額定功率；

 額定頻率；

 色溫；

 供電型式(定電壓型或定電流型) ；
 極性符號或帶電端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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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及說明 (Cont.)
 非 調 光 型 之 LED 燈管， 應標示下列標識：

 本 體 或 說 明 書 標 示 或 指 明 tc 點位置。

 商 品 標 示 法 之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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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要求

燈 帽 之 尺 寸 應 符 合 CNS 10902 或IEC 60061-1 中對應規
格表(7004-52-5 或70204-51)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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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光輻射

LED 燈管之輸出光輻射，應符合IEC 62471 對第1 類(class 1)
或豁免(exempt)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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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性要求

LED 燈管應無銳點(sharp points)或銳邊(sharp edges)， 以避
免在安裝、正常使用或維護時對使用者造成傷害。

LED 燈管包含附件(具有須搭配LED 燈管使用之附件時)之總重
量應符合下列要求：

 (a) 配備G5 燈帽之LED 燈管應不超過200 g；
 (b) 配備G13 燈帽之LED 燈管應不超過5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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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帽之機械性要求

對於未經使用 之 LED 燈管，依下列規定對燈腳施加
扭矩，且燈帽各元件間之轉動位移不得超過6°。

扭矩測試

燈頭 扭力(Nm)

G5 0.5

G1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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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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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溼度 絕緣阻抗

相對溼度91%至95% 安定器內藏型LED 燈管及直接替換型LED 燈管:500 Vdc
SELV 直流型LED 燈管以100 V 

48 小時 1 min

20℃ 至30℃ > 1 MΩ (SELV 直流型LED 燈管)
> 4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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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耐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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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溼度 絕緣耐電壓

相對溼度91%至
95%

安定器內藏型LED 燈管之試驗電壓為3,000 Vac；
SELV 直流型LED 燈管之試驗電壓為500 Vac；
直接替換型LED 燈管之試驗電壓為3,000 Vac。

48 小時 1 min
20℃ 至30℃ 不發生閃絡(flashover )或絕緣崩潰(breakdown)



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

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應不得 於下表所規定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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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熱及阻燃

在不通電之狀態下置於溫度設定於100℃±3℃之試驗箱中100 小時。

經此項試驗後，LED 燈管不得呈現下列情形：

(a) 防電擊保護能力降低；

(b) 燈帽之燈腳或接點鬆脫， 產生龜裂、膨脹及收縮等現象；

(c) 標示轉變為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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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熱及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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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壓測試

帶電部 測試條件:
1. 125℃ / 1 hour

防電擊保護之絕緣材質 2. 80℃ / 1 hour
測試結果:
凹痕直徑<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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