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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謀欝究院
喜・背景説明(1/3)

為落貴節能瀬破政策目標タ鼓励應用高効率韻光二極膣(以下

簡稲」ED)照明燈貝・整合智慧控制功能輿創新照明應用,推動

最適化留意照明示範建董(以下簡稀示範系統) I籍以優化室内

光環境品質,提升整彊照明節能敗益・促進智慧照明普及推廣

・特訂定本要黒古o

結語　　　喜、背景説明(2/3)

(-)補助勤象:

長照服務機構:依長期照顧服務法之規定・由公立戎長

照機構法人設立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之長照服務機構0

老人福利機構: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之規定,由各

級政府設立戎朔理財団法人登記之長期照顧機構及安着

機構o

(ニ)補助項目:

補助封象所属建築室内空間既設照明燈具汰換為高効率

LED照日月燈具'並設畳具照明控制及能源管理監測功能

之智慧照明控制系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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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義認究院
喜、茸景説明(3/3)

年度 項目 �第一階段示範 ���第二階段示範 ��第三p �普段 
10与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受補助軍位 �公所 �公所 �増加戸政 輿衛生所 �増加 孫市政府 �同左 �老人照謹 �澄療/照護 

経費上限 �2与0萬 �同左 �同左 �≦1600元/mZ �同左 �同左 �同左 

蛍光効率 (im州) �≧100 �≧120 �≧140 �同左 �≧160 �増加可調色/ 節標燈具 �同左 

燈具型式 �平板燈具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不服 �同左 

光適量(im) �2与00-3000 �2与00-3与00 �同左 �同左 �-与000 �同左 �同左 

調光 �非必備 �必備 �同左 �同左 �同左 �最適化 �同左 

控制方式 �有線及無線 �有線或無線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智慧功能 �至少雨頂 �陪席十一項以上 �同左 �同左 �同左 �最適化 �最適化 効能性 

能源管理 �必備 �間隔1与分鐘内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光生物安全 �無藍光危害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閃燻指数 �無 �無 �低閃煤 �同左 �調光下イ乃 需低開陳 �同左 �同左 

標準介面 �無 �無 �無 �数値戎類比 �同左 �同左 �同左 

待機電力 �無 �無 �無 �無 �≦0.与W �同左 �同左 

提升燈具教卒・提高節鮭妓益 ���相客怪異節電提升 ��最適化設計 �興人因導入 

醒
武、技術規範修正草案(1/11)

(一) 」巨D照明燈具要求:

」ED照明燈具性能検測須符合以下規定;其量測方法請参照「韻光二極鮭平板燈具
節能標章能源効率基準輿標示方法」 ・在額定電厘、額定頻率之全載状態下進行
測試。

(1) LED燈具毅光敗率≧160 lm州.且責測値須在標示値95%以上。可調色温燈
真之色温範囲至少包含3000 K至5000K;其讃光敗率≧140 imハN '且責測
値須在標示値9与%以上。

(2) LED燈具演色性指数(Ra)≧80.且R9=0;賞測Ra値不得低於額定借減去3

(3) 」ED燈具功率之賓測値不得超
過標示値110% 。

(4) 」ED燈具功率因数≧0.9 ・且
測試値須在標示値9与%以上

(与) 」ED燈異輸入電流謂波失頁不
得超過表1規定値・且電流独
語波失真≦33%。

譜波夫妻 　n �容許諾波最大比値 
(以輸入電流基本波之百分比表示) 

% 

2 �2 

3 �30×n 

与 �10 

7 �7 

9 �与 

11≦n≦39 �3 



醒繋欝究院
式、技術規範修正草案(2/11)

(臆) 」各D照明燈異要求(績):

(6) 」ED燈具光適量賞測値須在額定標示値之90%以上1額定標示値之120%以下;

LED平板燈真之額定光適量規定如表2.非LED平板燈異不適用此規定。

(6) LED平板燈異亮度平均値應低於亮度限制基準如表3 。非LED平板燈具不適用此
規定。

け) LED平板燈具距高比≧1.2 o非LED平板燈異不適用此規定o

表2 LED平板燈真之光適量規定　　　　衰3 LED平板燈真裏度限制

額定光適量 �光適量‾副長 �光適量上限 

(im) �(im) �(Im) 

2与00 �22与0 �3000 

2700 �2430 �3240 

3000 �2700 �3600 

3与00 �31与0 �4200 

与000 �4与00 �6000 

Y角(o) �亮度限値(Cd/m2) 

4与 �34900 

うう �17000 

6与 �7000 

7与 �3260 

8与 �3260 

式、技術規範修正軍票(3/11)
(-) 」亡D照明燈異要求(績):

(9) 」ED平板燈具輝度均年度(最低/算数平均値)≧0.8 o輝度量測範囲為燈真之
出光面・其量測怖新方式如下回1所示l,非LED平板燈具不適用此規定o

(10) LED燈貞光生物安全須符合CNS 15592及IEC几R62778無風険等級。



醒
工業技術研究院
的uら’「看る(了a小門oし09γ細面　　武、技術規範修正草案(4/11)

(-) 」日D照明燈具要求(績):

(11)所有受補助」ED燈具均須為可調光・調光範囲至少為0 ・ 10% -100%検測貫

験室之測試新應包含100%光適量、与0%光適量、 10%光適量及0 ・共困難;

与0%光適量測試斯允許在額定光輸出測試値之与0%光輸出値的±与%範囲内・

10%光適量測試斯允許在額定光輸出測試値之10%光輸出値的±10%範囲内

(12) LED燈具茄燈1000小暗後光適量維持率≧ 97.0%且1000小暗後責測Ra不得

低於額定借減去4 0

(13)LED燈異存額足助率(仝載)時須符合閃煤指数(FiickerindexFl):≦0.02 '

閃燥百分比(Pe「cent印ckerPF) :≦2% o

LED燈具調整至最大光輸出之20%時・須符合閃煤指数(FiickerindexFi主

≦0.0与・閃轢百分比(PercentFiickerPF):≦5% o

量測時参考CiETN OO6:2016之試験要求・進行開襟指数、閃煤百分比測試

(14) LED燈貝之待機功率(含通訊模組)需≦ 0.5W o

武、技術規範修正草案(与/11)

(一) 」ED照鴨燈具要求(績):

(1与)標示:

a)LED燈具須於燈異本購標示韻光効率、色温、演色性、功率、功

因、額定光適量、光生物安全、閃煤指数、閃轢百分比及燈具智
慧控制通訊介面(類比/数値) 、待機功率等o

b)電源供應器需標示廠牌、型誠、規格及轄摸敗率(%) 。



醒隷究院
武、技術規範修正章票(6/11)

(ニ)智慧照明控制系統:

(1)智慧照明控制系統須包含照明控制輿能源管理監測功能;

A∴能源管理系統必須能監測並足時記録示範場域内所有」ED燈具(含不可調光燈
具)之照明鰻用電量・其最大時間間隔為1与分鐘。

B.能源管理系統須可輸出照明用電責訊・依需求採時、目、月、年為単位輸出
該特段之最大用電功率及用電度数等責訊i包含国典表之形式。

C.照明控制須具有臨席控制功能・同時兼備人員感知控制、重光照日月調光、場
景照明設定/呼叫等其中一項以上之功能。

D.照明控制系統須具備整合控制能力・可整合感測貴訊封照明燈具進行猫立戎
群組調光控制0

(2)無論中央控制系統失敗輿否i所有燈具須龍透過壁面開聞進行手動開、閲燈及調
光功能。

(3)所有受補助之」ED燈貝須貝備智慧控制功能・廊所、棲棟、儲蔵室、槽案宝典茶
水間可除外。

>　計量場域之平均照度僧須符合CNS 12112照度基準。

>　燈其及智慧照明控制系統須保固五年以上。

醒撥等NS12112室内工作場所之照度要求

示範場域内之照度値需符合CNS12112 ・壁土登場域之照度
量測須委託輪F認可貴験室進行量測,並出具報告o

室内、作業戎活動種類 ��島(lりX) 

1.-般建築 �門厩、道道及走廓、休息室、儲蔵室 �100 

棲桶、電動扶梯 �1与0 

餐厩、盟洗室、廊所 �200 

警務室、収韻室 �与00 

22.勅辛公室 �楷案室 �200 

接待櫨棲、文件虞理 �300 

害悪、討論、合議室、CAD工作姑 �与00 

26.固書館 �書架 �200 

閲謹直、植橿 �与00 

E,職(lux) :維持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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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
工業按術研究院
雨頂)「(らしでe⊂油0し噂γ酬唖∴∴武、技術規範修正章票(7/11)

(三)燈貞道訊介面:

(1)計墓場域之LED燈貝其智慧控制宜採用有線(1-10V ` PWM ` DALi ` PLC)
或無線(ZigBee ` WiFi ` Bluetooth)之通訊介面。

(2)調光燈具所使用之電源供應器必符合〃電(源)-通(訊)分離〃之設計・如国2
所示・通訊模組應畳於燈具之外1しED電源供應器須能封通訊模組供電・
LED電源供應器輿通訊模組間之介面'其機構輿訊兢應至少符合「類比介
面」或「敦伸介面」其中之一項標準規格・介面之標準語明知下:

A.類比介面
a使用R」4与端子機構　如囲う所示o

譲頑　固

醒…繋驚究院
式・技術規範修正章票(8/11)

(三)燈真通訊介面(績) :

b.機構規格輿脚位順序:

Pin l: Vcc (LED電源供應器射通訊模組之供電脚位)

Pin 3: 」l (勤應於第一組光源之類比調光訊掘)

Pin与:止2 (勤應於第二組光源之類比調光訊掘)

Pin 7: GND (接地脚位)

註:若草一組光源則設定在kl ,若高調色温需求則設定在

鴫l (高色濃)輿」s2 (低色温) 。

c.電気規格之定義:

(a) Vcc電屡12V

(b) Vcc可輸出電流> 40mA '包括0亮度調光(闊燈)的情況下

(C)類比調光訊礪範囲0, 1-10V

(d)類比調光訊掘在0.5V以下時・ LED電源供應器勤應於該組光

源之輸出功率應為0

13



醒議欝来院
武・技術規範修正草案(9/11)

(三)燈具通訊介面(績) :
B.数値介面:

a.使用USBTypeA端子機構.如固4所示0

亀　も　中華
(a)電線棋魔罵蒔　くb)通釈接姐蒔　　くC〕通釈桟紐端野倣頼序

闘4鋲俊介西濃痔璃草城沸

b.機構規格輿脚位順序:

Pin l: Vcc (LED電源供應器封通訊模組之供電脚位)

Pin 2: D_COmmand (通訊模組輸出至LED電源供應器之訊鵡脚位)

Pin 3: D_feedback (LED電源供應器回鎮至通訊模組之訊捕脚位)

Pin4:GND (接地脚位)

C.電気規格之定義:

(a) Vcc電塵3.3V

(b) Vcc可輸出電流> 40mA '包括0亮度調光(開燈)的情況下

(C)倦輸速率2400bps

d.数値指令内容採用DALI-2標準指今

十

武・技術規範修正草案(10/11)

投標語明文件

智慧高致率照明系統包含」ED照日月燈具輿智慧照明控制系統・廠

商於投標時所提出之柏閲読日月文件,検異説明如下:

(1) 」ED照明燈異:

A. LED燈具須検具怒哲郎標準検験局(BSMl) CNS 14335輿

CNS 1411与輪講登録合格謹書影本o

B.提供LED燈具性能検測合格報告影本・検測報告須由財団

法人全国認讃基金舎(TAF)認可之CNS 15437 「軽鋼架天

神板歳入式LED燈具」或「CNS16047室内一般照明用

LED平板燈具」検測賞験室出具。決標簑約時則需検具

LED燈具性能検測合格報告正本o



躍
工業波術研究院
残部神事し了ごく高約i0さy融臨∴∴武、技術規範修正軍票(11/11)

投標讃明文件(績)

(2)智慧照明控制系統:
A.提供控制系統規格書・控制系統須貝偏重表・規格書中

須包含系統輿電表之廠牌、型萌及功能・規格書須加蓋

公司章o

B.智慧照明控制功能′説日月書須加蓋公司章。

(3)燈具通訊標準介面:

検附工研院線能所出真之燈具通訊標準介両横測合格報告・
測試方法依振′’燈具通訊介面測試標準’’(如附件) 。

醒喜繋欝究院
茎、燈異通訊介面測試標準(1/12)

A.類比介面:

以下燈具只有一組光源時・ 」52不測

1.1待測件電源供應器及燈板測試

A.射通訊模組之供電量測(第1 、 7脚位)

(1)開路電厘應為12V±与%

(2)在300〔l標準電阻負載下・車座値應高於11.4V

B,勤通訊模組之受電量測(第3 、 7脚位及封与、 7脚位)

在第3 、 7脚他聞和第与、 7脚他聞施加0,与V古流電厘1量測燈具光輸

出・達績1小暗燈板光輸出應為0



躍議護野院
茎、燈異通訊介面測試標準(2/12)

1.2待測件智慧控制模組封接待測件燈具

待測伴
智恵腔制模組

1)操控使用者介面・封」sl 、 」s2分別送出調光訊掘0%輿100%命令

2)使用電表量測標準接□之」sl 、 」s2電厘,菖調光訊兢0%時,勤應之電厘需小於0.与V

菖調光訊競100%時・封應之電厘需大於9.与V o

3)量測」ED燈具智慧控制模式下之待機功率(包含通訊模組接収端輿整組燈異名一組)

(a)精通訊模組安装到燈具測試電路中

(b)以額定電屡/頻率施加到燈貝、調光器或控制装畳上。

(C)送出調光訊鵡為100%命令o　使待燈其輸出穏定(黒占燈10分鐘) o

(d)送出調光訊龍為0%命令o使燈具煙波穏定・通訊模組進入待機状態o

(e)以0.2与s或更短的相等間隔蒐集功率資料i結線60分鐘1計算結線時段内的平均

功率o

(f)送出調光訊龍為100%命令・燈具必需能回復仝亮状態。
18

酷薄繋欝究院
茎、燈異通訊介面測試標準(3/12)

1.3待測件智慧控制模絶望寸接i丁Ri参考件燈具i

符測件
智慧捻剖検組

l)操控使用者介面,勤しsl 、 」s2分別送出調光訊鵡0%輿100%命令

2)使用電表量測標準接口之L51 、 」s2電塵:嘗調光訊掘0%時言封應之電厘

需小於0与V ,嘗調光訊騙100%時・封應之電厘需大於9.与V 。

19



躍議驚究院
茎、燈異通訊介面測試標準(4/12)

1.4 1丁Ri参考件智慧控制模細筆寸接待測件燈具

参考件
智慧控調族組

1)操控使用者介面・封」sl、 」s2分別送出調光電塵0.与V、9.与Ve

2)使用電素量測標準接口之」sl 、しs2電厘及燈具調光封比較値。

調光電厘0.与V時・勤應之調光勤比較値應為0% 。

調光里壁9.与V時,勤應之調光勤比数値需大於9与% 。

無智慧控制模組寝入燈貝時・視為調光封比較値100% 。

醒讃欝弼
茎、燈異通訊介面測試標準(与/12)

B.敦伸介面:

2.1待測件電源供應器射通訊模組之供電量測(第1勤4脚位)

a.閉路電厘應為3.3V±10%

b.在82.与各部票準電阻負載下・供電電塵應高於2,97V



醒議欝究院
室、燈具通訊介面測試標準(6/12)

2.2待測件使用者介面及通訊模組・封接待測件之電源供應器及燈板

回国
1)操控使用者介面'分別送出標準DALl指令集命令・

2)使用遊輯分析儀検測標準接□之D_COmmand, D_feedback訊龍

3)検測遊輯分析儀収到之封包是否符合規範;

4)検測後端燈板是否目,誹吉舎正常運行;

5)自損開閉燈貝(DALI指令00)時・遵績1小暗・燈枝光輸出應為Oa

茎、燈異通訊介面測試標準(7/12)

2.2待測件使用者介面及通訊模組1封接待測件之電源供應器及燈板(接綾上頁)

符測件　　　　　　　　　　　　　　　　　　　　　　符測件
智竣擬制検組　　　　　　　　　　　　　　　　　　　　　澄具

6)量測LED燈貝智慧監制模式下之待機功率(包含通剖検組接収端輿整組燈異各一組) o

(a)精通訊模組安装到燈測試電路中o

(b)精額定電厘/頻率施加到燈、調光器或控制装置上・

(C)送出調光訊諏為100%命令。使燭穏定o

(d)送出調光訊龍為0%命令。使燈煙波穏定,通訊模組進入待機状態o

(e)0.2与s戎更短的相等間隔党案資料、紀録60分鐘・計算結録時段内的平均功率e

(f)送出調光訊識為100%命令・燈具必需龍回復全売状態。
23



醒議驚弼
茎、燈具通訊介面測試標準(8/12)

2.3待測件智慧控制模怨讐寸接I丁RI参考件燈具

醐畿塵㌻∵配賦串可

回国

24 I丁Ri参考件智慧控制模組勤接待測件燈貝

牟キ脅　　　　　　　　　　　　　　　　　　　　　　　舞刃や
脅迫棲毒様妃　　　　　　　　　　　　　　　　　　　　飽典

間一書対置十王竺÷二重‾)

国
(a)操控使用者介画一分別送出標準DALI-2指令集命令

(b)検測後端DALi-2燈板是否照指令正常運行o

茎・燈異通訊介面測試標準(9/12)

2.与封包僅輸規範

起姶礪 �位址1 �位址2 �高位元組 �低位元組 �検査場 

Bytel �Byte2 Addrl �Byte3 Add「2 �Byte4 �Byte5 �Byte6 

OX与与 �OX20 �OXO7 �DALIData2 �DALiDatal �Checksum 

Checksum= (Ox55 +Add「l +Addr2 + DALi Data2 + DALI Datal) & Ox什

2.6標準指令集

(1) DAしi控制命令(7條)

00自壊開閉燈異(不需要漸饗)

01使用選定的亮度嬰化速度・精燈真裏度逐漸調高200ms

O2使用選定的亮度蟹化速度・精燈具亮度逐漸調低200ms

O3亮度等級加1 i若菖前亮度罵0或者預訂的最大等級・亮度無変化

04亮度等級減1 -若営前亮度罵0或書類訂的最小等級・亮度無欒化

0与亮度等級調整到預訂的最大等級

06亮度等級調整到預訂的最小等級 2与



醒憲欝究院
茎、燈異通訊介面測試標準(10/12)

(2) DA」l設定命令(13條)

101精XX儲存到DTR中

21精燈具的菖前亮度等級儲存在D丁R中

2A　精DTR中的値・設置馬預訂的最大亮度等級

2B　精DTR中的値・設畳罵預訂的最小亮度等級

2C　精D丁R中的値・設畳薦系統失敗時的亮度等級

2D　精D丁R中的値・設畳薦燈具上電晴的黙認亮度等級

2E　精DTR中的値・設置罵亮虔襲化時間

2F　精DTR中的信一設畳罵亮度変化速率

98　讃取DTR中的敦振

Al　請取預訂的最大真皮等級

A2竃取預訂的最小嘉辰等級

A3積取燈具上電時的黙認亮度等級

A4　読取燈具系統失敗時的亮度等級

A与読取亮度嬰化時間/亮度変化速率

醒義認弼
茎、燈具通訊介面測試標準(11/12)

(3) DAしi調色温命令

設定色温到最冷色温

設定色温到最暖色温

讃取預定的最冷色温

読取預定的最暖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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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議驚究院
茎、燈異通訊介面測試標準(12/12)

設定色温値為YYXX

設定開機色温為YYXX

(此段指令要在100ms内輸入両次)

羅豊　　　撞、意見回復(1/与)

項吹 �原草案内容 �建議事項 �意見回覆 

1 �1適用範囲:110年最適 �應定義為室内 �最適化智慧照明示 化智慧照明系統示範補 ��範推廣補助計喜作 
助計量 ��業要鮪己規定室内 

2 �4.(14)」ED燈真之待機 功率(含通訊模組)須≦ 0.与W。 �」ED燈具之待機功率和網路待機功 �本草案内零しED燈 

耗(含通訊模組)須≦0.与Wo 

参考:CommissionRegule南on 

(EU)2019/2020: �真之待機功率(含 
hestandbypowerPsbofalight �通訊模組)即開閉 

SOU「CeShaiinotexceedO,5W. �燈光後燈具需慶於 

Thenetworkedstandbypower �可喚醒状態・燈具 

Pnetofaconnectedlightsou「ce �脹通訊模組待機皆 

ShallnotexceedO′与W.The �包含於内。 

allowablevaiuesfo「PsbandPnet 

Sha冊otbeaddedtogethe「 

3 �与.智慧照明控制系統: �増加 �此為功能性選項・ 3)智慧照明控制系統能殉即時上報 �未来不排除増加為 
燈具故障。 �必要項目。 



醒讃驚究院
娃・意見回復(2/与)

項吹 �原草案内容 �建議事項 �意見回覆 

4 �6(1)計量場域之」ED燈具 �(1)計墓場域之」ED燈具其 �本計婁目前不眠有線 

其智慧控制宜採用有線(1- �智慧控制宜採用有線(0/1- �(1-10V`PWM` 
10V、PWM`DALI`PLC) �10V、PWM`DALi`PLC)或 �DALi`PLC)或無線 

或無線(ZigBee`WIFi` �無線(ZigBee`W面、 �(ZigBee`WiFi` 

Biuetooth)之通訊介面 �Bluetooth.433MHz等 �Biuetooth)之通訊介 

SRD)之通訊介面 �面・可自由選揮o 

与 �6(2)調光燈具所使用之電源 �燈具控制器和燈具分離不是 �本計量推動燈具互換 

供應器必符合l’電(源)-通(訊 �唯一要求・封於現在市面上 �性・故必須採統一介 

)分離ii之設計,如固2所示i �狼多智慧燈具・燈具控制器 �面規格▼便於更換糸 
通訊模組應畳於燈真之外・ �形状類似於燈具電源・是放 �統或燈具・目前選撞 
しED電源供應器須能封通訊 �在燈其電源腔内的。 �R」4与介面(類比用)・ 
模組供電・」ED電源供應器 �所以建議修改為: �USB介面(数値用)1 
輿通訊模絶間之介面・其機 �調光燈具所使用之電源供應 �籍此進行燈異介面規 
構典訊龍應至少符合「類比 �器可以採用’’電(源)-通(訊)分 �格統○○ 
介面」或「数伸介面」其中 之一項標準規格・介面之標 準説明如下: �離ii之設計1×XXX 

羅謹　　　撰、意見回復(3/与)

項吹 �原草案内容 �建議事項 �意見回覆 

6 �6.燈具通訊介面: �LED電源和LED照明控制器之間的連接 �本計書推動燈貝互 

除了乙大網R」4与介面-USB介面以外・ �換性・故必須採統 
市場上更多用到是下列四類通信介面: �一介面規格1便於 
C)Zhagabook18(室外)'24VDC �更摸系統或燈具1 

(道路照明常用) �目前選揮R」4与介面( 
D)zhagabook20(室内)・24VDC �類比用)・USB介面( 

(室内照明常用) �数値用)・藷此進行 
E)NEMA(室外)'(道路照明常用) �燈異介面規格統○○ 

F)RS48与(夜景照明常用) 

増加相鷹的介面規定:固示・管脚定義 
供雷等。 
測試定義等。 

7 �測試 �(2)操控使用者介面・分別送出標準 �目前要求依技術規 

2.2.4(2)操控使 �DALi-2和D4i指令集命令 �範2.2.6節規定・進 

用者介面・分別迭 ��行DA」i-2標準指令 
出標準DA」l-2指 ��進行輪講D可接受 

今集命令・ ��D4i認讃之燈具或系 統・但勤於D4け旨今 不進行輪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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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叢驚究院
撞・意見回復(4/与)

項吹 �原草案内容 �建議事項 �意見回覆 

8 �測試2.2,6 �参考DALI209部分 �目前本規範訂立之調色 

(3)DALi調色温命令 �色温(巾) �温相聞指令・均参考 DALipart209 

9 �測試2.2.6 �増加調顔色命令・参考DA」i �目前場域設定之燈具為 
209部分 �隻通運・僅有調色溝助 
・　顔色(RGBWAF) �能・放無新増調顔色 
.顔色(xycoordinate) �(RGBWAF)之多通道 指令 

10 �測試2.2.6 �増加D4i測試命令 �D4i為DALi-2旗展指令・ 
・慈燈具信忠-DALipart251 �多用於読取燈具訊息及 

.積能源資訊-DALipart252 �鮎源管理1而目前僅要 

.燈具調試-DALipa「t253 �求燈具回僧亮度、色浬 等貴訊・困此暫用不到 D4i旗展指令・未来可考 慮陸績規劃新的功龍輿 測試指令(待研議)。 

醒　繋欝究院
蛙、意見回復(与/与)

項二欠 �原草案内容 �建議事項 �意見回覆 

11 �4.　」ED照明燈具性能検測 �既然増加了可調色浬的産 �可調色温燈具目前不限 
須符合以下規定;其量測方 �品▼在測量各個技術指標 �制範囲・但至少應包含 
法請参照「CNS16047室内 �時▼應有封色濃條件的規 �3000K　至与000K・測 
一般照明用」ED平板燈具」 �定・否則合造成費際測量 �試晴依廠商提供最高、 

在額定電屡、額定頻率之全 �時名家責験室的不統〇・ �最低色温及中間色温進 
載状態下進行測試o �以及造成企業設計産品時 �行測試(取三期)言則試 
(1)」ED燈具毅光効率 �的混溝。 �時光適量皆應在其標示 
≧160im州i且責測値須在 標示値9与%以上D可読色温 燈真之色温範囲至少包含 3000K至与000K;其韻光敗率 ≧140im州,且貫測値須在 標示値9与%以上o ��値範囲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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