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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局汐止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洪簡任技正一紳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及電話：陳啟銘（02-86488058 分機 253） 

公布事項： 

1、第三組 

有關本局應施檢驗商品之限檢驗範圍有疑義時，尤其指限檢驗商品所使用之

電源種類及規格範圍部分（例如：電捕昆蟲器商品以分離式交流轉直流之電

源轉接器供電使用，非屬本局電捕昆蟲器應施檢驗範圍），應洽詢本局第三

組判定，避免本局所屬各單位發生判定不一致。 

2、第六組 

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 月 5 日簽核內容辦理： 
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

致性會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3、第六組 

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議

題，其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得

廠商同意書，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商

的智慧財產權。 

4、第六組 

104 年 4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審查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新竹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台中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台南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高雄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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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議題 1: 冷凍空調同業公會提案 

       建議冷氣能力性能試驗原則:無風管空調機—分離式測試原則如下 

       

機種                     

項次 

分離式一對一

/分離式一對多

(多管型固定組

合)/分離式一

對多(幹管型固

定組合)  

分離式一對多 

(多管型系列組

合) 

 

分離式一對多 

(幹管型系列組合)  

( V R F ) 

 

室內機機型 

測試以廠商指

定機型機種為

主。 

測試以壁掛型為

主。 

測試以四方吹嵌入型機種

為主。 

室內機台數 

廠商指定機型

機種，室外機

上，有幾組連接

頭就接幾台室

內機測試。 

 
廠商指定機型機

種，室外機上，

有幾組連接頭就

接幾台室內機測

試。 
 

參考代表性組合 
(或可由廠商提供適當組合) 

室外機
冷氣能
力(kw) 

室內機冷氣
能力(kw) 

8.0 4.0×2 台 
11.2 5.6×2 台 
14.0 7.1×2 台 
16.0 8.0×2 台 
22.4 11.2×2 台 
28.0 14.0×2 台 
33.5 8.0×2 台

+9.0×2 台 
40.0 9.0×2 台

+11.2×2 台 
45.0 11.2×4 台 
50.0 11.2×2 台

+14.0×2 台 
56.0 6 台以下的組

合由製造業
者指定  

室內機容量

(對室外機

的容量) 

 

依型錄或標示

銘版，室內機冷

氣能力組合對

於室外機額定

冷 氣 能 力 之

100% 

依型錄或標示銘

版，室內機冷氣

能力組合對於室

外機額定冷氣能

力之 100% (1 室

外機: 2≦室內機

≦6)或是最接近

的組合，室內機

台數參考接近容

依型錄或標示銘版，室內機

冷氣能力組合對於室外機

額定冷氣能力之 100% (1 室

外機: 2≦室內機≦6)或是

最接近的組合，室內機台數

參考接近容量之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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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台數。 

連接配管 

長度 

室外機至每一

台室內機之冷

媒配管長度為

廠商規定之長

度或至少 7.5m

取較短者測試

( 依 據 CNS 

14464) 

室外機至每一台

室內機之冷媒配

管長度為廠商規

定之長度或至少

7.5m 取較短者測

試 （ 依 據 CNS 

14464) 

室外機至每一台室內機之

冷媒配管長度為廠商規定

之長度或至少 7.5m 取較短

者測試（依據 CNS 14464) 

註：1.分離式一對多(幹管型系列組合)-VRF 型式空氣調節機，驗證測試

時，室外機單獨消耗電力(不含室內機)仍需計算 CSPF 值。 

    2.單體式空調機、水冷機按現行 CNS 14464 測試原則實施。 

    3.水冷幹管系列組合式 VRF 比照無風管氣冷分離幹管系列組合式    

VRF 測試原則計算 CSPF 值。     

      

      電氣科建議: 

     1.依據 CNS 14464 無風管空調機及 CNS 15173 接風管空調機之附錄 A之

A.2.4 已規定空調機安裝要求 

     1.1 CNS 14464 無風管空調機 附錄 A之 A.2.4 規定 

      A.2.4 設備之冷凝器及蒸發器為 2個分離機體時，所有標準分 等應在製造

廠商規定各管路中最大冷媒管長度或 7.5 m 下，取較短者進行測定。連接

用管路為其一部分且長度不建議截短之設備，應在管路長度保持完整下進

行試驗。除設計上之限制外，連接用管路曝露在室外環境條件之部分，至

少應在一半以上，其餘管路則曝露於室內環境條件下。管路之直徑、隔熱、

安裝之細節、抽真空及冷媒充填，應依製造廠商所提供之書面說明為準。 

    

     1.2 CNS 15173 接風管空調機 附錄 A 之 A.2.4 規定 

      A.2.4 設備之冷凝器與蒸發器為 2個分離機體時，所有標準等 級應在製造

廠商規定各管路(line)中最大冷媒管長度或 7.5 m 下，取較短者進行測定。

連接用管路(interconnecting tubing)為其一部分且長度不建議截短之設

備，應在管路長度保持完整下進行試驗。除設計上之限制外，連接用管路

曝露在室外環境條件之部分，至少應在一半以上，其餘管路則曝露於室內

環境條件下。管路裝設時，高度差不得大於 2 m，管路之管徑、隔熱、安

裝之細節、抽真空及冷媒充填，應以製造廠商所提供之書面說明為準。 

    

    2.依據 CNS 14464 無風管空調機及 CNS 15173 接風管空調機之附錄 I 之

I.3.32 和 I.4已規定 VRF 空調機冷氣能力測試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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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NS 14464 無風管空調機 附錄 I之 I.3.32 和 I.4  

     I.3.32 試驗組合(test combination) 

以具備下列特性之試驗組合作為受測之基本型式樣品： 

(1)作為試驗組合之可變冷媒流量系統基本型式，應由 1部室外機搭配廠商

型錄及技術文件中最少組合數量之室內機，惟至少需搭配 2部室內機。 

(2)搭配之室內機應具備下列特性： 

(a) 應搭配代表型式(含系列型式)之無風管型機種，例如：嵌入式、壁

掛式及吊隱式等。 

     I.4 冷氣能力試驗 

 適用本標準 4.1.1 之規定，並追加下列內容。 

氣冷式、水冷式及蒸發冷卻式設備，應依本標準第 4 節所規定之條件進行

試驗。 

具備轉速可變式壓縮機之設備，進行試驗時須由熟悉設備控制軟體之技術

人員配合設定。 

設備在其正常控制模式下無法保持在穩態狀態時，製造廠商應修改或強制

調整(over-ride)控制模式，俾使設備能達成穩定狀態。 

(1) 試驗組合 

可變冷媒流量多聯分離式設備，應以單部室外機搭配多部室內機進行試

驗組合之測試。 

進行試驗組合之測試時，應全數搭配符合 I.3.32 所定義試驗組合之無風

管室內機。 

 

   2.2 依據 CNS 15173 接風管空調機 附錄 I 之 I.3.32 和 I.4  

   I.3.22 試驗組合(test combination) 

   以具備下列特性之試驗組合作為受測之基本型式樣品： 

    (1)作為試驗組合之可變冷媒流量系統基本型式，應由 1部室外機搭配廠商

型錄及技術文件中最少組合數量之室內機，惟至少需搭配 2部室內機。 

    (2)搭配之室內機應具備下列特性： 

(a)應搭配代表型式(含系列型式)之接風管型機種，例如：吊隱式等。 

    I.4.冷氣能力試驗 

適用本標準 4.1.1 之規定，並追加下列內容。 

氣冷式、水冷式及蒸發冷卻式設備，應依本標準第 4節所規定之條件進行試

驗。 

     具備轉速可變式壓縮機之設備，進行試驗時須由熟悉設備控制軟 體之技術

人員配合設定。 

設備在其正常控制模式下無法保持在穩定狀態時，製造廠商應修改或強制調

整(over-ride)控制模式，俾使設備能達成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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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驗組合 

可變冷媒流量多聯分離式設備，應以單部室外機搭配多部室內機進行試

驗組合之測試。 

進行試驗組合之測試時，應全數搭配符合 I.3.22 所定義試驗組合之接風

管室內機。接風管室內機之認定原則，應以使用時須接於風管，且額定

機外靜壓應在 10 Pa 以上。(試驗時應參照 I.4(4)之要求) 

   (4)機外靜壓 

      接風管設備應在廠商所宣告之最低額定機外靜壓下進行試驗，若所宣告之

最低額定機外靜壓低於 10 Pa 時，則以 10 Pa 進行試驗。 

   2.3 依據 99 年 2月 1 日經標六字第 09960007670 號函(會議時間：98 年 12

月 29 日) 之會議紀錄 

    一、有關冷氣能力 71kW 以下性能試驗原則（經標六組電字第 09860087370

號會議記錄），修正如下： 

       

機種                     

項次 
分離式多聯(連接室內機

組數固定) 

變冷媒分離式多聯機 種（依

冷氣能力調整連接室內機組

數及室內機大小） 

室內機機 

型（註 1、註

2） 

測試以吊隱式、壁掛型或

四方吹嵌入型機種為主 

測試以吊隱式、壁掛型或四方

吹嵌入型機種為主 

室內機台 

數 

室外機上，有幾組連接頭

就接幾台室內機測試 

依型錄規定之最少組 

合台數 

室內機容 

量(對室外機

的容量) 

 

依型錄或標示銘版，室內

機冷氣能力組合對於室外

機額定冷氣能力之 100% 

(1:1)或是最接近的組合 

依型錄或標示銘版，室內機冷

氣能力組合對於室外機額定

冷氣能力之 100% (1:1)或是

最接近的組合 

連接配管 

長度 

室外機至每一台室內機之

冷媒配管長度為廠商規定

之長度或至少 7.5m 取較

短者測試（依據 ISO 5151

及 CNS 14 

464) 

室外機至每一台室內機之冷

媒配管長度至少為 7.5m (主

幹管 5m＋分歧管 2.5 

m)，超過 7.5 m 以上者，採用

廠商宣告補正係數進行修正

冷氣能力試驗值 

註 1：針對壁掛型、吊隱式或四方吹嵌入型機種性能試驗，若廠商宣

告為無風管冷氣機者，其冷氣能力試驗方法引用國家標準 CNS 

14464「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與熱泵之試驗法及性能等級」執行，

並應符合無風管冷氣機能源效率比基準；若廠商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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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風管型冷氣機者，其冷氣能力試驗方法則引用國家標準

CNS 15173「接風管型空氣調節機及空氣對空氣式熱泵之試驗

法及性能等級」執行，能源效率比依廠商標示，實測值不得

低於標示值之95﹪；若冷氣機組為無風管及接風管型混合搭

配者，符合無風管冷氣機能源效率比基準（無風管及接風管

型依據標準摘自本局第三組98年10月1日經標三字第

09830007420號，研商「調整冷氣機應施檢驗範圍事宜」會議

記錄決議事項第（一）項內容辦理）。 

註 2：廠商在執行產品驗證時，對於一對多或 VRF 型式分離式空氣調

節機均應以吊隱式、壁掛型或四方吹嵌入型各型式中的冷氣能

力最差的型式為驗證測試型式，避免本局在後市場管理抽測時

造成試驗爭議，此方式亦可確保全型式機種性能均符合標準要

求。 

註 3：有關最低能源性能標準（MEPS）對不同冷氣能力機種規定值 

將列入後續研究項目。 

 

3.參考前述第 1 點及第 2 點，建議修改 99年 2 月 1 日經標六字第 09960007670

號函(會議時間：98 年 12 月 29 日) 會議紀錄之 

    一、有關冷氣能力 71kW 以下性能試驗原則，如下 

       

機種                     

項次 

分離式 1 對多/分離式多

聯兩種型式(連接室內機

組數固定) 

分離式 1 對多/變冷媒分離

式多聯機種兩種型式（依冷

氣能力調整連接室內機組數

及室內機大小） 

室內機機 

型（註 1、註

2） 

測試以吊隱式、壁掛型或

四方吹嵌入型機種為主 

測試以吊隱式、壁掛型或四方

吹嵌入型機種為主 

室內機台 

數 

室外機上，有幾組連接頭

就接幾台室內機測試 

依型錄規定之最少組合台

數，至少 2 台。 

室內機容 

量(對室外機

的容量) 

 

依型錄或標示銘版，室內

機冷氣能力組合對於室外

機額定冷氣能力之 100% 

(1:1)或是最接近的組合 

依型錄或標示銘版，室內機冷

氣能力組合對於室外機額定

冷氣能力之 100% (1:1)或是

最接近的組合 

連接配管 

長度 

室外機至每一台室內機之

冷媒配管長度為廠商規定

室外機至每一台室內機之冷

媒配管長度至少為 7.5m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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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長度或至少 7.5m 取較

短者測試（依據 ISO 5151

及 CNS 14 

464) 

幹管 5m＋分歧管 2.5 

m)，超過 7.5 m 以上者，採用

廠商宣告補正係數進行修正

冷氣能力試驗值 

註1：針對壁掛型、吊隱式或四方吹嵌入型機種性能試驗，若廠商宣告

為無風管冷氣機者，其冷氣能力試驗方法引用國家標準CNS 

14464「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與熱泵之試驗法及性能等級」執行，

並應符合無風管冷氣機能源效率比基準；若廠商宣告為接風管

型冷氣機者，其冷氣能力試驗方法則引用國家標準CNS 15173

「接風管型空氣調節機及空氣對空氣式熱泵之試驗法及性能等

級」執行，能源效率比依廠商標示，實測值不得低於標示值之

95﹪；若冷氣機組為無風管及接風管型混合搭配者，符合無風

管冷氣機能源效率比基準（無風管及接風管型依據標準摘自本

局第三組98年10月1日經標三字第09830007420號，研商「調整

冷氣機應施檢驗範圍事宜」會議記錄決議事項第（一）項內容

辦理）。 

註 2：廠商在執行產品驗證時，對於一對多或 VRF 型式分離式空氣調

節機均應以吊隱式、壁掛型或四方吹嵌入型各型式中的冷氣能

力最差的型式為驗證測試型式，避免本局在後市場管理抽測時

造成試驗爭議，此方式亦可確保全型式機種性能均符合標準要

求。 

註 3：1 對 1 及 1 對多接風管型空調機依據廠商標示之機外靜壓值辦

理測試，若機外靜壓值低於 10 Pa 時，則以 10 Pa 進行測試，

標示能效值。 

註 4：空調機應視商品結構及有無使用接風管設計，申請無風管或接

風管空調機商品驗證。 

 

決議:公會提出「冷氣能力性能試驗原則：無風管空調機—分離式測試原則」建 

議案，其部分內容與 CNS 14464、CNS 15173 及 99 年 2 月 1 日經標六字第

09960007670 號函之會議紀錄規定相異，本組擬於會後再增詢相關單位意

見，視需要於後續會議另案討論。 

 

議題 2:冷凍空調同業公會提案 

      實驗室檢測能量及費用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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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避免如同民國 100 年起實施的 EER 時，空調產業製品群聚實驗室排

隊待測，共花費 2.5 年才完成市場全製品檢驗登錄工作，造成市場銷

售不公平的問題。 

政府實施任何政策，均需提供充分配套資源，極需標準局提出解決對

策，如開放(國內/外)第三方實驗室。 

   2.由於空調機 CSPF 新制實施，將造成管制內全空調製品均需再次檢測，

廠商檢測費用負擔沉重，薦請標準局協助指導指定實驗室，大幅降低

空調檢測費用。 

       3.定頻機直接轉換 CSPF 值等對策 

      電氣科建議: 

      1.本局已開放國外實驗室向本局申請為本局指定試驗室。 

     2.依據 CNS 15712-1 之 3.2.2 額定中間冷氣能力「變轉速系統之空調機依

4.5.1(b)進行試驗，以冷氣模式運轉，…」，故定頻機種不需執行額定

中間冷氣能力試驗，依據 CNS 15712-1 之計算公式計算之。 

       

決議:1.本局已開放(國內/外)實驗室申請為本局指定試驗室，相關申請程序可洽

詢本局第三組辦理。 

     2.本局指定試驗室收費屬市場自由競爭機制，請廠商向試驗室辦理比價。 

     3.依據 CNS 3615 第 8.1 節標示項目之註(d)「變轉速系統之空調機應標示

額定中間冷氣能力及額定中間冷氣能力消耗電功率，非變轉速系統之空

調機則不須標示」。另依據 CNS 15712-1 之 3.2.2 額定中間冷氣能力「變

轉速系統之空調機依 4.5.1(b)進行試驗，以冷氣模式運轉，…」，未規

定非變轉速系統之空調機的測試方法。 

       基於上述標準，未規定非變轉速系統空調機之額定中間冷氣能力試驗方

法及標示規定，故定頻機種不需執行額定中間冷氣能力試驗，應依據 CNS 

15712-1 之 6.3「非變轉速系統之冷氣季節性能因數測算」辦理。 

      

議題 3:大電力試驗中心提案 

      有關變頻式空氣調節機有標示最大冷氣能力及最小冷氣能力者，是否需測

最大冷氣能力及最小冷氣能力。 

      電氣科建議: 

    依據 CNS 3615 第 5.1.3 最小冷氣能力「空調機若標示最小冷氣能力時應

依本節進行試驗，未標示者得免除本項試驗。」及 5.1.4 最大冷氣能力「空

調機若標示最大冷氣能力時應依本節進行試驗，未標示者得免除本項試

驗。」辦理。 

 

決議:依電氣科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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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4:大電力試驗中心提案 

        變頻式空氣調節機如原已有檢測過額定能力，是否只需補測中間冷氣能

力即可。（空調機非原測試額定冷氣能力試驗樣品） 

      電氣科建議: 

        變頻式空氣調節機已檢測額定冷氣能力，補測額定中間冷氣能力即可，

測試樣品與原測試型號相同，不需為原測試額定冷氣能力試驗樣品。 

 

決議:已通過驗證商品之變頻式空調機已檢測額定冷氣能力，需再補測額定中間

冷氣能力做為測算冷氣季節性能因數(CSPF)；再補測額定中間冷氣能力測

試樣品需與原測試額定冷氣能力之型號相同，且產品結構及組件未變更；

但不需為原檢測額定冷氣能力之原試驗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