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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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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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 

1、、、、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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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組六組六組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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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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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104 年 10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審查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未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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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件，符合 。 

   高雄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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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及本局新竹分局及本局新竹分局及本局新竹分局及本局新竹分局    

依據 104 年 9月 24 日本局經標三字第 10430004901 號「應施檢驗空氣調節機商

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業經本局於 104 年 9月 24 日本局經標三字第

10430004900 號公告預告，其中該商品性能檢驗標準由 CNS 3615(98 年版)修訂

為 CNS 3615(102 年版)，商品檢驗範圍不變，簡要摘錄有關空調機冷氣能力性能

組合試驗標準或方法，供參:    

分類

 

 

項目 

多管型固定組合、 

幹管型固定組合 

CNS 3615(102 年版)第 4.3

節(b)(2)    

多管型系列組合 

CNS 3615(102 年版)第 4.3 節

(b)(2) 

幹管型系列組合 

CNS 3615(102 年版)第 4.3

節(b)(2) 

受測

樣品

之安

裝 

冷媒管長度、冷媒填充

及其他安裝要求 

依照 CNS 14464(99 年版)或

CNS 15173(99 年版)之附錄

A.2 規定 

冷媒管長度、冷媒填充及

其他安裝要求 

依照CNS 14464(99年版)或CNS 

15173(99 年版)之附錄 A.2 規

定 

冷媒管長度、冷媒填充

及其他安裝要求 

依照 CNS 14464(99 年版)或 

CNS 15173(99 年版)之附錄

A.2 規定 

室內

機機

型 

由廠商型錄中室內機型

式組合進行測試。 

 

 

參照 CNS 14464(99 年版)或 

CNS 15173(99 年版)之附錄 

I.4 規定 

 

依照 CNS 14464(99 年版)或 

CNS 15173(99 年版)之附錄 

I.4 規定 

 

室內

機數

量 

幹管型固定組合： 

室外機所搭配之室內機

其型號及數量均固定 

(參照廠商型錄組合) 

依照 CNS 3615(102 年版)第

4.3 節規定 

 

多管型固定組合： 

室外機上，有幾組連接

頭就接幾台室內機測試 

室外機上，有幾組連接頭

就接幾台室內機測試。 

依照 CNS 14464(99 年版) 附

錄 I.3.32(1)規定或 

CNS 15173(99 年版) 附錄

I.3.22(1)規定 

 

室內

機容

量(對

室外

機的

容量) 

室內機額定總冷氣能力

總和應為室外機額定總

冷氣能力之 95 %至 105 

%。 

室內機額定總冷氣能力總

和應為室外機額定總冷氣

能力之 95 %至 105 %。 

室內機額定總冷氣能力

總和應為室外機額定總

冷氣能力之 95 %至 105 

%。 

依照 CNS 14464(99 年版)附

錄 I.3.32(2)(b)規定或 

CNS 15173(99 年版)之 

附錄 I.3.22(2)(b)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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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說明： 

1. 空調機測算「冷氣季節性能因數」時：空調機之總消耗電量包含室內機及室外

機之耗電量；水冷式空調機之總耗電量不包含冷卻水塔風機及冷卻水泵之消耗

電量〔CNS 3615(102年版)第3.5節規定〕。 

2. 空調機屬「幹管型系列組合」於測算「室外機冷氣季節性能因數」時：氣冷式

空調機之室外機消耗電量不包含室內機之消耗電量；水冷式空調機之室外機消

耗電量不包含室內機、冷卻水塔風機及冷卻水泵之消耗電量〔CNS 3615(102

年版)第 3.6 節規定〕。 

3. 接風管型空調機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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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測試〔CNS 15173(99年版)I.4.

(4)規定〕。(冷凍空調公會建議本項商品俟本局辦理公告列檢後再行實施) 

4. 幹管型系列組合：除非室外機之額定冷氣能力在7.1kW以下，否則單部室內機

之額定冷氣能力不能超過室外機額定總冷氣能力之50%〔CNS 14464(99年版) 

I.3.32(C)、CNS 15173(99年版)I.3.32(C)規定〕。 

5. 一對一分離式空氣調節機安裝要求:冷媒管長度、冷媒填充及其他，依照CNS 

14464(99年版)或CNS 15173(99年版)之附錄A.2規定辦理。 

6. 依據104年5月份電氣商品檢測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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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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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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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他檢驗規定，依標準CNS 3615(102年版)、CNS 14464(99年版)、CNS 15173 

(99年版)及CNS 15712-1(102年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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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高雄分局高雄分局高雄分局高雄分局    

轉接電源線組附加 USB 充電座之產品，其分類原則除依電壓、極數(2P、2P+E)

分類外，尚須符合電源供應器分類原則。 

依 95 年 11 月 22 日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有關電源供應器系列判定原則，須同時符合下列要件始得歸為同一系列： 

(1)變壓器一次側繞組數目、線圈之線徑、圈數相同且結構完全相同 (Core 

size及繞線方式)，僅二次側繞組數目、線圈之線徑、圈數不同。  

(2)原則上，一次側線路、layout 相同；二次側線路、layout 少許不同，惟

針對一次側 layout 部分，僅在零件面位置不可有明顯改變的情況下，始可

同意小幅度 PCB layout 變動。 

若 USB 充電座設計有改變時，實驗室於受理該類案件檢測時，請告知並協助

廠商判定是否可以系列方式申請，避免屆時無法以系列方式申請遭退件，造

成時程延誤影響廠商權益。 

 

 

 

 

 

 

 

 

 

 

 

 

 

 

 

 

 

 

 

 

 

 

 

 

 



 7 

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1111::::本局台南分局提案本局台南分局提案本局台南分局提案本局台南分局提案    

關於直流 LED 燈具等未搭配電源供應器或驅動器出廠之燈具，依 CNS 

14335(88 年版)第 3.3.9 節要求功率因數標示之疑義，針對直流燈具是

否適用功率因數標示之要求，提請討論。 

說明： 

1. 現有部分廠商因某些因素，生產之 LED 燈具未搭配驅動器出廠或分

開銷售，以致驗證登錄之產品為直流 LED 燈具之型態。實務上一般

消費者仍需選購電源供應器或驅動器搭配使用，增加產品之危害風

險。 

2. 節錄 CNS14335(88 年版)第 0.1 節適用範圍及第 3.3.9 節(如下)。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1. 燈具依 CNS14335(88 年版)第 3.3.9 節要求，並未排除直流(d.c.)燈

具，故必須標示整體燈具之功率因數。若標示或說明書提供搭配電源

供應器或驅動器資訊者，得依實際標示個別部分之功率因數(如.外加

驅動器:AAAA 24Vd.c.500mA (PF:0.95)、燈具主體: PF:1.0)或整體

燈具之功率因數(如.燈具(含外加驅動器): PF:0.95)。 

2. 直流(d.c.)燈具之功率因數標示，考量其電源及負載特性，標示為

pf:1.0 得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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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檢中心意見電檢中心意見電檢中心意見電檢中心意見：：：： 

1. 因功率因數 = AC 輸出功率 ÷ AC 輸入功率(視在功率)，針對低壓 AC

產品是可行的, 但對 DC 產品而言,根本無從量測 (非正弦波)。 

2. 有關於DC操作的燈具, 我查了一些資料還有問了幾家國外的認證機

構, DC 操作的燈具標示功率因素可能比較不妥當, 底下為我在維基

百科上查到的資料, 供您參考. 

功率因數：是交流電力系統中特有的物理量，是一負載所消耗的有

功功率與其視在功率的比值，是 0到 1之間的無因次量，有效功功

率代表一電路在特定時間作功的能力，視在功率是電壓和電流有效

值的乘積。純電阻負載的視在功率等於有功功率，其功率因數為 1。

若負載是由電感、電容及電阻組成的線性負載，能量可能會在負載

端及電源端往復流動，使得有功功率下降。若負載中有電感、電容

及電阻以外的元件（非線性負載），會使得輸入電流的波形扭曲，也

會使視在功率大於有功功率，這二種情形對應的功率因數會小於 1。

功率因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電機容量得以利用的比例，是合理

用電的重要指標。電力系統中，若一負載的功率因數較低，負載要

產生相同功率輸出時所需要的電流就會提高。當電流提高時，電路

系統的能量損失就會增加，而且電線及相關 電力設備的容量也隨之

增加。電力公司為了反映較大容量設備及浪費能量的成本，一般會

對功率因數較低的工商業用戶以較高的電費費率來計算電費。提高

負載功率因數，使其接近 1的技術稱為功率因數修正。低功率因數

的線性負載（如感應馬達可以藉由電感或電容組成的被動元件網路

來提昇功因。非線性負載（如二極體）會使得輸入電流的波形扭曲，

此情形可以由主動或被動的功率因數修正來抵消電流扭曲的影響，

並且改善功因。功率因數修正設備可以位在中央變電站、分布在電

力系統中，或是放在耗能設備的內部。功率因數和電效率二者是不

同概念，一設備的效率是輸出功率相對於輸入功率的比值，和功因

不同。一設備功率因數提昇後，設備本身的效率不一定會隨之提昇。

但功率因數提昇後，視在功率及輸入電流會減小，因此供電系統的

效率會提昇。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直流電源可不需標示功率因數直流電源可不需標示功率因數直流電源可不需標示功率因數直流電源可不需標示功率因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