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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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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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公公布布布布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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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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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審查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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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件，符合。 

高雄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5、、、、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 

   各指定試驗室如遇廠商需取得本局品目查詢回復函，以利進口非應施檢驗商

品通關，其申請人應以該廠商名義申請，試驗室可協助廠商寄送查詢單，但

不適宜以試驗室名義來函申請，因為廠商取得本局回復試驗室之品目查詢結

果書函，對於廠商進口通關該商品並無實質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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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指定試驗室需確認廠商欲檢驗之商品是否屬本局應施檢驗範圍，可以電話

或電子郵件方式詢問本組相關承辦人，無須備文來函查詢。 

 

6666、、、、台南分局台南分局台南分局台南分局    

   為求型式試驗報告完整性，避免審查案件頻繁補件，損及廠商業者權益，彙

整「家電燈具類型式試驗報告製作原則」如下，請各指定實驗室配合辦理。 

1. 報告應含蓋公告標準測試章節之所有子節（如.7.、7.1、7.1.1、

7.1.1.1……等），節錄重點製作。 

2. 系列加測報告應於報告中描述評估結果，如：系列型號 oooo 與全測型號

之差異如系列型號差異差異一覽表，經評估加測 7.、8.、16.、22.……

等章節。 

備考.報告應含蓋評估加測章節之所有子節（如.7.、7.1、……、8.、

8.1.1、8.1.2、……等），節錄重點製作。 

3. 檢測結果判定「不適用」項目，應於「結果/備註欄」加註原因說明。 

4. 檢測結果涉及「由觀測數值判定符合限制值」之項目，應於「結果/備註

欄」加註「實測之觀測數值」及對應之「限制值」。 

5. 重要零組件一覽表及檢附驗證資料證書，應確實核對。 

6. 照片應含「產品整體 (含其附件) 」、「外觀(含上下前後左右)」、「內部

結構（逐步拆解）」、「零組件（未認證者必須檢附）」…等照片，照片應

盡可能加附尺規以利辨識大小尺寸。 

    

7777、、、、新竹分局新竹分局新竹分局新竹分局    

   對於貯備型電熱水器增加檢驗標準對於貯備型電熱水器增加檢驗標準對於貯備型電熱水器增加檢驗標準對於貯備型電熱水器增加檢驗標準 CNSCNSCNSCNS    11010(10211010(10211010(10211010(102 版版版版))))能源效率基準能源效率基準能源效率基準能源效率基準、、、、標示及標示及標示及標示及

內桶容量等相關規定內桶容量等相關規定內桶容量等相關規定內桶容量等相關規定，，，，自自自自 10101010444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 日實施日實施日實施日實施。。。。因應證書換發須加測之型式因應證書換發須加測之型式因應證書換發須加測之型式因應證書換發須加測之型式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消耗功率消耗功率消耗功率消耗功率、、、、內桶容量內桶容量內桶容量內桶容量、、、、結構等結構等結構等結構等))))如何界定及廠商已取得之節能標章檢測如何界定及廠商已取得之節能標章檢測如何界定及廠商已取得之節能標章檢測如何界定及廠商已取得之節能標章檢測

報告是否可承認等問題報告是否可承認等問題報告是否可承認等問題報告是否可承認等問題，，，，一致性作法決定如下一致性作法決定如下一致性作法決定如下一致性作法決定如下：：：： 

  一、有關能源效率基準能源效率基準能源效率基準能源效率基準須加測之型式規格界定原則如下： 

      每一證書其主型式及其系列型式如下所述不同皆須加測： 

a.功能樣式：ex.電子式、機械式 

b.消耗電量：ex. 4kW、6kW、8kW… 

c.內桶容量：ex. 8 加侖、12 加侖、15 加侖、20 加侖… 

d.安裝方式：ex.直掛式、橫掛式、吸頂式、直立式… 

e.外觀樣式：ex.圓形、方形、多邊形… 

f.外觀材質：ex.塑膠外殼、金屬外殼… 

g.保溫材質：ex.玻璃纖維、高密度/低密度 PU 發泡… 

h.保溫厚度：ex.保溫材相同，但厚度不同 

i.加熱器樣式：ex.功率相同，但樣式&長度不同 

j.恆溫器樣式：ex.動作溫度相同，但供應商&型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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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進出水管位置：ex.上排、側排、下排 

l.加熱器安裝位置：加熱器位置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水溫層 

m.恆溫器安裝位置：恆溫器位置不同，會產生不同的保溫性能 

 二、廠商已取得之節能標章檢測報告，是否可代替型式試驗報告送驗證登錄 

     審核承認：如擬以節能標章檢測報告作為 Est,24加測之證明時，須先經試

驗室評估(節能標章檢測報告之檢驗規定與CNS 11010(102年版)國家標準

規定是否符合及當初節能標章檢測時之樣品與登錄證書之型式是否一致)

並出具評估報告併原節能標章檢測報告送檢驗局審查。    

  三、針對內桶容量及每 24 小時標準化備用損失之測試時內桶加滿水之方法：  

將熱水器倒立後以水溫 20℃±2℃之水注滿內桶之方式。 

 

8888、、、、新竹分局新竹分局新竹分局新竹分局 

            IEC 60335IEC 60335IEC 60335IEC 60335----2222----24(2005)24(2005)24(2005)24(2005)可燃性冷媒部分條文檢驗一致性可燃性冷媒部分條文檢驗一致性可燃性冷媒部分條文檢驗一致性可燃性冷媒部分條文檢驗一致性    

一、 針對 IEC 60335-2-24(2005)第 22.107 節之評估決定：本節為「受保護

的冷卻系統並且使用可燃性冷媒之壓縮式器具」，至於受保護的冷卻系

統須符合第 22.107 節第 1 項備考第 1、2 及 3 點規定，試驗室方才需要

依本章節要求出具型式試驗報告，否則於試驗報告評估之項目結果註明

「不適用」，並直接評估第 22.108 節及第 22.109 節等。 

二、 針對IEC 60335-2-24(2005)第 22.108 節之評估決定，本節為「無保護 的

冷卻系統並且使用可燃性冷媒之壓縮式器具」，試驗室應當依食品儲藏室

內可能在正常工作或非正常工作期間產生火花或電弧的任何電氣部件及光

源進行試驗，且須分別評估關機不運轉關機不運轉關機不運轉關機不運轉及以額定電壓供電且正常工作狀態以額定電壓供電且正常工作狀態以額定電壓供電且正常工作狀態以額定電壓供電且正常工作狀態

((((須滿足實際安裝使用狀態下須滿足實際安裝使用狀態下須滿足實際安裝使用狀態下須滿足實際安裝使用狀態下))))兩種情況，取較不利之情況進行，並須分別

針對各可能洩漏關鍵點進行模擬及設置相對應電氣元件附近之洩漏感應偵

測器，型式試驗報告須列明所進行模擬洩漏之各關鍵點及相對應之電氣元

件感應偵測位置並檢附試驗照片，型式試驗報告需檢附測試期間各模擬點

之冷媒洩漏濃度百分比及模擬洩漏時間之連續性圖形紀錄及數值以供驗

證。 

(一) 試驗進行兩次，如果第一次試驗結果超出爆炸限值40%，則須重復進行第

三次。 

(二) 第一次為：冷媒注入完成30min後，在2s-4s時間內以均勻速度打開門打開門打開門打開門(90

度角或所能打開最大角度，兩者取較小者)，記錄濃度值直到出現持續下

降後15min即可終止測試。 

(三) 第二次為：冷媒注入完成30min後，在2s-4s時間內以均勻速度打開門打開門打開門打開門(90

度角或所能打開最大角度，兩者取較小者)，然後再關上門然後再關上門然後再關上門然後再關上門，記錄濃度值

直到出現持續下降後15min即可終止測試。 

三、 針對 IEC 60335-2-24(2005)第 22.109 節之評估決定，本節為「使用可

燃性冷媒之壓縮式器具」，實驗室須分別評估關機不運轉關機不運轉關機不運轉關機不運轉及以額定電壓供以額定電壓供以額定電壓供以額定電壓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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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且正常工作狀態電且正常工作狀態電且正常工作狀態電且正常工作狀態((((須滿足實際安裝使用狀態下須滿足實際安裝使用狀態下須滿足實際安裝使用狀態下須滿足實際安裝使用狀態下))))兩種情況，取較不利之情

況進行，並須分別針對各可能洩漏關鍵點進行模擬及設置相對應電氣元件

附近之洩漏感應偵測器，記錄濃度值直到出現持續下降後15min即可終止

測試。型式試驗報告須列明所進行模擬洩漏之各關鍵點及相對應之電氣元

件感應偵測位置並檢附試驗照片，型式試驗報告需檢附測試期間各模擬點

之冷媒洩漏濃度百分比及模擬洩漏時間之連續性圖形紀錄及數值以供驗

證。 

四、 針對 IEC 60335-2-24(2005)第 22.110 節之評估決定，試驗室須明列針

對可能接觸洩漏的可燃性冷媒的表面執行溫升試驗的結果。 

五、 試驗室依IEC 60335-2-24(2005)針對可燃性冷媒的各項目評估，如判定符

合時，應佐以完整的評估證明(/測試)資料(/紀錄)，並隨附於型式試驗報

告中。 

六、 偵測冷煤洩漏濃度時為避免改變冷煤聚集區域冷媒濃度，感應偵測器不適

合以抽取偵測區冷煤之方式進行濃度感應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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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1:台灣優力有限公司台灣優力有限公司台灣優力有限公司台灣優力有限公司 

      二次鋰電池模組以分裝的零組件出貨時的評估與標示方式 
                        起因起因起因起因::::   

     某電池組製造商要為穿戴式產品製造內建形式的內建形式的內建形式的內建形式的二二二二式鋰電池組式鋰電池組式鋰電池組式鋰電池組，此電池的

設計乃由兩小段模組兩小段模組兩小段模組兩小段模組內部各含有部分的單電池與保護元件，分開包裝分開包裝分開包裝分開包裝與各與各與各與各

別分批進口輸入別分批進口輸入別分批進口輸入別分批進口輸入台灣的終端產品組裝廠，如下圖範例。 

 

 

 

 

 

 

    

      當兩電池模組在終端產品組裝廠內就會相接合並且裝配在終端產品上使 

      用。 

 

 

 

 

 

 

 

  由於此兩段模組各別帶有部分線路與元件，所以必須接合後才能正常運 

  作。若僅單獨有 A 或是 B 模組則無法正常充放電使用。 

 

       標檢局第三組意見標檢局第三組意見標檢局第三組意見標檢局第三組意見::::    

              經過與 BSMI 第三組確認該如何驗證後，第三組回覆: 

       因二次鋰電池是沒有邊境管制，故是以產品進入市場銷售時的最終型能 

       來判斷，要不要取得本局認證。 

       如進入市場銷售時的產品為 A，就要單獨判別 A 要不要取得本局認證如 

       進入市場銷售時的產品為 A+B+終端產品，就要以終端產品的型式來判別 

       要不要取得本局認證。 

 

       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依據第三組建議視該產品在販售或維修時若為 A，或是 B，或是 A+B 

         不同實際狀況來申請認證。例如僅單獨提供 A模組就必須申請 A型式 

         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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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但由於兩模組必須接合後才能正常運作，所以各別模組若無法正常充 

         放電時只能先用特殊方式預先充飽或放空之後再依照 CNS 15364 法規 

         執行測試，而兩模組各自額定電容量的驗證部分也可能須依上述方式 

         處理。 

   3.而儘管各別模組測試後沒有失敗，在結構部分也無法單獨在 A或 B上 

     面完成電壓/電流/高溫的保護能力，故需討論 

(1)是否僅同意 A+B 的型式在國內做銷售與維修作業。 

(2)以 A+B 來申請時產品的型號名稱是否可以用”A+B”或者需要額外 

定義”C”名稱來製作新的標示標籤來申請。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1.1.1.1.本案依據本局第三組意見本案依據本局第三組意見本案依據本局第三組意見本案依據本局第三組意見「「「「視該產品在販售或維修時若為視該產品在販售或維修時若為視該產品在販售或維修時若為視該產品在販售或維修時若為 AAAA，，，，或是或是或是或是 BBBB，，，，    

                                或是或是或是或是 A+BA+BA+BA+B 不同實際狀況來申請認證不同實際狀況來申請認證不同實際狀況來申請認證不同實際狀況來申請認證」」」」。。。。    

                2.2.2.2.AAAA 或或或或 BBBB 在結構部分在結構部分在結構部分在結構部分「「「「不能執行正常充放電不能執行正常充放電不能執行正常充放電不能執行正常充放電」」」」及及及及「「「「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單獨達到電壓單獨達到電壓單獨達到電壓單獨達到電壓////電電電電

流流流流////高溫的保護能力高溫的保護能力高溫的保護能力高溫的保護能力」」」」為為為為不符合標準不符合標準不符合標準不符合標準該試驗項目該試驗項目該試驗項目該試驗項目規定規定規定規定，，，，該等試驗項目需該等試驗項目需該等試驗項目需該等試驗項目需

由本局第三組同意專案辦理由本局第三組同意專案辦理由本局第三組同意專案辦理由本局第三組同意專案辦理，，，，方能取得方能取得方能取得方能取得 AAAA 或或或或 BBBB 之驗證申請資格之驗證申請資格之驗證申請資格之驗證申請資格。。。。    

    3.    3.    3.    3.當以當以當以當以 A+BA+BA+BA+B 申請驗證時申請驗證時申請驗證時申請驗證時，，，，其型號其型號其型號其型號可可可可為為為為 A+BA+BA+BA+B 組合後的組合後的組合後的組合後的任何任何任何任何字元來命名新型字元來命名新型字元來命名新型字元來命名新型    

                        號號號號，，，，且新型號的相關規格標示應與通過且新型號的相關規格標示應與通過且新型號的相關規格標示應與通過且新型號的相關規格標示應與通過 AAAA 或或或或 BBBB 個體認證的相關規格標示個體認證的相關規格標示個體認證的相關規格標示個體認證的相關規格標示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區隔區隔區隔區隔，，，，避免三者型號或規格有混淆現象發生避免三者型號或規格有混淆現象發生避免三者型號或規格有混淆現象發生避免三者型號或規格有混淆現象發生。。。。    

   

議議議議 題題題題 2:台南分局提案台南分局提案台南分局提案台南分局提案 

         有關電扇之電源線由可移動部（如.馬達後殼）引入電器之結構，執行

CNS 3765（94.9.7）及 IEC 60335-2-80（2004-03）第 25.14 節及第

23.3 節測試疑義，提請討論。         

        說明： 

         1.電扇結構如下圖(電源線固定座使用擋尾並以風扇馬前後塑殼固 

定)，風扇頭部可上下左右旋轉 36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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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分局及實驗室意見： 

序號 實驗室

名稱 
回覆意見 

已發證案件 

評估程序 

1 德國萊

因 

同意基隆分局和台南分局的看法, 此電風

扇必須符合 CNS 3765 的 25.14 及 IEC 

60335-2-80 的 23.3 測試 

電源線依 CNS3765

第 25.14 節，內部配

線依 CNS3765 及 IEC 

60335-2-80 第 23.3 節

評估。 

2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Taiwan 

Ltd. 

我司認為電源線要符合 CNS3765 第 25.14

章節，但風扇擺頭時, 並不會拉扯到內配

線, 所以不需要符合 23.3 章節 

但擺頭時, 就如同手握式的產品, 如電熨

斗, 電源線會隨著不同位置而擺動, 因此

需要符合 25.14 章節 

電源線要符合

CNS3765 第 25.14 章節   

但不需要符合

CNS3765 及 IEC 

60335-2-80 第 23.3 章

節 

3 敦吉檢

測 

此種結構我們未遇過,但若以電扇此類似結

構【電源線由可移動部（如.馬達後殼）出

線】, 我們會執行的測試評估如下:  

■ 視為可移動電器(攜帶型電器)，電源線

依 CNS3765 第 25.14 節，內部配線依

CNS3765 第 23.3 節評估。 

■ 其他： IEC60335-2-80 cl. 23.3 修訂。 

此種結構我們未遇

過 

4 ETC 台

南試驗

室 

對於該結構是否須以 25.14 節測試，是否

仍有討論空間? 

  因為 25.14節測試是具有電源線的電器在

使用中可移動者，以往會針對像手持型電

器的產品進行相關測試(如吹風機)， 

因為手持型產品使用角度、範圍、速

度…等是操之在使用者上無法預期，所以

標準會對類似產品去要求測試的角度、速

率及負載等，且 25.14 節在測試時，是以

擺動本體來造成電源線(入口處)的彎

折。 但是附件中的產品其旋轉的角度、速

率..等，都是產品本身的機制以固定的速

率、相同的角度在重覆動作，其實與

25.14 節所測試的重點不太相同，不同點

如下 

1.產品的電源線(入口處)其實是隨著電扇

一起擺動，與 25.14 節的彎折幅度差異

頗大。 

2.產品實際使用是以比較緩慢的速度與平

順的角度在動作，與 25.14 節的速率、

角度及負載也不同。 

針對已發證的類似

結構有測試 25.14

節、也有部分報告僅

測試 23.3 節。 

5 亞信 1.25.14 應是針對"整個電器"會移動，但

此擺動構造為局部進行擺動，應無"過度

繞曲"的疑慮。但我們的習慣是，只要是

攜帶型電扇都會去做這個章節，因為消

費者於使用過程中，去移動電風扇位置

是十分常見的現象，故我們這章節還是

都會以較嚴苛的條件判斷去進行25.14測

試。 

2.我們做法是23.3僅針對"電器內部"會相

對移動部件才進行評估，故電源線用這

視為可移動電器，

電源線依CNS3765第

25.14 節，內部配線

依 CNS3765 第 23.3

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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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經以E-mail徵詢指定實驗室（計有 6家回覆）及分局意見，回覆意見彙整  如

下： 

(1)有有有有 3333 家認為家認為家認為家認為無無無無""""過度繞曲過度繞曲過度繞曲過度繞曲""""的疑慮的疑慮的疑慮的疑慮，其中 1家仍執行 25.14 測試，2家判 

   定不適用（僅依 CNS 3765 及 IEC 60335-2-80 第 23.3 節評估電源線及內 

   部配線之符合性。）。 

        另另另另 3333 家家家家認為認為認為認為適用適用適用適用 25.1425.1425.1425.14 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2)已發證案件評估程序已發證案件評估程序已發證案件評估程序已發證案件評估程序：：：： 

        有 2 家僅依 CNS 3765 及 IEC 60335-2-80 第 23.3 節評估電源線及內部配 

        線之符合性。 

        另 4 家電源線依 CNS3765 第 25.14 節及內部配線依 CN S3765 及 IEC  

        60335-2-80 第 23.3 節評估符合性。 

     (3)基隆分局基隆分局基隆分局基隆分局、、、、臺南分局意見臺南分局意見臺南分局意見臺南分局意見：：：：    

（a）雖然電器不會移動,但電源線是從可移動部進入電器本體,且在使

用中風扇頭部可上下左右旋轉 360 度,應視為可移動電器。 

（b）電源線應符合 CNS3765 第 25.14 節規定。 

（c）另內部配線應符合 CNS3765 第 23.3 節規定。 

 

4.本案建議處理方案如下本案建議處理方案如下本案建議處理方案如下本案建議處理方案如下：：：： 

(1)電扇之電源線由可移動部（如.馬達後殼）引入電器之結構，正常操作 

   中電源線與可移動部會有相對運動，造成電源線受力，符合 CNS 3765 

   （94.9.7）第 25.14 節規定。 

(2)電扇之內部配線於正常使用（含使用者保養過程）中會發生撓曲者，應 

   符合 CNS3765（94.9.7）及 IEC 60335-2-80（2004-03）第 23.3 節規定。 

(3)對已發證案件之處理措施： 

（a）經調查有 2家指定實驗室僅依 CNS3765 及 IEC 60335-2-80 第 23.3

節評估電源線及/或內部配線之符合性。 

（b）擬由指定實驗室清查電扇之類似結構【電源線由可移動部（如.馬

章節我們判斷是較不適當。 

6 金屬中

心 

金屬中心判定意見整理如下： 

25.14 本體雖會移動 

若為正常使用下，電源線與本體間的相對

位置”不會改變”；若為上述非正常使

用，與一般會有過度彎曲之電器(如吹風

機)比較，並檢視測試條件(左右擺動各 45

度)，似乎不構成會因電器可移動而造成

電源線過度撓曲*之定義； 

( * 本觀點是依據測試條件來推擬解釋【過

度撓曲(excessive flexing)】：即至少 45

度擺動 ) 

故對本章節的意見是：不反對測試，但較

傾向上述解釋 

23.3 各類型電器產品仍應檢視其內部配

線是否會因正常操作而相對移動來判定，

唯本例圖片中之機構，不會有相對移動之

虞。 

僅依 CNS3765 及 IEC 

60335-2-80 第 23.3 節

評估電源線及內部

配線之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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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後殼）出線】已發證（報告）案件，補評估 CNS3765（94.9.7）

第 25.14 節符合性，將結果造冊送審查單位，於案件延展或重新申

請時追蹤補正。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1.1.1.1.本案依據台南分局建議處理本案依據台南分局建議處理本案依據台南分局建議處理本案依據台南分局建議處理方案辦理方案辦理方案辦理方案辦理。。。。    

                            2.2.2.2.請各指定試驗室於請各指定試驗室於請各指定試驗室於請各指定試驗室於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前完成清查日前完成清查日前完成清查日前完成清查電扇之電扇之電扇之電扇之類似結構類似結構類似結構類似結構後後後後造造造造    

                                    冊送審查單位冊送審查單位冊送審查單位冊送審查單位，，，，並需於並需於並需於並需於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前前前前完成完成完成完成電扇之類似結構電扇之類似結構電扇之類似結構電扇之類似結構的補的補的補的補    

                                    正正正正試試試試驗報告驗報告驗報告驗報告送審查單位送審查單位送審查單位送審查單位存查存查存查存查。。。。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3: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1.即熱式電熱水器產品內之水盤開關應判定為 IEC 60335-2-35(2002-10)

第 3.106 節流量開關(flow switch)或第 3.107 節壓力開關(pressure 

switch)，上述標準定義敘述如下： 

          第 3.106 節流量開關(flow switch)：(switch that operates in  

response to a flow of water)、第 3.107 節壓力開關(pressure 

switch)：(switch that operates in response to a change of 

pressure)。 

       2.水盤開關說明 

         (1) 本案水盤開關係運用文氏管(Venturi tube)原理(圖 1)，水流由

左側進入，圖中 1、2、3 處之截面通過水流量相等(假設水為不

可壓縮液體，Q = A x V)，但位置 2因管道截面 A2積變小，為維

持相同水流量，其流速 V2將增加，依據白努利定理(流速大、壓

力小)此一流速增加將使位置 2 壓力變小，亦即 P1 > P2。 

 

 

 

 

 

 

 

 

 

                     

                        

                           圖 1 文氏管(Venturi tube)原理 

 

 

  (2) 本案水盤開關結構如圖 2a 所示，其外部由一堅固外殼形成，其

內部空間由一橡皮隔膜區分為上下兩個空間，分別為 A 室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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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橡皮隔膜為密封狀態，但 A、B 室兩空間可由右側彎曲的通

道連通，惟該通道於 A 室口徑較大(8 mm，圖 3a)，B室口徑較小

(4 mm，圖 3b)，該通道之不同口徑即用以形成上述文氏管之結

構，用來使當水盤開關有水流過時 VB > VA，致使 A、B室空間形

成不同壓力，有壓力差；但當水盤開關無水流流動時，VB = VA = 

0，A、B室空間壓力相等(PA = PB)，無壓力差。 

    

 

 

圖 2a 本案水盤開關結構示意圖(平衡狀態，

OFF) 

 

圖 2b 本案水盤開關結構示意圖(有水流，ON) 

    

    

圖 3a 本案水盤開關結構及通道口徑尺寸    
    

圖 3b 本案水盤開關結構及通道口徑尺寸    

    

          (3) 水盤開關有水流過時(圖 2b，由左上方流入，右下方流出)，A、 

              B 室被橡皮隔膜阻隔，水流只能從 A 室通過右側彎曲管道流進 B

室，因流速不同(VB > VA)，依白努利定理 PA > PB，橡皮隔膜阻隔

受力向下彎曲並帶動連桿向下，使開關接點連通(ON)。 

          (4) 水盤開關無水流過時(圖 2a)，A、B 室內部水流為靜止狀態致 VB = 



 13 

VA = 0，橡皮隔膜阻隔不受力回到平衡狀態並帶動連桿向上，使

開關接點分開(OFF)。 

          (5)依據上述(3)、(4)說明，本案水盤開關有水流時開關 ON，無水流

時開關 OFF，以及本案產品可以封閉式(closed water heater)

運用(參考使用說明書)，對應於國際標準 IEC 60335-2-35 第

3.102 節、第 3.106 節、第 22.105 節條文，初步判定本案水盤開

關屬流量開關(Flow Switch)型式。 

    

                            3.3.3.3.前項判定因涉及上述標準後續章節是否不適用或應執行測試前項判定因涉及上述標準後續章節是否不適用或應執行測試前項判定因涉及上述標準後續章節是否不適用或應執行測試前項判定因涉及上述標準後續章節是否不適用或應執行測試((((IEC 

                                    60335-2-35 第 19.4 節)，故提請本會議進行討論。    

        

       各試驗室意見各試驗室意見各試驗室意見各試驗室意見: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機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機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機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機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亞信檢測科技公司及本局亞信檢測科技公司及本局亞信檢測科技公司及本局亞信檢測科技公司及本局 

       新竹分局均認為新竹分局均認為新竹分局均認為新竹分局均認為:圖圖圖圖 3 為為為為流量開關流量開關流量開關流量開關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1.本案水盤開關的動作原理具有流量本案水盤開關的動作原理具有流量本案水盤開關的動作原理具有流量本案水盤開關的動作原理具有流量開關的特性開關的特性開關的特性開關的特性。。。。 

       2.考量消費者使用具有本案水盤開關的結構者之考量消費者使用具有本案水盤開關的結構者之考量消費者使用具有本案水盤開關的結構者之考量消費者使用具有本案水盤開關的結構者之封閉式即熱式電熱水器封閉式即熱式電熱水器封閉式即熱式電熱水器封閉式即熱式電熱水器 

         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建議本產品應執行建議本產品應執行建議本產品應執行建議本產品應執行 IEC 60335IEC 60335IEC 60335IEC 60335----2222----35353535 第第第第 19.419.419.419.4 節之試驗項目節之試驗項目節之試驗項目節之試驗項目。。。。 

    3.本局指定試驗室和相關廠商對此商品若有不同觀點本局指定試驗室和相關廠商對此商品若有不同觀點本局指定試驗室和相關廠商對此商品若有不同觀點本局指定試驗室和相關廠商對此商品若有不同觀點，，，，可提供本局併入可提供本局併入可提供本局併入可提供本局併入 

     後續本局有關此商品修訂標準之參考後續本局有關此商品修訂標準之參考後續本局有關此商品修訂標準之參考後續本局有關此商品修訂標準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