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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類產品(溫熱型開飲機、冰溫熱型開飲機、除濕機、印表機)
測試方法技術指引 

一、前言 

近年來國內推動許多產品的節能標章認證、容許耗用能源基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s, MEPS)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措施，由於不同類

型產品，在性能量測技術或方法上有很大的差異，產品型式認定方式，也常因不

同產品類型而有差異，造成在執行產品能效試驗與驗證的過程，對標準規範解釋

產生不一致的情形。這些問題，除了採用前述的國家標準調和修訂與實驗室一致

性比對之外，還需要針對不同類型產品，依據產品特性及性能測試方法，研提適

合國內產品能效試驗與驗證所需之操作手冊，並定期舉辦能源效率測試方法研討

會或一致性會議，提供實驗室人員與 TAF 評審員在職訓練、加強監督評鑑，以減

少實驗室間技術性誤差，確保能源效率管理政策之公信力。 

本(108)年度規劃進行指定實驗室人員訓練的使用能源設備及器具種類包括

(1)溫熱型開飲機、(2)冰溫熱型開飲機、(3)除濕機、(4)道路照明燈具、(5)印表機

等 5 類，持續擴增產品能效測試方法操作手冊之撰寫，並針對比對試驗結果及發

現的問題，舉辦能源效率測試技術研討會，加強實驗室人員的訓練，減少實驗室

間技術性誤差，確保能源效率管理政策之公信力。能效試驗驗證手冊與實驗室人

員訓練執行流程詳如圖 1 所示，FY108 上半年已完成能效量測方法操作手冊，108

年 10 月 16 日完成辦理指定實驗室人員訓練。 

 

 

 

 

圖 1、能效試驗驗證手冊與實驗室人員訓練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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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溫熱型開飲機能源效率測試方法測試指引 

本項產品試驗方法須符合國家標準 CNS 13516 規範，能源效率管理主要依

據經濟部能源局公告實施的「溫熱型開飲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經能字第 10404604480 號、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 日生效)以及自願性「溫熱型開飲機節能標章能源耗用基準與標示方法」(能

技字第 10605015190 號、107 年 3 月 1 日生效)，在民國 103 年完成辦理國內溫

熱型開飲機產品第一次實驗室能力比對試驗，實驗室間試驗結果一致性良好，

人員執行試驗異較少出現問題；然而近年來電熱產品推動分級標示能效管理的

品項已達 6 類產品，而節能標章電熱產品更高達 9 項，因此本(108)年度除了規

劃能力試驗，並針對比對試驗結果及實驗室可能遭遇的問題，以能源效率測試

技術研討會型式，加強實驗室人員的訓練，避免試驗過程或結果報告判定不一

致的問題。 

(1)適用範圍 

適用於不具有連接自來水之構造，其水源係以人工加水方式給水(不含蒸餾

水式)，能控制水溫，供應(溫、熱 2 種溫度)，並維持一定溫度範圍之飲水供

應器。 

(2)能源效率試驗項目 

- 熱水桶容量 (L) 

- 熱水平均水溫 (℃) 

- 每 24 小時標準化備用損失 Est,24 (kWh) 

(3)環境試驗條件 

- 周圍溫度(25±1) ℃。 

- 相對濕度：60%±15%。 

- 電壓 110 V±2 %，220 V±1 %。 

- 頻率 60 Hz±1 %。 

- 開飲機各側面、前面及上面與牆壁間，須相距 300 mm 以上，背面距離須超過

65 mm。 



3 

 

- 地面溫度與周圍溫度相差 2 ℃以上時，開飲機須置於高度 100 mm 以上之平木

台上。 

- 試驗用水：一般自來水，水溫(25±5) ℃。 

(4)溫熱型開飲機每 24 小時備用損失 E24 試驗 

- 加自來水至滿水位，施以額定電壓，當熱水系統切換至保溫狀態(若開飲機僅有

單一保溫模式，則設定在此單一模式之溫度，若具多段溫度設定之保溫模式，則

將開飲機之保溫溫度設定於出廠設定溫度)； 

- 立即測定 24 小時連續運轉中之保溫模式消耗電量，即為每 24 小時備用損失

E24。 

(5) 熱水系統 24 小時平均水溫 Th 試驗 

- 加自來水至滿水位，施以額定電壓，當熱水系統切換至保溫狀態後，測定上述

E24 之同時，測定 24 小時連續運轉中之熱水系統平均水溫 Th。 

- 熱水系統平均水溫係前述 24 小時連續運轉所量測之熱水桶內一半高度處之中

央水溫之平均值。 

(6) 熱水桶容量 Vh試驗 

- 標準原來規定：將熱水桶以量杯加自來水至滿水位，即為其容量。 

- 建議修訂為：以自來水加入熱水桶裝至滿水位之總重量減掉熱水桶空重，計算

出水之質量 Mh(kg)，再依公式(1)將其換算成熱水桶容量 Vh (L)，計算至小數點後

第 1 位數，第 2 位四捨五入。 

Vh = (Mh /ρ) ×1000…………………(1) 

其中 

Vh ： 熱水桶容量，L 

Mh： 水之質量，kg 

ρ： 水的密度，kg/m3 

              (當水溫為 15 ~ 25 ℃時，ρ約為 998 kg/m3) 

(7) 溫熱型開飲機每 24 小時標準化備用損失 Est,24 計算 

- 將 E24 以下式換算水溫與平均周圍溫度相差 75℃之每 24 小時標準化備用損失

Est,24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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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𝐸𝐸st,24 = 𝐸𝐸24 × � 75
𝑇𝑇ℎ−𝑇𝑇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1.875

 

其中 

E24： 溫熱型開飲機每 24 小時備用損失，kWh 

Th： 熱水 24 小時平均水溫，℃ 

Tamb： 周圍溫度，℃ 

 
圖 2、溫熱型開飲機試驗過程各項參數隨時間變化 

 

三、冰溫熱型開飲機能源效率測試方法測試指引 

(1)適用範圍 

適用於不具有連接自來水之構造，其水源係以人工加水方式給水(不含蒸

餾水式)，能控制水溫，供應(冰、溫、熱 3 種或冰、熱 2 種溫度)，並維持一

定溫度範圍之飲水供應器。 

(2)能源效率試驗項目 

- 熱水桶容量 (L) 

- 熱水平均水溫 (℃) 

- 冰水桶容量 (L) 

- 冰水平均水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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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24 小時備用損失 E24 (kWh) 

(3)試驗條件 

- 周圍溫度(25±1) ℃。 

- 相對濕度：60%±15%。 

- 電壓 110 V±2 %，220 V±1 %。 

- 頻率 60 Hz±1 %。 

- 開飲機各側面、前面及上面與牆壁間，須相距 300 mm 以上，背面距離須超過

65 mm。 

- 地面溫度與周圍溫度相差 2 ℃以上時，開飲機須置於高度 100 mm 以上之平木

台上。 

- 試驗用水：一般自來水，水溫(25±5) ℃。 

(4)冰溫熱型開飲機每 24 小時備用損失 E24試驗： 

加自來水至滿水位，施以額定電壓，當熱水系統切換至保溫狀態(若開飲機

僅有單一保溫模式，則設定在此單一模式之溫度，若具多段溫度設定之保溫

模式，則將開飲機之保溫溫度設定於出廠設定溫度)，且冰水系統運轉至致

冷元件(壓縮機、致冷晶片)停止運轉後；立即測定 24 小時連續運轉中之保溫

模式消耗電量，即為每 24 小時備用損失 E24。 

(5)熱水系統 24 小時平均水溫 Th試驗： 

- 加自來水至滿水位，施以額定電壓，當熱水系統切換至保溫狀態後，測定上述

E24 之同時，測定 24 小時連續運轉中之熱水系統平均水溫 Th。 

- 熱水系統平均水溫係前述 24 小時連續運轉所量測之熱水桶內一半高度處之中

央水溫之平均值。 

(6)熱水桶容量 Vh試驗 

- 標準原來規定：將熱水桶以量杯加自來水至滿水位，即為其容量。 

- 建議修訂為：以自來水加入熱水桶裝至滿水位之總重量減掉熱水桶空重，計算

出水之質量 Mh(kg)，再依公式(1)將其換算成熱水桶容量 Vh (L)，計算至小數點後

第 1 位數，第 2 位四捨五入。 

Vh=(Mh/ρ) ×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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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h ： 熱水桶容量，L 

Mh： 水之質量，kg 

ρ： 水的密度，kg/m3 

        (當水溫為 15 ~ 25 ℃時，ρ約為 998 kg/m3)  

(7) 冰水系統 24 小時平均水溫 Tc 試驗 

- 開飲機自動運轉至第 1 次冰水顯示可使用或依業者所指示第 1 次冰水可使用時

間後，在致冷元件(壓縮機、致冷晶片)停止運轉期間，以隔熱效果良好之容器接

取 1/3 貯水桶容量的冰水，但不得少於 300 mL，立即以熱電偶溫度計測定，此過

程計為 1 次； 

- 此後，每隔 2 小時重複上述過程測定 1 次，合計測定 3 次； 

- 取 3 次之平均水溫為 Tc。 

(8) 冰水桶容量 Vc 試驗 

標準原來規定：將熱水桶以量杯加自來水至滿水位，即為其容量。 

建議修訂為：以自來水加入冰水桶裝至滿水位之總重量減掉冰水桶空重，

計算出水之質量 Mc(kg)，再依公式(2)將其換算成冰水桶容量 Vc (L)，計

算至小數點後第 1 位數，第 2 位四捨五入。 

Vc=(Mc/ρ) ×1000…………………(2) 

其中 

Vc： 冰水桶容量，L 

Mh： 水之質量，kg 

ρ： 水的密度，kg/m3 

(當水溫為 15 ~ 25 ℃時，ρ約為 998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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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冰溫熱型開飲機試驗過程各項參數隨時間變化 

 
四、除濕機能源效率測試方法測試指引 

(1)適用範圍 

適用於整合壓縮式冷凍系統及送風機等裝置，以降低室內濕度為目的，

總消耗功率在 1,000W 以下之除濕機。 

(2)能源效率試驗項目 

- 日除濕能力 (L/d) 

- 日消耗電量 (kWh/d) 

- 能源因數值 E.F. (L/kWh) 

(3) 試驗條件 

- 環境溫度條件 

乾球溫度 27.0±1.0 ℃。 

濕球溫度 21.2±0.5 ℃。 

- 電源條件 

電壓 110 V±2 %，220 V±1 %。 

頻率 60 Hz±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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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測定 

應使用熱電偶式溫度計、電阻式溫度計或玻璃管式溫度計。 

- 試驗注意事項 

周圍溫、濕度測定應在不直接接受其他熱源及除濕機影響之位置。 

具有濕度調節裝置者應使其無作用。 

能效測試應全程於磅秤上進行。 

取樣風管之取樣口距除濕機回風側約 15cm，且兩者需同方向，如下圖所

示。 

 

圖 4、除濕機環境溫、濕度取樣風管擺置示意圖 

(4) 日除濕能力試驗 

- 設定除濕能力為最大情況 

將除濕機設定於「連續除濕」模式； 

調整除濕機風向選擇如下圖所示，使風口至最大開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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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除濕機風向選擇方式示意圖 

- 穩定條件 

除濕機運轉至乾球溫度達 27.0±1.0℃，濕球溫度達 21.2±0.5℃條件，視為

穩定。 

- 測試期間乾、濕球溫度要求 

至少每 30 分鐘測定乾、濕球溫度，使其平均值保持在乾球溫度

(27.0±0.3)℃、濕球溫度(21.2±0.2)℃以內。 

- 日除濕能力測試 

於上述除濕能力最大設定下，在額定頻率之額定電壓運轉至穩定條件後，

測定 3 小時以上之除濕水量，換算 24 小時之日除濕能力 (L/d)。 

(5) 日消耗電量試驗 

於日除濕能力測試之同時，測定 3 小時以上之量，換算 24 小時之日消耗

電量 (kWh/d)。 

(6) 能源因數值計算 

日除濕能力 (L/d)及日消耗電量 (kWh/d) ，二者之比值為能源因數值 E.F. 

(L/kWh)： 



10 

 

-  
圖 6、除濕機試驗過程各項參數隨時間變化 

 
 
五、印表機能源效率測試方法測試指引 

1. 申請節能標章適用範圍 

1) 應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驗證登錄合格證書或型式認可證書。且符合

產品貨品號列(C.C.C.Code)：8443.32.00.00.1-A 或 8443.31.00.00-2-A，

或經相關主管機關所認可之印表機。 

2) 符合 ENERGY STAR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2.0(以下簡稱能源之星第 2.0 版)定義者。 

4. 試驗項目 

Typical Energy Consumption (TEC) test procedure 

1) 睡眠耗電量 / Sleep energy, Esleep (Wh) 

2) 典型耗電量 / TEC (kWh 

4. 試驗條件 

1) 節能標章 – ENERGY STAR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2.0   

2) ENERGY STAR – ENERGY STAR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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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源 : 115V±1.0%、60Hz±1.0%、Max THD 2.0% 

4) 溫濕度 : 23±5℃、10~80% 

5) 測試紙張規格 : A4，80 g/m2 (節能標章)，70 g/m2 (節能標章) 

4. Pre-test UUT Configuration for all product 

1) As-shipped condition 

2) Color : Tested by making monochrome(black) images 

3) Network Connections: 

a)Table 6 : Network or Data Connections for Use in Test 

b)Connected to Ethernet and Capable of supporting Energy Efficient Ethernet 

(IEE Standard 802.3az),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test. 

註: 若 Host machine 為 PC，須確認網卡支援 Energy Efficient Ethernet (IEE 

Standard 802.3az)，並且 Energy Efficient Ethernet 功能設定為開啟。 

 
 

5. Pre-test UUT Initialization for all product 

1) Set up the UUT per the instruction in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or 

documentation. 

2) User-controllable anti-humidity features shall be turned off or disable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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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tion of testing. 

3) Pre-conditioning: Places the UUT in Off Mode, then let UUT sit idle for 15 

minutes. 

a)  For EP-TEC products, let the UUT sit in Off Mode for an additional 105 

minutes, for a total of as least 120 minutes (2 hours). 

 
6. TEC Test Procedure for Printers, Fax Machines, Digital Duplicators with Print 

Capability, and MFDs with Print Capability 

1) 節能標章 -- ENERGY STAR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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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NERGY STAR -- ENERGY STAR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3.0 



14 

 

7. TEC 計算 

1) 節能標章 -- ENERGY STAR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2.0 

 
 

 
 
2) ENERGY STAR -- ENERGY STAR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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