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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LED智慧照明技術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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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智慧照明技術及應用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智慧節能系統技術組 李麗玲 

摘要

2050年碳中和是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標；照明是建築

節能的要項，LED效率高、易調控、壽命長、無

汞、直流驅動、體積小等節能環保諸多優勢，以目前

我國節能標章燈具發光效率140lm/W估算，取代既有

產品可節電50-95%，回收年限降至2年以下；國際能

源總署 (IEA)2020年的報告預估2030年LED照明全球

市佔率將達87%。參考美國能源部、歐盟及日本提出

先進照明系統發展里程，第一階段高效率LED照明，

第二階段朝向智慧照明系統，最終以增進幸福的人因

照明為終極目標。經濟部能源局因應國際智慧照明發

展趨勢，借鏡先前換裝LED號誌燈與LED路燈推廣經

驗，規劃先進照明示範補助計畫，藉由技術規範，引

領產業開發高效率LED調光燈具，制定智慧照明電 -

通分離介面規格標準，降低成本與維修難度，建立使

用者信心，激勵我國LED照明系統在建築節能大躍

進，展現照明智慧節能成效。統計至109年全台235

處示範場域每年節電897.8萬度，節電率達65%，整體

室內照明用電密度降至3.5W/㎡，帶動可調光LED平

板燈發光效率超越160lm/W，同時將通信控制介面規

格統一，成效卓著。在能源局補助計畫支持下，我國

已具備智慧照明應用推廣的基礎，期待透過ESCO產

業推廣LED照明智慧節能，在減碳政策下，創造節能

服務及照明產業發展互利雙贏。

一、 前言

地球續環持境惡化，全球正努力2050碳中和。依據

國際能源總署 (IEA)規劃全球2050淨零碳排能源效率

路徑，2030年全球新建築需達準零碳排。照明是建築

中不可或缺的元素，IEA於2020年提出潔淨能源技術

指南，針對建築領域中照明技術包含高效率光源、照

明控制 (調光、人員使用感測 )及DC照明。LED照明

節能效益已被充分證實，以2020年室內照明產品光

效140lm/W評估，節能率50%以上，光效持續提升。

LED無汞優點，配搭2020年聯合國水俁公約強制限制

含汞量高的照明光源，如含汞10mg以上的T8/T9螢光

燈管，加速市場普及，IEA2020發布報告預期2030年

LED照明全球市佔率將達87%。減碳促使全球加速推

動能源轉型，再生能源併入現有交流電力系統造成電

力轉換損失，因此LED直流照明被 IEA列入具減碳效

益的照明重點方案。

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先進國家，研訂照明技術發展

里程三階段目標 (1)高效率LED照明； (2)智慧照明系

統； (3)人因照明，美國DOE固態照明計畫目標LED

燈具發光效率235lm/W，日本2030年照明戰略目標，

(1)固態照明燈具存量100%; (2)聯網照明 ; (3)人因照明

普及達40%； LED照明產品將邁向高效率、智慧聯網

照明系統發展。期待照明系統節能從燈具端步入系統

面，充分運用智慧化及數位化科技，塑造低碳、便捷

的智慧生活空間。

依據109年工研院調查統計，108年我國照明用電約

210億度，占全國用電7.9%，其中工商照明主力產品

T8/T9直管螢光燈用電占11.64%，T5直管螢光燈用電

占30.04%； LED照明用電占比43.39%，首度超越螢光

燈。

經濟部能源局基於節能及協助我國LED照明光電產

業發展，期透過公共建設率先示範，引導普及應用，

並藉由內需市場，驗證LED照明產品性能，加速LED

照明技術生根茁壯，提升市場滲透率，降低照明用

電，並朝向國際市場。自104年開始推動先進照明示

範補助計畫，主要目的是汰換公部門既有螢光燈具達

成照明節能，推動智慧照明示範應用及通訊控制介面

規格，引領照明產業升級，執行策略整合 (1)政府補

助，(2)制定智慧照明技術規範，(3)公部門室內空間進

行實場驗證，並追蹤統計成效，達成節能同時建立智

慧照明信心； 110年起補助醫療照護場所建置智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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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系統，鼓勵增加健康導向的晝夜節率照明，以及多

元服務的元素，相關示範計畫內容說明參見表一。

二、先進智慧照明執行成效

室內照明節能措施可分為提高燈具效率、照明設計

合理及智慧控制管理；隨LED光源技術的發展，燈具

光效迅速提升，但市場上對功率的概念根深蒂固，因

此需要有明確指標，節能標章是我國能效管理重要措

施，也是高效率照明產品的標記，示範計畫整合節能

標章能效基準再搭配調光功能及智慧化控制管理，並

參考國際照明用電密度 (LPD;W/m2)指標，促進照明

設計合理化，藉由實場驗證節能成效，達成示範的目

標。本先進智慧照明示範補助計畫，統計104-109年

全台公部門共235處示範場域每年節電897.8萬度，改

善前後平均節電65%，最高節電率79%；光源初期照度

高，藉由調光功能調降初期照度可提高節電率同時減

緩光衰速度，依統計智慧控制平均可再增加10%的節

電效益，本示範計畫實證顯示，在空間照明使用率高

的場域，智慧照明示範系統最高節電率為82%，其中

控制增加之節電率達18%。

智慧照明示範計畫以汰換之技術規範分為燈具及控

制兩部分，因應室內照明光環境節能舒適及健康，據

此研訂LED燈具規格，項目包含額定光通量、光效、

光生物安全、眩光及閃爍 (2%)等規定，針對LED的

發展逐年提高光效要求，藍光安全以CNS15992無風

險等級保護使用者，閃爍指數2%更創下國際的最嚴

苛規定，又推薦低眩光的LED平板燈增添燈具的視

覺美學。根據示範計畫裝設的燈具，目前我國可調

光LED平板燈光效已達168 lm/W (功率21W、光通量

3500lm)，圖一為歷年示範計畫的燈具光效指標，顯高

於節能標章的基準。圖二為示範計畫歷年節能成效統

計。

照明用電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以下簡稱

LPD)：指空間照明總裝置功率除以空間樓地板面積之

數值，單位為w/㎡，LPD乃國際間用以評估照明節能

的重要指標，針對不同場域對照度、均勻度與眩光等

訂出LPD規定；依據LED照明性能，ANSI/ASHRAE 

90.1-2019最新辦公室照明LPD為0.61 w/ft2(約6.8 w/

㎡ ) 。從圖二可知LED辦公室照明的LPD可低至3.5 w/

㎡，遠超越ASHRAE的要求，證實照明節能在更換燈

具之餘，必須重視照明設計合理化。

▓ 智慧控制介面規格

控制及通信介面規格是智慧照明系統推動的關鍵難

題，數位及類比控制、有線無線通信各有優點，導致

表一� 先進照明示範補助計畫

第一階段 104-109年
LED先進照明示範補助

第二階段 110年
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補助

補助對象 室內空間(辦公室、活動中心等) 長照服務及老人福利機構

系統用電
限制照明用電密度 LPD( W/m2)

10 (104年) 7  5 (107年~) 7

燈具類型 可調光LED燈具 可調光、調色溫LED燈具

燈具規格 高效率、低眩光(平板燈)、低藍光(無風險等級) 、低閃爍(2%)、低待機功耗(0.5W)

功能規格
用電統計、時序、人體感應、晝光利用、情境照明

晝夜節率、緊急呼救、人員定位

通訊控制
通訊控制介面 -- 統一規格電通分離、標準機構件

 ˙控制介面: 類比或數位控制介面
 ˙通訊類型: 有線或/及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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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先進LED照明示範節電成效

表二� 智慧燈具電-通分離之控制通信標準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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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統廠產品與各廠牌燈具無法任意搭配，不便於智

慧照明系統維修升級。依照電源與控制分離原則，擬

定燈具通訊標準介面規格，降低驅動電源重複開發與

驗證費用。本示範計畫制定智慧燈具電 -通分離之控

制通信標準介面，參見下表二，解決產品間相容性問

題，規範介面標準化規格 (類比或數位 )，促使規格化

智慧燈具成為市場主流之一，透過創建智慧照明控制

通信介面標準及檢測能力，建立智慧照明產業鏈，開

拓應用普及的市場機會。

▓ 先進照明智慧節能實例

三、 智慧照明的未來應用

光進入眼睛後，視覺系統提供辨識圖像、形狀、顏

色與亮度，非視覺路徑會對人的生理節律、荷爾蒙、

警覺性、注意力、疲勞度等產生影響。考慮前述因

素，人因照明為人類提供全面和面向應用的照明方

法，透過控制光譜、照度、光分佈與時間之控制，以

滿足人們的視覺、情感和生物需求。

面對高壓力、高齡化社會，人因照明的研究受到照

明領域的高度重視，美國能源部固態照明計畫支持教

室、工作場所、住家與醫療照護等場域的LED智慧照

明示範，以科學的數據驗證照明系統的潛能，據此規

劃技術研發項目。今年更重啟「L-Prize」獎項，藉此鼓

勵開發先進照明系統技術，利用 LED 照明的潛力，通

過適當的分佈和控制來提供必要的光譜和強度，可以

進一步減少照明能源的使用，同時滿足人類生理需求

並改善建築環境中居住者的光感受。

我國進入高齡化社會，因應高齡者健康需求，照明

系統須具備人因照明與智慧控制設計，方符合老人醫

療照護場域光環境與安全性，進而提升智慧照明系統

附加價值。基於第一階段高效率可調光LED燈具以及

智控電通分離介面基礎，110年起補助長照服務及老

人福利機構，以調光調色LED平板燈為主，推動並拓

展智慧照明新應用；已核定全台12處老人照護安養機

構建置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場域，包含大型的安養中

心，期待先進的智慧照明帶給銀髮族更舒適安全的生

活環境。

四、 結論與建議

先進照明示範補助計畫歷經7年，以政府的資源奠

定智慧照明系統推動的基礎，產品性能佳，高效率

160lm/W可調光色LED平板燈、舒適 (低眩光 )、安全

(無藍光風險及2%閃爍 )，整合智慧控制納入人因照明

參數，提供現代健康生活光環境。電通分離的標準介

面開拓照明系統、燈具及電源業者共同依循的道路，

台灣的智慧照明產業供應鏈已整隊完成。ESCO產業做

為政府推動節能的最前哨，期待運用先進照明示範計

畫的成效，節能控制攜手高效率人因LED照明，將智

慧照明系統導入未來的節能方案中，在減碳政策下，

創造節能服務及照明產業發展互利雙贏。 

五、 參考文獻

 ◆ 1. 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要點

 ◆ 2. 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推廣補助計畫作業要點

 ◆ 3. 智慧高效率照明系統技術規範 

案例1 案例2

照明系統 T5 格柵燈具替換為27W可調光LED平板燈， 燈具功
率搭配1-10 / ZigBee控制技術

傳統T8燈具全面替換為可調光LED平板燈，搭配1-10 
/ ZigBee控制技術

節電效益 節電52% 節電65%;LPD降至4.16 W/m2

智慧控制

 ˙排程控制: 上下班時間，連結加班申請與會議
室使用控制燈光
 ˙情境照明: 簡報室提供簡報模式、會議模式及
討論模式等

 ˙初期照度調整(燈具光輸出80%)、晝光利用、排
程控制與人員感知控
 ˙大會議室規劃導入情境照明如簡報模式、典禮模
式、演講模式及座位引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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