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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高功率COB LED照明燈之應用案例介紹

高功率COB LED照明燈之應用
案例介紹

一、 前言

1.中鋼自民國60年12月3日正式成立，66年第一

階段建廠完成，共歷經四階段的建廠與生產，

營運迄今四十年，廠房內照明對運轉操作及工

作安全影響重大且深遠。生產線所用高空（天

井）及投射（側照）燈具幾皆為奇異1000W及

400W之高壓鈉氣燈（以下簡稱鈉燈），乃第

一階段建廠顧問（美國鋼鐵公司）所指定，外

觀如下圖一、圖二。往後各階段照明即比照此

類型購置，迄104年止，廠房鈉燈裝設（每日

點燈12小時以上）總計約19,000盞。

2. 中鋼自99年10月開始進行包括鈉燈、複金屬鹵

素燈（簡稱複金屬燈）、無極燈及發光二極

體燈（簡稱LED燈）等各種照明燈種的性價比

（或稱CP值）評估，此CP值係指：「相同空

間及照度下所需裝設之各種燈具數，其照度與

投資費用之比值」；投資費用包括首次購裝

費、每年電費及光通量（或稱亮度）降至有

效壽命（光衰30%）以下換新購裝費之總和，

CP值越高越值得投資。經比較知GE鈉燈之燈

效及CP值最高，其他燈種除演色性（85%以

上）及色溫（3000K以上）分別高於鈉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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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及2200K外，鈉燈之高燈效皆使其他燈種

難望其項背。 

3.中鋼經3年半之長期觀察，至103年3月，在國

產LED的光通量及壽命皆獲得重大突破下，

台製150W∼300W優質陶瓷基板封裝COB

（Chip-On-Board，集成式封裝晶片）LED

（如圖三左上）附熱超導均溫板之CP值始皆

高於既有裝設鈉燈。嗣後邀商進行現勘及技術

討論，並於現場65℃以上環溫實測150W 陶瓷

COB LED燈超過一年，確認光衰慢，壽命較

鈉燈為長，使用應無疑慮。

4. 103年10月，中鋼首次使用50盞120W LED燈

替換相同盞數250W複金屬燈（含安定器為

293W）為試金石，揭開換裝序幕。並於同

年10月起依高效益（點燈24小時優先）原則

進行分批購置，迄105年3月，共換裝近5,000

盞不同瓦數（120W∼300W）配備免電源

（powerless）熱超導均溫板之COB LED燈，外

觀如圖三。

圖一：GE高空（天

井）鈉燈

圖二：GE投射（側

照）鈉燈

圖三：COB…LED高空燈及投射燈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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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P值評估過程

1. 評估基準：

(1) 因廠內高空燈高度（H）大部分為16m以

上，比照CNS室內長、寬（ 4Hx3H）標準，廠

房空間以長64 m及寬48 m為計算基準。

(2) 廠房產線照度依CNS照度標準300Lux設

計。

(3) 光束維持率（M值）決定：取得鈉燈及

LED燈之光源壽命曲線，如圖四。圖示鈉燈及

LED燈維持70%以上光束（或光衰30%以下）所

需時間分別為24,000 Hr及71,400 Hr（@ Tj=85℃ 

& Ta=55℃），若以鈉燈70%維持率訂為基準M

值（即M=0.7），則LED燈之 M值將為0.9以上，

惟保守以0.9計。

(4) 鈉燈電解電容器及LED燈電源驅動器

等組件壽命則參考表五「鈉燈與LED燈特性比

較表」，做為LED燈在周溫50℃時30%光衰期

（78,540小時，或稱有效壽命、或簡稱壽命）內

鈉燈換裝至少三次（78,540/24,000 ≥ 3）之計算依

據。COB LED壽命之估算，以當周溫55℃，利

用熱測儀測量COB矽膠表面溫度為84.6℃，而

實測晶片溫度比矽膠表面溫度低20℃，故COB

晶片溫度約為64.6℃，再參照LED接面（或結

點）溫度與光衰曲線圖，LED壽命在亮度降低到

70%時至少可達85,000小時。

2. 向燈具廠商取得燈具配光曲線電子檔（*.ies）

及檢測報告：國產燈具皆須經全國（台灣）認

證基金會（TAF）認可之檢驗機構（如大電力

研究試驗中心TERTEC、電子檢驗中心ETC..

等）檢驗認證，TAF檢驗機構須將檢測之燈具

配光曲線電子檔及檢測報告一併送交燈具廠

商，以利設計者向燈具廠商索取及審查。

3.開啟國際通用之照度計算軟體（DIALUX），

輸入廠房空間尺寸、照射面高度、廠房反射

率、及前述鈉燈及LED燈維持率M值，再讀

取燈具配光曲線電子檔，運算後即可獲得300

Lux照度下所需鈉燈及LED燈數量，表六與表

七為250W LED燈之軟體計算實例。

4. 同理，計算求得其他類型燈具數，換裝比例如

下：

(1) 250W LED燈44盞取代400W鈉燈42盞，

詳表八。燈具比為44/42（≒1： 1）。雖安裝時，

250W LED燈較 400W鈉燈少 2盞，亮度約少

4.5%，但因LED黃光色溫（3000 K）較鈉燈色溫

（2200 K）高800 K，依CNS 15592標準，比視感

度將較鈉燈高近10%，肉眼所見LED亮度亦必

較鈉燈亮約10%，兩相抵消，LED顯現之亮度仍

將高於鈉燈約5.5%。

(2) 150W LED燈64盞取代400W鈉燈42盞，

詳表九，燈具比為64/42（≒3:2）。若高度低於

14m，得以1： 1換裝。

(3) 300W LED燈 35盞取代 1000W 鈉燈 17

盞，詳表十，燈具比為35/17（≒2:1）。

5. CP值計算依據

(1) 依前述所求得之各類型燈具數，計算燈

具購買總價。

圖四：配備均溫板陶瓷COB…LED燈與鈉燈壽命曲線比較

表五：配備均溫板陶瓷COB…LED燈與鈉燈特性比較

Esco會訊47期.indd   21 2017/4/5   下午 03:15:02



台灣ESCO會訊   第四十七期 .

專題報導 高功率COB LED照明燈之應用案例介紹

(2) 計算待裝各類型燈具所需之電費。

(3) 計算燈具安裝施工所需人力、材料及機

具租賃之總費用。

(4) CP值計算：將前述包括首次燈具購買及

安裝費用、光通量降至有效壽命以下時之換新

費用、及每年電費之總價作為分母，而燈具之

照度值（理想值為300 Lux）為分子，單位為Lux/

元。

(5) 比較各類型燈具CP值，選最高者。

三、 「溫度」對LED燈之光通量及壽命的影響 

1. LED係以四價（如矽）半導體為基底，再於其

上各別摻入三價及五價元素，而形成p-n發光

二極體（p為正極，n為負極），兩極間之接

面及周圍溫度是影響LED光通量及壽命之主要

因素，接面溫度（Tj）一般由LED額定消耗功

率所決定，消耗功率越高Tj亦必越高，但可設

置有效的散熱裝置（如電風扇、熱管或均溫

板等），將其發光時所產生的高溫瞬時予以降

低。COB LED燈具若配備熱超導均溫板，不

僅光通量可較封裝測試值為高，有效壽命更得

以延長。

2.光通量：周溫每增減 1℃，光通量約增減

0.4%。

3.壽命：周溫每增減1℃，壽命約增減2.0%。

四、 各種LED燈具應用

1.目前市面LED燈具依結構可分成下列多種型

式，唯獨附熱超導均溫板之陶瓷基板COB

LED燈具適合高溫及高粉塵環境使用。

(1) 銅 (或鋁 )基板矩陣式（ Array Type） LED：

或稱離散式、分佈式，因其結構所組成之大片面

積銅或鋁基板封裝（MCPCB，金屬核心銅 (或鋁 )

基板、絕緣層、膠合層、銅箔層）較複雜，熱

阻高，降溫不易也不均，易光衰及色偏、壽命短

（ 30,000~50,000小時@Ta=50℃），結構示意如圖

十一，為目前國內及國外燈具製造生產之主流，一

般用於周溫低於40℃以下之場所，路燈即屬之。

(2) 銅 (或鋁 )基板COB LED（無均溫板）：為將

前述 (1)大面積LED群封裝改為小面積集中者（壽

命可達50,000小時），因其結構組成仍為多層次封

裝，150W燈具依選用之LED品質，熱阻約0.3∼

0.5℃/W，整燈降溫仍不足。結構示意如圖十一。

(3) 銅基板COB LED（附均溫板）：為於上述

(2)加設一般型均溫板（壽命可達60,000小時），因

其結構組成仍為多層次封裝，150W燈具依選用

之LED品質，熱阻約0.25∼0.45 ℃/W，降溫仍不

足。結構示意如前圖十一。

(4) 陶瓷基板COB LED（無均溫板）：為將上述

(2)銅基板改為陶瓷基板者（壽命可達65,000小時），

結構示意如下圖十二。

(5) 陶瓷基板COB LED（附均溫板）：採用國產

優質陶瓷基板，並配備國產熱超導均溫板，兩者

組合相得益彰，使150W以上燈具綜合熱阻降低至

0.1℃/W以下，壽命長達78,500 Hr @Ta=50℃，為

所有150W燈具中佼佼者，結構如下圖十二。

2.高溫環境之應用：中鋼評估初期，即瞭解到唯有

7 

表八：250W LED 燈與 400W 鈉燈照度計算

表九：150W LED 燈與 400W 鈉燈照度計算

換裝比例 1：1

換裝比例 3：2

表六：250W…LED燈照度計算之1 表七：250W…LED燈照度計算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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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250W LED 燈與 400W 鈉燈照度計算

表九：150W LED 燈與 400W 鈉燈照度計算

換裝比例 1：1

換裝比例 3：2

7 

表八：250W LED 燈與 400W 鈉燈照度計算

表九：150W LED 燈與 400W 鈉燈照度計算 

換裝比例 1：1

換裝比例 3：2

表八：250W…LED燈與400W鈉燈照度計算

表十：300W…LED燈與1000W鈉燈照度計算

表九：150W…LED燈與400W鈉燈照度計算

圖十一：銅基板…COB…LED…結構與散熱示意

圖十二：陶瓷基板…COB…LED…結構與散熱示意

備有熱超導均溫板之陶瓷基板COB LED燈，其高

燈(光)效及置於65℃高溫環境時仍保有高光效及壽

命，始適應煉鋼、軋鋼過程之高溫環境。尤其，煉

鋼高溫（周溫300℃以上）作業區自104年10月起陸

續完成200餘盞250W耐高熱LED燈換裝，取代原有

故障率頗高之400W鈉燈，至今近一年半，光衰低

且無故障，深得現場人員的讚許，高CP值絕非僥

倖。

3.中鋼自103年10月啟用至105年年底，計兩年餘，換

裝總計近5,000盞燈具中，除8盞電源供應器故障不

亮外，LED晶片本身零故障，更加確定採用『陶瓷

COB LED』封裝及配備實質有效的熱超導「均溫

板」，符合高溫、高粉塵污染環境之所需。

五、 換裝實績

茲列舉鈉燈換裝為配備熱超導均溫板之陶瓷基板

COB LED燈的圖片及節電效率供參考，如圖13A∼

圖13F。

表13G：250W…LED燈取代400W鈉燈照度比較

產線

 內容 B-C E-F F-G G-H

燈具高程 (m) 22 24.9 23.9 13.9

地面照度

(Lux)-鈉燈
81 46 45 119

地面照度

(Lux)-LED燈
93 62 90 272

產線 Bay 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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