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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標準 

 National Standards 

1.1 國家標準制定、修訂及廢止公布 

 Promulgation for development, revision and withdrawal of national standards 

經濟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7日 

發文字號：經授標字第 11120051300號 

主  旨：公告制定 CNS 16191-3「結件－表面不連續－第 3部：特殊要求之螺栓、螺釘和螺樁」

國家標準等十種、修訂 CNS 14065「環境資訊確證與查證機構之一般原則及要求事項」

國家標準三種。 

依  據：國家標準制定辦法第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國家標準十種（如目錄）。 

二、修訂國家標準三種（如目錄）。 

部 長  王 美 花 

 
制定國家標準目錄 
Contents of developed national standards 
 
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16191-3 B2828-3 
結件－表面不連續－第 3部：特殊要求之螺栓、螺釘和螺樁 
Fasteners − Surface discontinuities − Part 3: Bolts, screws and studs 
for special requirements 

16193-1 D1088-1 
道路車輛－車輛對電網通訊介面－第 1部：一般資訊及使用案例定義 
Road vehicles – Vehicle to grid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 Part 1: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use-case definition 

21087 K1289 
氣體分析－氫燃料分析法－道路車輛用質子交換膜(PEM)燃料電池 
Gas analysis − Analytical methods for hydrogen fuel −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 fuel cell applications for road vehicles 

61968-11 X2035-11 

電力公用事業應用整合－配電管理之系統介面－第 11部：配電之共同資
訊模型(CIM)延伸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at electric utilities – System interfaces for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 Part 11: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CIM) 
extensions for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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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61970-45
2 

X2031-45
2 

能源管理系統應用程式介面(EMS-API)－第 452部：CIM靜態輸電網模型
剖繪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EMS-API) 
− Part 452: CIM static transmission network model profiles 

61970-45
6 

X2031-45
6 

能源管理系統應用程式介面(EMS-API)－第 456部：電力系統狀態解剖繪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EMS-API) − 
Part 456: Solved power system state profiles 

62040-1 C6469-1 不斷電系統(UPS)－第 1部：安全要求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s (UPS) – Part 1: Safety requirements 

62660-3 C4631-3 
電動道路車輛推進用二次鋰離子單電池－第 3部：安全要求 
Secondary lithium-ion cells for the propulsion of electric road vehicles – 
Part 3: Safety requirements 

62909-1 C4630-1 
雙向併網電力轉換器－第 1部：一般要求事項 
Bi-directional grid-connected power converters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62909-2 C4630-2 
雙向併網電力轉換器－第 2部：GCPC與分散式能源之介面 
Bi-directional grid-connected power converters – Part 2: Interface of 
GCPC and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修訂國家標準目錄 
Contents of revised national standards 
 
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14065 Q1006 
環境資訊確證與查證機構之一般原則及要求事項 
General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validating and verifying 
enviromental information 

15122 K1286 氫燃料品質－產品規格 
Hydrogen fuel quality − Product specification 

15176-4 C4501-4 風力機－第 4部：風力機齒輪箱之設計及規範 
Wind turbines – Part 4: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wind turbine gearbo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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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8日 

發文字號：經授標字第 11120051320號 

主    旨：公告修訂 CNS 61215-1「陸上太陽光電(PV)模組－設計確認及型式認可－第 1 部：試

驗要求」等國家標準共二種。 

依    據：國家標準制定辦法第十四條。 

公告事項：修訂國家標準二種(如目錄)。 

部 長  王 美 花 

 
修訂國家標準目錄 
Contents of developed national standards 
 
標準總號 

CNS 
Number 

類 號 
Category 
Number 

標  準  名  稱 
Title of Standard 

61215-1 C6465-1 
陸上太陽光電(PV)模組－設計確認及型式認可－第 1部：試驗要求 
Terrestrial photovoltaic (PV) modules – Design qualification and type 
approval – Part 1: Test requirements 

61215-2 C6465-2 
陸上太陽光電(PV)模組－設計確認及型式認可－第 2部：試驗程序 
Terrestrial photovoltaic (PV) modules – Design qualification and type 
approval – Part 2: Test proced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