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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4.4 TT 系統  

(a)型  

 
 

 
備考 1.裝備內可備有額外之 PE 接地。  

 
 

(b)型  

 
 

 

 

 
備考 2.裝備內可備有額外之 PE 接地。  

圖 31L 直流 TT 系統  

系統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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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4.5 IT 系統  

(a)  型  

 
 

 

 
註 ( 1 )  系統可經由一極高阻抗連至大地。  

備考 1.裝備內可備有額外之 PE 接地。  

 

(b)  型  

 
 

 
註 ( 1 )  系統可經由一極高阻抗連至大地。  

備考 2.裝備內可備有額外之 PE 接地。  

圖 31M 直流 IT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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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電源  

313.1 一般  

313.1.1 下列電源之特性不論其為何種電源及其正常範圍是否恰當，均應藉由計算、

量測、查詢及檢驗作決定。  

－  標稱電壓。  

－  電流與頻率之本質。  

－  裝備原始預期短路電流。  

－  裝備外部之系統接地故障環路阻抗部分。  

－  對裝備所要求之適合性，包括最大需求。及  

－  裝備原始所扮演過電流保護裝置之型式與定額。  

此等特性應確定是否即為外部電源所具備，及應決定是否即為私有電源所具

備。此等規定對主電源及對安全設施與備用電源同樣適用。  

 
313.2 安全設施及備用系統電源  

當安全設施需制訂規範時，例：消防有關機構及其他如住宅急難救助等狀況有

所要求時，及 /或裝備規範制訂者對備用電源之規定有所要求時，安全設施及 /

或備用系統之電源特性應予個別評估。此種電源對所規定之操作應具備充分之

容量、可靠度、定額及適度之轉換時間。  

有關安全設施電源之進一步規定，參照其後之第 35 節及 IEC 60364-5-55 之第

556 節。至於備用系統，本標準中並無個別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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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裝備之區分  

314.1 每套裝備應依需要區分為各種電路，以便  

－  避免危險並將故障事故發生時之不方便情事降至最低。  

－  易於進行安全之檢驗，試驗、維護及修理等工作 (另參照 IEC 60364-5-53)。 

－  考量因單一電路 (如照明電路 )發生故障時所引起之危險。  

－  降低由於 PE 導體之電流超量而非故障所引起之漏電斷路器 (RCD)多餘跳脫

之可能性。  

－  緩和 EMI 效應。  

－  防止擬隔離之電路被間接送電。  

314.2  裝備內有需個別控制之部分應備有個別之配電線路，使該等電路不受其他電路

失效之影響。  

 
32.  外部影響之分類  

備考：此節已轉換至 IEC 6036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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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容性  

33.1 特性相容性  

當設備之特性對其他電機設備或其他設施可能會產生有害效應，或如，與相關

團體協商因而可能損及電源供電時，應對其進行各種特性之評估。此等特性包

括，如下。  

－  暫態過電壓。  

－  低電壓。  

－  不平衡負載。  

－  快速閃爍電壓。  

－  啟動電流。  

－  諧波電流。  

－  直流回饋。  

－  高頻振盪。  

－  對地洩漏電流。  

－  對地額外連接之必要性。  

－  非因故障所引起之超量 PE 導體電流。  

 
33.2 電磁相容性  

所有電機設備均應符合適合的電磁相容性 (EMC)之要求，且應符合相關 EMC 標準。 

電 機 裝 備 之 規 劃 者 及 設計者應考量採取措施，降低感應電壓擾動及電磁干擾

(EMI)效應。  

此等措施如 IEC 60364-4-44 所示。  

 
34.  維護性  

對裝備在其預期壽命內，能否合理期待可接受之維修頻度及品質，應進行評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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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當一個機構承接裝備之操作責任時，該機構即應接受諮商。在應用本系列標

準第 4 部至第 6 部之規定時，該等特性須列入考量，以便對有關維修之頻率及品

質，可期待。  

－  在預期壽命內可能需要之任何定期檢驗、試驗、維護及修理，能及時安全進

行，並  

－  能在預期壽命內，有效保持對安全之保護措施，且  

－  能對預期壽命提供適度之設備可靠度，使裝備之功能正確運作。  

 
35.  安全設施  

35.1 一般  

備考 1.  對安全設施及其本質之需求常為法定機構所規範，因此，此類機構之規

定需予注意。  

備考 2.  安全設施之範例列舉如下：緊急逃難照明、火災警報系統、消防水泵裝

備、消防雲梯及煙與熱之抽除設備。  

經認可的安全設施之電源如下。  

－  蓄電池。  

－  一次單電池。  

－  與正常電源無關之發電機組。  

－  與正常饋線無關之有效電網個別饋線 (參照 IEC 60364-5-55 之 5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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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分類  

安全設施有下列 2 種。  

－  非自動電源，藉操作者啟動，或  

－  自動電源，其啟動與操作者無關。  

自動電源依轉換時間分類，可分為  

－  不啟斷：能在轉換期間，於規定之條件下確保持續供電之一種自動電源，例：

有關電壓及頻率之變動。  

－  極短時間內啟斷： 0.15 s 內會啟斷之一種自動電源。  

－  短時間內啟斷： 0.5 s 內會啟斷之一種自動電源。  

－  中度時間內啟斷： 15 s 內會啟斷之一種自動電源。  

－  長時間內啟斷： 15 s 以上才會啟斷之一種自動電源。  

 
36.  設施運作之持續性  

在裝備之預期壽命內，對設施運作有持續需求的每一電路，經認為有需時應進行

評估。此時對下列特性須加考量。  

－  系統接地之選擇。  

－  為求識別能力，對保護裝置之選擇。  

－  電路數。  

－  多電源。  

－  監控裝置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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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考 )  

本系列標準之編碼體系及規劃  

 
 
 

 
 

 
表 A.1 本系列標準之編碼體系  

僅採用阿拉伯數字(圖表除外，參照下述)。  

發行版本中之不同章節依下列辨別。  
範例  

〝部〞  以單一數字(個位數或兩位數)依序編列  41 

〝節〞  每一〝部〞內，在〝部〞碼後面加一單一數字依序編碼，

不加〝點〞號  413 

〝子節〞  每一〝節〞內，在〝節」碼後面加一〝點〞號，再以〝子

節〞數字依序編碼  413.5 

〝細節〞  

(視需要) 
每一〝子節〞內，在〝子節〞碼後面再加一〝點〞號，再

以〝細節〞數字依序編碼  542.1.1 

未編碼之  

〝子節〞  
在既有之〝節〞開始之前，如有介紹詞語或一般性之〝節〞

出現時，以 0(零)置入通常為〝節〞碼所佔據之位置  400.1 

圖表  於所出現之〝部〞內，在〝部〞碼後面加一羅馬字之大寫

字母(A、B、C、…)依序編碼  表 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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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本系列標準：低電壓電機裝備之規劃  

部次  標題  

第 1 部  基本原則、一般特性之評鑑、定義  

11 
12 
13 
20 
30 
31 
32 
33 
34 
35 
36 
附錄 A 

附錄 B 

附錄 C 

適用範圍  

引用標準  

基本原則  

用語及定義  

一般特性之評鑑  

用途、電源與結構  

外部影響之分類  

相容性  

維護性  

安全設施  

設施運作之持續性  

本系列標準之編碼體系與規劃  

定義  

IEC 60364-1 第 4 版(2001 年)與第 5 版(2005 年)之結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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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  安全保護  

第 4-41 部  

第 4-42 部  

第 4-43 部  

第 4-44 部  

電擊之保護(直接與間接接觸之保護) 

(正常運轉中之設備)熱效應之保護  

(導體與電纜)過電流之保護  

電壓擾動與電磁干擾之保護  

第 5 部  電機設備之選擇與建造  

第 5-51 部  

第 5-52 部  

第 5-53 部  

第 5-54 部  

第 5-55 部  

通用準則(例：選擇與建造之原則) 

配線系統  

隔離、開關操作與控制  

接地之配置、保護性導體或保護性搭接導體  

其他設備  

第 6 部  查證  

 

 
 

部次  標題  

第 7 部  特殊裝備或場地之規定  

備考：第 7 部與第 1 部至第 6 部之差異在於劃分節次之不同，以便能容納超過 9 節之節數

使用於此等額外之條文。  

第 7-701 部  包括浴缸或淋浴間之處所  

第 7-702 部  游泳池及其他水潭  

第 7-703 部  包括三溫暖加熱室之房室  

第 7-704 部  建構與拆除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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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次  標題  

第 7-705 部  農藝與園藝房舍用電機裝備  

第 7-706 部  限制性引導處所  

第 7-707 部  有關資料處理設備安裝之接地規定  

第 7-708 部  拖車停車場與拖車式住宅  

第 7-709 部  海濱休閒地與遊艇  

第 7-710 部  醫療處所  

第 7-711 部  展覽會、展示會與攤位  

第 7-712 部  太陽光電供電系統  

第 7-713 部  家具  

第 7-714 部  外部照明裝備  

第 7-715 部  超低電壓照明裝備  

第 7-717 部  機動或可運送之裝置  

第 7-740 部  使用於空地上、娛樂場上與雜技場上建築物、娛樂裝置與攤棚之暫時性電

機裝備  

 
 

 
 

附錄 B 

(參考 )  

定義－ IEC 60050-826 (IEV826-電機裝備 )中，經選定之用語應用指南與說明  

 

 
備考：本系列標準適用 IEC 60050-826 之用語及定義。  

B.1.0 (21.0)適用範圍  

本指南適用於建築物所使用之電機裝備，包括本系列標準所使用之用語詮釋，列於

IEC 60050(826)之第 10 節至第 18 節中。此等詮釋意圖便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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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語  詮釋  

B.1.10 
電機裝備之特性  

(826-10) 

B.1.10.1 
電機裝備之源頭  

(826-10-02) 
電機裝備可有 1 個以上之源頭  

B.1.10.2 
周圍溫度  

(826-10-03) 

假設此周圍溫度包含同一場地所安裝之所有其他

設備之效應。  

此處所考量之設備周圍溫度為設備擬安裝之場地

溫度。此溫度起因於同一場地之所有其他設備於運

轉時，該等設備與熱源之影響，而非將擬安裝之設

備所發出之熱列入考量。  

B.1.10.3 
安全設施之供電系統  

(826-10-04) 

安全設施為一種開放供公共使用之建築物、極高建

築物及若干工業房舍之法定上所需之設施。  



 －49－ 

 

CNS  

B.1.10.4 
備用供電系統  

(826-10-07) 

例：為避免工業上持續加工工作或資料處理工作中

斷，需有備用電源  

B.1.11 
電壓及電流  

(826-11) 

B.1.11.1 

(電機裝備之 )標稱電

壓  

(826-11-01) 

暫態過電壓、例：因開關操作及因異常狀況引起之

暫時性電壓變動，諸如供電系統之故障，均不列入

考量  

B.1.11.2 
(電路之)設計電流  

(826-11-10) 

將多樣性列入考量後，決定設計電流。  

當條件有所改變時，設計電流即為持續電流，使各電

路組件溫度可能變成相同，  

此電流以 IB 表示  

B.1.11.3 
(持續)載流容量  

(826-11-13) 
此電流以 IZ 表示  

B.1.11.4 
過電流  

(826-11-14) 

過電流可有或可無有害效應，端視其大小及期間而

定。過電流可能為有電流通過之設備過負載或為故

障之結果，如短路或接地故障  

B.1.11.5 

(保護裝置之 )傳統操

作電流  

(826-11-17) 

傳統操作電流大於額定電流或裝置之設定電流，傳

統時間依保護裝置之型式及額定電流而改變。  

對熔線而言，此電流稱為〝傳統熔斷電流〞。對斷

路器而言，此電流稱為〝傳統操作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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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用語  詮釋  
   

B.1.12 
電擊及保護措施  
(826-12) 

B.1.12.1 
異質導電零件  
(826-12-11) 

異質導電零件可為  
－建築物結構之金屬部分。  
－瓦斯、水、暖氣等之金屬管系統。  
－非絕緣地板及牆壁。  

B.1.12.2 
同時存在之可接近部

分  
(826-12-12) 

就基本保護 (防直接接觸之保護)而言，帶電零件會

與下列物體接觸  
－另一帶電零件。或  
－另一外露導電零件。或  
－另一異質導電零件。或  
－保護性導體。或  
－土壤或導電性地板。  
就故障保護 (防間接接觸之保護)而言，下列會同時

構成可接近部分  
－外露導電零件。  
 －異質導電零件。  
 －保護性導體。  
－土壤或導電性地板。  
依據 IEV 826-12-12 中相關之定義，須注意〝碰觸〞

(touched)一詞意謂與身體之任何部位 (手、腳、頭等) 
〝接觸〞(contact) 

B.1.12.3 
手臂可及之處  
(826-12-19) 

依傳統解釋，此空間限制如圖 B.1 所示  
 

 
 
 
 
 
 
 
 
 
 

 
 

 

 
S = 人體佔據之表面  

圖 B.1 手臂可及之區域  

正視圖 側視圖 

上視圖 上臂可及之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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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3 接地及搭接(826-13) 

B.1.13.1 
(局部)接地  
(826-13-02) 

在接地極附近，電位不一定為零  

B.1.13.2 
接地導體  
(826-13-12) 

埋在地下之接地導體未絕緣部位，可為構成接地配

置之部分  

B.1.13.3 
等電位搭接  
(826-13-19) 

區別為 2 部分  
－(主要)保護性等電位搭接。  
 －補充等電位搭接。  
 －非接地局部等電位搭接。  
－功能性等電位搭接  

B.1.14 
電路  
(826-14) 

B.1.14.1 
電機裝備之電路  
(826-14-01) 

由帶電導體，保護性導體(若有時)、保護裝置及聯

結之開關裝置、控制裝置及配件所構成之電路  
保護性導體可為某些電路中一般所使用者  

B.1.14.2 
中性導體  
(826-14-07) 

在規定條件下，於某些場合，單一導體可兼具中性

導體與保護性導體之功能 (參照 PEN 導體之定義

(826-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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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6 其他設備(826-16) 

B.1.16.1 
手持設備  
(826-16-05) 

此意謂設備於執行功能時，依賴不斷之手動支撐及

引導  

B.1.16.2 
靜態設備  
(826-16-06) 

例：在 IEC 標準之有關家庭用具中，此質量值為 18 
kg 

B.1.17 隔離與開關操作(826-17) 

B.1.17.1 
隔離  
(826-17-01) 

隔離之功能對提供人員之安全比工作、維修、故障

定位或設備更新之執行更有助益  
 
 

 
附錄 C 

(參考 )  

IEC 60364-1 第 4 版 (2001 年 )與第 5 版 (2005 年 )之結構比較  

IEC 60364-1 

2001 年版    2005 年版    
11 11 
11.1 11.1 
11.2 11.2 
11.3 11.3 
11.4 11.4 
11.5 11.5 
11.6 30 
12 12 
13 13 
131 131 
131.1 131.1 
131.1.1 131.2 
131.1.1 131.2.1 
131.1.2 131.2.2 
131.2 131.3 
131.3 131.4 
131.4 131.5 
131.5 131.6 
131.5.1 131.6.1 
131.5.2 131.6.2 
(空白)  131.6.3 
(空白) 131.6.4 
(空白) 131.7 
132 132 
132.1 132.1 
132.2 132.2 
132.2.1 132.2.1 
132.2.2 132.2.2 
132.2.3 132.2.3 
132.2.4 132.2.4 
132.2.5 132.2.5 
132.3 132.3 
132.4 
132.5 

132.4 
132.5 

132.6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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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132.7 
132.8 132.8 
132.9 132.9 
132.10 132.10 
132.11 132.11 
132.12 132.12 
(空白) 132.13 
133 133 
133.1 133.1 
133.2 133.2 
133.2.1 133.2.1 
133.2.2 133.2.2 
133.2.3 133.2.3 
133.2.4 133.2.4 
133.3 133.3 
133.4 133.4 
134 134 
134.1 134.1 
134.1.1 134.1.1 
134.1.2 134.1.2 
134.1.3 134.1.3 
134.1.4 134.1.4 
134.1.5 134.1.5 
134.1.6 134.1.6 
(空白) 134.1.7 
(空白) 134.1.8 
(空白) 134.1.9 
134.2 134.2 
(空白) 134.3 
(空白) 20 
30 30 
31 31 
311 311 
312 312 
312.1 312.1 
312.1 312.1.1 
312.1 312.1.2 
312.2 312.2 
312.2.1 312.2.1 
312.2.1 312.2.1.1 
(空白) 312.2.1.2 
312.2.2 312.2.2 
312.2.3 312.2.3 
312.2.4 312.2.4 
312.2.4 312.2.4.1 
312.2.4 312.2.4.2 
312.2.4 312.2.4.3 
312.2.4 312.2.4.4 
312.2.4 312.2.4.5 
313 313 
313.1 313.1 
313.1.1 313.1.1 
313.1.2 313.1.1 
313.2 313.2 
314 314 
314.1 314.1 
314.2 314.2 
(空白) 32 
33 33 
33.1 33.1 
33.2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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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4 
340.1 34 
340.2 (空白) 
35 35 
351 35.1 
(空白) 35.2 
(空白) 36 
附錄 A 附錄 A 
附錄 B 附錄 B  
(空白) 附錄 C 

 

 

 

 

參考資料  

 

[1]  IEC 61024 (a l l  par ts)  Protect ion  of st ructures against  l igh tn ing  

[2]  IEC 61936-1 Power  in sta l la t ions exceeding 1 kV a .c.  

 

 

 

相對應國際標準  

IEC 60364-1:2005 Low-vol tage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 Par t  1:  Fundamental  

pr inciples,assessmen t  of general  character ist ics,defin i 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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