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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CNS 14336 / IEC 60950-1 
資訊技術設備安全通則 

報告號碼. ..........................................: L7D1104N118 

測試人員 (+ 簽名)..............................: 劉冠宏 

 
核可人員(+ 簽名)...............................: 莊文聖 

 
受理日期 . .........................................: 2007 年 12 月 20 日 

報告完成日期 . ..................................: 2008 年 01 月 02 日 

總頁數 ...............................................: 61 頁 

測試實驗室 

名稱...................................................: 耕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灣省臺北縣中和市建一路186號14樓之2 

TAF 認証編號....................................: 1151 

申請者 

名稱...................................................: 大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北市內湖區陽光街 300 號1 至 9 樓 

測試規格 

標準...................................................: CNS 14336: 2004 

IEC 60950-1: 2001 

測試項目 

樣品名稱 ...........................................: Neo 1973 / 電池 / 充電器 

商標...................................................: FIC / FIC / AKII Technology 

型號...................................................: GTA02 / (GTC-01 / GTA-01) / A10P1-05MP 

製造商 ...............................................: 大眾電腦(蘇州)有限公司 

製造商地址........................................: 蘇州市工業園區蘇虹中路200號出口加工區 

電氣規格 ...........................................: 輸入:1) 3.7Vdc, 1200mAh from battery output 

        2) 5Vdc, 2000mA from adaptor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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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目: 測試項目與測試要求 

設備移動性................................................................. : 掌上型設備 

工作方式 .................................................................... : 連續工作 

進行 IT 配電系統試驗 ................................................. : 否 

進行 IT 配電系統試驗,相對相電壓 (V) ........................ : 不適用 

設備類別 .................................................................... : III 類 

設備重量 (kg) ............................................................. : Approx. 0.142Kg 

進水防護等級 ............................................................. : IPX0 

可能的試驗情況判定 

試驗情況不適用本試驗產品 ....................................... : 不適用 

試驗樣品滿足要求 ...................................................... : 符合 

試驗樣品不滿足要求 .................................................. : 不合格 

一般評述: 

除非全部複製,否則無實驗室書面批准本報告不得部份複製 

本報告出現的試驗結果僅與試驗樣品有關 

 “(見附表)”指本報告的附加表格 

 

附註: 

此設備型號 GTA02 是一個 Neo 1973，適用於一般辦公室使用 

此份測試報告僅適用於實際送樣樣品 
詳細RF照片請參考EMI報告號碼：TE7D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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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標籤圖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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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4336 / IEC 60950-1 

章節 要求-測試 結果-註解 判別 

 

 
 

1 通則 符合 
 
1.5 零組件 符合 

1.5.1 與安全性有關之零組件符合本標準或相關國家標準 對安規有影響的零件符合此本

規範要求或符合 IEC 零件法規

要求(參考附件表格 1.5.1) 

符合 

1.5.2 零組件之評估與測試 符合 IEC 規範的零件已核對符

合相關適用規範 
符合 

 直接插牆式設備,插頭尺寸 ................................... : 非直接插牆式設備 不適用 

 直接插牆式產品,插頭扭力和拉力測試,扭力(Nm); 
拉力(N)................................................................ :

      不適用 

1.5.3 溫度調節器 無溫度調節器使用 不適用 

1.5.4 變壓器 無絕緣變壓器使用 不適用 

1.5.5 互連電纜線 互連電纜線符合相關規範要求 符合 

1.5.6 一次側電路電容器 ............................................... : 無一次側電路 不適用 

1.5.7 以零組件橋接的雙重絕緣或加強絕緣 本產品屬於 III 類設備 不適用 

1.5.7.1 跨接電容器  不適用 

1.5.7.2 跨接電阻器  不適用 

1.5.7.3 可觸及零件  不適用 

1.5.8 連接至 IT 電源系統之零組件 此設備無連接至交流主電源 不適用 

 

1.6 電源介面 符合 

1.6.1 交流電源配線系統 本產品屬於 III 類產品 不適用 

1.6.2 輸入電源 根據 1.2.2.1 章節要求,最大負

載是此設備在最大亮度及最大

對比狀況下動作 

符合 

1.6.3 掌上型設備之電壓限制值 此設備輸入電壓沒有超過

250V 
符合 

1.6.4 中性線 此設備沒有連接至交流主電源 不適用 

 

1.7 標示及說明書 符合 

1.7.1 額定功率 參考下面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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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4336 / IEC 60950-1 

章節 要求-測試 結果-註解 判別 

 

 
 

 額定電壓或額定電壓範圍(V) ............................... : 請參考報告第一頁 符合 

 直流電源符號 d.c. ............................................... : 符合 IEC 60417, No. 5031 符
號 

符合 

 額定頻率或額定頻率範圍(Hz) ............................ : 直流電源輸入 不適用 

 額定電流(A) ........................................................ : 請參考報告第一頁 符合 

 製造商名稱/商標 .................................................. : 請參考報告第一頁 符合 

 型號 ..................................................................... : 請參考報告第一頁 符合 

 II類結構符號 ....................................................... : 此設備為 III 類設備 不適用 

 其他符號.............................................................. : 無任何會產生誤解的符號使用 不適用 

 認證單位的商標 .................................................. : 沒有標示 不適用 

1.7.2 安全說明 相關警語標示在鋰電池上 符合 

1.7.3 短時間操作 此設備為連續操作 不適用 

1.7.4 主電壓調整 .......................................................... : 無電壓調整裝置 不適用 

1.7.5 設備電源輸出 ...................................................... : 無電源輸出 不適用 

1.7.6 保險絲識別 .......................................................... : 無保險絲使用 不適用 

1.7.7 配線端子 參考下面 不適用 

1.7.7.1 保護接地端子 III 類設備 不適用 

1.7.7.2 外部交流電源導線之端子  不適用 

1.7.8 控制器與指示器 無控制器或指示器使用 ⎯ 

1.7.8.1 識別,裝置與標示 .................................................. : 沒有任何標示會影響到產品安

全 
不適用 

1.7.8.2 顏色 .................................................................... : 沒有任何顏色的表示與安全有

關 
不適用 

1.7.8.3 符號 ..................................................................... : “待機” 開關的標示符合 IEC 
60417-1-IEC-5010 

符合 

1.7.8.4 以圖標示 ............................................................. :  不適用 

1.7.9 複合電源間之絕緣 .............................................. : 電源輸入來自安全超低電壓電

路 
不適用 

1.7.10 IT 電源系統 III 類設備 不適用 

1.7.11 溫度開關及其它穩定裝置 無溫度開關或其他穩定裝置 不適用 

1.7.12 語言 .................................................................... : 中文使用說明書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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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測試 結果-註解 判別 

 

 
 

1.7.13 耐久性 設備標籤符合相關測試 符合 

1.7.14 可移動之零組件 設備標示不是標在可移動之零

組件上 
符合 

1.7.15 可更換之電池 參考 1.7.2 章節 符合 

 語言 ..................................................................... : 中文 ⎯ 

1.7.16 操作者使用工具可觸及的區域 ............................. : 無操作者必須使用工具才可觸

及的區域 
不適用 

1.7.17 設備為禁止觸及區域............................................ : 無禁止觸及區域 不適用 

 

2 危險之保護 符合 

2.1 防電擊及能量危險之保護 符合 

2.1.1 操作者可觸及區域之保護 設備電源輸入來自安全超低電

壓電路 
符合 

2.1.1.1 帶電部位之接觸   ⎯ 

 檢查方式判別 ...................................................... :   不適用 

 測試手指測試 ...................................................... :  不適用 

 測試針測試 ........................................................... :   不適用 

 測試棒測試 ........................................................... : 無電信網路電壓電路 不適用 

2.1.1.2 電池裝配匣 ........................................................... : 無電池裝配匣 不適用 

2.1.1.3 接觸 ELV 配線 僅有安全超低電壓電路在操作

人員觸及區域 
不適用 

 工作電壓 (V); 絕緣距離(mm)  ⎯ 

2.1.1.4 接觸危險電壓電路配線  不適用 

2.1.1.5 能量危險............................................................... :  不適用 

2.1.1.6 手動控制  不適用 

2.1.1.7 設備電容器放電  不適用 

 時間常數 (s); 量測電壓 (V) ................................... :  ⎯ 

2.1.2 維修可觸及區域的保護  不適用 

2.1.3 禁止觸及區域的保護  不適用 

 

2.2 SELV 電路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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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測試 結果-註解 判別 

 

 
 

2.2.1 一般要求 單一故障狀況時,設備仍為安全

超低電壓電路 
符合 

2.2.2 正常條件下的電壓 ............................................... : 所有可接觸到的電壓均低於

42.4Vp 或 60Vdc,且視為是安

全超低電壓電路 

符合 

2.2.3 故障狀態下的電壓 ............................................... : 在單一故障狀況下,電路電壓在

0.2秒內沒有超過71Vpeak或

120Vdc 

符合 

2.2.3.1 以雙重絕緣或加強絕緣作隔離(方法 1) 電源供應來自於安全超低電壓

電路 
不適用 

2.2.3.2 以接地網隔離 (方法 2)  不適用 

2.2.3.3 以接地之 SELV 電路保護 (方法 3)  不適用 

2.2.4 SELV 電路與其他電路之連接............................... : 安全超低電壓電路沒有接到其

他電路 
不適用 

 

2.3 TNV 電路                         無電信網路電壓電路 不適用 

2.3.1 限制值   不適用 

 TNV電路的形式................................................... :       ⎯ 

2.3.2 與其他電路及與可觸及的零件之隔離       不適用 

 絕緣等級.............................................................. :       ⎯ 

2.3.3 與危險電壓之隔離       不適用 

 絕緣等級.............................................................. :       ⎯ 

2.3.4 TNV 電路與其他電路連接       不適用 

 絕緣等級.............................................................. :       ⎯ 

2.3.5 外部產生之操作電壓       不適用 

 

2.4 限制電流電路                      無限制電流電路 不適用 

2.4.1 一般規定       不適用 

2.4.2 限制值       不適用 

 頻率 (Hz) ............................................................. :       ⎯ 

 量測電流 (mA)..................................................... :       ⎯ 

 量測電壓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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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測試 結果-註解 判別 

 

 
 

 量測電量 (μF) ...................................................... :       ⎯ 

2.4.3 限制電流電路與其他電路的連接       不適用  

 

2.5 電力限制型電源     符合 

 固有限制之輸出值  不適用 

 阻抗限制之輸出值       不適用 

 有過電流保護之輸出值       不適用 

 正常操作及單一故障條件下,穩壓網路之輸出值 (參考附件表格 2.5) 符合 

 正常操作條件下,穩壓網路之輸出值及單一故障條件

下,有過電流保護之輸出值 
      不適用 

 輸出電壓 (V),輸出電流 (A),電力(VA).................. :  ⎯ 

 過電流保護裝置之額定電流值 無電流保護裝置使用 ⎯ 

 

2.6 接地保護    不適用 

2.6.1 保護接地 III 類設備 不適用 

2.6.2 功能性接地       不適用 

2.6.3 保護接地及保護搭接導體       不適用 

2.6.3.1 保護接地導體的尺寸       不適用 

 額定電流 (A),截面積 (mm2),AWG........................ :       ⎯ 

2.6.3.2 保護搭接地導體的尺寸       不適用 

 額定電流 (A),截面積 (mm2),AWG........................ :       ⎯ 

2.6.3.3 額定電流 (A),形式及標稱螺紋直徑(mm) .............. :       不適用 

 接地導體及其終端之阻抗 (Ω) 測試電流 (A) ......... :       不適用 

2.6.3.4 絕緣顏色 .............................................................. :       不適用 

2.6.4 端子       不適用 

2.6.4.1 保護接地與搭接端子       不適用 

 額定電流 (A),形式及標稱螺紋直徑(mm) .............. :       ⎯ 

2.6.4.2 自保護搭接導體與保護接地導體的隔離       不適用 

2.6.5 保護接地的完整性       不適用 

2.6.5.1 設備的互連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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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測試 結果-註解 判別 

 

 
 

2.6.5.2 保護接地導體與保護搭接導體的零組件       不適用 

2.6.5.3 保護接地的移開       不適用 

2.6.5.4 操作人員可以移動的零組件       不適用 

2.6.5.5 維修期間移動的零組件       不適用 

2.6.5.6 抗蝕性       不適用 

2.6.5.7 保護搭接的螺釘       不適用 

2.6.5.8 電信網路的信賴性       不適用 

 

2.7 一次側電路接地不良及過電流 不適用 

2.7.1 基本規定 此設備沒有直接連接至一次側

電路 
不適用  

2.7.2 當設備依賴建物安裝作為保護,安裝說明書詳細說

明其保護方式 
      不適用 

2.7.3 非第 5.3 節所規定之故障       不適用 

2.7.4 短路備用保護       不適用 

2.7.5 保護裝置之位置及數量 ....................................... :       不適用 

2.7.6 多重保護裝置       不適用 

 

2.8 安全互鎖        無安全互鎖使用 不適用 

2.8.1 一般原則  不適用 

2.8.2 保護要求事項       不適用 

2.8.3 非故意的重置       不適用 

2.8.4 故障時的安全操作       不適用 

2.8.5 可動元件       不適用 

2.8.6 互鎖之解除       不適用 

2.8.7 在互鎖系統中開關與繼電器       不適用 

2.8.7.1 接點間隙 (mm) ................................................... :       不適用 

2.8.7.2 過負載試驗       不適用 

2.8.7.3 耐久試驗       不適用 

2.8.7.4 耐電壓試驗 (V)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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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測試 結果-註解 判別 

 

 
 

2.8.8 機械制動器       不適用 

 

2.9 電器絕緣                                       III 類設備 符合 

2.9.1 絕緣材料的特性 設備內部提供功能性絕緣 符合 

2.9.2 溼度條件       不適用 

2.9.3 絕緣要求       不適用 

2.9.4 絕緣要素   不適用 

2.9.5 絕緣種類 功能性絕緣 不適用 

 

2.10 空間距離、沿面距離及絕緣距離 

只有 SELV 電路在產品內部。功能性絕緣部份,必須參照 5.3.4 章節 

不適用 

2.10.1 通則   不適用 

2.10.2 工作電壓之決定       不適用 

2.10.3 空間距離       不適用 

2.10.3.1 通則       不適用 

2.10.3.2 一次側電路中之空間距離       不適用 

2.10.3.3 二次側電路之空間距離       不適用 

2.10.3.4 暫態電壓的量測       不適用 

2.10.4 沿面距離       不適用 

 CTI測試 ............................................................... :       ⎯ 

2.10.5 固體絕緣       不適用 

2.10.5.1 絕緣物的最小厚度       不適用 

2.10.5.2 薄片狀材料       不適用 

 層數 (pcs) ............................................................ :       ⎯ 

 耐電壓測試       ⎯ 

2.10.5.3 印刷電路板       不適用 

2.10.5.4 繞線零組件 ..........................................................:  不適用 

2.10.6 塗裝之印刷電路板  不適用 

2.10.6.1 通則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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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2 樣品準備及預備試驗............................................:  不適用 

2.10.6.3 熱循環試驗 ..........................................................:  不適用 

2.10.6.4 熱老化試驗 ..........................................................:  不適用 

2.10.6.5 耐電壓試驗  不適用 

2.10.6.6 抗磨損試驗 ..........................................................:  不適用 

 耐電壓試驗  不適用 

2.10.7 包覆及密封材料 ...................................................:  不適用 

2.10.8 以絕緣化合物填充空隙 ........................................:  不適用 

 耐電壓試驗  不適用 

2.10.9 零組件外部端子  不適用 

2.10.10 不同尺寸的絕緣層       不適用 

 

3 配線、接線與電源 符合 

3.1 通則 符合 

3.1.1 電流定額與過電流保護 所有內部線材均為 UL 承認品,
且為 PVC 絕緣,額定 VW-1,至
少 60℃。線材的線徑均適用

於實際電流 

符合 

3.1.2 機械傷害的保護 線材不會碰到銳角和散熱片 符合 

3.1.3 內部配線的確保 內部線材有很好的固定方式,不
會產生脫落的狀況 

符合 

3.1.4 導體的絕緣 線材導體的絕緣符合實際電壓 符合 

3.1.5 串珠與陶瓷絕緣物 無使用串珠或陶瓷絕緣物 不適用 

3.1.6 電氣接觸壓力目的之螺釘 無使用此種螺絲 不適用 

3.1.7 電氣連接的非金屬材料 同上 不適用 

3.1.8 自攻螺釘與間距螺紋螺釘 無使用此種螺絲 不適用 

3.1.9 導體的終端 所有導體均很牢靠的定位 符合 

3.1.10 電線的套管  無使用套管 不適用 

 

3.2 交流電源之連接 

此設備沒有連接至交流主電源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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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連接方法 .............................................................:  不適用 

3.2.2 多電源連接       不適用 

3.2.3 永久性連接設備       不適用 

 導體的數目,電纜與導線的直徑 ...........................:       ⎯ 

3.2.4 電器入口       不適用 

3.2.5 電源線       不適用 

 形式 .....................................................................:       ⎯ 

 額定電流 (A),截面積(mm2), AWG....................... :       ⎯ 

3.2.6 電線固定座及抗拉力       不適用   

 設備的重量 (kg),拉力(N)  ................................... :       ⎯ 

 縱向位移 (mm) ................................................... :       ⎯ 

3.2.7 機械傷害的保護       不適用 

3.2.8 線保護套       不適用 

 D (mm); 試驗重量 (g) ......................................... :       ⎯ 

 電源線的曲率半徑 (mm) ..................................... :       ⎯ 

3.2.9 電源配線空間       不適用   

 

3.3 外接電源供應器一次側導線之配線端子 

此設備沒有連接至交流主電源 

不適用 

3.3.1 配線端子       不適用 

3.3.2 不可分離式電源線之連接       不適用 

3.3.3 螺釘端子       不適用 

3.3.4 額定電流 (A),電源線電纜線形式, 截面積 (mm2) .. :       不適用 

3.3.5 額定電流 (A),標稱螺紋直徑(mm)......................... :       不適用 

3.3.6 配線端子設計       不適用 

3.3.7 配線端子的歸類       不適用 

3.3.8 絞線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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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交流主電源之切離 

此設備沒有連接至交流主電源 

不適用 

3.4.1 一般要求事項       不適用 

3.4.2 切離裝置       不適用 

3.4.3 永久連接設備       不適用 

3.4.4 殘留能量的零組件       不適用 

3.4.5 可撓線上的開關       不適用 

3.4.6 單相設備       不適用 

3.4.7 三相設備       不適用 

3.4.8 開關當作切離裝置       不適用 

3.4.9 插頭當作切離裝置       不適用 

3.4.10 互連設備       不適用 

3.4.11 多電源設備       不適用 

 

3.5 設備間之互連 符合 

3.5.1 一般要求事項 參考下面 不適用 

3.5.2 互連電路之形式 .................................................... : 互連電路為安全超低電壓電路 符合 

3.5.3 以 ELV 電路為互連電路 無超低電壓電路 不適用 

 

4 物理性要求 符合 

4.1 穩定性 ⎯ 

 10°角傾斜試驗 產品為掌上型設備 不適用 

 試驗:力量 (N)........................................................ : 設備非落地型 不適用 

 

4.2 機械強度 符合 

4.2.1 通則   符合 

4.2.2 10 N 穩定力 經 10N 推力後，沒有危險性 符合 

4.2.3 30 N 穩定力   不適用 

4.2.4 250 N 穩定力 經 250N 推力後，沒有危險性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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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撞擊試驗       不適用 

4.2.6 落下試驗 經落下測試後，不會碰觸危險

區域，造成危險 
符合 

4.2.7 應力鬆弛試驗 經應力鬆弛測試後，不會碰觸

危險區域，造成危險 
符合 

4.2.8 陰極射線管  ⎯ 

 影像管符合 CNS 規範要求.................................. :  不適用 

 影像管最大正面尺寸 > 16 cm,且有內衣保護  不適用 

 非內在保護的影像管最大正面尺寸> 16 cm ,且使

用保護螢幕 
 不適用 

 非內在保護影像管試驗  不適用 

4.2.9 高壓燈泡  不適用 

4.2.10 壁掛式或吸頂式設備; 試驗力量 (N) .................... :  不適用 

 

4.3 設計與結構 符合 

4.3.1 銳邊及銳角 所有的銳邊及銳角是圓滑的,不
會傷及使用者 

符合 

4.3.2 手把與手控操作器; 拉力 (N)................................ :  不適用 

4.3.3 可調控制器 無使用可調控制器 不適用 

4.3.4 零件固定 所有零件均固定牢靠 符合 

4.3.5 插接器連接 無使用插接器 不適用 

4.3.6 直接插入式設備 非直接插入式設備 不適用 

 拉力 (Nm)............................................................ : 同上 ⎯ 

4.3.7 已接地設備發熱元件 設備中沒有發熱元件 不適用 

4.3.8 電池 參考附件表格 5.3 符合 

4.3.9 油與油性物質 無使用油與油性物質 不適用 

4.3.10 灰塵,粉末,液體及氣體 設備非此種結構 不適用 

4.3.11 液體或氣體容器 設備內沒有含液體 不適用 

4.3.12 可燃性液體 .......................................................... : 設備內沒有使用可燃性液體 不適用 

 液體的容量(l)....................................................... : 同上 不適用 

 發火點 (°C).......................................................... : 同上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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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輻射; 輻射形式 .................................................... : 此設備不會產生輻射 不適用 

 設備使用輻射  不適用 

 

4.4 可動部危險之保護 不適用 

4.4.1 通則 無可動性危險元件 不適用 

4.4.2 使用者觸及區保護  不適用 

4.4.3 限制觸及位置之保護       不適用 

4.4.4 維修觸及區及之保護  不適用 

 

4.5 溫升規定 符合 

4.5.1 溫升 設備及其零件的溫度均沒有超

過限制值 

(參考附件表格 4.5) 

符合 

4.5.2 耐異常高溫 .......................................................... :  不適用 

 

4.6 外殼開孔..........................................................................  設備內無任何危險元件 不適用 

4.6.1 頂部及側面開孔   不適用 

 尺寸(mm) ........................................................... :       ⎯ 

4.6.2 防火外殼底部       不適用  

 底部結構.............................................................. :       ⎯ 

4.6.3 防火外殼內的門或外蓋  不適用 

4.6.4 可攜式設備之開孔  不適用 

4.6.5 結構目的之黏膠  不適用 

 

4.7 防制起火 符合 

4.7.1 減少起火與延燃之危險 方法 1:選擇與應用零組件的材

質均能降低起火與延燃之可能

性 

符合 

4.7.2 防火外殼條件 參考 4.7.2.2 章節 符合 

4.7.2.1 須防火外殼之零件 同上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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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2 不須防火外殼之零組件 設備不需使用防火外殼,因為

所有零件均被固定在 V-1 以上

等級之材料,且由限電力電源

供電 

符合 

4.7.3 材料 參考下面 符合 

4.7.3.1 通則 電路板使用 V-1 或以上之等級 符合 

4.7.3.2 防火外殼材料 設備不需使用防火外殼 不適用 

4.7.3.3 防火外殼外部的零組件與其他零件材料 同上 不適用 

4.7.3.4 防火外殼內之零組件及其他零件材料 同上 不適用 

4.7.3.5 空氣濾清器材料 無使用空氣濾清器 不適用 

4.7.3.6 高電壓零組件材料 無使用高電壓零組件 不適用 

 

5 電器規定及模擬異常狀態 

產品屬於 III 類設備 

符合 

5.1 接觸電流與保護導體電流 不適用 

5.1.1 通則  不適用 

5.1.2 待測設備 (EUT)       不適用 

5.1.3 試驗電路       不適用 

5.1.4 量測儀器應用       不適用 

5.1.5 試驗程式       不適用 

5.1.6 試驗量測       不適用 

 測試電壓 (V) ....................................................... :       ⎯ 

 量測電壓(mA) .................................................... :       ⎯ 

 最大可允許電流 (mA) ......................................... :       ⎯ 

5.1.7 接觸電流超出 3.5mA 設備   ................................ :       不適用 

5.1.8 源自於或進入電信網路之接觸電流       不適用 

5.1.8.1 進入電信網路之接觸電流限制值       不適用 

 測試電壓 (V) ....................................................... :       ⎯ 

 量測電流(mA) .................................................... :       ⎯ 

 最大可允許電流 (m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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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2 源自於電信網路接觸電流的總和 ......................... :       不適用 

 

5.2 耐電壓..............................................................................  產品為 III 類設備 不適用 

5.2.1 通則       不適用 

5.2.2 試驗步驟       不適用 

 

5.3 異常操作與故障狀態 符合 

5.3.1 過載與異常操作保護 參考附件表格 5.3 符合 

5.3.2 電動機 設備內無電動機 不適用 

5.3.3 變壓器 設備內無絕緣變壓器 不適用 

5.3.4 功能性絕緣 .......................................................... : 使用方法 C, 參考附件表格 5.3 符合 

5.3.5 電氣機械零組件 無使用電氣機械零組件 不適用 

5.3.6 模擬故障狀態 參考附件表格 5.3 符合 

5.3.7 無須照料設備       不適用 

5.3.8 異常操作與故障狀態之符合性規定 參考下面 符合 

5.3.8.1 試驗中 試驗中,無火焰產生,無金屬融

化且無外殼變形現象 
符合 

5.3.8.2 試驗後 測試後無危險性 符合 

 

6 連接至電信網路                                                        不適用 

6.1 電信網路維修人員以及其他連接至網路設備之使用者於設備產生危險之保護 不適用 

6.1.1 危險電壓之保護 不適用 

6.1.2 電信網路與接地間之隔離 不適用 

6.1.2.1 測試電壓 (V) ...................................................... :  不適用 

 測試線路中的電流  (mA) ....................................:       ⎯ 

 除外條款 ..............................................................:       ⎯ 

6.1.2.2 要求       不適用 

 

6.2 電信網路上設備使用者之過電壓防護 不適用 

6.2.1 隔離之要求       不適用 



 page 18 <報告號碼.: L7D1104N118> 

 

CNS 14336 / IEC 60950-1 

章節 要求-測試 結果-註解 判別 

 

 
 

6.2.2 耐電壓測試程式       不適用 

6.2.2.1 脈衝試驗       不適用 

6.2.2.2 穩態測試       不適用 

6.2.2.3 符合性標準       不適用 

 

6.3 電信網路線材過熱保護 不適用 

 最大輸出電流 (A)................................................. :       ⎯ 

 電流限制原理....................................................... :       ⎯ 

 

7 連結至電纜配線系統 (無連結至電纜配線系統) 不適用 

7.1 電纜配線系統之維修人員及使用連接有線配線系

統設備之使用者對設備內危險電壓之保護 
 不適用 

7.2 電纜配線系統上設備使用者之過電壓保護  不適用 

7.3 一次側電路與電纜配線系統間之絕緣  不適用 

7.3.1 通則  不適用 

7.3.2 突波電壓試驗  不適用 

7.3.3 脈衝試驗  不適用 

7 連結至電纜配線系統 無連結至電纜配線系統 不適用 

7.1 電纜配線系統之維修人員及使用連接有線配線系

統設備之使用者對設備內危險電壓之保護 
 不適用 

7.2 電纜配線系統上設備使用者之過電壓保護  不適用 

7.3 一次側電路與電纜配線系統間之絕緣  不適用 

7.3.1 通則  不適用 

7.3.2 突波電壓試驗  不適用 

7.3.3 脈衝試驗  不適用 

 

A 附錄 A, 耐熱及防火試驗 不適用 

A.1 總重超過 18Kg 的可移動型設備和固定型設備的防火外殼之耐燃性測試 (參照 
4.7.3.2 節) 

不適用 

A.1.1 試片  不適用 

 外殼厚度 (m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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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試片前處理條件;溫度 (°C) ................................... :  不適用 

A.1.3 試片之固定方式 ................................................... :  不適用 

A.1.4 試驗火焰  不適用 

A.1.5 試驗程式  不適用 

A.1.6 符合性標準  不適用 

 試片 1 燃燒時間(s)............................................... :  ⎯ 

 試片 2 燃燒時間(s)............................................... :  ⎯ 

 試片 3 燃燒時間(s)............................................... :  ⎯ 

A.2 總重量不超過 18Kg 的可移動性設備之防火外殼耐燃性測試,及位元於防火罩之零

件、材料(第 4.7.3.2 節、 4.7.3.4 節) 
不適用 

A.2.1 試片  不適用 

 外殼厚度(mm) ..................................................... :  ⎯ 

A.2.2 試片前處理條件;溫度 (°C) ................................... :  不適用 

A.2.3 試片固定方式 ...................................................... :  不適用 

A.2.4 試驗火焰  不適用 

A.2.5 試驗程式  不適用 

A.2.6 符合性標準  不適用 

 試片 1 燃燒時間(s)............................................... :  ⎯ 

 試片 2 燃燒時間(s)............................................... :  ⎯ 

 試片 3 燃燒時間(s)............................................... :  ⎯ 

A.2.7 可替代性試驗,依 CNS14545-8 第 4 及第 8 節  不適用 

 試片 1 燃燒時間(s)............................................... :  ⎯ 

 試片 2 燃燒時間(s)............................................... :  ⎯ 

 試片 3 燃燒時間(s)............................................... :  ⎯ 

A.3 熱燃油測試 (參照第 4.6.2 節) 不適用 

A.3.1 固定樣品.............................................................. :  不適用 

A.3.2 測試程式  不適用 

A.3.3 符合性標準 .......................................................... :  不適用 

 

B 附錄 B, 電動機異常條件測試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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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一般要求事項  不適用 

 位置 .................................................................... :  ⎯ 

 廠商名稱.............................................................. :  ⎯ 

 型號 .................................................................... :  ⎯ 

 額定值  ............................................................... :  ⎯ 

B.2 試驗條件  不適用 

B.3 最高溫度  不適用 

B.4 過負載運轉測試  不適用 

B.5 鎖定轉子過負載測試  不適用 

 測試時間 (天) ..................................................... :  ⎯ 

 耐電壓試驗: 測試電壓 (V) ................................... :  ⎯ 

B.6 在二次側電路內之直流電動機過負載運轉測試  不適用 

B.7 在二次側電路內之直流電動機鎖定轉子過負載測試 不適用 

B.7.1 測試程式  不適用 

B.7.2 替代用測試程式; 測試時間 (小時) ........................ :  不適用 

B.7.3 耐電壓試驗  不適用 

B.8 具電容器之電動機試驗  不適用 

B.9 三相電動機之測試  不適用 

B.10 串激電動機之測試  不適用 

 運轉電壓 (V) ....................................................... :  ⎯ 

 

C 附錄 C, 變壓器(參照 1.5.4 及 5.3.3 節)  不適用 

 位置 .................................................................... :  ⎯ 

 廠商名稱.............................................................. :  ⎯ 

 型號 .................................................................... :  ⎯ 

 額定值  ............................................................... :  ⎯ 

C.1 過負載測試  不適用 

C.2 絕緣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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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附錄 D, 接觸電流試驗之量測儀器(參照 5.1.4 節) 不適用 

D.1 量測儀器   不適用 

D.2 替代量測儀器   不適用 

 

E 附錄 E, 線圈之溫升 (參照 1.4.13 an 及 4.5.1 節) 

使用熱偶線原理 

不適用 

 

F 附錄 F, 沿面距離與空間距離之量測 

(參照 2.10 節)  

不適用 

 

G 附錄 G, 決定空間距離之替代方法 

替代方法不考量 

不適用 

G.1 決定最小空間距離程式摡述  不適用 

G.2 決定主電源暫態電壓 (V)...................................... :  不適用 

G.3 電信網路暫態電壓 (V) ......................................... :  不適用 

G.4 耐電壓值之規格(V) .............................................. :  不適用 

G.5 暫態電壓位準之量測(V)....................................... :  不適用 

G.6 最小空間距離 ...................................................... :  不適用 

 

H 附錄 H, 遊離輻射(參照 4.3.13 節)   不適用 

 遊離輻射 不適用 

 量測的輻射值(mR/h) ........................................... : 無遊離輻射 ⎯ 

 量測的最高電壓 (kV) ........................................... : 同上 ⎯ 

 量測的焦距電壓 (kV) ........................................... : 同上 ⎯ 

 CRT 標示 ............................................................. : 同上 ⎯ 

 

J 附錄 J, 電化學電位表 (參照 2.6.5.6 節) 不適用 

 使用金屬 .............................................................. :  ⎯ 

 

K 附錄 K, 溫度控制器(參照 1.5.3 及 5.3.7 節)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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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接通及切離容量 無溫度控制器 不適用 

K.2  恆溫器信賴性; 操作電壓(V) ................................. : 同上 不適用 

K.3 恆溫器之耐久性; 操作電壓 (V)  ........................... : 同上 不適用 

K.4 溫度限制器之耐久性; 操作電壓(V) ..................... : 同上 不適用 

K.5 溫度斷路器之耐久性 同上 不適用 

K.6 操作穩定性 同上 不適用 

 

L 附錄 L, 某些商業用電氣產品之正常負載狀態 (參照 1.2.2.1 及 4.5.1 節) 不適用 

L.1 打字機  不適用 

L.2  加算機及收銀機  不適用 

L.3 擦拭機  不適用 

L.4 削鉛筆機  不適用 

L.5 複印機及影印機  不適用 

L.6 電動操作檔案機  不適用 

L.7 其他商業機器  不適用 

 

M 附錄 M, 電話機震鈴信號準則 (參照 2.3.1 節) 不適用 

M.1 介紹  不適用 

M.2  方法 A  不適用 

M.3 方法 B  不適用 

M.3.1 電鈴信號  不適用 

M.3.1.1 頻率 (f) ................................................................ :  不適用 

M.3.1.2 電壓 (V) .............................................................. :  不適用 

M.3.1.3 韻律; 時間 (s),電壓 (V) ....................................... :  不適用 

M.3.1.4 單一故障電流 (mA) ............................................. :  不適用 

M.3.2 制動裝置及監視電壓 ........................................... :  不適用 

M.3.2.1 制動裝置及監視電壓之使用狀況  不適用 

M.3.2.2 制動裝置  不適用 

M.3.2.3 監視電壓 (V)........................................................ :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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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附錄 U, 無套絕緣套管之絕緣繞線 (參照 2.10.5.4 節) 不適用 

 獨立的測試報告  不適用 

 

V 附錄 V, AC 電源配線系統 (參照 1.6.1 節) 不適用 

V.1 介紹  不適用 

V.2 TN 電源系統 . 不適用 

V.3 TT 電源系統  不適用 

V.4 IT 電源系統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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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表格: 重要零件列表 符合 
 

零件名稱 公司名稱或商標 型號 技術規格 認證標準 認證單位 

充電器 AKII 
TECHNOLOGY 
CO., LTD. / AKII 
Technology 

A10P1-05MP I/P:100-240 Vac, 
47-63 Hz, 0.3A; 
O/P: 5Vdc, 2.0A

UL 60950-1 UL 

電池 WELLDONE 
COMPANY / FIC 

GTC-01 / GTA-01 3.7Vdc, 
1200mAh 

-- -- 

外殼材質 Various Various V-1 or better UL 94 UL  

電路板 Various Various V-1 or better,   
105℃ 

UL 94 UL 

 

 

1.6.2 表格: 電器數據 (在正常狀況下) 符合 
 

保險絲 額定電流

(A) 
輸入電壓

(V)  
輸入功率 

(W) 
輸入電流

( A) 
流經保險

絲電流 ( A)
測試狀況 

-- -- DC 3.7 1.03 0.28 -- Maximum normal load, measured 
from battery output. 

-- 2 DC 5.0 2.35 0.47 -- Maximum normal load, measured 
from adapter output. 

 

 

2.1.1.7 表格: 放電試驗 不適用 
 
測試狀況 計算值τ (s) 量測值τ  (s) 放電至 0V

的時間 (s)
註解 

     

     

 

 

2.2.2 表格: 危險電壓量測 不適用 
 

最大電壓 變壓器 位置 

V peak V d.c. 

限制電壓的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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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電壓 

 

. 

2.2.2 表格: 安全超低電壓量測 不適用 
 
位置 量測電壓 (V) 註解 

  

  

 

2.5 表格:電力限制型電源的量測 符合 
 
 Uoc =  4.2V (無負載狀況下電池輸出端的量測值) 

 限制值 量測值 

根據表格 2B,在正常最大負載狀況下量測 

current (in A) 8 2.4 符合 

power (in VA) ≤5Uoc 7.8 (3.25V × 2.4A) 符合 

 

Uoc =  4.2V (無負載狀況下電池輸出端的量測值) 

 限制值 量測值 

根據表格 2B,在正常最大負載狀況下量測 

current (in A) 8 5.5 符合 

power (in VA) ≤5Uoc 15.25 (3.05V × 5A) 符合 

 

 

2.6.3.3 表格: 接地連續性測試 不適用 
 
位置 量測阻值 (mΩ) 註解 

   

   

 

 

2.10.2 表格: 工作電壓量測 不適用 
 
位置 RMS 電壓 (V) Peak 電壓 (V)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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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RMS 電壓 (V) Peak 電壓 (V) 註解 

  

  

  

 

2.10.3 & 
2.10.4 

表格: 隔空距離與沿面距離量測 

設備內只有安全超低電壓電路 

不適用 

 
量測位置 Up 

(V) 
U r.m.s. 

 (V) 
隔空距離

要求 
 (mm) 

量測的隔

空距離 
 (mm) 

沿面距離

(mm) 
量測的沿

面距離 
(mm) 

       

       

 

 

2.10.5 表格: 絕緣厚度的量測 不適用 
 
絕緣厚度位置: U r.m.s. 

(V) 
測試電壓 

 (V) 
厚度要求 

 (mm) 
di 

(mm) 

     

     

  

 

4.5 表格: 溫升值量測 符合 

 測試電壓 (V) ........................................................ : A) 5 Vdc 

B) Charge 

C) Discharge 

⎯ 

 
零件: dT (°C) allowed dT (°C) 

Neo 1973 

測試狀況 A) -- 

手機螢幕 65.4 95 

手機電路板 68.7 105 

手機內殼 66.3 -- 

手機外殼 65.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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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件: dT (°C) allowed dT (°C) 

室溫 60°C -- 

電池  

測試狀況 B)  C) -- 

電池電路板 67.4 69.0 105 

電池單體 68.8 62.5 -- 

室溫 60°C 60°C -- 
 
註解:溫昇的量測是依據 1.2.2.1,1.6.2 及 1.4.5 章節中最差的狀況測量 

操作室溫是為 60°C,溫升限制值計算如下: 

零件類 (PCB)→ 溫升限制→ 105°C 

使用者可觸碰到的部份(塑膠外殼)→ 溫升限制→ 95°C 

 

4.5.2 表格: 塑膠材質的球壓測試 不適用 

 印模直徑的限制值 (mm) ...................................... : ≤ 2 mm ⎯ 
 
塑膠材質 試驗溫度 (°C) 印模直徑 (mm) 

   

   

  

 

5.1.6 表格: 接觸電流試驗 不適用 

測試狀況 電流:火線端→可接觸
部份(mA) 

電流:水線端→可接
觸部份(mA) 

註解 

    

    

 

 

5.2 表格: 耐電壓試驗 不適用 

測試端點: 測試電壓 (V) 絕緣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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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表格:異常狀況測試 符合 

 室溫 (°C)  : 25°C ⎯ 

 電池的型號 : -- ⎯ 

 電池的廠家 : -- ⎯ 

 電池的電器規格  : -- ⎯ 
 

序號 零件編號 異常狀況 測試電壓
(V) 測試時間

保險絲
編號 

保險絲電流
(A) 測試結果 

1. 電池內部 
P- & B-短路 

o-c 4.2 7 hrs -- -- 過充測試中，電池電路板

最高溫度：25.1°C，電池

沒有起火的現象產生 

2. 電池內部 
P- & B-短路 

o-d 4.2 2.5 hrs -- -- 過放測試中，電池單體最

高溫度：44.0°C，電池沒

有起火的現象產生 

3. 電池輸出正

負端 
s-c 4.2 2.5 hrs -- -- 輸出端保護，無電壓輸

出，沒有危險產生，電池

電路板最高溫度：25.9°C

4. 電池輸出正

負端 
r-c 4.2 7 hrs -- -- 電池無法反向充電，反向

充電電流為零，電池電路

板最高溫度：27.0°C，電

池沒有起火的現象產生 

補充說明 

s-c :  短路, o-c: 過充電, o-d: 過放電, r-c: 反向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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