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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電動機車高溫擠壓電擊安全防護規範 

1. 實施時間及適用範圍： 

1.1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一日起，新型式之L類電動機車及中華民國一０一年十二月一

日起，各型式之L類電動機車，應符合本項規定。 

1.2 同一申請者同一年度同型式規格車輛，申請逐車少量車型安全審驗且總數未逾二十輛

者，得免符合本項「電動機車高溫擠壓電擊安全防護規範」規定。 

2. 名詞釋義：  

2.1 外露可導電零件：可容易碰觸到，在正常使用狀況下不會帶電，而只在異常情況(絶緣

失效)下才會帶電之可導電體。 

本規範中「可容易碰觸到」乃指可用CNS 14165 [電器外殼保護分類等級(IP 碼)]中所規定

IP-XXB 之關節試驗指碰觸到。 

2.2 動力裝置：係指包含下列裝置之電路： 

(1)主電池。 

(2)電力轉換器(車載型充電器、行車馬達電力控制器、直流變壓器)。 

(3)行車馬達及相關線束與接頭等。 

(4)充電電路。 

(5)動力輔助裝置。 

2.3 驅動裝置：本規範中專指動力裝置中之行車馬達、行車馬達電控制器及相關線束與接

頭。 

2.4 基本絶緣：提供電擊下基本保護之絶緣。 

2.5 補充絶緣：在基本絶緣萬一失效時，為降低電擊的危險，而在基本絶緣之外所附加之

獨立絶緣。 

2.6 雙重絶緣：指包含基本絶緣與補充絶緣兩者之絶緣。 

2.7 加強絶緣：在本規範指定之狀況下，能提供相等於雙重絶緣電擊保護程度之單一絶緣

系統。 

2.8 爆炸(Explosion)：電池組外殼炸破成拋射狀炸裂且組成元件被強迫噴出。 

2.9 起火(Fire)：從電池組中冒出火焰之情況。 

2.10 洩漏（Leakage）：目視可見電池組內電解液洩出，且質量減損超過0.1% 之情況。 

質量減損之計算方法如下： 

 

 
m1 為測試前電池組之質量 

m2 為測試後電池組之質量 

 

2.11破裂(Rupture)：由於內部或外部之因素使電池組之外殼產生機械性損壞，導致內部氣

體逸出、液體濺出但無固體射出，而以符合IEC61032之測試探針(Test probe)於施力

30N±3N 下能伸入電池組外殼之深度超過10 mm 或能觸及內部任何無絕緣部位之情況。 

2.12 排氣(Venting)：電池組釋放內部過量之壓力，以防止發生破裂或爆炸之情況。 

3. 電動機車高溫擠壓電擊安全防護規範之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 

3.1 車種代號相同。 

3.2 廠牌及車輛型式系列相同。 

3.3 所使用之動力裝置相同。 

4. 動力裝置之主電池組安裝相關基本安全防護設計符合性聲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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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電池組 

4.1.1 電池組應安裝穩固且易於操作使用。 

4.1.2 應有避免人員直接接觸裸露電池組之防護設計。 

4.2 主電池室 

4.2.1 應使用絕緣材質之相關設計且電池室應能通風。 

4.2.2 電池室應以適當之配置或設有排放孔之預防措施，以避免電池液洩漏堆積於電池室

之任何部分。 

4.3 電力設備與電線 

4.3.1 所有電線應受到良好絕緣，所有電線和電力設備應耐熱和耐濕。 

4.3.2 任何迴路之電線於其安裝模式及最高環境溫度下應不得負載超過其所能承受之電

流。 

4.3.3 所有電線應適當保護且安裝牢固，且應不受切割、磨耗或摩擦而損壞。 

4.4 整車車體應有主電池組受機械外力破壞之防護設計，如受擠壓、衝擊、掉落及震動時，

其設計功能應能達到避免爆炸、起火、洩漏、排氣及破裂等之防護。 

5. 電動機車高溫擠壓電擊安全防護規範一般規定 

5.1 試驗要求： 

5.1.1 本試驗條件適用於工作電壓超過直流電二四伏特之要求。 

5.1.2 試驗用電池由廠商提供，在主電池之安裝上，其排出之氣體不可以有被儲存在車內

某個部份之潛在危險。同時放置電池之空間應具有能夠適度維護安全之通氣裝置。主電

池及動力裝置應以適當等級之保險絲或斷路器加以保護。電池端子接頭之型式應能與端

子保持密合，不可鬆動。 

5.1.3 電路之絶緣、材料應配合標稱電壓及工作電壓選用，絶緣油漆、膠水、瓷釉及其他

類似物品不可作為基本絶緣之材料。帶電體應設置於外殼之內或障礙物之後以確保至少

具有CNS 14165 中所規定IP-XXD 等級之保護。 

5.1.4 電力裝置之外殼應能承受各種可能發生之外力、電力及熱應力。打開充電蓋後，充

電連接系統中可以碰觸到之零件應以CNS 14165 中所規定保護等級IP-XXB 之裝置加

以保護。 

5.1.5 車輛與電源網路或外置型充電器導電連結後，需有防止車輛以本身之動力移動之裝

置。充電連接系統中可能會帶電之零件，應確保所有操作條作下之直接接觸防護。充電

時所有外露可導電零件應接地。 

5.2 試驗項目： 

（1）電池絶緣電阻量測。 

（2）電路絶緣電阻量測。 

（3）介電強度試驗。 

（4）任意兩個外露可導電零件間電位平衡連續性。 

（5）洗車試驗。 

（6）涉水試驗。 

5.3 機能安全要求： 

5.3.1 動力操作程序 

5.3.1.1 動力操作程序應經由鑰匙開關操作。 

5.3.1.2 驅動裝置運轉中或“行駛作動模式”下，鑰匙皆應不可被取下。 

5.3.1.3 應設定動力電源開啟之條件以避免車輛之誤啟動，此條件可以為（a）側腳架未

收起、（b）加速控制器未歸零、（c）人員未坐定，或其他可能引起車輛誤啟動之情況。 

5.3.2 行駛及靜止狀態 

5.3.2.1 當車輛處於“行駛動作模式”時需對駕駛顯示短暫之指示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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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當電池之蓄電狀態降到製造廠所設定之最低值時，使用者應被立即警告。同時

若主電池直接提供輔助電路之電力時，應保留廠商所指定之最低電量給燈光系統。 

5.3.3 若車輛配置有緊急時(例如零件過熱)會限制車輛性能之裝置，其作動應有明顯之訊

號告知使用者。 

5.3.4 電動機車於充電狀況下馬達不能被驅動。 

5.4 試驗方法： 

5.4.1 電池絶緣電阻量測 

5.4.1.1 因考慮到規定以及量測裝置，本試驗不適用於絶緣電阻高於一百萬歐姆之電池。 

5.4.1.2 若電池與車輛之導電車架導電連接時，此絶緣電阻值與量測方法仍然有效。量

測時僅需中斷電池與導電車架之連接。 

5.4.1.3 在整個試驗過程中，電池應具有高於標稱電壓之開路電壓。同時應中斷電池之

二電極與電源電路之連接。 

5.4.1.4 試驗時所使用之電壓表應為量測直流電壓用，同時其內阻應大於一０百萬歐姆。 

量測步驟： 

（a）依圖一試驗設定U1。 

（b）依圖二試驗設定U’1。 

（c）若U1＞U’1 時，依圖三試驗設定U2。若U’1＞U1 時，依圖四試驗設定U’2。R0 

為介於（一００ × UB）歐姆與（五００ ×UB）歐姆間之標準電阻，UB為電池標

稱電壓（單位：伏特） 

（d）絕緣電阻Ri 計算式： 

 
5.4.1.5 若電動機車電池無接地端子，無法量測主電池與導電車架之電位差及量測電阻

值Ri，則電動機車應以CNS 3635 之絶緣電阻試驗方式測試，量測電阻值是否合乎規

範要求。 

5.4.2 電路絶緣電阻量測 

5.4.2.1 將車輛放置於下列條件下八小時後，進行絶緣電阻之量測： 

溫度：攝氏二０±五度， 

相對濕度：百分之九０正百分之一０負百分之五， 

大氣壓：八六０～一０六０毫巴(mbar)。 

5.4.2.2 量測時應使用適當之儀器(例如高阻計)連接電路上之帶電體與車輛之導電車

架，施以相當於該電路標稱電壓之直流電源，持續一段時間到獲得穩定之讀數為止。 

5.4.2.3 量測電源電路之絶緣電阻時應不包括主電池。 

5.4.2.4 以上規定並不適用於輔助電路。 

5.4.2.5 若電動機車除主電池外，無其它帶電體，因此無法進行電路絕緣電阻量測時，

此型電動機車應以CNS 3635 之絶緣電阻試驗方式測試之，量測電阻值是否合乎規範

要求。 

5.4.3 介電強度試驗 

5.4.3.1 移除輔助電池及所有其他電路與導電車架間之導電連接。若試驗電路之帶體與

導電車架間有無法承受試驗電壓之電子元件，則應將其與試驗電路斷路。 

5.4.3.2 進行電源電路之試驗時應不包括主電池。 

5.4.3.3 依試驗電路之絶緣型式與工作電壓（UC）於表一中選定試驗電壓，使用六０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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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流電源施加在試驗電路上不同部位與外露可導電零件之間，持續一分鐘。 

 

表一 

試驗電路之絕緣型式 試驗電壓(單位：V) 

使用基本絕緣時之試驗電壓 10002 cU , 至少1500 

使用雙重絕緣時之試驗電壓 22502 cU , 至少2750 

使用加強絕緣時之試驗電壓 32502 cU , 至少3750 

 

 

5.4.4 任意兩個外露可導電零件間電位平衡連續性：使用電壓不超過六０伏特之未負載電

源，取二五安培與一‧五倍電源電路最大電流之較大值作為試驗電流，連接兩個外露可

導電零件維持至少五秒。量測其電壓差，並由試驗電流值計算其電阻值。 

5.4.5 洗車試驗 

5.4.5.1 本試驗模擬一般清洗電動車輛之情形，但不包括特殊之清洗，例如高壓噴水或

清洗車底下方等。對於這些特殊之清洗，車輛製造廠應在使用手冊特別說明實際之情

況。車輛中與電力安全相關之危險部位是在於各個接縫(例如二個分開零件間之襯

墊、電池蓋板、開口鈑件外圍之玻璃條、車燈膠條等)。試驗中噴嘴之角度應盡量接

近該接縫兩側平面夾角之中心。 

5.4.5.2 試驗時使用圖五之噴嘴，以流量一二‧五公升/分之清水沿車輛所有接縫噴水，

噴嘴與接縫距離為三公尺，移動速度為０．一公尺/秒。 

5.4.6 涉水試驗 

5.4.6.1 本試驗模擬電動車輛在潮濕並有正常水坑之路面上行駛之情形。 

5.4.6.2 試驗時車輛應於一０分鐘內，以二０公里/小時之車速在水深一０公分之路面上

累積行駛達五００公尺。 

5.5 判定條件： 

5.5.1 電池絶緣電阻量測：依規定量測電池之絶緣電阻，新電池之絶緣電阻Ri 應大於(五

００ × UB)歐姆，其中UB 為電池之標稱電壓。而在其使用壽命之內，絶緣電阻值應維

持在(一００ × UB)歐姆以上。 

5.5.2 電路絶緣電阻量測：其值應大於(一０００× UC)歐姆，其中UC 為電路之標稱電壓。 

5.5.3 介電強度試驗：試驗時不可有發生火花或介電質破壞之情形。 

5.5.4 任意兩個外露可導電零件間電位平衡連續性：所量得之電阻值應小於０‧一歐姆。 

5.5.5 耐水試驗：如表二所示，其中UB為主電池之標稱電壓，UC為充電電路之標稱電壓。 

 

表二 

 各項耐水試驗後立即進行量測 靜置24hr再進行量測 

主電池絕緣電阻 大於(250 × UB)Ω 大於(500 × UB)Ω 

充電電路絕緣電阻 大於(250 × UC)Ω 大於(500 × UC)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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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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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釐 

D = 六‧三 

圖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