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单元划分细则（照明灯具）

CQC/GD.CP02(E21)-2002

按照《照明电器认证申请单元划分原则》申请企业应先将生产的产品归纳分类，划分申请单元后，提出强制

性认证申请。

1单元划分的原则

原则上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产品可以作为同一申请单元：

a．适用相同的标准；

b．使用相同的光源；

c．使用同类的关键元器件（见附件1）；

d．防触电保护类别、外壳防护等级和安装方式相同；

e．结构相似；

f．同一生产厂生产。

1.1适用相同的标准

同一申请单元的灯具产品应依据相同的国家标准生产。本次纳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灯具产品国家标准为：

GB7000.10-1999《固定式通用灯具安全要求》；

GB7000.11-1999《可移式通用灯具安全要求》；

GB7000.12-1999《嵌入式灯具安全要求》。

1.2使用相同的光源

同一申请单元的灯具产品应使用相同种类的光源，如：白炽灯、双端荧光灯、单端荧光灯、单端卤钨灯、双

端卤钨灯、金属卤化物灯、高压钠灯、高压汞灯等。

1.3使用同类的关键元器件

同一申请单元的灯具产品应使用"同类关键安全零部件"，"同类"是指同一申请单元中的灯具应使用依据标准

一致、按依据标准分类一致的"关键安全零部件"，如灯具中使用的电感镇流器、灯座、开关等。

1.4防触电保护类别、外壳防护等级和安装方式相同

同一申请单元的灯具产品按国家标准分类应一致。

按防触电保护类别可分为：0类、Ⅰ类、Ⅱ类、Ⅲ类；

按外壳防护等级分类：防尘、防固体异物等级可分为2～6级，防水等级可分为0～8级；

安装方式可按标准分为：适宜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仅适宜于直接安装在非可燃材料表面



的灯具、适宜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且可能被隔热材料盖住的灯具、不能被隔热材料盖住的灯具。

安装方式还可以按灯具安装位置分为：吊式、吸顶式、壁式、固定地面式、台式、挂式、夹式、落地式、嵌

入天花板式、嵌挂式、嵌入地面式等。

1.5结构相似

同一申请单元的灯具产品结构应相似，可以由如下几个方面来衡量：

a．主要特征参数相同，如： ta、tw、tc、T、 、 、电源电参数等；

b．外形相似；

c．光源、电器部件的安装位置和安装方向；

d．腔体的形状和容积；

e．电源连接方式；

f．主要材料；

g．外壳密封方式；

h．是否具有相同的导线固定架和螺纹压盖等构件；

i．可调式灯具调节机构；

j．其他特征。

1.6同一生产厂生产

同一申请单元的灯具产品必须由同一生产厂在相同的质量保证体系下制造。

2申请文件

申请认证应提交正式申请,并随附以下文件：

a． 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清单（见附件2）；

b． 同一申请单元内各个型号产品的照片；

c． 同一申请单元内各个型号之间的差异说明；

d． 灯具单元划分表（见附件3）；

e． 营业执照复印件；

f． 其他需要的文件（如有的话，应提供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产品说明书等，需要时，应提供产品图样

和相关的技术文件）。

3主检样品的选择原则



3.1在申请单元所有的灯具产品中，由认证机构认证工程师选择一种"有代表性的产品"作为主检样品进行型

式试验。

"有代表性的产品"是指该申请单元所有的灯具中代表最不利元件和外壳的组合，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

虑：

a． 外壳体积相仿，选择功率较大的；

b． 功率相仿，选择外壳体积较小的；

c． 非普通灯具（有防水防尘功能），选择密封结合面长的；

d． 壳体材料导热系数小、散热性差的；

e． 结构复杂、零部件多的；

f． 试验项目多的；

g． 有异常条件的；

h． 平稳性差的；

i． 重量重的；

j． 绝缘材料耐温差的；

k． 选择发热部件（光源、镇流器等）安装位置最不利的，如发热元件上方有绝缘材料和电器元件

的，发热元件靠近安装面的，光源向下安装的，光源靠近电器箱的；

l． 其他。

3.2同一申请单元的产品，结构及性能复杂的可以覆盖简单的，有差异的可以做差异试验。

4型式试验的送样要求

4.1申请人按认证机构的要求，将指定的主检样品和零部件、配件以及相关的技术资料送到指定的检验机构。

并对选送的样品负责。

4.2型式检验送样数量：

a． 固定式灯具2套；

b． 可移式灯具2套；

c． 嵌入式灯具2套；

4.3未单独认证的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需进行随整机试验，送样数量如下：

a． 螺口灯座送样数量：①非开关式螺口灯座应送9只；②开关式螺口灯座应送12只；

b． 卡口灯座送样数量：①非开关式卡口灯座应送8只；②开关式卡口灯座应送11只；

c． 荧光灯座、启动器座送样数量：9付/只；

d． 荧光灯用启动器送样数量：25只启动器，10只电容器。如为具有时间限止的启动器，送样30只，10只



电容器；

e． 电子触发器送样数量：9只；

f． 螺纹接线端子送样数量：12只；

g． 无螺纹接线端子送样数量：24只。

h． 各类镇流器送样数量按认证型式试验要求送样；

i． 其他电器元器件按相关的认证型式试验或标准要求送样。

5.4配用非常用光源工作的灯具送样时应提供配套的光源。

5.5同一单元产品需做差异试验时，由检验机构根据需要确定选送样品数量。

5.6送样时需提供的技术资料：

a． 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清单（见附件2）；

b． 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的认证证书复印件；

c． 同一单元内各个型号产品的照片；

d． 同一单元内各个型号之间的差异说明；

e． 如有的话，应提供产品说明书；

f． 需要时，应提供产品图样和相关的技术文件；

g． 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进行随整机试验时需提供的技术资料按相关的认证要求提供。

5 检验原则

5.1主检产品进行整机全项型式检验。

5.2整机中使用的关键元器件若未取得安全认证证书，可以整机一起进行型式检验。

5.3同一申请单元产品中，结构有明显差异的应做差异检验，报告可附在主报告后面。

附件1：

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

1 关键元器件清单

1.1灯的控制装置(电感镇流器、电子镇流器、变压器、启动器、触发器等)。

1.2管形荧光灯和其它放电灯用的电容器、无线电干扰抑制电容器。

1.3接线端子、电线、插头、耦合器、灯座、热保护装置、开关、保险丝等。

2 关键元器件检验依据的标准

元器件 国家标准号 对应 IEC 标准 标准名称

螺纹

接线端子

GB13140.2-1998

GB13140.1-1997

IEC998-2-1:1990

IEC998-1:1990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第2部

分：作为独立单元的带螺纹型夹紧件的连接器

的特殊要求



GB7000.1-1996 IEC60598-1:1992 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

无螺纹

接线端子

GB13140.3-1998

GB13140.1-1997

IEC998-2-2:1990

IEC998-1:1990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第2部

分：作为独立单元的带无螺纹型夹紧件的连接

器的特殊要求。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

连接器件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7000.1-1996 IEC60598-1:1992 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

插头
GB1002-1998

GB2099.1-1996

IEC884-1:1994

IEC884-1:1994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

和尺寸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橡皮电线 GB5013-1997 IEC245 额定电压450/750V 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塑料电线 GB5023-1997 IEC227 额定电压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温控器等控

制装置
GB14536-1998 IEC730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自动控制器

开关 GB15092-94 IEC61058 器具开关

电感

镇流器
GB2313-93 IEC60920:1990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电子

镇流器
GB15143-94 IEC60928 管形荧光灯用电子镇流器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放电灯（管

形荧光灯除

外）用

镇流器

GB14045-93 IEC60922
放电灯（管形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的一般要

求和安全要求

螺口灯座 GB17935-1999 IEC60238 螺口灯座



续附件1：

关键元器件检验依据的标准

（续表）

元器件 国家标准号 对应 IEC 标准 标准名称

管形荧光

灯座和启

动器座

GB1312-91 IEC60400:1987 荧光灯座和启动器座

荧光灯

用启动器
QB2276-1996 IEC60155:1993 荧光灯用启动器

插口式灯

座
GB17936-1999 IEC61184 插口灯座

触发器 QB1115-1991 高压钠灯泡用电子触发器

安全隔离

变压器
GB13028-1991 IEC60742 隔离变压器和安全隔离变压器技术条件

3 主要原材料清单

配用光源的类型和功率，灯具绝缘材料的牌号和耐温，镇流器漆包线型号、矽钢片牌号和外形尺寸。

4 对电磁兼容性能有影响的主要元器件

产品名称 主要元器件

电子镇流器及电子变换器 抑制滤波器件、功率开关管、脉冲变压器等

电感镇流器 电感镇流器

荧光灯灯具 启动器、镇流器

白炽调光灯具 调光器

附件2：

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清单

序

号
零部件名称 制造厂 技术参数 型号规格

认证证书和

附注

1 荧光灯座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2 螺口灯座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3 插口灯座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4 杂类灯座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5 启动器座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6 启动器 tc 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7 镇流器 tw 或 tc 值 型号、功率因数、额定功率

8 变压器 tw 或 tc 值 型号、功率

9 电容器 电容量、tc 值 型号、电压

10 触发器 脉冲电压值、tc 值 型号、额定功率

11 接插件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12
温度控制保护

装置
控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

13 橡皮电线 导体截面积、耐温值 牌号

14 塑料电线 导体截面积、耐温值 牌号

15 其他电线 导体截面积、耐温值 牌号

16 开关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17 插头 ---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18 插座 ---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19 熔断器 时间电流特性 型号

20 调光装置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21 接线端子座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截面积

22 衬套 绝缘材料、耐温值 材料牌号

23 耦合器 绝缘材料、耐温值 型号、额定电流、额定电压

24 绝缘外壳 绝缘材料、耐温值 材料牌号

25 绝缘灯罩 绝缘材料、耐温值 材料牌号

26 密封件 绝缘材料、耐温值 材料牌号

27 绝缘衬垫 绝缘材料、耐温值 材料牌号

28 套管 绝缘材料、耐温值 材料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