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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麦乐迪 I北京中服店 | 睿智匯设计公司

新产品应用
产品名称：8通道20A智能反馈型开关控制模块
型

号：DRC820F/DRC820FB

订购编号：550820/559820

特点
◆ 8通道20A无源继电器输出，最大负载160A(DRC620F,DRC620FB型号均具有)
◆ 8通道20A无源继电器输出，具有回路电流实时反馈功能，过流自动断电保护(DRC820FB型号具有)
◆ 回路电压监测，过压自动断电保护(DRC820FB型号具有)
◆ 具有能源管理功能，可以实时监测得知各回路功能及状态(DRC820FB型号具有)
◆ 网络设备管理，场景设定和调用均可以全部在本机上通过LCD菜单操作完成
◆ LCD的动态显示的场景，通道或设备的名称等均可为用户自定义语言或字符
◆ 本机手动快速开关，可快速开启或关闭输出
◆ 最多可预置99个场景，16个特技和16个事件
◆ 可设定通道的延迟关闭时间，有效保护灯具光源
◆ LED状态指示灯,标准为红色或绿色，也可选择其他色彩

技术参数
电源供应
继电器开关输出

85-265V AC,50/60Hz
Single Phase at 0.2A
8 x 20A

8 x 20A

DRC820F

DRC820FB

预设场景

99

预设事件

16

预设特技

16
2 x E-Lighting
E-Lighting NMP(RS485) RJ12

受控信号及端口

1 x DMX512(1990) in or out
1 x AUX programmable dry contact

工作环境温度 (ta)
湿度范围
尺寸（L x W x H）
重量

EASEIC Asia Limited 毅德亚洲有限公司

-20 → +60℃
0-90% RH non-condensing
210x90x58mm (DIN rail 12 Unit)
0.60Kg

8620-8230-9676，8620-8230-9677
sales@ease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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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NG THE LIGHT
BUT NOT LIGHTS
见光不见灯5°角投光灯

◆ 5° 超小角度
◆ 60W 超低功率
◆ 50M 超远射程
◆ 180°随意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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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调至 30%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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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多种场景的同时

相应的灯光场景模式：

现代办公照明较传统照明而言，不仅仅是
点亮办公空间，更重要的是能根据不同场合的
功能及场景的需要调整照明亮度，从而实现相
应的多场景灯光控制及会议配套系统的多功能
控制。国开行所使用的所有灯具均应可调光控

会议演示模式 - 阅读工作面的直接照明开启，并调

会议休息模式 - 天花间接照明开启，并调至 50% 的

阅读工作面的直接照明关闭。洗墙灯具开启，并调至 50
态。装饰性灯具开启，并调至 100% 的状态。

清扫模式 - 天花间接照明开启，并调至 50% 的状

读工作面的直接照明关闭。洗墙灯具开启，并调至 50%
装饰性灯具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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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价的数码管用胶水粘贴在护栏上，据说仅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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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优势，导致灯具出光效率、光利用系数、灯具效率低
工几个月，还没有验收已经开始脱落了。
面。
灯具在实际使用中过快衰减，使得用户失去对 LED 照明应

1. 道路照明近年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如何？
节能照明创新发展、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照明环境，这

的信赖度，阻碍了 LED 照明的广泛推广应用。

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道路照明提出的
更高要求。同时，在应对美国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中，我国

的照明产业同样面临着挑战。为此，中央政府实施了启动内
何如何好，
样之类。 需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推出了一些

看到这些项目中的手法、用灯和实施的方式，作为照明设计

3. 道路照明发展需要做哪些努力和调整，

所云？
便更加吻合市场的良性发展？

从目前 LED 路灯发展的方向来看 , 产品质量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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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程。国家和地方的重点项目，大量的道路、机场、地铁建设如火

在提升产品及照明质量方面，企业目前着力解决的仍是散

的配光技术。它由一个偏轴配光的自由曲面透镜、以及一
用于截光的全反射棱镜组成。在垂直于路面的方向，透镜
光曲面的中心轴与 LED 的光轴有一个偏斜，该离轴使得通
自由曲面配光后输出的大部分光束都分配在正前方水平线
下的路面上，从而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眩光；另外它在
行于路面方向的输出光束有一个很大的约 120°的配光角
可以获得大范围的路面照明。透镜配光曲面的上侧，有一
全反射部分，起到截光的作用，它截取从 LED 发出的、往
射的一部分光线并向光轴下方进行压制及全反射，输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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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造成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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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辉

我们的世界不单需要照明，更需要满足各种

具。“照明设计师如何选用灯？”是设计师群体

（高级班、中级班、初级班代表），室内设计

需求的照明。由于各个行业和领域的不同，其需

的大课题。灯具光学性能VS照明设计效果，让灯

师，突破以往台上讲台下听的传统听会模式，以

要的照明灯具也各不相同。灯具设计师设计如何

具设计师和照明设计师的对话从这里开始！

圆桌会议、沙龙对话等多样化自由交流的形式，

做产品，照明设计师设计如何用产品。在茫茫灯

2014年由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主办，

海中，照明设计师许多时候都是在苦苦寻觅最适

《照明人》承办的“灯具光学性能VS照明设计效

合、最满意、最理想表达光意境、光美感的灯

果”系列沙龙活动邀请灯具设计师、照明设计师

活动亮点

参会人员范围

会务联系方法

聚焦设计师实操中的疑难问题一问一答

照明行业专家领导

电话: 021-59947903

疏通灯具产品设计师与照明设计师的沟通渠道

国家职业资格照明设计师

邮件: zmr2010@126.com

高级照明设计师区域集结

独立工作室设计师

微信: 照明人

搭建真正的对话交流平台

照明设计公司、工程公司

微博: 照明人20

设计院所主任工、高工

姚怡同: 18001867513

灯具生产厂家

王小明: 13817268724

从实操的角度围绕设计师关注的若干问题，面对
面交流，一对一问答。诚邀您的参与！

室内及建筑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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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派蒙特城市景观艺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复纬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普瑞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柏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江苏库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赛高都市环境照明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良业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八番竹照明设计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中国照明网

阿拉丁照明网

《灯光与设计》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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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晶晶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职

务 | 设计总监

公司名称 | 弗曦照明设计顾问
（上海）有限公司
教育背景 | 中央美术学院
建筑学学士
专业职称 | 中级照明设计师

虹桥交通枢纽项目简介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是

筑综合体由东至西分别是虹桥

枢纽公交巴士东站以及配套商

集高速、城际铁路，磁悬浮，

机场西航站 楼、东交通广场、

业用房，涉及地上地下多个层

1. 照明设计感言 - 上海虹桥交
通枢纽建筑照明设计

城市轨道交通，长途巴士、公

磁悬浮、高铁、西交通广场等。

面，是 整个交通枢纽重要的

共巴士，出租车，社会车辆及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国

2. 上海世博会世博中心建筑外
立面照明

航空港等轨、路、空三 位一

际机场西航站楼由航站主楼、

体的超大型、世界级交通枢纽

登 机 长 廊 组 成。 总 建 筑 面 积

磁浮虹桥站东面与东交通

中心。不同交通方式之间大量

30 余万平方米。虹桥机场西

广场相连，西面与高铁相连。

的中转 换乘。如：机场——

航站楼规划的目标是在近期满

磁浮虹桥站 是我国首个大型

磁浮，机场——铁路，磁浮——

足年旅客吞吐量 2100 万人次，

磁浮客运站，定位为始发终到

铁路，以及以上各 类与地铁、

并预留未来发展到 3000 万人

高速站，以满足上海机场 联

长途、公交、出租车、社会车

次的能 力。

络线及沪杭上海支线的运营要

学术论文

3. 虹桥交通枢纽照明设计说明
获奖情况
上海虹桥交通枢纽照明设计获 2010
中照奖一等奖
北京居然之家旗舰店照明设计获
2011 中照奖三等奖
2011 年首届光辉杯获新锐设计师

换乘节点。总建筑面积约 32
余万平方米。

辆等 64 种可能的连接，56 种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东

求，并预留了北方延伸线的运

换 乘 模 式， 每 天 处 理 近 110

交通广场位于虹桥机场西航站

营能力。 磁浮虹桥站总建筑

代表作品

万 人 次 旅 客 吞 吐 量，64,000

楼和磁悬浮 车站之间，涵盖

面积约为 17 万平方米。

交通建筑

人次换乘转运量。

了室外停车场地、停车楼、枢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上海

公共建筑和总规划
·上海黄浦区灯光规划，上海

商业、企业建筑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建

纽地铁东站站厅层非付费区、

虹桥交通枢纽照明设计说明

·天津泰安道四号院，天津
·天津泰安道五号院，天津
·深圳 1130 工程，深圳
·金融街 E9，北京

为了降低空间的功率密

国家照明设计标准及相关规范

约为 4.55W/m2；安检区域平

度，大空间照明设计可以通过

规定，并参考国际通用标准规

均照度值为 222lx，安检台面

住宅

使用节能型的灯具和多场景控

范等。在满足设计标准及功能

平均照度值为 335lx，而功率

·北京金科纳帕别墅示范区，北京
·盛世鑫和项目照明设计 , 天津

制模式等方法来保证光照质量

需 求 的 同 时， 选 择 合 适 的 灯

密度约为 6.30W/m2。

休闲会所

和降低照明成本低碳社会、绿

具，恰当的配光，合理的功率

色照明

搭配，并且对大空间灯具安装

2、使用节能型的灯具和电器

的高度及角度进行分析，通过

配件达到节能目的

·润泽庄苑会议中心，北京

1、大空间照明设计降低空间

反复验算降低了整个空间的功

大空间的照明灯具选用了

的功率密度

率密度。例如：进站大厅平均

高光效的陶瓷金卤光源，光源

照度值为 215lx，而功率密度

寿 命 在 12000 小 时 以 上， 减

大空间照明设计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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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后期检修及更换的频率，节

合，设置了日常节能运营场景

这样可以保证照明效果，

约成本。另外，室内空间大量

和特殊要求场景两种不同的照

节约成本，减少浪费。灯具及

采用 T5 光源，具有显著的节

明场景。 日常节能运营场景，

配件在某些方面国产和进口仍

舒适视觉、拒绝污染

能、高效、长寿命的特点；并

间接照明提供大空间的基础亮

然存在差异。大空间照明在对

1、 整体空间的灯光规划，以

使用指定的镇流器，保证灯具

度，局部重点区域（例如办票、

灯具配光要求比较严格的区

及明暗、光影的对比与比例，

功 率 因 数 达 到 0.90 以 上， 有

托运、咨询等）则有灯具直接

域，例如前抛配光洗亮天花、

不同区域不同色温的规划，使

效减少功率损耗。

照明，保证该区域功能要求。

偏配光洗墙等，使用进口品牌

旅客不论是用哪种方式哪种空

特殊要求场景则在日常状况的

保证照明效果。在大空间较高

间进入到枢纽建筑中时，都能

3、多场景控制模式满足大空

基础上，增添大空间内的直接

或不方便后期维护的区域使用

有舒缓的过渡保持视觉上的舒

间照明不同的需求

照明，增强整体空间内的照度

进口光源，减少后期运营成本。

适与流畅。

保证整体照明效果始终完

水平。这样，在日常人流不多

而大多数区域则使用国产品

2、对空间内有可能产生的眩

整。在白天，尽可能的利用自

的情况下，使用比较节约的场

牌，这样搭配使用灯具既保证

光进行严格的控制，所有区域

然光，根据建筑上自然光的分

景，既保证了正常的使用功能，

照明效果，有降低了成本，减

统 一 眩 光 值（UGR） ≤ 22，

布、空间功能、人流变化等因

又达到了节能目的；同时， 如

少浪费。

创造安全，无污染的光环境，

素，设置空间的亮度分布及强

遇巨大人流，则使用特殊要求

弱。采用自然光递减人工光递

场景模式保证非常时期的高照

增的形式，并通过灵活的控制

度水平需要。

达到节能的目的。
整体大空间照明设计使用
直接照明和间接照明相互组

真（THD）≤ 15％，环保安全。

减少视觉上的有害刺激。
5、电子镇流器的总谐波失真
大空间内所有单端荧光灯

3、选用高显色性 ( ≥ 80) 的光
源，更好的还原建筑材质的色

光源用电子镇流器的总谐波失

彩，提高光环境的品质。

4、灯具及配件选择国产与进

真（THD） ≤ 10 ％； 金 卤 灯

4、 灯具与建筑的完美结合，

口搭配使用

光源用电子镇流器的总谐波失

空间内的泛光灯具尽可能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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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aster | 设计达人
藏，达到见光不见灯的效果。

韵律， 灯具的位置布置上，与

出现时，极力寻找补救与修改

明装灯具在满足了照明需求的

建筑、室内设装饰紧密结合，

配光前提之下，我们选择整体

在满足灯光效果和功能要求的

一个好的照明设计作品，

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尽可

造型、材质、颜色、尺寸与建

同时，尽可能的符合建筑、室

并不仅仅是某位照明设计师的

能的保证设计效果，节省安装

筑风格类型、材质、颜色、比

内装饰的模数，统一内在韵律，

功劳，它是一个团队协力合作

工程的工期时间。在此，由衷

例相协调的灯具。为了使灯具

使灯具阵列成为建筑体系的一

的结果，涉及到业主、建筑、

的感谢上海华东建筑设计研究

与建筑结合的更加流畅自然，

部分。保持建筑空间内天花的

结构、装修、电气、灯具供应

院有限公司、机场集团指挥部、

特制了与建筑风格相统一的灯

干净、纯粹，减少视觉上的突

商等各方面。后期各个方面的

灯具供应商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具支架。

兀感，自始自终保证视觉环境

相互配合才能使照明设计理念

与帮助，才能使虹桥项目顺利

5、灯具布置符合建筑的内在

的品质。

及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当问题

完满的进行。

多方协作、积极配合

的方案，与各专业积极沟通，

天津泰安道五号院
天津泰安道五号院设计说明

本项目位于天津城市主中心核心地带的泰安道地区，
是规划中的集现代金融、商务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的历史风
貌保护区。是泰安道五大院落中唯一的高层建筑，是本区
域的标志性建筑，因此照明设计需要进行重点渲染，使之
成为本区域的标志。根据建筑本身特点，运用照明手段重
塑建筑夜晚形态。
塔楼部分整重点凸显楼顶，立面突出建筑的竖向线条，
使建筑更为挺拔。整体使用白光，通过灯光控制系统实现
从 3000K 到 6000K 的变化，及渐变、明暗、闪烁等等不
同场景的变化。内庭院部分为欧式古典风格建筑，功能为
友谊精品购物商场，照明设计需要既体现硬件建筑特色细
节又体现软件商业业态特征，渲染商业气氛。同时考虑到
建筑白天的完整性，所有灯具均和幕墙进行紧密的结合，
隐藏于建筑幕墙之内，见光不见灯。
目前，裙房部分泛光照明已经施工完成，并已投入使
用，主塔楼仍在施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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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星行是一支
出色的照明设计团队 ,

负责 , 为业主提供卓越

师的思想 , 同时我们也

的照明系统解决方案。

深刻研究各个品牌的灯

致力于夜间光环境的研

创星行独具创意的

具特性 , 用灯光诠释夜

究与设计 , 目的为更多

设计和先进的灯光技术

间城市和建筑 , 创意的

的建筑师 , 室内设计师 ,

运用充分展现光与影的

光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景观设计师提供专业的

潜在艺术魅力 , 用光带

我们以先进的设计

照明设计配合 , 提升城

给人们无限的生活梦想 ,

理 念， 优 秀 的 设 计 作 品

市载体光的艺术。

思考并融合现代中国与

及专业的项目管理和周

未来中国的新思路 , 建

到的设计服务体系 , 与

设夜间城市的新节奏。

城市建设管理者及照明

创星行在照明设计
创意与商业项目附加值
上具有独到见解 , 公司

我们认真阅读着每

界的同仁共同努力 , 为

各部门的配合更加系统 ,

个 城 市、 每 栋 建 筑、 每

城市夜景观创造出动人

分工明细 , 项目前期到

座广场 , 领会着城市规

的人工光环境。

项目运营都有专业的人

划师 / 建筑师 / 室内设计

共同辛苦 共同成就

孟北

职

务 | 合伙人
首席设计师

公司名称 | 北京创星行照明设计
有限公司
教育背景 | 郑州大学 工学院
建筑设计
专业职称 | 高级照明设计师

个人简介
至今从事照明设计 8 年以上
2011 年组建北京创星行照明设计
有限公司
2008 年组建郑州创星行照明设计
有限公司
2007 年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照明
设计
2005 年就职于北京新时空照明技
术有限公司 首席设计师
2005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 工学院 建
筑设计

伦敦希思罗机场

代表作品
峨眉山大佛禅院照明设计

在写这些文字之前，刚刚从英国旅行回来，也许是第一次踏上大不列颠岛，

绿地集团原盛国际 ALOFT 酒店照
明设计

心中颇有情感上的感慨，在咔嚓咔嚓中度过了这段大英之旅，相机和双眼总有

华润置地橡树湾系列产品照明设计

不同，也是因为这次的视觉刺激，倒是回忆起这些年做照明设计的历程。

上虞百官广场照明设计
重庆国奥村照明设计
其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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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学毕业之前，第一份实习工作是室内设
计，无休止的研究着室内设计的表达方法，无尽头
对 CAD 产生了疯狂的热爱，那时候谈不上设计，
只是一个图纸执行者，更多的学习设计规范、节点
大样。加班、熬夜成了当时的主基调，现在去阅读
这些记忆，如赵薇的电影一样：致我们即将逝去的
青春，今天我也致一把。

大学手绘及自画像

言归正传，第一个独立的照明设计项目是在新
时空刚任职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区域的丽嘉
别墅样板房照明设计，灯光对建筑的渲染仅体现在
建筑的山墙和立面转角位置，通过光营造出建筑夜
间的空间存在感，从放散形三角形光束角与三角山
墙的结合更加紧密，夜间建筑的性格更加轻盈。夜
间建筑光环境的更加谨慎，不宜过亮，在这片忙忙
碌碌的施工工地感受到丝丝安静。
丽嘉别墅照明设计实景

刚刚组建郑州创星行一段时间后比较有代表性
的设计是华润置地（宁波）有限公司的慈溪中央公
园会所样板房及景观照明设计，这个位于浙江的发
达城市，对高端住宅的寻求很大，照明设计部分不
仅仅是营造出人居的灯光氛围，也同时为地产公司
在前期的商业销售上提供能量。
会所建筑为英伦式格调，包含景观及样板房，
照明载体的选择建筑最有特点的老虎窗、连续出现
的三角形构图及建筑统一的立面，在和建筑设计师
沟通过程取得了重大突破，采用 3000K 线性投光
灯隐藏与建筑顶部，对建筑立面进行统一投射，渲
染建筑立面，同时兼具了一部分景观照明功能，对
业主开展的销售开盘仪式提供了重大帮助，戏剧性
的艺术灯光部分主要体现在建筑入口特色立面，会
所立面与花园洋房立面风格形式统一，形成连续出
现的深刻印象，使用投光灯的光束形态展现这一画
面，使人印象深刻，连续性的特色立面对构筑物前
的城市道路起到了边界作用，完成后的作品在与业
主总经理的谈话中得到了一定启示，他说：置身于
此，没有特别感觉到灯光的存在，且不知是褒义或
贬义，总之后面的又有几个其他城市的华润置地项
目委托与我公司。

华润置地慈溪中央公园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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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最主要的事情是峨眉山大佛禅院的照
明设计规划。初到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峨眉山，崇
敬与惊叹占居了我的视线，很有幸结识了德高望重
的永寿大和尚。大佛禅院的照明设计是一次心灵洗
礼之旅，敬仰在收集基础资料过程中一直浸透着内
心。当走在峨眉山市的街道边，当坐在火锅店吃着
热辣辣的美味时，我们仿佛才回到了人间。回到北
京，在设计团队的沟通讨论，这才意识到，冷静，
冷静，细细思考，才是整个设计的关键所在。
大佛禅院位于峨眉山市佛光南路与白塔公园之
间，初次给人的感觉是城市中的一片净土，雕廊画
栋式的工艺无不体现了四川匠人的精湛技术。照明
设计思考中考虑如何让佛院脱颖而出，整体基调在
亮度与色温上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给朝拜的
人留下深刻印象。夜间的灯光边界更加明晰，也为
寺院举行的各种夜间活动打下基础，同时在考虑灯
具安装中如何隐藏灯具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所在，在一系列的思考过程中，很庆幸的我们找到
了解决方案，对中式古建的研究，对建筑顶部瓦当
收边部位采用了点式的照明方式，点式灯具如同古
建本身的瓦当上的建筑构件，对建筑立面的照明方
式，更多体现在建筑的彩画及斗拱处，在建筑博风
板内侧安装线性 LED 投光灯，实现见光不见灯的
效果。

大佛禅院

2011 年有幸结识了国奥集团，这是 2008 年
奥运会的国家体育馆及奥林匹克运动员村的建设
者，通过第三方合作的方式设计了位于重庆两江新
区的国奥村项目，这是一个集酒店、别墅、商业、
住宅及其他服务的综合性地产项目，项目位于重庆
嘉陵江旁，对过便是有名的磁器口，整体建筑风格
以现代中式为主导，通过本身高低起伏的地貌形
态，让项目本身的空间感更具张力，灯光设计主要
实现了两种模式：常态性的照明方式及时效性的照
明方式，常态性照明设计中更多的展示国奥集团的
人文关怀，LED 线性投光灯隐藏与建筑女儿墙位
置，这种室内照明设计手法运用于现代中式建筑，
夜间形态谨慎而有趣。戏剧性的灯光在售楼处全面
开启，通过运用投影灯、变色投光灯及灯光雕塑，
让整个气氛浓烈。

重庆国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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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世界末日预言破灭，给人类一个大大的惊喜，而更让我惊喜的是
有机会参加了美国双栖弧建筑设计公司王弄极先生的瀚海北金项目的前期的
概念照明设计项目，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建筑设计作品，建筑的各个细
节无不调动着人民的激情，流线型的设计载体控制着整个纬度空间。思考的
照明设计更多的表达建筑师的思想，在一些微小的细节方便加入了本地文化
性的照明手法，遗憾的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未能参与其深化设计当中。

2013 年的北京空气质量依然是那么糟糕，但我们依然满怀激情继续走在
照明设计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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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798

艺术区

Hi
小店

关 于 Hi 小 店
Hi 小店位于朝
阳 区 798 艺 术
区内798 东街，
它是一家以线
上为主，线下并
行的艺术品经
营 机 构。Hi 小
店依托中国当
代艺术最领先
的资讯服务机
构《Hi 艺术》杂
志及网站的媒
体优势而设立。

周红亮

务

|

照明设计师

公司名称

|

北京周红亮照明

职

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理念

|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业务范围

|

建筑室内外光环
境设计

代表作品

空间基本信息
Hi 小店分上下两层，一层大厅挑高 4.9m，
和楼梯结合有一个“L”形的夹层空间，为营业
空间；二层为办公空间、库房及露天平台。建
筑面积合计 256m2。大厅是咖啡馆式的桌椅布
局，西、北墙面展示了新锐艺术家的平面绘画
作品，中心展台上陈列着立体雕塑作品。夹层
空间主要呈现小型的创意小品和部分绘画作品。

空间设计
“营造纯净有趣的空间，引入自然光”是
艺术家仲松设计 Hi 小店的关键词。大面积中性
的白色及白麻花岗石结合温暖的木色营造出素

雅、纯净的空间氛围。东面入口处的落地玻璃
让人的视线从室外延伸到室内，室内夹层立面
的多个开洞形成趣味型空间，夹层和大厅在视
觉上通过这些洞口产生联系，相互融通。
展厅有两处引入自然光：一是东面入口，
白天阳光通过地面白麻石漫反射到室内，呈现
柔和的光照效果；二是南立面西侧的高窗，白
天除了给楼梯间提供照明外，自然光还能渗入
相望的卫生间的上部高窗，再洒下来。当君在
洗手间出恭时，在暖色灯光的对比下，抬头一看，
淡蓝色的天光由上而下飘降，给人淡淡的惊喜。
建议诸君到 Hi 小店游玩时，一定要出趟小恭感
受一下！

上海龙美术馆
（第八届中照奖室内二等奖）
广州亚太航空有限公司会所
（《照明设计》NO.54）
北京 798 艺术区 Hi 小店
（《照明设计》NO.52）
深圳蓝马赫西餐厅
（第五届照明周刊杯餐饮类金奖）

北京京兆尹餐厅
（第二届灯芯草学社照明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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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怎样做到给艺术品提供优质的照
明同时，又兼顾照明的节能和维护？
周红亮： 优质照明和节能维护从三个方

到了夜晚，以温暖、富有层次的内透光吸

杂的装置；第二个场景：墙面 80% 亮，

引人走进去。

桌面 20% 亮，夹层灯光全开。用于日常

面控制：首先，在选择光源时，考量显色

衡室外明亮的自然光；第三个场景：桌面

利用 LED 小巧的特性，在装饰照明及展柜

照明如何满足不同功能的弹性使用，
如纯粹的展览、喝茶聊天、展览开幕
酒会及其它特别的艺术活动？
周红亮： 首先，大厅使用轨道灯，轨道

照明中全部使用 LED 线性灯。由于夹层的

布置呈日字形，确保灯光照射范围覆盖所

围合感、私密感；第四个场景：轨道灯、

高度只有 2.2m，使用了 LEDMR16 灯杯

有墙面和地面；其次，使用同一光源多种

筒 灯 全 部 降 至 20% 亮 度， 沙 发 后 灯 带

比较合适；其次，光源全部使用可调光电

配光的灯具，并有部分库存灯具，可根据

100% 亮度（可加滤纸产生彩光）。用于

器，通过调光实现电能的合理利用；最后，

实际需要更换，重新布光；再次，灯具轨

特别的艺术活动需求。再说些题外话，作

在照明方式的选择上，主要使用立面照明，

道为双回路，灯具自身可选择回路，通过

为照明设计师，我深感一点—照明载体的

灯光表现艺术品的同时，墙面二次反射光

回路控制实现垂直向和水平向的照明组合

品质基本上决定了照明的品质。希望以后

可以为空间补充照明，因此减少水平面照

变化；第四，通过调光系统设置多种灯光

能和建筑设计界的同仁多一些沟通交流，

明的用灯数量。

场景，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最后，极个

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共同提升我们的建筑

别需要颜色渲染氛围的需求，可以在沙发

光环境的品质。

性、空间高度、使用数量等因素，确定以
传统的卤素光源作为大厅的照明。同时，

白天的营业模式，并照亮墙面艺术品，平

怎样为 Hi 小店塑造独树一帜的光环
境，引人入室？
周红亮： 使用由内而外的光和对比的手

后暗藏的 LED 线性灯上使用彩色滤纸，实

法 营 造 纯 净、 简 洁 的 光 环 境。Hi 小 店 的
冷白光色的发光字，通过旁边素墙的明暗

夹层和大厅的关系是如何表现的，怎
样吸引人上夹层赏玩艺术品？
周红亮： 大厅和夹层靠立面开洞产生联

对比和橘黄色路灯的色温对比，在晚上，

系，夹层亮度高于大厅，大厅往夹层看，

远处就能清晰地看到 Hi 小店。走近 Hi 小

通过相邻暗面的对比，洞口轮廓清晰、内

店，白天，建筑内部明亮的立面照明使路

部明亮。通过人视角的变化，洞口内的景

人的视线穿透玻璃，看清室内的艺术品，

致藏露变化，调起人们上去一探究竟的好

而不会产大厅全景照明方式及亮度分布的

奇心。

外墙简洁而纯粹，“Hi”标识使用 6500K

表情都不一样生常见的“黑洞效应”（即

能否谈谈日常使用的灯光设置？
周红亮： 通过调光系统设置四个场景。

白天透过玻璃看照明不足的室内，暗的玻

第一个场景：所有灯光全开，用于需要精

璃表面只能看到室外环境的反射影像）；

细的作业的活动。例如布展或安装某些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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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针对一些主题性的活动，用光做以桌
子 为 单 元 的 空 间 分 区， 强 调 单 个 桌 子 的

现这一点。

差异，让夹层看起来—亲切、有趣；大厅
看起来—开阔、高大每个洞口透出的光，

80% 亮，墙面 20% 亮，夹层灯光全开。

Q&A

| 照明人
DesignLighting
MasterBringer
| 设计达人

上海玛丝菲尔
女装会所
项目概况：
本项目是深圳玛丝菲尔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的会员
制旗舰店。室内设计：北京仲松工作室
室内面积：1200M2。 改建范围包括建筑、室内及景观，
由仲松担任总体设计。

照明设计理念、方法等的创新点：
通过圆形组合的平面、半透明的白色织物墙等手法营造
了一个符合女装气质、纯净、有趣的商业空间。照明设计强
调立面织物墙及圆形组合之间的关系，表现空间的层次和深
度。地面柔和的光线来自织物墙的二次反射光。服装、配饰
等展品使用重点照明，表现衣服的款式风格、面料质感和立
体感，并且严格控制杂乱阴影对视觉的干扰，使目光聚焦在
展品上。在建筑深处（背对窗及远离窗的区域）进行人工补光，
平衡白天窗口区域明亮的自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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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蓝马赫西餐厅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蓝马赫西餐厅
项目地址：深圳市华侨城欢乐海岸曲水湾 8 栋
建筑面积：1200m2 工程时间：2011 年 3 月—9 月
业

主：现代厨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室内设计：仲松工作室 仲松
照明设计：周红亮

产品信息：
鹅颈射灯 MR16 50W、高显色性 T5 支架灯、定制灯笼

设计说明：
本案照明设计利用光影强化空间的特点、使造型风格在光影的塑造下效果更集中、
特色更鲜明，用光提升空间品质，实现照明的特有价值。具体策略：通过光的明暗变
化表现立面格栅弯曲、翻转的形态结构，在特定部位利用影子作为装饰元素，和实体
造型虚实呼应，增添空间的立体层次和戏剧性。高低落差及重要节点重点强调，帮助
人正确地理解空间，有效率地到达目的区域。营造不同亮度的就餐区，满足对光线有
不同喜好的客人的需求。设置多个灯光场景，可供客人在晴天、阴天及夜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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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主入口 东南视角

室内—二层 特展区 乾隆龙椅

室内—大展厅 晚上

室内—一层 序厅 1

上海龙美术馆
项目概况：
龙美术馆由中国私人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投资建造，用于展示他们收藏的艺术品，内容以传统艺术、红色经典和当代艺术
这三类为主。龙美术馆由原上海汤臣别墅商业中心入口建筑改建而成，建筑面积 12000M2。 改建范围包括建筑、室内及景观，由
仲松担任总体设计。

照明设计：
建筑风格干净、纯粹，照明相应地用干净、纯粹的光影图式
延续这种气质。室内外环境均强调墙面照明，因为人的视觉主要
在立面；仅在有需要的水平面区域设置照明。公共区域大多利用
照墙面的光二次反射照亮空间，获得柔和、明亮又低能耗的光环

大尺度的室内中庭采用自然采光方式，特别设计了光学格栅。
依据上海地区夏至太阳高度角，对天花格栅的结构及细部尺寸进
行了特别设计，确保在夏季太阳光不会直接进入室内，而是通过
格栅侧面间接反射到中庭内部，实现了柔和的光照效果，同时有
效抑制了进入室内的太阳光的热量。

境。用灯光的明暗来强调空间的流线节点和转折走向，以此表现

大楼梯间采用自然采光＋人工补光的策略，使贯穿上下三层

空间之间的连通关系和立体感，引导观众准确地理解空间及清晰

的中心光墙任何时候都透出柔和的日光色，给人良好的视觉、心

地感受到空间的气质。

理感受。

外立面仅照亮主入口所在的南立面（第一亮度）和有室外亲

照艺术品的光源经过权衡选择显色性最好的卤素光源，通过

水平台的东立面（第二亮度），西立面（第三亮度）则靠道路照

专业透镜（UV 滤镜、拉伸透镜、柔光透镜）及自带调光旋钮的

明的环境光照亮，北立面（第四亮度）距相邻别墅住户较近，不

灯具来实现对灯光的把控。

做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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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雕琢

广州亚太公务航空有限公司会所

项目背景：

的方式，给出选定光源的尺寸，室内设计

保证让人刚进入空间及走到南面明亮的区

广州亚太公务航空有限公司会所位于

师在灯具外形的设计中满足光源的配光方

域时，视觉过渡平稳，不会有不舒适感亮

广州市国际金融中心 2204 室，其专门为高

式和尺寸需求，照明设计在设计好的灯具

暗对比。

端客户提供私人公务飞机的定制服务。会

形式基础上再进行细部的（安装方式、散

所面积 154 平方米，东西 14 米长，南北

热结构、维护方式等）设计。最后在工厂

天气的自然光和灯光的平衡以及观看视频

11 米深。入口在北侧，南侧是整面玻璃幕

里经过多次试验，最终达到光学与造型的

的需要。电动窗帘归大厦统一调控，无法

窗。窗外，由远及近“广州电视塔、海心沙、

完美结合。落地灯和飞机模型台的安放点

与调光器联动控制，但可以通过遥控器进

广州歌剧院”等地标建筑映入眼帘。

位也综合考虑了空间形式和光的分布。落

行权限内的升降控制。灯光结合窗帘的控

室内设计：

地灯选用了 300W 的 PAR56, 暖黄色的光

制，共设六个场景：白天一般模式、白天

很适合表现木色的家具，特别是在光线调

接待模式、白天视频模式、晚上一般模式、

暗的时候，色温会减低，低亮度和低色温

晚上接待模式和晚上视频模式。

设计概念：通过纯手工打造的独一
无二的“体验空间”体现飞机定制行业“顶
级奢侈品”的产品定位和“个性化深度定制”
的服务特点。

的搭配能给人带来舒服感。
模型台上飞机的照明也使用由下而
上的照明，与落地灯不同的是此处选用

设计手法：打破一般室内设计中装

4000K 的中性白光，透过乳白亚克力过滤

修、家具和配饰割裂分散的状态，创造性

的柔和白光照亮飞机模型的底部，飞机被

地用几组特别定制的纯手工打造的“曲面

纯净的光托着，像在空中飞行一般。

体块”将隔墙、家具和配饰整合为一体，
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体验空间。

照明设计：
设计概念：借鉴伦勃朗油画中强烈

曲面体块的照明借鉴伦勃朗油画中光
的运用，让曲面体块的大面积都处于较暗
的阴影中，减少灰层次的灰度级别，严格
控制亮部的面积及位置，仅让结构转折、

的光影为空间营造一种高级、深邃的感觉，

边缘细部及桌面出现较亮的光线。由于曲

让人在独特的空间体验中感受飞机定制服

面体块表面有一定的光泽度，极易出现反

务的高端品质；用重点光“雕琢”细部的

射眩光，这个现象无法避免。现场通过对

手工工艺，以此展现业主方个性化深度定

照射角度的反复调整，在主要的视角避开

制的技术水准和对细节的苛刻追求。

了反射眩光。

设计策略：基础照明使用特别订制

自然光和灯光的平衡是照明设计的另

的间接照明方式的落地灯，由下而上照亮

一个重要任务。因为入口在北面，白天高

天花，再二次反射下来。落地灯和飞机模

大的曲面体块遮挡了大部分的自然光，为

型台的造型同属一种造型风格，它们的设

缓解刚进门逆光立面的黑暗感，在接待区

计有个小插曲：首先由照明设计提出照明

使用多套投光灯对立面、台面进行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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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场景的设置主要考虑不同时间段、

| 照明人
Design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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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达人

京
兆
尹
素
食
餐
厅

照明设计的目标：营造素雅、温馨、
充满惊喜体验的就餐光环境。

室内东边的散座区仅 2.4 米高，为
调整空间的高度感，在桌面、墙面的灯

京兆尹餐厅外部景观通过重点洗亮

光基础上，增加了线性地面暗藏光淡淡

店招、灰墙、影壁墙，在喧闹的雍和宫

照亮天花，顶部亮起来感觉很轻盈，之

大街西侧营造一处素净、温暖、让人放

前的压抑感没有了。

松的灯光氛围。照明设计选择朴素的灰

在空间转折的节点上选择条件较好

墙作为照明载体，没有选择屋檐、彩画

的载体，加入光的主题，如最东侧包间

这些常规的古建元素，因为它们在形制

外的石榴树，用模拟月光的照明手法，

和工艺上缺少美感，所以把它们都藏在

灯内设计了光学装置，在淡淡照亮石榴

阴影里。室内的流线设计采用曲径通幽

树的基础上，有几处高亮的光斑照亮特

的手法，照明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呼应它：

别选定的局部枝叶，增添戏剧性的氛围。

从室外影壁墙到内庭影壁墙，再到廊道
形的入口及门厅，人会感受到亮—暗—

卫生间的“男女”标示字设计师放

稍亮—明亮的亮度节奏，在经过多重暗

在了地面上，此处使用较高的亮度强调

空间的转折和心理期待后，到门厅后眼

它，同时减弱周边整体灯光亮度来衬托。

前一亮，豁然开朗，给人淡淡的惊喜感。

卫生间的盥洗台使用了丰富的照明层次，
特别是镜面上的垂直光，可柔和照亮人

室内照明强调立面照明，因为人的
视觉主要在垂直面上。因此木块隔墙、

面部，避免在镜子里看见让人不舒服的
面部的阴影。

叠瓦屏风、挂墙书画都是重点表现的载

包间里使用了调光系统，在不同的

体，它们在视觉上形成视觉焦点，使人

光环境，客人们可依据对光的喜好选择

们在走动或就餐时自在游移的目光有多

预设的灯光场景。常设四个灯光场景：

个停驻点，可品玩赏析。

白天就餐、阴天就餐、晚上就餐及私密

室内设计的概念独特，空间中的装

模式。

置造型和表面装饰的风格很强，所以照

内庭院近处的竹子呈剪影效果，远

明设计对装饰性灯具的样式及使用位置

处的竹子及墙面被暖黄色灯光照亮，这

非常慎重，仅在二个具有高度优势的包

里阴影增加了空间的深度感和空灵感。

间里使用了造型素雅的吊灯，其它区域

静坐竹林，桌上烛光微闪，让闹市里难

的基础照明通过墙面二次间接照明及地

得的静谧抚慰人的心灵。

面灯槽的上照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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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世博园照
明规划设计

曾川
景观照明规划总体布局

职

务 | 照明设计师

公司名称 | 山东清华康利城市照
明研究设计院
社会职务 | 中央美术学院灯芯草
学社常委
北京照明学会环境艺
术委员会秘书
照明设计师交流中心
委员
山东照明学会委员
专业职称 | 中级照明设计师 中
级环境艺术师
代表作品
东钓鱼台中央军委大院景观照明设计
中国建设银行总部夜景照明设计
青岛世博园照明规划设计
济南黄金地产楼梯照明设计
东营会展中心夜景照明设计
济南环城河夜景照明设计
小清河凤凰山路桥夜景照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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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女飞花轴”为整个园区的景观照明主轴线，
以月季主题馆周边为照明核心区，以“天水”“地
池”为照明副中心。南北延伸突出展现飞花区与
玫瑰花道的景观流线脉络。重点突出七条彩带，
将七个园区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景观照明规划控制模式
◎平日模式
灯光以展现园区景观原有景色特色为目的，突出
生态，自然的光环境。
◎节日模式
以灯光秀的形式满足各种庆典活动气氛渲染，特
别是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灯光环境渲染。在会中和
会后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亮灯模式。

景观照明核心区概念设计
◎月季主题馆
月季主题馆的灯光结合建筑自身的特点，照明宜采
用内透光表现，平日模式颜色为暖白色，节日模式
可变换七彩，分别于七个彩色区域相互对应，投射
出的灯光照亮地面使整个建筑的屋顶以剪影的方式
体现出其别具特色的流线造型。
◎雕塑
中部雕塑及广场适合提高亮度，成为整个建筑的核
心，也突出月季花心的造型特色。在建筑屋顶周边
选择合适位置安装空中投射激光灯，精心编导的画
面与建筑灯光相互呼应，成为灯光秀表演的主题部
分。
◎彩带
七条彩带根据其结构特点，在节日模式灯光秀表演
中，用缓慢动态变幻的灯光表现飞舞飘扬的姿态。

| 照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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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池灯光概念设计
◎平日模式
以提炼展现建筑景观自身特点为主。
◎节日模式
利用喷泉，音乐、灯光、水幕电影等元素构成灯
光秀的第三主题。

飞花大道灯光概念设计
大功率投射灯投射主题花案与飞花大道肌理相融
合，构成灯光秀的第四主题。

景观照明分区设计
展现青岛城市特色文化“山、海、园”。
大海是博大的，随着阳光不同角度的照射，海水
折射出七彩的光芒，将大海的颜色对应园区七个
彩色区域，分成“海之红、海之橙、海之黄、海
之绿、海之青、海之蓝、海之紫”，将海文化赋
予园区的景观照明主题。整个园区的灯光颜色除
了功能性照明之外，景观照明以蓝色为背景光，
主要景点的照明，灯光色彩装饰与所处园区的主
题色相对应，切合“深蓝色的大海蕴含着无限精
彩世界的灯光理念。”

海之红：活力、热情
海之橙：华美、喜悦
海之黄：温和、光明
海之绿：青春、朝气
海之青：希望、认真
海之蓝：理智、深远
海之紫：优雅、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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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总行照明设计方案
色彩的应用
和谐的色彩能够使主体的夜景照明更加出众，起到事半功倍
的作用，也是表现建筑文化，突出景观常用的方式。色彩应用以
还原和提升建筑内涵为主。注重颜色的搭配与和谐。

信达大厦是建设银行的总部，“建筑结构内涵”似乎是这栋建筑
的灵魂所在，远看这座建筑仿佛一个具大的“龙鼎”竖立在金融
街上。
其实这里不仅仅是建筑内涵……
还有建设银行的企业文化、
建行的诚信、
责任、
公正、
稳健、
创造……

信达大厦坐落在金融街，西邻西二环。金融街所处地区，是
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自元代起就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更是金铺、银号遍布；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
行多设于此。
建行总部的办公楼被人们称为“风水建筑”，中国传统风水
学认为，黑色、兰色或灰色等诸色的五行属水，水也代表财，故
黑色的催财力量很强；其次风水上说，银色和红色可招财，黑色
可化煞。故建行大厦的建筑外立面颜色是通体黑色，这在世界建
筑史上并不多见，成为金融街别具一格的标志建筑。

眩光控制
泛光灯具的光度特性都有产生眩光的危险，信达大厦大楼本
身就是公共活动场所，控制眩光是我们在设计和施工中重点要解
决的问题。我们将从灯具的本身控制入手，把灯具眩光控制在最
小范围。

设计分析
当景观物和周边环境亮度都不高时，就决定了本建筑的景观
照明在亮度上采取中等亮度。照明光环境中，后期需要注意的就是，
对公共照明灯具进行严格的控光，减少公共照明对景观物本身光
环境的污染。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
1. 建设银行营销的又一有利名片。

设计目标

2. 城市添加文化特色灯光空间。

简约、大气、安全、环保

3. 活跃市民夜间生活的场地。

为信达大厦建筑灯光提供具有可实施性、可控制性、具有自身特
色的照明设计方案
可实施性——适宜的经济投入
可控制性——根据夜景投入的不同主体性质，提出实施控制性方
案
自身特色——建筑特色内涵、建行企业文化、办公功能特性

4. 绿色环保的城市照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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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人文、科技的综合体现。
6. 促进当地商业的繁荣，促进消费。
7. 吸引外来客户的驻足，为企业创造收入。
8. 亮化照明的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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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构思
针对夜景照明对象，基于相同出发点的两种思考角度
全局的考虑方式
为建筑做好整体
性规划发展
建筑结构内涵

出发点：背景的把握
整体的考虑

考虑的两个方向

结果：
最适合信达大厦
照明设计方案

企业文化
以建设银行企业文化
的考虑方式

设计理念
信达大厦建筑结构本身就是“鼎”的文化内涵，“鼎”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在设计中我们运用龙鼎的文化和鼎的剪影为设计理念，灯光通过对鼎的文化诠释，表达出建设银行追求卓越、诚信经营、特色鲜明、内
涵丰富的企业文化。

“鼎”盛之光

科技之光

光的科技和技巧与建筑结构内涵相融合，表现出“鼎”型的灯光效果，建筑在灯光的陪衬下雅而不俗，充分体现出简洁大方、简洁明快
的灯光意境。鼎在古代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建筑通过科技之光的渲染，表达出建筑银行的与时俱进。徐徐夜色下，信达大厦灯光必将
成为城市“地标性”的风景线。
设计方案中，所有灯光照明光源均采用 LED 光源，采用 RGB 三色，色彩、明灭、流动均可调可控；
控制方式：可编程控制，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灯光色彩、明灭、流动、开关的可调可控；
控制模式：可设计多种灯光模式，根据业主需要进行设置，并具有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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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Bringer | 照明人

Design Master | 设计达人
具体设计表现
顶部安装航空闪光障碍灯。
楼顶玻璃结构采用内透照明 , “鼎”
字的部首“目”，仿佛建筑的眼睛照

建筑立面结构采用局部投光照明手法

亮四方。也象征着中国建设银行的慧

体现出建筑灯光的厚重感，灯光色彩

眼展望世界。

根据建设银行的主色调来变化，色彩
变化不仅产生了建筑本身的文化意境
和视觉的主观需求，也突显了建筑的
细部特征，通过室内外相呼应的照明
效果，整体塑造建筑结构，突出建筑
的庄重、稳重、大气的气韵美感和意

锯齿结构采用小型投光灯打亮，在节

境美感，使得建筑与照明浑然一体。

日模式由下向上依次亮起，体现建设
瑞兽采用外打光洗亮。

银行事业蒸蒸日上。

平日模式

一般节日模式

重大节日模式

建设银行信达大厦标识规格、工艺及材质要求

材质：面板采用进口亚克力黑白板、蓝白板；标识基层采用 3mm 铝板；光源采用 CREE 芯片；驱动电源采用名纬或茂硕的电源；配电
设施采用国标线管材。
工艺：按照业主提供的企业 VI 识别系统的矢量图等比缩放，激光切裁、焊接、成型，颜色、大小比例严格与识别系统统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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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重典雅之美 ——大院会所
中式意境不仅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
蕴，更诠释着地域文化特质的魅力，是一
种共鸣而引发的感动，而今天，睿智匯设
计团队运用现代的设计手法配合当地文化
打造出了今天这座“大院会所”，基调沉稳，
表达丰富，渲染了意境，也蕴含了情思。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鹿”、“小丽
花”、“工字钢”这些词汇之间有何关联，
而实质上这些都是内蒙古包头市的地域属
性标志，台湾知名设计师王俊钦用其新现
代主义手法将这些包头特有的文化符号巧
妙的融合在一起，分别演变成为充满设计
情感的艺术元素，互动与交融在一起，营
造出“大院会所”的典雅之景。
大院会所面积 2400 平方米，坐落于
内蒙古包头市，包头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
市，从而造就了文化上的丰富多彩，
“包头”
一词源于蒙古语包克图，蒙古语意为“有
鹿的地方”所以又叫“鹿城”，除了“鹿”
的元素，设计师还将包头市的市花——小
丽花凝练出来绽放于本案当中，成为了空
间中的一大亮点。工字钢行业作为包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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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同样被设计师扑捉
进来，创造工字钢新鲜的生命力，勾勒出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带有隐喻手法的元素。
大院会所共由大厅、穿堂、红酒吧、
过道、副厅、健身房、泳区及五个贵宾室
组成，其中大厅、穿堂、红酒吧和过道各
自独立成景而又景景相透。进入大厅，极
具特色的顶面造型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而
对于当地的人们来看，它的魅力不仅在于
夸张的造型，更是一份共鸣、一份情感，
因为它是工字钢的元素表现，设计师希望
让前来到访的有缘人寻获到心灵休憩与交
融的空间。材料采用木质构架，喷涂香槟
木质漆打造而成，同时，两条环形灯池分
布内外，暗藏 LED 灯带，期间分布些许
LED 射灯，光线穿梭于空隙，就像工字钢
行业的金辉，引人入胜。地面应和顶面同
样采用圆形演绎，运用大理石拼花制作，
图案采用鹿角图腾拼接而成，与顶面相得
益彰。穿堂区域是本案设计的中心，人们
通过穿堂始向进入其他区域。门洞的设计
选用了镂空窗格呈现，取中式窗花图案配
合小丽花元素，材料并非采用木材，而是

选用了铁艺打造而成，外喷涂香槟金铁艺
漆，格调颇显高贵和独特，地面同样是鹿
角元素的大理石拼花结构。正中央的区域
是本案的点睛之笔，设计师将一处水景驻
立于此，水从顶面一泻而下聚集于池中，
水的效果利用光影呈现，光影效果使用
LED 灯光、光纤、水晶灯配合完成。此处
通过灯光的亮度增大，周围的灯光调暗之
手法 , 确保了隐私及焦点端景的体现。
通过穿堂进入红酒吧区，墙面采用工
字钢元素打造，用于红酒的展示作用。五
个包厢又分别演绎不同的风格属性，空间
独立私密，必要时又可以相互关联，动线
考究配置灵活。每间 VIP 房内均有独立的
会客区、用餐区、配餐间及分区式洗手间，
其中三间包房内还设置有 KTV 娱乐互动
区、舞蹈区域及会谈品茶室等。
穿越于不同的空间，在小丽花香中领
略大院会所的尊贵与典雅，感悟自然而然
的淡定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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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 | 大院会所
坐落地点 | 内蒙古包头
面

2

积 | 2400m

设计公司 | 睿智匯设计公司
照明设计 | 睿智匯设计公司
设计时间 | 2012.02-2012.3
竣工时间 | 2012.04-2012.11
设

计 | 王俊钦

参与设计 | 刘 宇 赵 涛 赵文静 乔有义 姜茜月
摄

影 | 孙翔宇

文

稿 | 魏红佳

主要材料 | 不锈钢 石材 木皮 皮革
消费群体 | 商务宴请，私人聚会
市场定位 | 中高端
设计方向 | 新装饰主义风格
公司电话 | 010-65447762
公司网站 | www.wisdomdesign.com.cn
VIP 博客 | http://blog.id-china.com.cn/u/8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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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的亮 LED 酒店照
明设计方案：
北京杜革四合院艺
术精品酒店
古建筑融入时尚元素·LED 光源结合传统照明

北

京杜革四合院艺术精品酒店前身是「索家花
园」的一部分，大宅由清朝咸丰年间的内务

府大臣明善所拥有，后经改建及保存下来。酒店主人
杜革被源远流长的胡同文化深深吸引，特意请来了比
利时室内设计名家 Jehanne de Biolley（Cui Cui）与
中国室内设计怪才刘利年携手合作，以中国传统庭院
建筑为基础，打造出二十世纪的后现代艺术酒店。
整家酒店的设计重点在于保存固有建筑特色，两位

「丝绸之路」套房──全房以黄、白色为主调，卧床
一方的天花两侧装上双排嵌灯，呈纵向、斜角布局，在暖白
光的灯色烘托下，迸发丝光缎采；深红色墙面的壁灯装上蜡
烛泡，光影效果更见突出。

设计师巧妙运用四合院独具一格的空间格局与构建元
素，把创新意念引进古老庭院之中，呈现出古新交融、
中西合璧的新面貌。
在灯光设计上，由于受到原建筑物的结构所局限，
从灯具选材以至布线、安装，以保留四合院风格与外
观为大前提，设计师最初采用传统灯具作为主要光源；
而随着绿色照明概念兴起，酒店方面决定引入 LED 照
明技术。
奥的亮专业灯光设计团队在进行这项照明提升工
程时，面对最大的挑战是把 LED 光源与传统照明结合
──因应不同空间的设计特色，并配搭现有照明设施，
创造出不同的「光」景，从而展示这幢建筑的千形百态。
LED 照明产品方面，团队精选了巨星 MR16 射灯、
蜡烛泡、银河 350 及 T 管 作为光源。巨星 MR16 射

外缘的屋檐下射灯分散布置，呈不同的投射角度，有

灯备有冷、暖白光色调，可供导轨、重点及展示柜照

的照向木雕通花门板，有的投向窗框上的黑色剪纸（见上图），

明之用；蜡烛泡 150 则备有白光及冷、暖白光色调，

又或聚焦于飞檐斗角之间，把灯光与古建筑融合为一。

专用于水晶灯、吊灯、壁灯及装饰灯具。
这幢传统四合院建筑设有六间主题客房，计为牡丹
亭、皇宫、竹屋、丝绸之路、金色池塘、白宫，室内

从客房步出开放式的四合院庭园，可走到糅合
中、西设计风格的 Reflections 餐厅，以及型格十足
的 White Russian 酒吧，前者天花上的一盏盏法国巴

装潢富当代艺术风，配以水晶吊灯或壁灯作点缀，与

卡拉枝形吊灯散发闪闪亮光，后者的巨型黑、白色水

古意盎然的柱梁门窗形成鲜明对比。

晶吊灯成为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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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餐厅采用了西藏文化为主题，墙架上展示了琳琅藏品，藉着射灯的重
点照明，突显不凡气派；而红酒雪茄屋则大胆用上红色作主调，在柔和的灯光
掩映下，营造出舒适自在的氛围。

White Russian 酒吧──射灯沿屋
梁分布排列，产生多角度折射，黑、白

VIP 餐厅──天花上的射灯呈棋盘排列，或照射墙身或投向地面，加上中央的小吊灯
作妆点，形成光影交错之效。厅中到处可见藏式艺术品，利用射灯作重点照明，吸引目光注视。

色水晶灯悬垂而下，在 LED 蜡烛泡的闪
耀光芒下，把中国建筑之美表露无遗。

红酒雪茄屋──微黄灯光从屋顶投射于米白色墙面，配上高身座地灯，运用间接照明手法缔造轻松的气氛。
巨星 MR16 射灯－简介
产品规格
灯光色调：
色
温：
光通量：
中央亮度：
显色指数：
产品寿命：

暖白光 冷白光
2800K 6000K
180 流明 250 流明
704 烛光 950 烛光
80Ra 值
35,000 小时

产品特点
．专利鸟笼式散热系统
．采用冷光技术
．超高能效
．高亮度
．与传统 MR16 灯泡一致

应用范围
．导轨照明
．重点照明
．大堂及电梯照明
．商店照明
．展示柜照明

产品特点
．专利虚拟灯丝光学设计
．采用冷光技术
．高能效
．高亮度

应用范围
．水晶灯
．吊灯
．壁灯
．装饰照明

蜡烛泡 150 －简介
产品规格
灯光色调： 暖白光 白光 冷白光
色
温： 2800K 4000K 6000K
光 通 量 ： 150 流明
显色指数： 80Ra 值
产品寿命： 35,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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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总部
办公大楼
高效绿色照明点亮
新地标建筑
锐高照明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锐

高全系列照明电器产品包括数字调

均匀的类型学体系建筑，融合长安街周围环境

光镇流器及 LED 调光驱动等应用于

及场所特征确定的建筑所应具有的空间形态。

新建的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大楼，与建筑整体风

该项目工程造价 13.8 亿元，由金融街控股股份

格结合，诠释智能、高效的现代办公照明理念。

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第三建筑公司

办公空间是现代都市人除了家以外最重要

负责承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清尚

的“阵地”，因此一个舒适、愉悦的环境无疑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设计，力求打造现

对员工的身心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灯光在这

代化办公环境，实现绿色节能可持续发展。

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满足基本的功能性

智能之光新体验

照明，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多种场景的同时

现代办公照明较传统照明而言，不仅仅是

并能节能增效是对现代办公照明提出的新要求。

点亮办公空间，更重要的是能根据不同场合的

国家开发银行总部办公大楼在这方面起到了良

功能及场景的需要调整照明亮度，从而实现相

好的示范作用。

应的多场景灯光控制及会议配套系统的多功能

绿色节能新典范

控制。国开行所使用的所有灯具均应可调光控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总 部 办 公 大 楼 位 于北 京 核

制，室内照度可调节范围为 50lux-500 lux。配

心的长安街西段，是一幢 14 层高的办公楼，

合智能控制系统的不同控制组合，营造不同的

总占地面积为 38,68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照明氛围，满足使用者对室内光环境的多种需

150,000 多平方米。整体建筑延续长安街统一的、

要。只需轻触一下触摸屏，即可根据需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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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国家开发银行
业

主： 国家开发银行

建设单位：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清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相应的灯光场景模式：

果。另外，设计师在员工区域设计了 DALI 可调光的 T5 灯具，

会前准备模式 - 天花间接照明及阅读工作面的直接照明灯

以保证每个员工的工作照明，该 T5 灯具配置了锐高的数字可调

具开启，并调至 50% 的状态。装饰性灯具关闭，洗墙灯具开启

光镇流器，每个员工可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工作需要调节至理想

并调至 30% 的状态。

的照度，在满足个性化照明的同时不会影响他人工作。

会议演示模式 - 阅读工作面的直接照明开启，并调至 25%
的状态。天花间接照明及洗墙灯具关闭，装饰性灯具关闭。
会议休息模式 - 天花间接照明开启，并调至 50% 的状态。
阅读工作面的直接照明关闭。洗墙灯具开启，并调至 50% 的状
态。装饰性灯具开启，并调至 100% 的状态。
清扫模式 - 天花间接照明开启，并调至 50% 的状态。阅
读工作面的直接照明关闭。洗墙灯具开启，并调至 50% 的状态。
装饰性灯具关闭。
在员工工作区域，设计师通过可调光上下出光的悬吊灯来
保证一般的环境照明，确保员工工作区域的办公照度，同时通
过二次反射照明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眩光问题；另外，配合锐
高的亮度感应控制，能自动地根据日光照射的情况来调节员工
工作区域的环境照明亮度，保证安全照度的同时达到节能的效

整个办公大楼应用锐高全系列产品约 25000pcs。例如，全
新的 PCA 数字调光镇流器是确保照明系统处于最佳运行状态的
重要元器件，不仅具有仅为 0.2w 的极低功率损失，而且还具有
高质量的调光性能，1%-100% 的调光范围根据不同场合（如
会议室、办公室、走廊等）满足不同照明场景的需要，实现了
高质量的照明。而 LED 数字调光驱动器则采用 PWM ( 脉宽调
制 ) 调光技术，其控制信号均采用 DALI ( 数字可寻址的照明接
口 ) 技术，并结合照明控制系统可实现简单操作、精确控制及灵
活应用等效果。
应用锐高全系列产品，充分满足了客户关于优质的智能照
明及节能环保的要求，不同系列的锐高照明产品在该项目中的
完美配合，并与控制系统无缝对接，为客户营造一个令人愉悦
的办公环境，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诠释了现代办公照明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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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康大厦
夜景照明设计方案
浙江中企实业有限公司

琚慧明 王凤琴

1. 项目概述
富康大厦位于杭州拱墅区拱康路以
西运河新城区块，距离运河 300 米，建
筑由两幢高层办公（22F）酒店（11F）
及裙房（4F）组成。区位优势明显，交
通条件便利。东侧，南侧 , 西侧均为规划
道路，总用地面积 :8303.0m2，其中地上
37148.3m2，地下 12799.62m2。我公司
受业主委托，做了富康大厦夜景照明设计
方案。以下是该方案的简要介绍。

2. 设计原则
1）绿色夜景照明设计的原则。节约
能源，保护环境，提高照明质量，减少光
污染，建立绿色照明体系，构筑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
2）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以人为本
的设计思想，强调照明的综合环境效果，
为市民创造舒适的夜景观。
3）科学选用灯具。灯具的选择要兼

2）关于方向和体量：景观照明要

结合现代气息，决定了大楼应当表现出高

求根据设计目标安排光的方向、体量，点、

雅、雄伟、庄重、现代的艺术效果。因此，

顾景观与功能的双重要求。各类灯具必须

线、面、体兼顾，有取有舍，利用光的特

我们结合大楼的特点，运用多种方式相结

考虑白天与夜间的景观效果，同时创造出

性创造艺术环境。

合的照明手法，使其每当在夜幕降临、华

无眩光、无光污染的夜间光环境。

3. 总体设计思路
1）关于光色：景观照明设计要对光
色、介质颜色、灯具色彩、背景色彩、空
间色彩等因素综合考虑，应符合美学的基
本要求，符合人的审美习惯。例如红的热
烈、兰的冷静、绿的和平、白的洁净、黄
的高贵；光的混合色与叠加所形成的艺术

3）关于艺术中的技术：景观照明

灯初上之时，与其周围的环境都交融在光

中所表现的艺术效果是通过照明基本技

与影的氛围中，显示出大楼简洁、大气的

术去实现，技术是基础，技术服从于艺术。

光辉形象，成为人们瞻目的新景点。本方

不同环境中技术标准，技术手段依艺术目

案采用多种照明手法相结合，由远到近、

标定位。主要的技术指标是重要的设计依

从整体到局部，最大限度的体现建筑原汁

据，如光通量、照度、色温、显色性、配

原味的艺术风格，使其与周边环境即有和

光曲线、均匀度、亮度限制等。并且根据

谐统一的一面、又有相对独立完美的一

设计环境适度调整。这些比普通的功能性

面。

照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合组成的框架结构，现代材料及形体给人

效果，不同被照物体的材料反射的颜色的
定位等，运用得当，可突显特定的艺术风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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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康大厦外部结构为石材与点窗组

4. 具体设计说明
富康大厦，其匠心独具的建筑造型

强烈的视觉感受。因此在照明上不仅要体
现大楼的形体处理，也要注重对其建筑细
节进行刻画，使建筑展现出精致、典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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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起到大

同 时 大 厦 LOGO 和 名 称 采 用 LED 自 发

楼特殊的宣传效应。

光字，在空中既醒目又起到提示作用。

另从人的观赏视角来分析，富康大

酒店北立面是跟高层办公相接的，

厦东侧、南侧、西侧均为规划道路，这

所以我们只需考虑东、西、南三个立面

就决定了该建筑四个立面方向均可以作

即可。而此三个立面结构相似，又要跟

为观赏视角来观赏，因此我们对该建筑

高层办公达到协调统一之效果，为此我

四个立面都做了灯光布置，因建筑由两

们同样采用 LED 线条灯，通过电脑编程

幢高层办公（22F）酒店（11F）及裙房（4F）

来实现跟高层办公达到同步效果。此建

组成，所以我们将整个照明设计分为三

筑西南立面是实墙，我们采用 LED 点光

个区块；因又考虑到高层办公的南立面

源来链接西立面和南立面，使得整个建

和北立面、东立面和西立面结构特点相

筑的效果不会出现断层。

似，酒店的东立面与西立面结构特点相

③顶部：一座建筑物的顶部造型设

似，所以我们照明手法上对南立面和北

计往往就是最能体现出建筑风格与独特

立面、东立面和西立面做了相似的处理。

魅力的重点部分，是建筑设计师的匠心

具体设计方案详述如下：

之所在。顶部照明灯具采用的是绿色环

a）裙房

保的国际潮流产品高亮 LED 线条灯上下

裙房主要是作为酒店和休闲场所，

对照。LED 光源具有效率高、能耗小、

根据其功能用途，我们在裙房的照明设

安全可靠、方便管理等优点。与传统的

计上主要以现代的照明手法，采用 LED

照明工具相比，LED 照明产品体积小、

变色轮廓灯，跟主楼相呼应。

重量轻、方向性好并可耐各种恶劣条件，

b) 高层办公（22F）、酒店（11F）
因考虑到高层办公的南立面和北立
面、东立面和西立面结构特点相似，酒
店的东立面与西立面结构特点相似，所
以我们照明手法上对南立面和北立面、
东立面和西立面做了相似的处理，我们
分为三个部分介绍：
①底层：我们采用 3000K 金卤灯对
立柱进行打亮，既突出了底部，又不显
张扬。
②中部：高层办公的南北立面我们

5. 效果图

在功耗、寿命以及环保等方面均有不可
比拟的优越性。
总结：本套方案采用了不同的照明
手法，通过动与静、明与暗的对比，使
建筑物富有立体感与光的层次感。它不
仅具有观赏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深刻的
内涵和鲜明艺术特色。采用先进的照明
技术手段和艺术手法，使被照载体达到
有别于白天的、再塑形象的艺术效果，
而不是一味的盲目变化。重要的是要亮
得美，要通过夜景充分显现建筑的特色
和载体的内涵。

采用 16 段 LED 线条灯，通过电脑编程
来实现各种动态效果。东西立面，我们
采用 LED 变色投光灯将每层窗户及其外
侧格栅打亮，起到衔接和协调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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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湖“黎塘河
一河两岸整治”
项目景观照明工程 灯具运用手法解析
摘要
袁伟铭 Denise Yuen

从化市云岭湖公园一河两岸整治第一期市政景观照明原则坚持以人为本，走
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创建和谐自然的夜景环境。通过光的运用，把人文主义与自

广州市景森照明设计有限公司
照明设计师
中国演出家协会舞美（舞台）
舞台灯光师
华南师范大学
艺术设计学士学位

然景观完美结合，为市民提供一个观光、游憩、休闲、娱乐的舒适场所。
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到云岭湖山水之间的悠然情趣，夜晚的黎塘河两岸将成
为居民放松休闲的光艺环境。让游人洋溢在舒适的光文化之中。光影的魅力将赋
予建筑崭新的生命，使波光粼粼的云岭湖凝聚“灵气”，金鲤化“龙”。

Abstract
The municipal landscape lighting design of the first period of a river
regul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park of Yunling lake in Conghua city,which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that “Humanist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 night scene environment of harmonious natural” .Through the use
of light , the design integrates it with humanistic and natural landscape
perfectly,inorder to provide a comfortable place of sightseeing, recreation,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
It is possible to relax yourself when you close contact to the lake
of Yunling. The banks of Litang River at night will become light and art
environment of residents relaxation and leisure. The design supplies visitors
a comfortable lighting culture . The charm of smooth shadow will give the
building a new life, sparkled the lake of Yunling.

关 键 词 : 市政公园、绿色照明、LED
Key Words : Municipal Park , Green lighting , LED

项目简介
从化市云岭湖公园一河两岸整治第一期市政景观照明设计工程位于从化市街
口街，主要范围为风云岭景区右灌渠，河道长 2.38km。工程的建设任务将河道
拓宽 300—400 米，形成正常蓄水水面约 450 亩的景观湖面，完善市政景观照明
附属设施。营造周边区域“山水相映、林草丰茂、溪流云飘、鸟飞鱼翔”的美丽
自然景观，形成河道周边区域多层次的自然生态系统，可为市民提供一个观光、
游憩、休闲、娱乐的良好场所，与从化市风云岭森林公园景区规划相协调，为形
成云岭湖公园一河两岸环境创造条件，提升从化市的城市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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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内容
市政景观照明设计要结合堤防、护岸的型式景观及整
体布置统一考虑，使市政景观照明工程与水利工程协调一
致，使之既互相配合又互相映衬，根据堤防护岸的景观布
置形式考虑沿线的市政景观照明。照明的细节及整体设计
都要全面满足道路功能的发挥以及园建节点与绿化的衬托。
（图 1、图 2）

图 2 云岭湖公园·珠光地产别墅区

图 1 云岭湖公园·舟济码头

设计概念
构思源于中国自然山水的悠然古韵，“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以金鲤化龙（人才）作
为隐喻，汇集地杰人灵，夜景灯光的点缀犹如画龙点睛之
笔。湖面形如巨龙，在光影的塑造下，金鲤仿似跃出水面，
整个湖面包含各个景观节点以及周边园林环境，霎那间使
夜晚的黎塘河犹如腾龙般充满幻彩神韵。
通过现代照明技术对云岭湖公园进行整体光色与动静
结合的打造，营造高雅淡泊、温馨怡人的灯光艺术氛围，
恰似：光景幻化聚龙气，云岭名湖升龙门。（图 3）
图 3 云岭湖一河两岸整治 灯光规划

节点分析
1. 锦绣蓬门 - 大门入口
安装 LED 投光灯从大门钢架内部结构投射，营造透光
效果，使龙爪形状的云岭湖公园大门仿佛手握七彩光珠，
光芒四射，塑造出庄严大气的视觉感官。大门顶部 LED 点
光源形成点缀，忽明忽暗，让整个大门入口增添灵性。
（图 4）
图 4 公园大门入口 草图概念

2. 龙舌源 - 水槽
水槽外侧使用 2200K 钠灯洗亮桥墩，内侧使用 RGB
变色 LED 投光灯形成色彩互补，点亮做为灵气入注的水源
入口，周围草地安装具有高观赏性的特制庭院灯，增添景
点趣味性。（图 5）
图 5 水槽 夜景效果模拟

3. 月傍鱼湾
选用 RGB 变色水底灯，搭配 LED 贴片灯勾勒轮廓，
幻变的灯光变色，彷如搭配着云岭湖抑扬顿挫的呼吸节奏，
动静巧妙结合，营造出绚丽多彩的光影空间。（图 6）

图 6 月傍渔湾 夜景效果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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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夜晚的舟济码头

4. 舟济码头
舟济码头炫彩的灯光烘托整个广场的活跃气氛，阶梯
运用冷暖两色的 LED 贴片灯进行色彩互补，岸边使用 LED
小投光灯洗亮石柱。廊架处结合游龙形态，用间隔和反相
的投光方式，利用光影映射出其极具张力的建筑造型。广

图 9 夜晚的舟济码头
图 7 舟济码头 效果模拟

场周围选用特殊造型的庭院灯契合灯光主题，营造丰富多
彩的视觉效果。
（图 7、图 8、图 9、图 10、图 11）

图 10 夜晚的灯光阶梯

图 11 舟济码头廊架

5. 风云岭桥
风云岭桥作为黎塘河的中心地带，链接风云岭，是从
大门口进入的必经之地。安装 LED 小投光灯洗亮桥体仿木
纹石柱，桥体两侧选用 RGB 变色 LED 洗墙灯勾勒，桥底
安装 2200K 钠灯整体泛光投亮。风云岭桥庄严大气中透露
着神秘的仙灵之气，似乎随时迎接腾云吐雾，化龙金鳞。
（图 12、图 13、图 14）
图 12 夜晚的风云岭桥

图 13 夜晚的风云岭桥

图 14 夜晚的风云岭桥

6. 芦荻秋瑟
过道地面安装单向埋地灯，提供基本功能性照明，保
证路人安全性，同时利用光斑做出转角的光影造型，使得
走道轮廓结构更加明显。安装 LED 贴片灯勾勒走道边缘底
部，渲染出美轮美奂的水中倒影。
（图 15、图 16、图 17、图 18）

图 15 芦荻秋瑟

图 16 芦荻秋瑟

图 18 芦荻秋瑟

图 17 芦荻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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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园区道路
园区环湖道路选用 3000k 庭院灯，通过专业照度软件
计算，选定功率为 70W。温馨的光色在提供基本功能性照
明的基础上，并且更容易让市民心情放松，从而达到身心
与自然环境的交融。（图 19、图 20）

图 19 园区道路

图 20 园区道路

8. 逐浪听音
轻波随着微风拍打着琴台，整个环境灯光营造静谧氛
围。仅仅在围栏外侧安装 LED 贴片灯做出点缀，仿佛吸引
着浪涛前来嬉戏。（图 21）

图 21 逐浪听音 效果模拟

Dialux 照度计算测试
通过专业照明软件反复测试，得出理性数据，从而方
便设计师选用合适的光源与瓦数，达到节能减碳、绿色照
明的设计理念。
图 22 风云岭桥 照度测试

图 23 风云岭桥 照度测试

图 24 风云岭桥 照度测试

图 26 风云岭桥 照度测试

（图 22、图 23、图 24、图 25、图 26、图 27、图 28）

图 25 风云岭桥 照度测试

图 27 水槽 照度测试

图 28 水槽 照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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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难点
1. 潮湿的环境以及水位的多变性增加灯具等级要求；
2. 结合当地情况，所有灯具设备必须做好防盗措施；
3. 施工图纸以及相关资料缺乏，增加了设计的难度；
4. 在已完成的工程上考虑灯具达到效果的情况下的安装方式；
5. 方案设计以现场实地考察以及测量得到重要数据为依据。
（图 29）

图 29 风云岭桥

具体成效
本次照明方案繁简结合，主次分明，同时具有艺术连
贯性，让整个园区风格统一，每个重要节点之间都有相似
的元素互相链接，遥相呼应；却又结合各自园林景观风格，
拥有适合其特色的夜景设计。在每个细节上做足功夫，考
虑到各个因素，做出最适合和最好的同时结合自然，让人
感受舒适的夜景灯光。（图 30）

图：广州市景森照明设计有限公司
图 30 星空下的云岭湖

文：袁伟铭

项 目 信 息
发

展

商

广州从化市水务局

开

发

商

广东珠光集团有限公司

照明设计单位

广州市景森照明设计有限公司

项 目 面 积

流域面积 173Km2；
湖区面积 29.3 万 m2

竣 工 日 期

2012 年 8 月 8 日

设 计 团 队

周庆堂 ( 技术总监 )
袁伟铭 ( 项目主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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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西安楼观,
光耀天下第一福地

中照奖一等奖

香港银河照明国际有限公司

LIGHTINGBRINGER
BRINGER
LIGHTING

53
085

THE LIGHTING DESIGN
OF XI’AN TAOISM
LOUGUANTAI
西安道教楼观台照明设计
西安道教楼观台，号称“天下第一福地”。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东南 15 公里的终南山北麓。楼观台既有周秦遗迹、汉唐古迹，
又有山清水绿的自然分光：古迹主要有老子说经台、观星楼、秦始皇清庙、汉武帝望仙宫、
大秦寺塔以及炼丹炉、吕祖洞、上山池等 60 余处，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其中老子墓、
大秦寺塔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华夏源脉、千年帝都、丝路起点、秦俑故乡。
秦岭北麓——山清水绿、自然风光。
楼观台——道教楼观、天下第一福地。
项目建设以楼观台景区为核心，全力打造世界道教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并成为兼具道
文化探源体验、秦岭农林业休闲、民俗风情旅游、滨水休闲度假特色的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旅游目的地和生态宜居地。
此项目由香港皇家城市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由北京广灯迪赛照明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施工。

而本案主要设计原则是：
设计原则是体现该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宁静典雅的环境特色，其灯光效果应有别
于其他城市夜景照明。灯光设计需遵循“宁整勿碎，宁朴勿繁”的原则，强调整体效果，

突出重点：
1、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提升城市形象，展现经济发展实力和城市现代化水平。
2、整体设计风格幽静脱俗，清新雅致，夜景整体效果能够烘托建筑美感。
3、以历史和文化内涵为向导。
4、以人为本，在景观照明设计的同时注重节能环保，避免形成光污染。

西安楼观台照明设计理念：
依托老子文化与道家思想文化的积淀，融合城市历史文化突出打造道文化景区的整体设
计思想，从无形到有形，从有界到无疆，无形历史，有形福地，星宿有界，光耀无疆，
所以我们提出”承古开今，福地新生。星宿辉耀，光影梦幻”的总体设计理念。

01
建筑屋面照明：
采用瓦楞灯上照

54 LIGHTING
086
LIGHTINGBRINGER
BRINGER

Appreciation | 案例赏析
Cases toCase
Appreciate
| 案例赏析

02

04

楼观台主要建筑：
灵宫殿、四御殿、斗姥店、三清店等主要大殿。屋面由
瓦楞灯，斗拱下放地面，银河照明佐罗防眩光地埋灯，
使 得 整 个 空 间 透 亮。 栏 杆 配 以 银 河 照 明 T5 线 条 灯， 加
以色温不同，突出建筑层次。

照明与植被的关系处理：
植物是景观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照明设计一是应该合
理的选择照明对象，能够与景点相互映衬与呼应。二是
要根据植物的特征来设计，采用不同色温，不同亮度的
光线，更完美的表现植物的勃勃生机。

其它广场建筑 :
牌坊 雕塑
银河照明酷匣投光灯，精致的外形和完美的
配光，把雕塑诠释的活灵活现。

03

景观化照明：
根据景观环境的特点，加以人流最佳视线分析，
采用点状，线状及面状照明的有机构成组合，
产生多种变化，丰富核心景观与周围景观结构
的照明效果，从而烘托出环境特有的氛围。

05

中轴线景观道路照明：
根据历史文化特质造型景观灯，再配合由银河
照明根据现场情况的反射系统，使整个道路均
匀，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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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有良知的照明人
图、文 / 胡庾煊

终

于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漫步在汾河江畔，看着美丽汾河夜景，不禁对自己所从事的照明设计行业
感到自豪。通过我们的创作，可以给城市另外一种美丽。五光十色的灯光效果通过粼粼的波光映

入我的眼帘，赏心悦目的同时，回顾着前一段时间考察过的一些照明案例，面对一些项目存在的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照明人怎么了？”。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这个时代，技术问题再也不是照明应用工程中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技术
来解决好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夜景灯光效果。对于设计师来说，除了技术，是不是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
西？原创的、合理的、非功利性的等等，这些是不是被遗忘好久了？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回过头想想，
照明设计师的理念和职业操守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业内举办的各种峰会、论坛等等越来越多，这种活动促进了行业的前进与发展，提供业内人员相
互交流的平台，这种形式非常好。但是冷静回顾这些活动，发现大家通常都是在说什么什么如何如何好，
应该怎样怎样云云，却很少看到有谁站出来负责任的告诫大家怎样怎样是不好的，一定不能怎样之类。
这非常符合中国人的特点——一团和气。只是有的时候往往这种一团和气，却害了一个项目，一个工程。
请恕我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国内城市夜景亮化。
我们来看一些城市夜景的案例。

▲ 各种奇怪的色彩破坏了仿古建筑
的美感，灯具功率的选择过高，导致
侧栏的过度曝光；

▲ 昏暗的红光不得
不让人联想到旧北京
城的“八大胡同”，
或者是一些城中村小
胡同里的小发廊、按
摩院。稍有照明常识
的人都应该知道，同
样的功率，白光的光
效相对是最高的，红
光的光效几乎是最低
的，该桥梁的设计理

▲ 栏杆外侧的洗墙灯因为安装的位
置与灯具的角度原因，导致严重的光
溢出，许多光斑落在地面上，并且给
行人造成严重的眩光，使人感到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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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模仿的是雄壮的雁
门关，而夜景照明却
实实在在的毁了建筑
设计师的设计理念。

Design Eyes | 设计魅眼
Tell It Like
It Is | 有一说一

▲ 廉价的数码管用胶水粘贴在护栏上，据说仅仅完
工几个月，还没有验收已经开始脱落了。

▲ 胶水粘贴不住，就用铁丝甚至绳子捆绑在栏杆上
面。

看到这些项目中的手法、用灯和实施的方式，作为照明设计师的您，是不是和我一样，除了悲哀，不知
所云？

▲山西某市某景区桥梁夜景照明：通过与白天桥梁的建筑风格对比，发现建筑的特色、建筑师原本想要
表达的美感完全被淹没在拙略的夜景表现手法之中。据说该市的三座 200 多米的景观桥，总功率高达 400
多千瓦，这种灯具堆砌的做法既破坏了建筑本身的美感，又大量的浪费能源，这样的城市景观照明设计，让
我们情何以堪啊！

我经常对团队成员和新加入的照明设计师强调，首先要做一个“有良知的照明设计师”。对于他们的基
本要求，第一，不盲目模仿，案例借鉴要建立在对项目进行透彻分析的基础上；第二，不天马行空，良好的
创意要建立在可实施性的基础上；第三，不堆砌灯具，坚决不为高额的设计费而刻意提高工程造价；第四，
要敢于说不，原则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
城市夜景照明是个专业性很高，涉及的细分专业很多，综合性很强的课题，无论是照明设计师、照明工
程公司还是城市夜景的政府主管单位，都要对夜景照明多多学习与钻研，在自己的岗位上担负起城市夜景照
明项目的责任，对违反技术原则说不，对不合理的灯具堆砌说不，对潜在的规则与诱惑说不，做一个有良知
的照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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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荼，极大地拓展了照明市场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国家
发改委和财政部启动了财政补贴推广 LED 照明产品项目，大
宗用户在使用中标的 LED 照明产品的同时可以享受低于中标
价格 30% 的价格优惠，广大客户在享受节能照明产品带来
的好处的同时，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绿色照明产业的持续发展 ,
未来 LED 在功能性照明领域前景已为各界所认同。

2. 导致如此现状的因素有哪些？
我国在道路、隧道、广场等室外 LED 照明技术方面已有
较好的研发能力和产品开发基础，且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在照明工程中的应用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 LED 照明灯
具的整体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面临的挑战还很严峻。LED

章上伟
佛山市托维环境亮化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 道路照明近年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如何？
节能照明创新发展、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照明环境，这
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道路照明提出的

照明产品标准涉及半导体应用、光学、电子电路、机械结构、
热学等多方面学科，需要良好的配套能力和商业模式的健全，
但不少企业在散热技术、配光技术、灯具结构设计技术方面
不具备优势，导致灯具出光效率、光利用系数、灯具效率低，
灯具在实际使用中过快衰减，使得用户失去对 LED 照明应用
的信赖度，阻碍了 LED 照明的广泛推广应用。

的照明产业同样面临着挑战。为此，中央政府实施了启动内

3. 道路照明发展需要做哪些努力和调整，以
便更加吻合市场的良性发展？

需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推出了一些

从目前 LED 路灯发展的方向来看 , 产品质量不断完善 ,

国家和地方的重点项目，大量的道路、机场、地铁建设如火

在提升产品及照明质量方面，企业目前着力解决的仍是散热

更高要求。同时，在应对美国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中，我国

的配光技术。它由一个偏轴配光的自由曲面透镜、以及一侧
用于截光的全反射棱镜组成。在垂直于路面的方向，透镜配
光曲面的中心轴与 LED 的光轴有一个偏斜，该离轴使得通过
自由曲面配光后输出的大部分光束都分配在正前方水平线以
下的路面上，从而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眩光；另外它在平
行于路面方向的输出光束有一个很大的约 120°的配光角，
可以获得大范围的路面照明。透镜配光曲面的上侧，有一个
全反射部分，起到截光的作用，它截取从 LED 发出的、往上
射的一部分光线并向光轴下方进行压制及全反射，输出后的
光线也分布在正前方的水平线以下，从而也对行驶中的车辆
不造成眩光。

谭泽民
广州亮美集灯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自由曲面配光的 LED 护栏灯
即将带来
道路照明的第二次革命
广州亮美集灯饰有限公司开发了一种基于自由曲面配
光、用于道路照明的新型 LED 护栏灯。该护栏灯的二次光学
透镜采用了一种自由曲面偏光透镜及全反射截光棱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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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背景：
由于 LED 具有体积小、寿命长、电光效率高、环保、节
能等诸多优点，LED 路灯的发展引发了道路照明的第一次革
命。传统的路灯由于效率低、能耗大、寿命短、显色指数差、
维护更换频繁等问题，将逐渐被 LED 路灯所取代。但是高杆
的 LED 路灯作为照明用具，仍然有它的弊端，最大的问题就
是给周围的民居带来光污染，特别是一些大型城市中，高架
桥或立交桥从居民楼之间穿过的现象比较普遍，为了解决立
交桥路面的照明，把一个个优美的立交桥面上插满了一根根
像刺猬一样的高杆路灯，有碍美观，另外空中射下来的灯光
会照射到旁边居民楼的窗户里。还有，这些立交桥的引桥部
分的弯道，由于路面比较狭窄，普遍没有安装道路照明的高
杆路灯。综合上述这些高杆路灯的弊端以及路桥照明进一步
提高的要求，便产生了 LED 钢管护栏灯。但是现有的大部分

Road Lighting Topics | 道路照明专题

问题、产品的长寿命、以及配光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检测技术、方法标准的落地，建立质量监控方法和手段；提

目前国内 LED 路灯在散热设计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LED 路

高产业集中度，推动并购重组，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探索

灯采用上下通透式设计，可以非常好的解决散热问题。“目

走出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新路。目前路灯市场价格的敏感

前市场散热设计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压铸式，整体压铸一个

度比商照市场高，在价格方面，大部分 LED 路灯厂家表示

外壳放在背面。一种是铝型材等贴在背面，前面是封闭的。

2013 年 LED 路灯的价格将主要受芯片价格影响，在没有技术、

而我们这款产品是上下通透的设计，实现了单颗散热，表面

规模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降价空间并不大 . 更多的厂家今

积直接与空气接触，很好的解决了散热问题。传统的灯面加

年将重点放在了深入研究应用技术、完善产品上来。

一块玻璃，点燃以后只是边缘的空气实现对流，如果从正面
加上去那么背面的导流不是太好。从散热的角度来看，这种

5. 拳头产品及其特点优势在哪里？

设计形式有望成为发展趋势。”配光问题也正在得到我们的

从节能的角度来讲，LED 路灯的优势不止在于高光效，

高度重视，我认为“配光是 LED 路灯的灵魂”，期中我们有

更重要的体现为 LED 路灯使得智能化控制成为可能和可行

一款路灯产品，看上去简单的塑料透镜内部角度的一点微调

的。更有效的节能是根据交通情况进行实时调节。未来，城

就会导致应用效果的明显不同。相信这些问题的深入解决必

市照明必将走向智能化控制的方向，LED 灯易于控制的特点

将带来产品质量的一个新的飞跃。

可以与智能控制系统完美结合，从而为节能的实现创造更广

4.2013 年公司在市场布局和拓展方面做了哪
些工作？

阔的空间。

对于未来，我国半导体照明行业将力争突破欧美日专利
战略布局，功能性照明市场渗透率达到 30%；智能照明 , 节
能环保是未来普及到千家万户，成为世界 LED 产业强国。要
完成这一目标，近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构建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促进跨领域合作，建立公共技
术平台；完善产业生态系统，制定有技术支撑的标准，推动

护栏灯一般只是在钢管护栏的管材中设置一些照明光源制作
而成，发光角度比较大，光线射向四面八方，基本上没作什
么配光，这种护栏灯只能将护栏本身照亮，却不能将大部分
的光分配到路面上起到道路照明的作用，另外向上射的光线
会对行使中的车辆造成强烈的眩光。
广州亮美集灯饰有限公司开发的用于道路照明的护栏
灯利用高架桥两边的护栏钢管作为灯具的载体，钢管中放置
LED 发光装置，通过严格的配光及截光设计，将 LED 发出的
光线都分配到路面上，可以解决高架路桥的路面照明问题，
而且不会有强烈眩光照射到路面以外的空间；即可以解决弯
道的照明又保持了桥面的简洁。它的特点为：安装高度比较低，
根据国家标准一般为 1 米至 1 米 5 左右；在路面横截面方向，
它照射距离比较远，可以照射 1~4 个车道或以上的路面宽度；
在路面行车的纵向方向，照明的路面范围比较广，灯具之间
路面上的照明可以由相邻灯具进行完全叠加，从而获得整个
路面均匀的照明。该护栏灯的二次透镜，首次结合了自由曲
面透镜的偏轴配光、以及全反射棱镜的截光技术。它由一个
偏轴的配光自由曲面、及一侧用于截光的全反射棱镜组成。
在垂直于路面的方向，透镜配光曲面的中心轴线与 LED 的光
轴有一个偏斜，该离轴使得通过自由曲面配光后输出的光束
大部分都分配在正前方水平线以下的路面上，从而对行驶的
车辆不造成眩光；另外它在平行于路面方向的输出光束有一
个很大的约 120°的配光角，它的配光曲线呈蝙蝠翼分布，
因而可以获得大范围的均匀的路面照明。透镜配光曲面的上
侧，有一个全反射部分，起到截光的作用，它截取从 LED 发
出的、向上射的一部分光线并向光轴下方全反射，输出后的
光线也压制在正前方的水平线以下，从而也对行驶的车辆不
造成眩光。

比高杆的 LED 路灯还要少很多，因此它可以比 LED 路灯更
加节能。另外由于安装高度低，维护起来也比高杆 LED 路灯
更加方便。因此，用于路面照明的 LED 护栏灯期望可以引领
道路照明的第二次革命。

亮美集护栏灯透镜的配光方法及光学模拟：
亮美集 LED 护栏灯的二次光学透镜在垂直于路面方向
的剖面的配光原理为：从 LED 芯片发光面中心 O 点射出的
光线，通过内凹的入射面之后，一部份光线入射到偏轴的配
光自由曲面上，经过配光后再折射出去。其中，入射到配光
自由曲面最上方的边缘光线，其折射后的光线以平行于光轴
OZ 的方向水平射出；入射到配光自由曲面其他位置的光线，
折射后输出的光线都分配在水平线之下，根据路面照射范围
的比例均匀地分布在 LED 光轴的下方、与 LED 光轴的夹角
0° ~90°之间的范围。
亮美集 LED 护栏灯透镜的自由曲面在平行于路面方向的
剖面的配光原理为：从 LED 的芯片发光面 O 点发出的所有
180°范围的光线，经过内凹的入射面之后入射到自由曲面
上，经过曲面配光后均匀地分布在角度大约为 120°的范围。
由于光束角很大，相邻两灯之间的路面上的照明可以进行充
分的叠加，从而可以获得大范围、非常均匀的路面照明。
以下为亮美集单个护栏灯的光学模拟，假设每个护栏灯
使 用 12 颗 Cree LED XPE。 假 设 LED 为 CREE XPE， 单 颗
LED 的光通量为 90lumen。这里共设置了 2 个接收器，其中
一个接收器位于透镜正前方 12 米远的位置，另一个接收器
位于透镜下方 1 米低处的路面上，接收器的宽度为 12 米（大
约三车道的宽度） 。

经过严格配光及截光控制的 LED 护栏灯，由于其安装高
度很低，从灯具到路面的传播距离比高杆 LED 路灯更短，而
且所有的光线都分布于路面上，所以它所需要的电功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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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Side | 各抒己见
度的方位角）的光强的远场角度分布，即配光曲线。可以看出：
透镜在垂直于路面的方向，配光曲线呈偏轴分布，光束角较
小，其最大光强的方向沿正前方 0 度方位角往下倾斜约 10 度；
而透镜在平行于路面方向，其配光曲线呈大角度的蝙蝠翼分
布，其峰值光强一半位置处的光束角宽度约为 ±60°（即全
角为 120°），其可以在路面产生大范围的均匀的照度分布。
以下为在道路的双侧进行布灯时，路面上的光度分析。
假设灯具的间距为 3 米，护栏所安装的灯具离开路面的高
度为 1 米，路面宽度为 12 米（大约 3 车道的宽度），路面
的长度为 40 米。每盏灯具由 12 颗 LED 组成，LED 间隔为
100mm，LED 光源为美国的 CREE XPE，单颗 LED 光通量
为 90lumen。
图 1 亮美集单个护栏灯的光学模拟
图 1 为亮美集单个护栏灯的光线追迹。可以明显地看出
该透镜的全反射部分的截光作用、以及偏轴的自由曲面的大
角度配光作用，出射光线大部分都分配于水平线以下。

图 5 在道路的双侧进行布灯的光线追迹
图 2 亮美集 LED 护栏灯的二次光学透镜在正前方 12 米远处
的照度分布

图 5 为在道路的双侧进行布灯时的光线追迹，可以看出
从两侧的灯具发出的光完全重叠并覆盖了整个路面。图 6 为
道路双侧布灯时，路面上的照度分布。从图 6 可以看出：路
面的整体均匀度约为：η ≈ 33Lux/40Lux·100%=82.5%，
路面的最低照度超过了 30Lux，完全满足城市道路照明设计
标准所规定的一级高速公路的路面照明要求。

图 3 亮美集 LED 护栏灯的二次光学透镜在下方 1 米处路面上
的照度分布
亮美集 LED 护栏灯的二次光学透镜，其在正前方 12 米
远处的照度分布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出：屏幕上的光斑分布
为长方形，几乎所有的光斑都分布在水平线 0 线以下，达到
了截光效果。本发明所涉及的二次光学透镜，其在下方 1 米
低处路面上的照度分布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由于透镜沿
着路面方向的光束角全角为 120°，光斑的照射范围非常广，
沿着路面的长度方向，光斑的分布超过了 15 米，沿着路面的
宽度方向，光斑的分布超过了 8 米。

图 4 亮美集 LED 护栏灯的二次光学透镜的配光曲线
图 4 为本亮美集 LED 护栏灯的二次光学透镜在垂直于
路面方向（图中 0 度方位角）以及平行于路面方向（图中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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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道路双侧布灯时，路面上的照度分布

亮美集的 LED 护栏灯的特征：
亮美集灯饰有限公司开发的基于自由曲面配光的、用于
道路照明的 LED 护栏灯，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01. 充分利用道路所应有的附件做为灯具的安装载体。
02. 灯具采用科学、可靠的设计方案，密封等级可以到
达 IP67 等级。
03. 外壳采用高品质的挤出铝型材，外表采用静电喷涂
技术处理，防腐防酸抗碱，耐新持久。
04. 二次光学透镜采用了偏轴的自由曲面配光技术，将
输出的大部分光束都分配到灯具前方水平线以下的路面上，
最有效地获得大范围的路面照明。
05. 二次光学透镜采用了全反射的截光技术，最有效地
控制了灯具的眩光。
06. 二次光学透镜系列化设计，可以实现从单车道一直
到 5 车道十分均匀的路面照明。
07. 防水呼吸器的应用，解决了灯具内腔负压所带来的
内壁结露现象。
08. 灯具及间隔的等距分段设计，保证了路面照度均匀
和量化工程的视觉效果。
09. 防触电保护为：I 类标准。
10. 电源电压范围：AC90V-260V， 频率：50-60Hz。
11. 光源采用进口芯片，选用光效 130Lm/W 以上的灯珠，
寿命 5 万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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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浅谈道路照明市场环境

LED 护栏灯的路面安装图
图 7 为亮美集的 LED 护栏灯的工程安装实况图，可以看
出它装在路边的护栏管上是非常优美的。

盛歆

图 7 LED 护栏灯的路面安装图
图 8 为亮美集 LED 护栏灯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图，可以
看出该灯的最大特点是无眩光，不影响车辆驾驶。

珠海华而美照明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近几年来国内的道路照明发展趋势良好，尤其是在政府
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其普及和应用的程度均比较理想。行
业发展潜力是巨大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 LED 行业
的井喷式发展，吸引了很多跨行业的有资金实力的大企业加
入，
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专注于做 led 照明的企业冲击非常大。
尽管华而美有积累多年的户外道路照明的经验，也能够提供
高品质的产品，在技术上也能够独当一面。但是在国家财政

图 8 LED 护栏灯的实际效果图

结论：

补贴方面，在一些大的招投标项目上，却只能望洋兴叹。加
之市场运作的形式多样化，合同能源管理也在渗透照明项目
的整个环节，在成本与回报，价格与回报方面也不免产生了

亮美集开发的 LED 护栏灯，它所采用的二次光学透镜
首次结合了自由曲面透镜的配光、以及全反射棱镜的截光技
术。它由一个偏轴的配光自由曲面、及一侧用于截光的全反
射部分组成。在垂直于路面的方向，透镜配光曲面的中心轴
与 LED 的光轴有一个偏斜，该离轴使得通过自由曲面配光后
输出的光束大部分都分配在正前方水平线以下的路面上，从
而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眩光；另外它在平行于路面方向有
一个约 120°的配光角，可以获得大范围的均匀的路面照明。
透镜配光曲面的上侧，有一个全反射部分，起到截光的作用，
它截取从 LED 发出的、向上射的一部分光线并进行向下方全
反射，输出后的光线也压制在正前方的水平线以下，从而对
行驶中的车辆也不造成眩光。

让人更加担忧的因素。国家在推动 LED 照明快速导入市场做

亮美集所开发的 LED 护栏灯，它还结合了防水、防尘、
防漏电、防腐、防酸抗碱等技术，灯具采用科学、可靠的设
计方案，密封等级可以到达 IP67 等级。

业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特别是要对项目

亮美集衷心期待着与中国的 LED 照明技术一起进步。

了很多的工作，包括财政补贴政策的实施。这对于华而美这
样专注于道路照明却还不够强大的企业来说是没有资格参与
的。因为其招标的门槛过高，中小企业有好的产品和技术也
无法进入这个游戏中。而大企业上市企业通过融资并购小企
业的方式，就能轻而易举的分的一杯羹。大企业的市场营销
能力是很强的，在技术研发方面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今天，希望行业各个环节都
能够对照明的质量、指标、技术要求严格的把关。在追求企
负责，对国家倡导的绿色节能政策做贡献。千万不要图一时
之利，急功近利的去做产品，抓项目，对社会与城市发展造
成不良影响。
2013 年为适应行业的发展，华而美将针对道路照明、景
观亮化（包括楼宇方面、工程类方面、市政方面、商业方面
等），对每一个领域进行精耕细作，使企业在市场开拓及布
局上更加的深入细化。华而美专业致力于城市景观照明的规
划设计 , 注重专业性和针对性 , 通过城市形象的定位 , 综合不
同的区域环境、地方特点、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 , 为各大、中、
小城市照明环境工程提供可行性研究、总体规划、方案设计、
产品配套、安装调试、人中培训等服务，无论是建筑照明还
是商业街、道路广场、风景名胜等环境照明都力求强调灯光
造型和灯饰造型的技术性和艺术性，从而使最终照明效果达
到最佳并独具原创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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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室内LED照明
的灯具的散热器
目前 LED 照明灯具的最大技术难题就是散热问题，散热不畅导致 LED 驱动电源、电解电容器都成了 LED 照明灯具进一
步发展的短板，LED 光源早衰的缘由。在使用 LVLED 光源的灯具方案中，由于 LED 光源工作在低电压（VF=3.2V）、大电流
（IF=300-700mA）的工作状态，发热很厉害，传统灯具的空间狭小，小面积的散热器很难很快导出热量。尽管采用了多种
散热方案，结果都不尽人意，成为 LED 照明灯具一道无解的难题。寻找简单易用、导热性能好，而低成本的散热材料始终都
在努力中。

目前 LED 光源在上电后，大约 30% 电能转化为光能，其余的转化成热能，因此要将这么多的热能尽快导出是 LED 灯具
结构设计的关键技术，热能需要通过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才能散发。只有尽快导出热量才能有效降低 LED 灯具内的腔体温度，
才能保护电源不在持久的高温环境下工作，才能避免 LED 光源因长期高温工作而发生早衰。

LED 照明灯具的散热途径
正因为 LED 光源自身没有红外线、
紫外线，因此 LED 光源自身没有辐射散热
功能，LED 照明灯具的散热途径只能通过
与 LED 灯珠板密切组合的散热器来导出热
量。散热器必须具备热传导、热对流、热
辐射的功能。
任何散热器，除了要能快速地把热量
从发热源传导到散热器的表面，最主要的
还是要靠对流和辐射把热量散发到空气中
去。导热只解决了传热的途径，而热对流
是散热器的主要功能，散热性能主要由散
热面积、形状、自然对流强度的能力决定，
热辐射只是辅助的作用。
一般来说，如果热量从热源到散热器
表面的距离小于 5mm，那么只要材料导
热系数大于 5 时，其热量就可导出，其余
散热就必须由热对流来主导的了。这可以
从图 1 的导热系数和传导对流散热的关系
曲线看出来。

图 1. 导热系数和传导对流散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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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散热器

大多数的 LED 照明光源仍然使用低
电压（VF=3.2V）、大电流（IF=200-700mA）
的 LED 灯珠，由于工作时热量高，必须使
用导热系数较高的铝合金。通常有压铸铝
散热器、挤压铝散热器、冲压铝散热器。
压铸铝散热器是一种压力铸造零件的
技术，将液态锌铜铝合金浇注入压铸机的
入料口，经压铸机压铸，铸造出事先设计
模具限定的形状散热器。压铸铝散热器如
图 2 所示，生产成本可控，散热翼无法做薄，
很难使散热面积最大化。LED 灯具散热器
常用压铸材料为 ADC10 和 ADC12。
挤压铝散热器是将液态铝通过固定
的模具挤压成型，然后将棒材通过机加工
切割成需要的形状的散热器，后期加工成
本 较 高。 挤 压 铝 散 热 器 如 图 3 所 示。 散
热翼可以做得很多很薄，散热面积得到最
大的扩展，散热翼工作时自动形成空气对
流扩散热量，散热效果较好。常用材料是
AL6061 和 AL6063。
冲压铝散热器是通过冲床和模具对钢
铁、铝合金的板材冲压、拉升，使之成为
杯筒型的散热器，冲压成型的散热器内外
周边平滑，因无翼而散热面积有限。常用
铝合金材料是 5052、6061、6063。冲压
件质量很小，材料利用率高，是一种低成
本方案。冲压铝散热器如图 4 所示。
铝合金散热器的导热是比较理想的，
比较适用于隔离的开关恒流电源。对于非
隔离开关恒流电源来说，需要通过灯具的
结构设计做好交流和直流、高压和低压电
源的隔离，才能通过 CE 或 UL 认证。

图 2 挤压铝散热器

图 3 挤压铝散热器

图 4 冲压铝散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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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包铝散热器

塑包铝散热器是一种导热塑料外壳铝
芯的散热器。导热塑料与铝散热芯在注塑
机上一次成型，铝散热芯做埋件，需要预
先进行机械加工。LED 灯珠的热量通过铝
散热芯快速传导给导热塑料，导热塑料利
用它的多翼形成空气对流散热，利用它的
表面辐射部分热量。塑包铝散热器一般利
用导热塑料本来的颜色白色（图 5）和黑
色（图 6），黑色塑料的塑包铝散热器的
辐射散热效果更好一点。
导热塑料一种热塑性材料，材料的流
动性、密度、韧性、强度都易于注塑成型，
具有很好的耐冷热冲击循环特性，绝缘性
能优良。导热塑料辐射系数优于普通的金
属材料。导热塑料密度比压铸铝和陶瓷小
40%，同样形状的散热器，塑包铝的重量
可减少将近三分之一；与全铝散热器相比
较加工成本低，加工周期短，加工温度低；
成品不易碎；客户自备注塑机可进行灯具
差异化外形设计生产。塑包铝散热器绝缘
性能好，容易通过安规。

图 5 白色塑料的塑包铝散热器

高导热塑料散热器

高导热塑料散热器最近发展很快，高
导热塑料散热器一种全塑料的散热器，它
的导热系数比普通塑料高几十倍，达 2-9
w/mk，具有优异的热传导、热辐射能力；
可应用于各种功率灯具的新型绝缘散热材
料， 可 广 泛 应 用 于 1W ～ 200W 的 各 类
LED 灯具。
高导热塑料耐压等级可达交流
6000V，适合采用非隔离开关恒流电源、
HV LED 的 高 压 线 性 恒 流 电 源。 使 这 类
LED 照 明 灯 具 易 于 通 过 CE、TUV、UL
等 严 格 安 规 检 测。HVLED 采 用 高 电 压
（VF=35-280VDC）、 小 电 流（IF=2060mA）工作状态，HVLED 灯珠板的发热
因此而降低。
高导热塑料散热器采用传统的注塑、
挤塑机均可。一次成型，成品光洁度高。
大幅提升生�效率，造型设计灵活度高，
可充分发挥设计师的设计理念。
高导热塑料散热器采用 PLA( 玉米淀
粉 ) 聚合而成，全降解、无残留、无化学
污染，生产过程无任何重金属污染，无污
水，无废气，符合全球环保要求。
高导热塑料散热体内部 PLA 分子间密
布纳米级金属离子，在高温下可快速运动，
增加热辐射能量。其活力优于金属材料散
热体。高导热塑料散热器耐高温，150℃
五小时不破裂，不变形，配合高压线性恒
流 IC 驱动方案应用，无需电解电容和大体
积电感，大幅提升 LED 整灯寿命，非隔离
电源方案，效率高、成本低。特别适合日
光灯管、大功率工矿灯的应用。
高导热塑料散热器可以设计很多精密

的散热翼，散热翼可以做得很多很薄，散
热面积得到最大的扩展，散热翼工作时自
动形成空气对流扩散热量，散热效果较好。
LED 灯珠的热量通过高导热塑料直接到散
热翼，通过空气对流和表面辐射快速散热。
高导热塑料散热器密度要比铝轻。铝
的 密 度 是 2700kg/m3， 而 塑 料 的 密 度 为
1420 kg/m3，差不多为铝的一半，所以同
样形状的散热器，塑料散热器的重量只有
铝的 1/2。而且加工简单，其成型周期可
以缩短 20-50%，这也就降低了成本的动
力。
球泡灯的高导热塑料散热器如图 7 所
示；5W MR16 的高导热塑料散热器如图
8 所示；7W 球泡灯的一体化光电模块和
高导热塑料散热器如图 9 所示；120W 工
矿灯的高导热塑料散热器如图 10 所示。

图 7 球泡灯

图 8 5W MR16

图 9 7W 球泡灯

图 10 120W 工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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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酒店客房智能
控制系统（RCU）
傅明华、刘晓飞
摘 要：本文以酒店客房智能控制系统的设计为背景，详细介绍了客房智能控制系统
的体系结构，通信协议，及其功能模块，并且还介绍了客房控制系统能给酒店行业所
能带来的节能效益。
关键词：客房智能控制、CAN 总线、TCP\IP 、节能

一、概述
中国酒店业，伴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年而调整成长，现在
已作为一个大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随着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进程，酒店业正面临着新一轮发展机遇，也面临
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使得酒店业服务和管理必然要不断满足
客人个性化的需要，也让酒店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环
境和不断攀升的客户期望，迫使经营者不断寻求扩大知名度、
改进服务质量、降低管理成本和提升客户满意度的新法宝来
增强酒店的核心竞争力。入住的客人对酒店宾馆管理方式和
人性化的贴身服务，对酒店业的专业设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一间客房智能管理系统不仅要求达到集中控制和管理的
目的，为适应社会的需要，酒店也在考虑安全防范、能源节
约、网络化监控的实现。而新型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使
得计算机参与到酒店的日常营业管理之中，特别是感测、通
信、智能、控制等技术的运用更充分地发挥了现代化的工作

优势，提高了服务质量和管
理水平。酒店客房主要功能
是给客人提供方便、舒适的
休息环境。让酒店的工作人
员及时、准确地了解客人的
需求，为客人提供完善周到
的服务；同时酒店的管理人员还希望在提供周到服务的同时，
又能最大程度地合理利用能源，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节能，因此酒店客房智能控制系统（简称 RCU）应运而生。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酒店的竞争在于特色与服务的竞争，
而国家大力倡导的“绿色酒店”概念正是酒店业未来的发展
方向，而满足酒店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要求的、最可靠、最
经济和最人性化的客房智能控制系统，也是现代化酒店的必
然选择。

二、发展历程
在 80 年代初期，为了为宾客提供更为方便舒适的服务，
许多酒店在床头安装了“床头集控板”，即将灯光和背景音
乐的控制开关集中到一起，客人不用起身即可控制相应的功
能，当时为了节约电能在客房入口处安装了取电开关，宾客
入住时将钥匙牌插入取电开关，客房通电。离开时拔出钥匙牌。
此取电开关多为机械式。从 1980 至 1992 年此类型的客房控
制系统较为普遍。我们称之为机械式客房控制系统，由于此
系统几乎没有添加任何智能控制理念。于是在 90 年代中期从
国外引进了微电脑触摸式客房控制系统，此类产品基于 8 位
单片微型计算机为中央处理器，可对客房内部全部强电系统、
空调系统、服务系统进行编程，实现客房的集中控制，但是
这种单系统模式缺乏实时信息、效率低、无法为高水平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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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服务管理提供充足的信息。针对这种缺点业内引入串联通
讯方式，通过总线技术将客房内各微控器联网，将客房内相
关信息传送至系统服务器，以实现远程控制和客房状态信息
的集中管理，极大地扩展了酒店管理系统的控制范围；联网
技术发展至今已不单只有总线方式了，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
基于 TCP/IP 网络型酒店客房控制系统得到大力的发展，它可
以将客房管理，空调控制与计算机技术完美结合，从而实现
了管理的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实现了在提高
客房服务质量和酒店管理水平，增加客房舒适度的前提下减
少能源消耗和降低人力成本，在为酒店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可为酒店节约大量宝贵的资金，有力地推进了酒店管理的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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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结构
客房智能控制系统，是利用计算机控制、通讯、网络等

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 , 它不能与 Internet 互连 , 不

技术，基于客房内的 RCU( 客房智能控制器 ) 构成专用的网络，

能实现远程信息共享。其次 , 它不易与上位控制机直接接口。

对酒店客房的安防系统、门禁系统、中央空调系统、智能灯

还有 , CAN 现场总线无论是其通信距离还是通信速率都无法

光系统、服务系统等进行智能化管理与控制，实时监测客房

和以太网相比。不过采用 CAN 与 TCP/IP 相结合的混合结构后，

状态、宾客需求、服务状况以及设备情况等，协助酒店对客

使得上述这些缺点变得不再明显。

房设备及内部资源进行实时控制分析的综合服务管理控制系
统。

3.2.2 基于 TCP/IP 的客房控制系统
TCP/IP 型网络结构的优点

一个完整的客房智能控制系统一般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1) 单客房系统 ( 以 RCU 为核心，可独立运行 );
(2) 通 讯 系 统（ 可 由 总 线（RS-485/ Ｌ ON ／ CAN）
+TCP/IP 和 TCP/IP 以太网多种网络供选择 )；
(3) 系统软件 ( 运行于 C/S 或 B/S 结构的网络系统软件 )

3.1 单客房系统
下图仅以标准功能举例
1）TCP/IP 是公认最成功的通讯协议，数据传输可靠。
2）数据传输速度快，满足实时控制监测的要求。
3）网络设备标准化，后期维护方便、简单，很容易寻
找到故障终端。
4）级联交换机后，可扩展无限多个通讯终端和延伸无
限远的距离。
5）TCP/IP 具有自动检测和避免网络发生错误的能力。
6）TCP/IP 协议成熟，应用灵活方便。
客房内的控制系统以智能主机为中央控制核心，通过配
接弱电门外显示器、门磁开关、智能识别取电器、空调温控器、
SOS 开关、床头集控面板、红外探测器、勿扰清理开关等设

7）TCP/IP 网络中某个终端故障时，不会影响整个网络
的安全运行，现在市场主推的还是 TCP/IP 型网络结构。

备构成。
该部分可独立运行，再连接 TCP/IP 的组网模块即可实现
网络连接。避免因系统某个房间设备故障原因造成整个系统
的瘫痪。

3.3 系统软件
客房管理系统软件包括服务器端和客户端两种，有 C/
S 或 B/S 两 种 网 络 结 构 模 式。 一 般 采 用 SQL 大 型 网 络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 服 务 器 端 管 理 采 用 Windows Nt Server、

3.2 通讯系统

Windows2000 Server 操作系统等，客户端（如客房部、前台、
工程部等）管理采用 Windows2000/XP 操作系统等。软件可

3.2.1 基于 CAN &TCP/IP 的客房控制系统

以在同一平台 PC 服务器或小型计算机上运行，也可以在两

CAN 现场总线作为一种面向工业底层控制的通信网络 ,

个相互独立的服务器或小型计算机上运行，通过网络互联成
为一个统一的主备系统。
客房管理软件在应用中一般都要与酒店 PMS 软件提供
友好接口，可以为其提供有效的共享数据，并接受人工键盘
输入酒店管理系统数据。

3.4

客房智能控制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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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示器和软件界面；
·当有“呼叫服务”、“SOS”等信息时，不可实现 “请
勿打扰”服务请求；“请勿打扰”和“请即清理”、“请稍候”、
实现互锁；
“请勿打扰”状态下按门外显示器的“门铃”键无效；

四、系统功能
4.1 控制模式
客房管理从客人入住到客人退房，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模

·当客人在接听电话或在卫生间时，若门外有人按“门铃”
键，客人可在控制面板上按“请稍候”键，同时“门外显示器”
上“请稍候”窗口点亮，告之请稍等；
·门磁等信息实时传送到系统软件。

式；
1、无人模式
·正常客房在无人入住时处于待租无人模式；
·客房管理主机此时处于无人省电运行状态；
2、入住模式
清理 / 勿扰功能流程
5、睡眠模式
·客人休息时，可按下“睡眠”（或“总控”）键，系
统进入睡眠模式；
·灯光全部关闭，且自动进入“请勿打扰”状态；
·在睡眠状态下，只要按任意键，“夜灯”自动开启，
并唤醒系统恢复进入普通模式。
·可在酒店前台通过软件查看客房设备运行状况，将正
常客房出租给客人；
·客人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发电子门锁宾客卡，客房
进入已租入住模式；
3、欢迎模式
·客人利用宾客卡开启门锁；
·门磁开关检测房门开启，自动开启廊灯，电动窗帘拉开；
·将门锁开门卡插入节电开关，节电开关进行智能身份
识别，只有合法卡方能取电；
·门外显示器及软件显示客房为有人。

6、已租外出模式
·当客人外出（未退房）时，系统进入“已租无人”模式；
··当客人再次回客房时，系统恢复客人以前设定的状态，
以尊重客人的个性化需要。
7、退房模式
·当客人按下“退房”键时，信息传送到系统软件，通
知服务人员到该客房进行查房，服务人员可以提前进行结账
工作，以避免让客人在前台等待过长时间；
·客人退房后，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当前客房状态，如“故
障房”、“OK 房”等。

4、普通模式

·整理客房后，系统又进入待租无人模式。

·欢迎模式结束后，系统进入普通模式；

8、特别模式

·此时客人可通过分散控制面板对灯光、窗帘进行控制；
·客房内“请即清理”、“请勿打扰”、“请稍候”、“呼
叫服务”、“SOS”、“退房”等服务信息，实时传送到门

70 LIGHTING
104
LIGHTINGBRINGER
BRINGER

·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会发生一些特别的情况，系统
会实时进行控制和报警提示，如：
·当客房显示无人，而房门又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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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空调：当客房无人时，客房管理主机对温控器进行

统软件会发出声光报警，提醒服务人员进行处理，保障客人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控制，使客房的空调出于节能模式进行低速运行。当客房有

·当客人身体不适或有特殊情况时，可按动客房或浴室
内设置的“SOS” 紧急呼叫按键，系统将信息快速传送至控

人入住时，客房管理主机自动退出对温控器的控制，使客人
能调节温控器以满足对客房环境温度的需求。

制中心，以便服务人员作出应急处理。

五、客房智能控制系统带来的节
能效益
5.1 对空调末端的控制节能

紧急情况功能流程

能源支出是酒店正常运营中的一项较大费用，电费成本

4.2 控制内容

又通常是酒店除场地费用和人工成本以外的最大支出。在酒

客房内的控制可根据酒店的个性化需求，定制多种运行

店的电能消耗中，空调是耗能大户，热水供应次之，而照明

模式，以实现对灯光、服务等智能控制的强大功能，以下举

用电量居第三位。通过对客房空调末端进行智能网络远程控

例介绍系统的模式及功能：

制，可以取得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权威机构做过评测，夏 /

1．插卡取电：插入房卡方能取电；插入有效房卡方能

冬季每升 / 降温一度，可取得 5%-8% 的节能效果。

取电；插入匙卡，控制器总电源自动打开，受控电源插座供电；

网络型温控器和智能取电开关的应用可为酒店节省相当

当客人离开房间时，系统自动延时 10 秒 ( 可预设 ) 关闭房内

可观的电能费用，以一个 280 套客房规模的中型酒店为例，

灯具、插座。服务员插入钥匙卡后，客房灯具和电视开启 2

如果对客房空调及灯光进行智能控制，节能效果为： 300（客

分钟后关闭（时间可设置）。

房数）×365（每年天数）×2（每日省电２度）×80%（年

2. 门口廊灯、电动窗帘：当门开时，廊灯点亮，窗帘自
动拉开。独立开关 / 总控关。
3. 廊灯、吧灯、房灯：独立开关 / 总控关

入住率）×1（电价 / 度）=175200 元（酒店客房每年节省的
电费），通常只需二、三年便可收回全部成本。如果对公共
区域空调末端也进行智能控制，经济效益更为可观。

4. 床灯：可调光，无级柔和，独立开关 / 总控关

5.2 通过对灯光智能控制、电器智能控制节

5. 夜灯：独立开关 / 总控关，总控关时夜灯点亮或者全
部熄灭，按任意键亮夜灯。

能

6. 镜前灯、浴室灯、排气扇：独立开关 / 总控关，排气

感应式智能取电开关进行身份识别（读取卡片数据，上

扇开并在灯全灭后延时 5 分钟后关（夜间无灯亮或只有夜灯

传至系统，不同于普通的假智能），可以对持卡人身份作出

亮时不延时）；房间无人或待租时每 40 分钟抽气 5 分钟或

判断，对不同身份人员的控制权限分别进行设置，杜绝非法

按酒店要求控制。

取电。当客人拔卡离开房间时，可以延时切断热水器、部分

7. 请即清理：与请勿打扰互锁 ; 服务中心电脑显示，门

灯光等电源，有效节能。

铃面板指示灯显示。
8. 请勿打扰：与请即清理互锁 ; 当请勿打扰灯亮时 , 门
铃失效 ; 服务中心电脑显示。
9. 紧急呼叫按钮：醒目红色大键 , 相对独立位置，由服
务人员复位；前台服
务器声光报警，说明房间地址。
10. 退房按钮：点了退房按钮，取了房卡关好房门，来
到酒店前台。这时前台已经算好顾客的消费账单并从顾客的
信用卡上扣除。
11. 门磁：当门打开后，廊灯亮，检测房门是否关闭，
在门开启时间过长时并报警，信号传到服务台。
12. 门口显示及门铃：门外可显示客房内服务状态，可
在门外显示请勿打扰、请清理、请稍候、有无人状态显示及
门铃按键；
13. 衣柜门磁 : 打开衣柜门，衣柜灯开，关上衣柜门，衣
柜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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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民国建筑
景观照明
全过程节能示范方案
（南京市城市管理局 刘晓丽 南京照明学会 沈茹）
摘要：民国建筑在南京具有突出历史地位，数量多，保护好，是南京市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本方案旨在通过民国建筑景观
照明全过程节能概念，采用切实可行的节能技术和措施，为南京市民国建筑和相应建筑景观照明提供节能示范方案。
关键词：民国建筑；全过程节能；监测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节能、低碳、环保”将是未来 5 年我国城市景观照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我们在积极
落实住建部和省住建厅的绿色照明要求的同时，计划先通过长江岸边的 6 幢民国建筑的全过程节能实施，提供有力的监测数据，为
民国及相应建筑景观照明节能设计和实施提供依据。

一、景观照明全过程节能概念
在 10 年来的城市景观照明实践和管理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管理者对绿色照明的认识还停留在 LED 的应用上，对设计节能有
模糊的概念，具体什么样的设计才是节能并不明确，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景观照明全过程节能的概念，即景观照明要从规划设计、灯
具选型（含辅材），施工建设、运行管理、维护监测、产品报废的各个环节考虑并践行节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尽可能循环利用。
本示范工程将 6 幢民国建筑实施全过程节能示范打造，从源头的规划设计开始，到管理运行和维护报废等环节充分践行节能、
环保和低碳的理念。
图一 风格定位

通过寻找环境光与主体建筑的最佳亮度比例，同时寻找建筑最佳角度和最具特色部分实现设计节能（如图一）。灯具全部采
用模块化 LED，便于维护，同时 LED 选用的低色温光源很好的在现了民国建筑的历史感。配光完全根据设计和实际需要量身定做。
灯具外形全部根据建筑需要采用个性化定制，并试行政府引导、企业合作、业主配合的协议式新照明模式。施工安装过程充分利用
民国建筑结构特色，尽量采用现有结构放置灯具，隐蔽管线的方式。智能化控制从日常、节假日、重大活动三种模式进行建筑单灯
控制，维护采用远程监测与视频监控相结合的全方位监控，管理试行人工服务与远程监测相结合。灯具报废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
通过各个环节的把控，对照明全过程实行节能探索、数据提取和全程监控记录，通过与现有同类建筑照明的横向对比和 6 幢建筑运
行过程的前后纵向对比检测，形成系统的技术指标数据并提供节能环保的技术特征数据对比，为其他建筑照明的节能照明提供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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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和直观的现场感受。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规划设计：
本项目定位为国家绿色节能示范基地，为南京滨江生态环保和民国建筑保护提供照明节能低碳环保示范。针对不同的建筑环
境现状，找出最佳受众可视性部分进行照明设计，减少不必要的照明面积。运用创新型照明设计理念——依据人眼不同光色的视觉
敏锐性，选择最适宜的光色，并提出阈值增量指标，使背景亮度与重点照明的达到最佳比例，充分尊重人的视觉心理生理特征，实
现最佳照明效果。同时在深夜关闭全部景观照明灯，利用部分建筑内部光，实现剪影的照明效果，更是一种节能。
《北美照明工程协会照明手册》（第 8 版）推荐的室外照明效果的亮度比

照明效果

最大亮度比

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

1：2

轻微强调的

1：3

强调的

1：5

非常强调的

1：10

对个别重要建筑如中山码头实行用光个性化设计，采用 LED 现场试验混光达到民国红，实现建筑中特有的砖红色。
2、灯具选型：
根据照明设计进行灯具选型——通过对照明对象的分析、对灯具配光曲线的对比、光输出角度的对比，实现定制化的灯具效果，
在照明节能和配光控制之间做出最经济最合理的选择，在实现节能的同时达到最佳表现效果。
3、施工建设：
全部按照《南京市城市照明设计、施工及验收实施细则》执行，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考虑维护管养方便，如选择模块灯具便
于更换维护，注重防盗，防雷接地等细节，灯具安装时充分考虑对民国建筑的保护，避免对建筑外墙的破坏，尽量装设在建筑阴角
处，积极探索施工工艺与建筑景观的最佳结合方式。
4、运行管理：
照明控制采用智能化控制系统，对单栋楼宇实行分回路控制和单灯控制，重要建筑试验根据环境光强度的变化实现整体建筑
调光。通过智能化集中控制的远程监测，对节能数据进行监测和提取。
5、维护监测：

根据智能控制系统远程监测数据和现场视频传输情况综合判断灯具损坏情况，实时派人到现场更换部件和维护维修，最大程
度节省人力投入。同时，每个月城管局和照明学会都会到现场测量相关数据，按月度、季度和年度建立具体指标数据库，便于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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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析比对。
6、报废和回收：
全寿命周期产品的选择——选用非常规性产品，灯具原料可回收利用，计划材料回收比实现 50% 以上。
1） 产品的可替代性——对于 LED 投光灯和 LED 地埋灯灯具，选用 LED 模块化组合方式，灯具损坏后仅需单个模块更换替代，
这在路灯照明上已经普遍采用，但在景观照明上却鲜有使用。
2） 倡导政府引导的商业模式——灯具到达报废期后，由政府指定的签订协议的供货商对灯具进行环保处理，如自行不能处理，
由南京市城管局代为处理，对可再利用灯具必须回收。
7、数据对比：
在确保照明艺术效果和节能低碳统一的同时，对检测和提取后的数据与同等楼宇体量进行对比。6 幢楼分别采用不同的节能模
式，对最终的节能效果进行横向的对比，管理部门的监测跟踪一直到全部景观照明设施报废（计划 7 年左右）。

二、节能示范技术及实施措施
1、本项目的节能示范技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 6 个方面：
1）、科学设计，凸显民国特色。如灯具选型，小而精致，采用 LED 混光的砖红色专为民国建筑定制。
2）、产品创新，凸显节能特色。在景观照明 LED 灯具上实现模块化定制，方便维护。
3）、智能控制，凸显人本特色。楼宇照明分层控制，单灯控制，实现不同时段不同的亮灯模式，在重要建筑上试行整体调光。
4）、全程检测，凸显科研特色。通过静态的远程控制监测数据和动态的人工现场测量数据，实现一个完整详实的数据库，为
日后数据分析提供第一手资料。
5）、循环使用，凸显环保特色。灯具报废与回收全部采用协议化，将为照明环保做出贡献的企业作为进入南京照明市场的优
先条件，实现政府引导企业和业主用户参与环保的节能意识和创新意识。
6）、分析总结，凸显示范特色。所有数据的汇总和分析比较，为低碳照明提供第一手全跟踪的真实数据，也为江苏省住建厅
和国家住建部推广低碳照明提供有力的数据和现场说明。

2、本项目在全国率先推进景观照明建设、管理的全过程节能践行，设计所采取的核心节能示范技术
有照明设计角度节能、控制模式角度节能和灯具循环利用角度节能三项。
1）、照明设计角度节能：
①控制照明功率密度。选用灯具的功率在满足所期望达到的照明效果的条件下，尽量降低，严格控制景观照明的功率密度不
超过标准规定，建筑物立面夜景照明的功率密度值 (LPD) 标准参照下表：

建筑物饰面材料

名称

城市规模

反射比 ρ

E2 区

E3 区

E4 区

对应照度
(lx)

功率密度
(W/m2)

对应照度
(lx)

功率密度
(W/m2)

对应照度
(lx)

功率密度
(W/m2)

白色外墙涂料，乳白色外墙釉面砖，浅冷、暖
0.6 ～ 0.8
色外墙涂料，白色大理石

大

30

1.3

50

2.2

150

6.7

银色或灰绿色铝塑板、浅色大理石、浅色瓷砖、
灰色或土黄色釉面砖、中等浅色涂料、中等色 0.3 ～ 0.6
铝塑板等

大

50

2.2

75

3.3

200

8.9

深色天然花岗石、大理石、瓷砖、混凝土，褐色、
0.2 ～ 0.3
暗红色釉面砖、人造花岗石、普通砖等

大

75

3.3

150

6.7

300

13.3

备注

为保护 E1 区 ( 天然暗环境区 ) 的生态环境，建筑立面不应设置夜景照明。

②选择合理的照明方式。照明设计以体现建筑质感、凸显建筑特色、还原建筑历史为原则。照明方式以局部照明为主，避免
大面积投光照明的使用，并充分考虑对周围光环境的利用，有效控制线路能耗。色温选择以暖白光为主，控制在 2500-5000K 之间。
灯具外形精巧，安装在建筑阴角处，并使表面颜色做到尽量与建筑物表面颜色一致，不破坏建筑白天的景观。本次设计选用灯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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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射灯、LED 筒灯、LED 洗墙灯、LED 泛光灯等。
③选用高效的照明灯具。灯具全部采用光效高、能耗低的产品，严格控制光输出角度，选择与被照表面相符的光束角，适当增加
格栅或防眩罩，防止眩光和漏光，提高光的利用率。在满足眩光限制和配光要求条件下，选用效率高的灯具，LED 灯具系统光效要求
达到 80lm/W 以上。
④降低灯具附件的能耗。采用功率损耗低、性能稳定的驱动电源、镇流器等灯用附件。LED 光源采用恒流模式驱动，驱动电源
系统损耗小于总功耗的 20％，并具有防止过电压、过电流、过热、反向电压等综合自保护措施。设计所选用的 LED 灯具功耗不超过
36W/ 套。
2）、智能控制角度节能：
该建筑群景观照明的示范打造将重点突出全过程节能管理，照明设计使用智能化控制系统，单幢楼宇按照层高实行分回路和楼层
控制，重要部分做到单灯控制，方便开启过程的节能调控，试用分时段调光功能。采用时控与遥控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平时与节假日
不同的灯光效果，平时开启建筑重点部位的照明，节日开启加强部位的照明，重大节日开启全部照明。同时，充分利用智慧城管的远
程监控功能，实时监控亮灯状况。

控制模式

平时：开启重点照明

节日：开启加强照明

重大节日：开启全部照明

3）、灯具循环利用节能角度：项目所采用灯具必须有灯具供应商与施工单位签订灯具回收和再利用循环经济合同。灯具使用达
到报废期后，对环境有污染的灯具由供应商进行回收并交给环卫部门进行防渗漏填埋，可以再利用的由供应商回收。

3、本项目节能技术的实施保障措施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比节能指标：所选用灯具的功率、光效、寿命、光束角等节能指标在设计环节即全部明细化、量化，方便以后监督实施监测。
2）、监测节能数据：所有建设管理过程由第三方单位南京照明学会负责运行期间的技术指标测定、跟踪和服务指导，并建立灯具、
系统、运行管理数据库。
3）、落实节能分工：市城管局负责每月一次的全面数据汇总和同期建筑照明进行对比，对节能，使用寿命和光衰对比等纵向数
据记录。区城管局负责对照明的运行、开灯时间、维护管养等日常情况纵向记录。施工单位负责对相似或同等灯具及控制系统横向的
对比监测与记录。南京照明学会、南京城管局及专家组和特邀指导单位负责对数据的分析及提出应用价值报告。

4、小结
通过南京民国建筑景观照明节能示范方案，对政府引导绿色照明全过程节能的监管模式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对各区及有关部门在
民国建筑景观照明建设时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依据此项目所采集的管理节能等数据上报市发改委和住建委，作为制定南京低碳照明标
准的依据。 对南京全市近 100 幢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性修缮过程中推广民国建筑节能模式，真正使保护民国建筑照明节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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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S
ABOUT
THE LIFE OF LED
LED 光源的寿命问题
引言
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LED 也不例外 , 是有一定寿命的。早期的 LED 只是手电筒、台灯这类的礼品 , 用的时间不长 , 寿
命问题不突出。但是现在 LED 已经开始广泛地用于室外和室内的照明之中 , 尤其是大功率的 LED 路灯 , 其功率大、发热高、工作时间长 , 寿
命问题就十分突出。过去认为 LED 寿命一定就是 10 万小时的神话似乎彻底破灭了。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假如不考虑电源和驱动的故障 ,LED 的寿命表现为它的光衰 , 也就是时间长了 , 亮度就越来越暗 , 直到最后熄灭。通常定义衰减 30% 的
时间作为其寿命。
那么 LED 的寿命能不能预测呢？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地回答 , 需要从头讲起。

1/

LED 的光衰

大多数白色 LED 是由蓝色 LED 照射黄色荧光粉而得到的。引起 LED 光衰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 一个是蓝光 LED 本身的光衰 , 蓝光 LED
的光衰远比红光、黄光、绿光 LED 要快。还有一个是荧光粉的光衰 , 荧光粉在高温下的衰减十分严重。各种品牌的 LED 它的光衰是不同的。
通常 LED 的厂家能够给出一套标准的光衰曲线来。例如美国 Cree 公司的光衰曲线就如图 1 所示。

图 1. Cree 公司的 LED 的光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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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 ,LED 的光衰是和它的结温有关 , 所谓结温就是半导体 PN 结的温度 , 结温越高越早出现光衰 , 也就是寿命越短。从图上
可以看出 , 假如结温为 105 度 , 亮度降至 70% 的寿命只有一万多小时 ,95 度就有 2 万小时 , 而结温降低到 75 度 , 寿命就有 5 万小时 ,65 度
时更可以延长至 9 万小时。所以延长寿命的关键就是要降低结温。不过这些数据只适合于 Cree 的 LED。并不适合于其他公司的 LED。例如
LumiLED 公司的 LuxeonK2 的光衰曲线就如图 2 所示。

LumiLED 公司的 LuxeonK2 的光衰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 ,LED 的光衰是和它的结温有关 , 所谓结温就是半导体 PN 结的温度 , 结温越高越早出现光衰 , 也就是寿命越短。从图上
可以看出 , 假如结温为 105 度 , 亮度降至 70% 的寿命只有一万多小时 ,95 度就有 2 万小时 , 而结温降低到 75 度 , 寿命就有 5 万小时 ,65 度
时更可以延长至 9 万小时。所以延长寿命的关键就是要降低结温。不过这些数据只适合于 Cree 的 LED。并不适合于其他公司的 LED。例如
LumiLED 公司的 LuxeonK2 的光衰曲线就如图 2 所示。

2/

如何才能延长 LED 的寿命

由图中可以得出结论 , 要延长其寿命的关键是要降低其结温。而降低结温的关键就是要有好的散热器。能够及时地把 LED 产生的热散发
出去。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如何设计散热器的问题 , 而是要讨论哪一个散热器的散热效果相对比较好的问题。实际上 , 这是一个结温的测量问
题 , 假如我们能够测量任何一种散热器所能达到的结温 , 那么不但可以比较各种散热器的散热效果 , 而且还能知道采用这种散热器以后所能实
现的 LED 寿命。
LIGHTING B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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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测量结温

结温看上去是一个温度测量问题 , 可是要测量的结温在 LED 的内部 , 总不能拿一个温度计或热电偶放进 PN 结来测量它的温度。当然它
的外壳温度还是可以用热电偶测量的 , 然后根据给出的热阻 Rjc( 结到外壳 ), 可以推算出它的结温。但是在安装好散热器以后 , 问题就又变得
复杂起来了。因为通常 LED 是焊接到铝基板 , 而铝基板又安装到散热器上 , 假如只能测量散热器外壳的温度 , 那么要推算结温就必须知道很
多热阻的值。包括 Rjc( 结到外壳 ),Rcm( 外壳到铝基板 , 其实其中还应当包括薄膜印制版的热阻 ),Rms( 铝基板到散热器 ),Rsa( 散热器到空气 ),
其中只要有一个数据不准确就会影响测试的准确度。图 3 给出了 LED 到散热器各个热阻的示意图。其中合并了很多热阻 , 使得其精确度更加
受到限制。也就是说 , 要从测得的散热器表面温度来推测结温的精确度就更差。

图 3. LED 到散热器各个热阻的示意图

幸好有一个间接测量温度的方法 , 那就是测量电压。那么结温和哪个电压有关呢？这个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首先要从 LED 的伏安
特性讲起。

4/

LED 伏安特性的温度系数

我们知道 LED 是一个半导体二极管 , 它和所有二极管一样具有一个伏安特性 , 也和所有的半导体二极管一样 , 这个伏安特性有一个温度
特性。其特点就是当温度上升的时候 , 伏安特性左移。图 4 中画出了 LED 的伏安特性的温度特性。

图 4. LED 伏安特性的温度特性
假定对 LED 以 Io 恒流供电 , 在结温为 T1 时 , 电压为 V1, 而当结温升高为 T2 时 , 整个伏安特性左移 , 电流 Io 不变 , 电压变为 V2。这
两个电压差被温度去除 , 就可以得到其温度系数 , 以 mV/℃表示。对于普通硅二极管 , 这个温度系数大约为 -2mV/℃。但是 LED 大多数不
是用硅材料制成的 , 所以它的温度系数也要另外去测定。幸好各家 LED 厂家的数据表中大多给出了它的温度系数。例如对于 Cree 公司的
XLamp7090XR-E 大功率 LED, 其温度系数为 -4mV/℃。要比普通硅二极管大 2 倍。至于美国普瑞的阵列 LED(BXRA) 就给出了更为详细
的数据。 但是 , 他们给出的数据 , 其范围也未免过于宽大 , 以至于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不管怎样 , 只要知道 LED 的温度系数就很容易可以从
测量 LED 的前向电压中推算出 LED 的结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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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具体测算 LED 的结温

现在就以 Cree 公司的 XLamp7090XR-E 为例。来说明如何具体测算 LED 的结温。要求已经把 LED 安装到散热器里 , 并且是采用恒
流驱动器作为电源。同时要把连接到 LED 去的两根线引出来。在通电以前就把电压表连接到输出端 (LED 的正极和负极 ), 然后接通电源 , 趁
LED 还没有热起来之前 , 马上读出电压表的读数 , 也就是相当于 V1 的值 , 然后等至少 1 小时 , 等它已经达到热平衡 , 再测一次 ,LED 两端的
电压 , 相当于 V2。把这两个值相减 , 得出其差值。再被 4mV 去除一下 , 就可以得出结温了。实际上 ,LED 多半为很多个串联再并联 , 这也不
要紧 , 这时的电压差值是由很多串联的 LED 所共同贡献 , 所以要把这个电压差值除以所串联的 LED 数目再去除以 4mV, 就可以得到其结温。
例如 ,LED 是 10 串 2 并 , 第一次测得的电压为 33V, 第二次热平衡后测得的电压为 30V, 电压差为 3V。这个数字先要除以所串联的 LED 个
数 (10 个 ), 得到 0.3V, 再除以 4mV, 可以得到 75 度。假定开机前的环境温度是 20 度 , 那么这时候的结温就应当是 95 度。 采用这种方法得
出的结温 , 肯定要比用热电偶测量散热器的温度再来推算其结温要准确很多。

6/

如何来预测这个灯具的寿命

从结温来推测寿命好像应该很简单 , 只要查一下图 1 的曲线 , 就可以知道对应于 95 度结温时的寿命就可以得到 LED 的寿命为 2 万小时了。
但是 , 这种方法用于室内的 LED 灯具还有一定的可信度 , 如果应用到室外的 LED 灯具 , 尤其是大功率 LED 路灯 , 那里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最大的问题是 LED 路灯的散热器的散热效率的随时间而降低。这是由于尘土、鸟屎的积累而使得其散热效率降低。也还因为室外有很强烈的
紫外线 , 也会使 LED 的寿命降低。紫外线主要是对封装的环氧树脂的老化起很大作用 , 假如采用硅胶 , 可以有所改善。紫外线对荧光粉的老化
也有一些坏作用 , 但不是很严重。

不过 , 这种方法用来相对比较两种散热器的散热效果是比较有效的。很明显 , 伏安特性左移越小的散热器 , 其散热效果就越好。另外 , 对
于预测室内 LED 灯具的寿命也还是有一定的准确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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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ide Of

Dining Room,
Kitchen And Bathroom
餐厅厨房与洗手间的搭配照明指导
随着现代家居的发展，家庭照明和我
们的生活日益密切。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
家庭照明在大范围的应用，现在我们一起
来分析在小范围里家庭照明的应用。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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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厨房搭配照明效果好
民以食为天，餐厅和厨房都紧密联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两个地方的照明也是十分重要。一般家庭的餐厅与厨房相连，
这两个地方也有承接关系，所以在这里一并进行介绍。
厨房的主要功能就是做饭，其照明也是为了配餐做饭的需要；而餐厅是我们吃饭的地方，照明灯具在我们进餐的时候提供
舒适明亮的环境。
厨房的劳务活动较多，灯具应该有合适的照度和较高的显色性，宜选择吸顶灯类的灯具，这样的灯具外形较为简单，表面
粘到灰尘和油烟也容易清理。厨房的照明灯具一般设置在天花板中央或做饭的台面上方。餐厅灯具的选择则多种多样，以衬托
环境为主。一般来说，餐厅照明以悬挂在餐桌上方的吊灯效果最好，柔和的光晕聚集在餐桌中心，具有凝聚视觉和用餐情绪的
作用。但餐厅吊灯悬挂的高度、灯罩和灯球的材质与形式需小心选择，以免造成令人不舒服的眩光。
厨房的灯具宜简洁明亮，餐厅灯亦多姿多彩。餐厅灯饰品种上也多样，因此，千万注意别形式大于内容。在选择餐厅灯具时，
可选些造型简洁，色泽明快、高照度、中色温悬挂式吊灯，选型时照顾客厅与餐厅灯饰配套，不要让餐厅成为客厅的视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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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的色温在 4000K 左右较为合适，视照度 500lux，环境照度
250lux。这样的照明环境足够明亮，方便在厨房配餐。餐厅的色温宜选

★厨房的灯具选择抗油污的会为以后的清

择 2700-3500K，视照度 300lux，环境照度 100lux。这种照明环境柔

洗省事不少。餐厅运用多色搭配的餐厅灯

和温馨，能够更好地满足用餐和娱乐的需求。

能够烘托出更好的气氛。

过道柔和 & 卫生间整洁

门厅过道照明柔和为佳
门厅及过道虽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少的空间，但由于其连接
着客厅卧室等重要空间，其合理的照明亦不可少。

★小提示：门厅和过道可以在墙上挂一些
照片或者好看的画，使用小型灯具给予重

门厅和过道的照明应尽量整洁雅致，庄重大方，照明灯具也以简单

点照明，会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为主。为了创造这种光照环境，一般照明可采用吸顶荧光灯或简炼的吊顶。
门厅的照明也可以在使用壁灯墙壁上安装一盏或两盏造型别致的壁
灯，保证门厅内有较高的亮度，使环境空间显得高雅一些。
门厅和过道一般色温选择在 2700-3500K，视照度 300lux，环境
照度 150lux，这样的照明环境能够很好地衔接其他家居空间，同时起到
一个协调的作用。

卫生间照明干净整洁
随着我们居家环境的发展，卫生间的布局也日趋多样化。但卫生间
的特殊决定了其在照明方面也不容忽视。此外多数卫生间的自然采光不

★小提示：卫生间灯具的防水性能尤为重

足，借助人工光源也十分重要。

要，在安装时也要注意布线和使用的安全。
灯具应该尽量装在高处，避免被水淋到。

卫生间照明相对而言较为简单，较小的卫生间通常用单个光源配合
浴霸来提供照明，甚至有用户只使用浴霸照明；较大的卫生间可以使用
吸顶灯与壁灯相结合，同时利用卫生间内镜子的反光作用取得好的效果。
卫生间应采用低彩度，高明度的灯光来衬托干净爽快的环境。卫生
间灯具应该选择防水防雾且坚固的灯，造型宜简单，灯具应该安装在较
高的地方，开关应置于卫生间外。
卫 生 间 的 色 温 适 宜 在 3500-4000K， 视 照 度 300lux， 环 境 照 度
200lux，这样的光环境明亮，也使得卫生间更加整洁，容易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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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相对于灯光在大范围中的主辅搭配，小范围中的灯光则可以归纳为小而精。小范围的灯具不需要很多，搭配的问题也相对较容易。
需要注意的是，小范围的照明风格应该和其他主体房间相一致，使整个房间的照明协调光环境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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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s
With Light
Curves And

Electronic
Document
Standard
Format
灯具配光曲线及其
电子文档标准格式
Abstract
The requirement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ighting computer aided design technology can not be
satisfied by traditional photometric curve.The article lists
the intenational popular tandards of electronic file format
for photometric curve such as CIBSE TM-14,EULUMDAT,CIE
102, IESNA LM-63 etc.Taking IESNA LM-63—1995 as
an example, it isintroduced how to interpret IES file of
photometric curve and its remarkable points, such as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ngle in IES files,photometric
center of luminaries, problems in testing luminosity data of
luminaries,etc.

Key words
Photometric curve Photometric web Vertical angle Horizontal
angle Luminous surface shape Photometric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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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摘要
传统的配光曲线表示法无法满足

传统的利用系数法、点照度法、概算

设计软件计算照度． 计算机辅助照明设计

曲线等照度计算方法主要依靠厂家提供灯具

LCAD 技术在国内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

配光的印刷资料，在照明设计时．不仅繁琐

灯具的配光曲线就必须采用标准的电子文档

费时．而且这些方法得出的结果准确性差。

格式书写， 以便能够被各照明应用软件读

较 流 行 的 CIBSE TM 一 14、

在过去十多年，国外照明行业的生产企业、

取。为了正确地使用照明软件，准确地在软

EULUMDAT、CIE 102、IESNA LM

软件商、设计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给国

件中布置灯具．照明设计师们必须正确理解

一 63 等配光曲线电子文件格式的标准

内的照明设计注入了新活力，使新一代的年

灯具配光曲线的电子文档格式。

以 IESNA LM 一 63

轻照明设计师们更方便、更准确地采用照明

照明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推广与应用
的要求，本文列举了国际上比

—1995 为例。介绍了如何解读灯
具配光曲线的 IES 文件． 及值得注意
的几个问题， 如 IES 文件中的垂直角

02. 灯具配光曲线及其标准

度和水
平角度，灯具的光学中心、测试
灯具光度数据时遇到的问题等。

配光是指光源 ( 灯具 ) 在空间各个方向

应提供电子文档格式的配光文件．很少再提

的光强分布，其表示方法有配光曲线、空

供概算曲线和利用系数曲线。随着众多的

间等照度曲线、平面相对等照度曲线、光强

计算机软件在照明工业中的应用，不同软

分布表格及数学函数表示等。 在过去，使

件之问的文件格式兼容性问题变得越来越

用最广泛、计算较方便的是配光曲线， 表

重要，包含灯具光度数据的文件必须在不

示方法有极坐标法和直角坐标法等。 灯具

同软件里兼容。目前． 国际上比较流行的

制造厂商一般会根据其灯具类型提供相关的

配光文件格式的标准有 CIBSETM － 14、

印刷资料：对于投光灯，一般采用直角坐标

EULUMDAT、CIE 102、IESNA LM －

表示法：对于室内灯具和道路灯具． 多采

63 等 标 准． 应 用 最 为 广 泛 的 是 IESNA

用极坐标表示法：为了计算方便，还提供利

LM － 63 和 EULUMDAT 标 准。 北 美 和

用系数曲线、概算曲线等。 在照明设计软

欧洲已经分别选择了 IESNA LM － 63 和

件得到普遍应用的今天，照明厂家除了提供

EULUMDAT 标准， 英国的照明制造商已

印刷版的直角坐标或极坐标配光曲线外。还

经选择 TM － l4 标准。

03. 配光曲线标准分类
3.1 IESNA LM-63 标准
1986 年， 北 美 照 明 工 程 师 社 区
IESNA 出版了最早的灯具和光源配光电子
版信息制作的工业标准，发行灯具配光曲
线的电子文档格式，即：IES 推荐的配光数
据电子转换标准格式 (IESNA LM 一 63—

标准文件格式”，所有修订的新版本都能和
以前的旧版本兼容。
经过 1991、1995、2002 年三次修订
后， 目前使用的 2002 年标准已经在 2002

关键字

年 8 月得到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 批准

配光曲线

认 可，IESNA LM － 63 － 2002(IESNA

光域网

标准定义的配光文件格式 ) 已经成为北美

垂直角度

这个标准在 1991 年进行了修订，增

唯一使用的配光文件格式，文件扩展名为

水平角度

加了一些关键字。1995 年又做了修订，澄

“*.ies”。在我国已经有一些照明厂家和

发光面形状

清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条款，而且其标题扩展

检测机构开始用 IESNA 标准进行配光检测

光学中心

为“配光资料及相关信息电子版转换的 IES

与发行 IES 配光文件。

1986)，很快得到北美照明制造行业厂家和
照明计算软件开发公司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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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IBSE TM 一 14 标准
英国注册建筑服务工程师协会 (CIBSE) 于 1988 年出版了 CIBSE TM 14—1988，即：CIBSE 灯具配光数据电子转换标准格式。目前，
其 1998 年修订版本在英国已被广泛采用。

3.3 EULUMDAT 标准
1990 年， 德国柏林照明咨询公司的照明软件工程人员提出 EULUMAT 格式的配光曲线，即：在灯具和数据集之间对应关系明确的情况
下，基于 MS—DOS 2．X ／ 3．XX 操作系统的灯具数据 ( 室内、室外或道路照明灯具 ) 交换格式的建议，文件扩展名为“*.1dt”。虽然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官方的文件来规定 EULUMDAT 格式。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除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照明生产企业采纳遵循的标准。

3.4 CIE 1O2 标准
国际照明协会 CIE 于 1993 年出版了 CIE 102 标准的配光文件格式，即：灯具配光数据电子转换推荐格式。尽管它具有世界性范围。是
一个涉及面很广泛而设计很好的格式，但很少照明企业采用 CIE 102 格式的配光文件格式。

3.5 其他标准
如今，还有其他几个工业标准的配光曲线格式在使用中， 包括 EULUMDAT/2 (LCI，Germany)，LTLI (Lys ＆ Optik，Denmark)，
TBT (Toshiba,Japan) 和 CEN (European Committeefor Standardization)。

04. IESNA 标准格式举例
如今，还有其他几个工业标准的配光曲线格式在使用中， 包括 EULUMDAT/2 (LCI，Germany)，LTLI (Lys ＆ Optik，Denmark)，
TBT (Toshiba,Japan) 和 CEN (European Committeefor Standardization)。

4.1 解读 IESNA LM － 63 － 1995 标准格式
所有 IESNA LM － 63 格式的配光曲线文件名都必须以“ies”扩展名结束，采用 ASCII(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 文本文件。所有文件的
第一行必须为 IESNA 91、IESNA：LM-63-1995 或 IESNA：LM-63-2002(1986 年版本没有此规定 )，表示文件的开始，也区别于其他
文件格式。跟在 IESNA：LM-63-1995 其后，直到“TILT=” 之前的内容，是关键字部分，每个关键字都加上方括号“[ ]”，其格式如下：
→ IESNA：LM-63-l995
→ [Keyword 1] 关键字资料
→ [Keyword 2] 关键字资料
→ ………………………………………
→ [Keyword n] 关键字资料
→ TILT ＝ <filename>or INCLUDE or NONE，光源倾斜产生的光输出变化 =“反应光输出
变化的文件名”或“包括下面光输出变化参数”或“光输出无变化”
→ < 光源相对于灯具的位置 >
→ < 倾斜角度的数量 >

当且仅当 TILT= INCLUDE

→ < 角度大小 >

时，才出现这四行描述

→ < 与角度对应的光输出变化系数 >
→ < 光源数量 >< 每只光源的光通量 >< 光强的乘数因子 >< 垂直角度的数量 >< 水平角度的数量 >< 配光曲线种类 >< 单位的种类 >< 发
光面宽 >< 发光面长 >< 发光面高 >
→ < 镇流器系数 > < 未来使用系数 > < 输入功率 >
→ < 垂直角度数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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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平角度数列 >
→ < 所有第一行水平角度的光强值数列 >
→ < 所有第二行水平角度的光强值数列 >
→ …………………………………………………………….
→ < 所有最后一行水平角度的光强值数列 >
注：标注“→” 的每行必须新起一行，没标“→”的部分可以新起一行，也可以在同一行。所有文件一般都包括检测报告编号 [TEST]、
配光检测实验室名称 [TESTLAB]、灯具制造商发行 IES 文件的日期 [ISSUEDATE ]、灯具制造商名称 [MANUFAC] 等关键字； 所有其他选
项为可选择部分，推荐包括灯具产品代码 [LUMCAT1、灯具描述性语言 [LUMINAIRE]、光源产品代码 [LAMPCAT]、光源描述性语言 [LAMPj
等几个关键字等。

4.2 IESNA LM 一 63—1995 实例
IESNA:LM-63-1995
[TEST] 85042208 PUBUSHED CURVE CREATED
[MANUFAC] GE Lighting Systems-Hendersonville,NC,USA
[SEARCH] ROADWAY M2RC
[LUMINAIRE] M-250R2 CUTOFF
[DISTRIBUTION] MC3
[LUMCAT] M2RC25S***GMC3
[LAMP]1；250W HPS，CLEAR ED 18，HORZ
[LAMPCAT] GE LU250
[OTHER] HSNG:CAST HOUSING CAST DOOR/COVER
[MORE] REFL：SEMI—SPEC HYDROF RM ALUM
[MORE] ENCL:CLEAR SHEET GLASS
[MORE] ACSY：
[MORE] SOCKET POSITION:1 DH
[MORE] COMMENT：
[TILT]=NONE
1 28000 2.8000 20 36 1 1 0.9 1.1 0.0
1.0 1.0 305
0 5 15 25 35 45 55 60 62.5 65 67.5 70 72.5 75 77.5 80 82.5 85 87.5 90
0 5 15 25 35 45 52.5 55 57.5 62.5 65 67.5 72.5 75 77.5 82.5 85 87.5 92.5 95 97.5
102.5 105 107.5 ll2.5 l15 ll7.5 122.5 125 127.5 135 145 155 165 175 180
25l3 2576 26ll 245l 2046 l678 935 624 468 3l2 240 168 96 23 18 12 6 0 0 0
2513 2596 2664 2443 2109 1819 1O42 726 568 410 317 224 131 38 28 19 10 0 0 0
…………………………………………………………………………………………………………………………………………
2513 2350 1933 1439 1026 838 654 479 391 304 238 173 108 42 32 21 10 0 0 0

LIGHTING BRINGER

87

05. 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5.1 灯具光域网及其分类
灯具的光度数据一般是采用分布式光度测试仪测量，按照光学中心的一个点光源 ( 一般是指光度测试仪的旋转中心 ) 在不同的水平角度和
垂直角度上的光强值，利用球面坐标系统描述而得出的光域网来表示。根据灯具使用功能和应用中的旋转角度情况，一般分 A 类、B 类和 C
类三种不同类型的光域网。A 类灯具主要用在汽车灯和信号灯中；B 类灯具主要应用在户外或体育场馆中，一般都需要调整角度，如泛光灯和
投光灯；C 类灯具主要是用在室内或道路中．如室内简灯、格栅灯、工矿灯、路灯、高杆灯等。图 1 为分布式光度测试仪的旋转镜和灯具的
旋转情况示意图，图 2 为灯具的分类及其坐标系统示意图。

图 1 分布式光度测试仪及其旋转镜示意图
Fig.1 Distributed goniophotometer and its sketch map of rotating mirror

5.2 IES 文件中的垂直角度与水平角度

图 2 灯具光域网分类及其坐标系统
Fig.2 Classification of luminaires photometric web and its coord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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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看出，不同类型的灯具所定义的垂直角度和水平角度不同。对于 C 类灯具，垂直角度必须从 0°或 90°开始，以 90°或 180°
结束，水平角度总是以 0°开始，根据灯具的对称情况，可以以 0°、90 °、180°、360 °等四种角度结束，各结束角度的情况分别代表
灯具全部对称、四象限对称、两象限对称和不对称；对于 A 和 B 类灯具，垂直角度必须以 -90°或 0°开始，以 90°结束，当灯具配光是
对称于垂直平面时．其水平角度可以以 0°开始，以 90°结束，当灯具不对称时，其水平角度必须以一 90°开始，以 90°结束。可以采用
Photometric Toolbox ( 配光工具箱 ) 显示配光曲线的三维曲线模型和相应的坐标系统。现以泛光灯和路灯为例，比较 B、C 两类灯具配光曲
线之间的区别，如图 3 所示。

图 3 B 类、C 类灯具的配光曲线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photometric curve between type B and type C luminaires

5.3 发光面形状
标准中规定的发光面尺寸不是指灯具的实际外形尺寸，而是指灯具的发光部分的尺寸。这经常使灯具制造商、配光检测机构、软件开发商、
照明设计师们产生很多误解性问题。大多数照度计算软件都要求知道灯具的发光面形状，至少需要知道发光面的长宽尺寸。采用光能传递算法
的软件需要长宽尺寸来细分发光面表面；采用光线追踪算法的软件需要这些尺寸来决定由什么地方发光，并依此来计算直接照明。
IESNA LM 一 63 规定了发光面的长宽高尺寸，这些尺寸最初是被假定为一个长方体盒子，2002 年修订后的版本增加了点、长方形、圆形、
椭圆形、球体、圆形体、椭圆柱体、各种方向的椭球体等形状。EULUMDAT 也定义了灯具发光面长宽尺寸，被称做发光区域，并以毫米为单位。
不同的是，该标准还规定了发光区域的四个独立高度来表示垂直平面上的 0°、90°、180°、270°方向的高度。CIBSE TM—l4 采用眩光
形状代码来定义发光面尺寸，分长方体、球体、垂直圆柱体、水平圆柱体或其他形状等。还规定了相关灯具的底面、侧面和灯具端面。
很多照明厂商都采用长方体模型，少数厂商也采用无量纲的点。如采用无量纲的点来定义发光面形状，在照明设计软件应用中会导致很
多问题，照明设计师不得不采用写字板等工具来编辑 IESNA LM 一 63 格式的配光曲线。以确保其长宽尺寸不是零。

5.4 灯具的光学中心
发光面通常被假定置于灯具的光学中心，在 CIE 121—1996 中，把光学中心定义成“距离最大光强密度点最近的点”，但它并没有规定
如何来量取这点。IESNA LM 一 41—1998 标准比较具体，规定光学中心按照灯具的安装方式 ( 如嵌人式安装、吸顶式、悬挂式 ) 和照明方
式 ( 如直接式、间接式、半直接式 ) 规定光学中心，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在 IESNA LM 一 63—1995 标准格式中规定。只有修订后的 IESNA
LM 一 63—2002 标准中有详细规定。
对于吊装型灯具，照明应用软件对光学中心的准确性要求不高，但对于嵌入式灯具和吸顶式灯具就不一样了，如果照明设计软件具有可
视化渲染的功能时，就需要照明设计师给出灯具的物理模型，并把具体的发光面的安装位置和方向置于灯具中。为了避免天花板挡住灯具发出
来的光，必须保证发光面被置入天花板平面以下。如果光学中心和天花板平面刚好一致的话，将产生一个共面的问题，光线是否被天花板挡住
就取决于浮点运算中的累计舍入误差。这就意味着在实际应用中，问题的出现是随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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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灯具的方向和位置
一个非对称配光的灯具 ( 如洗墙荧光灯灯具 )，按照正确的方向把它置入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 ) 模型中是非常关键的。由于不同系列的
IESNA LM 标准所规定的光域网相对于其灯具外形出现互相矛盾的现象， 例如，IESNA LM － 63 － 1995 规范暗示了 0°～ 180°光域网
垂直平面平行于线型光源的轴线，但 IESNA LM － 41 － 1998 却推荐这种类型灯具的光域网的方向垂直于光源轴线．并且规定 0°方向朝
向光线投射方向。
很多荧光灯具制造厂家忽略 IESNA LM 一 63—1995 标准，而按照 IESNA LM 一 41—1998 标准测试并出具配光曲线，因此，照明设
计师在使用软件时必须手动检测 IESNA LM 一 63 的文本文件，来确定是平行于还是垂直于光源的轴线。如果这个信息没有标识在配光文件
的文件头中，照明设计师就需要联系制造厂家以获取相关信息。尽管在欧洲普遍采用 EULUMDAT 标准，但没有相关文件来确定灯具的光域
网和灯具的几何尺寸之间的关系．所以多数灯具是按照 CIE121—1996 标准检测，对于在垂直平面 90O ～ 270O 方向的光强分布对称的灯具，
其规定非常模糊。

5.6 国标在测试灯具光度数据遇到的问题
我国配光检测有三个标准：《室内灯具光度测试》
(GB 9467—1988)、《投光照明灯具光度测试》(GB/T
7002—1986)、《道路照明灯具光度测试》(GB 9468—
1988)。这三个标准主要参照 CIE 相关标准编制，但由
于 CIE 和 IESNA 标准之间的差异性，这给照明设计师、
灯具厂商、软件开发商等人员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国标
规定路灯检测时，定义顺着行车方向为 C0 平面 ( 如图 4
所示 )，而 IESNA 规定为垂直于马路为 C0 平面，两个
标准间存在 90°的差异。因为照度计算软件一般都按照
灯臂的方向 (IESNA 的 C0 一 C180 方向 ) 调整路灯的倾
斜角度，由于这 90°差异，按照国标检测的路灯在软件
中就无法准确调整倾斜角度。除非照度软件同时支持 CIE
和 IESNA 标准，照明设计师可以根据经验选择合适的标
图 4 GB ／ T 7002 规定的道路灯具测试方式

准计算。

Fig．4 Testing mode specified by GB/T 7002

06. 结束语
推广灯具制造 CAD 和照明应用 CAD 技术是我国照明行业在“十一五计划” 期间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配光曲线的电子文件是连接灯
具生产与应用间的桥梁，我国照明制造厂家、检测机构、软件开发与应用、照明设计等行业都需要尽快熟悉灯具配光及其标准格式，以推动整
个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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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照明供电线路设计分析

Modern Lighting Design And
Analysis Of Power Lines
Abstract
摘要

文章结合我国照明新技术、

1、概述
我国是一个照明用电急剧增长的发
展中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照
明供电可靠性的需求将越来越高，并且
已从简单照明型向改善环境用电型和生
活艺术用电型转变。而我国一些地区的
电气线路设计往往片面强调节约投资，
线路容量设计得偏低，就像瓶颈一样制
约着照明用电的发展，更谈不上适应现
代照明用电负荷增长的需要。现代照明

２、照明电气主干线路设计
现代照明电气线路设计要求所设计
的线路应具有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
和可持续发展性，在对现代照明电气线
路进行设计时还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以电流持续期间产
生的热效应为条件，提供导线和绝缘体
的合理寿命。选择导线截面积时还要考
虑到雷击保护、过流保护、电压降压、
导线所连接设备的端子的温度限值等方
面的影响。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
电缆、电线，准确地选择电缆、电线的
载流量，合理规范地进行管理和维护是
至关重要的。针对以往电气设计标准中
存在的问题，新的国家标准《照明设计
规范》（ＧＢ５００９６－１９９９）
在某些条款上有了很大提高，如明确要
求“电气线路应采用符合安全和防火要
求的敷设方式配线，导线应采用铜线，
每套照明进户线截面不应小于１０ｍ
ｍ２，分支回路截面不应小于２．５ｍ
ｍ２”等。但应注意到，这个标准只是
照明电气设计中电气安全的最低要求。
有鉴于此，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
委 员 会 已 提 出 编 制 计 划， 上 报 国 家 技
术 监 督 局， 将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Ｉ Ｅ Ｃ
６０３６４—５—５２３标准等同采用
为国家标准。
目前，我国一些照明电气线路截面
选用过小，除对远期负荷估计不足外，
还有以下原因：

新设备的发展和应用，论述
了现代照明供电主干线路、
分支回路数的工程设计，并
阐述了照明供电线路的导线
选型、电气连接等工程实用
技术。

Key words
关键词
主干线路；分支回路；导线
选型；电气连接；

电气线路的敷设方式以暗敷设为主，因
暗埋电气线路是难以更换或增加的，它
必须一步到位来满足远期负荷的需要。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及照明技术和照明电器设备的不断发展
和创新，远期负荷是很难估算的，我们
只能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国情来合理设
计我国目前的照明电气线路。

（1）我国至今没有电缆电线载流
量标准，而一些制造商提供的载流量则
偏 大， 超 过 国 际 电 工 标 准 的 载 流 量 约
２０％，而设计中却没有太多地考虑多
回线路并列暗敷时相互发热而导致载流
量的降 低，这些因素导致所选的线路
截面更加偏小。
（2）照明电器中的非线性负荷产生
的高次谐波（气体放电灯、电子镇流器
等）日益增多，直接影响供电的电压质
量。消除谐波危害的有效措施是减少回
路阻抗，国外采用增大截面线路可以减
少回路阻抗。我国家庭中非线性负荷家
用电器的应用，还不够普及，经验还不
成熟，尚未充分认识谐波在照明用电中
的危害。
（3）照明线路截面太小引起线路阻
抗增大，影响电压质量，这个问题在大
型景观中照明尤为突出。
线路截面太小的后果是电线发热加
剧，绝缘老化加速，易导致线间短路和
接地故障，引起电气火灾和人身电击事
故。而负载电流中谐波份量过大使一些
对谐波敏感的照明电器产生损坏或工作
不正常，或使用于照明系统中的电动机、
变压器等发热加剧而缩短寿命，它还能
使电气线路上的断路器频繁跳闸、熔断
器经常熔断。所以，照明电气线路设计
必须对照明电气安全有全面和长期的考
虑。

３、分支回路的设计
照明供电系统的分支回路数太少，
每回路所带的负荷增大，实际等于减少
了线路截面，其结果同样是导致线路温
升的增加。线路载流量是指某一敷设方
式和环境温度条件下线路在允许工作温
度时通过的电流。此允许工作温度是相
对于其正常绝缘寿命而言的。例如ＰＶ
Ｃ绝缘的允许工作温度为７０℃，工作
温度超过７０℃时，线路绝缘并不损坏，
只是绝缘寿命相对缩短而已。有一组经
验数字显示，ＰＶＣ绝缘工作温度每超
过允许工作温度８℃，其使用寿命约减
少一半。但７０℃并非ＰＶＣ绝缘的最
合适的温度，在使用中如减少负荷，降
低其工作温度，则可延缓其绝缘老化，
使用寿命可以相应延长，这对减少电气

线路事故是十分有利的。
分支回路数量的增加，相当于减少
每回路的阻抗，这对降低照明谐波电压，
减少谐波危害、提高供电质量十分有利。
照明系统有足够的分支回路数量，就有
条件将产生谐波的非线性负荷电器和对
谐波敏感的照明电器做到分回路供电。
这样，非线性负荷谐波电流在其分支回
路的阻抗上产生的谐波电压降便不会危
害另一回路的敏感电器。如景观照明的
控制系统，应采用独立的分支回路供电。
分支回路较多时，当一条线路进行检修
或因故跳闸，停电的范围小，对照明系
统造成不便的影响也较小。在照明电气
线路的设计中必须及早注意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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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导线选型
现在，我国大部分的照明线路均使用铜导
线，但也有部分地区依然使用铝导线。已于
19 ９９年６月１日实施的国家强制性标准《照
明设计规范》中明确要求，照明线路内应使用
铜导线。因铝导线的特性决定了铝线较铜线易
于引起火灾。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ＣＰ
ＣＳ）统计的火灾发生率，铝线为铜线的５５
倍，铝线起火多的原因不在于铝线本身而在于
铝线的接头，铝导线的连接部位易引起电气火
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４．１ 铝线表面极易氧化
如将铝线表面的氧化层刮净，它能在几秒
钟内又形成新的氧化层，虽然厚度仅３- ６ｍ
ｍ，却具有很高的电阻，且随时间的增加而增
大。当大电流通过铝线接头时，所产生的Ｉ２
Ｒｔ热量易发生异常高温，从而引燃近旁可燃

物质。当线路绝缘损坏发生短路时，这一铝线
接头的高电阻又能限制短路电流，使线路上的
断路器、熔断器等过流保护电器不能及时切断
电源，增加了线路短路起火的危险性。
４．２ 铝与铜的膨胀系数不同
如将铝线与设备的铜质接线端子相连，因
铝的膨胀系数超出铜约３６％，当通过电流温
度升高时，铝线膨胀较多，铜质端子的膨胀少，
使铝线受挤压变形。断电冷却后连接处出现空
隙，空气或潮气乘虚而入，铝线表面被氧化或
腐蚀，使接触电阻增大，再通过电流时连接处
发热加剧，形成恶性循环。当达到危险高温时
连接处的绝缘被熔化，易导致线路短路，甚至
引起火灾。
４．３ 铝的电解作用

气后就形成局部电池效应，使铝被腐蚀，这也
增加了接触电阻。
４．４ 氯化氢的不利影响
如由于线路过载或上述连接不良等原因使
铝线连接处的温度超过７５℃且持续较长的时
间，ＰＶＣ绝缘将分解出氯化氢气体。此气体
能腐蚀铝线表面，增加接触电阻，铝线又可能
因表面氧化，接触电阻过大而不导电，使照明
内某一线路断电，也可能因接触电阻过大导致
线路压降过大，电气设备无法正常运行（如荧
光灯无法起动）。因铝线较脆，拆装中容易折
断，且难于再接。与铝线相比，铜线不易氧化
和腐蚀，火灾危险小；铜线韧性好，不易折断。
因此，为保证照明电气的安全，电气线路不应
采用铝线而应采用铜线。

铝为３价，铜为２价，连接处进入潮（湿）

５电气连接
在照明系统中，不仅元件之间、电路之间、
设备之间甚至元件内部都需要可靠的电气连
接。任何一个连接处出现故障，都会影响系统
的可靠运行，甚至引发停电事故或引发电气火
灾。根据电气事故的统计分析，６０％的电气
事故的隐患和重大的电气事故的发生，往往都
与电气连接的接触不良有关。
然而，要确保电气连接的接触可靠并
非易事。因电气连接与需连接的电气设备、连
接器件、连接方式、连接工艺、连接材料等密
切相关，其连接的可靠性不仅取决于连接器件
本身的材料、结构与几何尺寸等参数，更因电
气连接的接触点大多暴露在大气中，大气污染
如尘土、腐蚀性气体、湿度、温度都会直接影
响连接的可靠性。各种随机因素也可能影响到
电气连接的可靠性，如电流热效应、电动力和
电磁干扰等。
由于电气连接的接触表面有一定粗糙
度，真正的接触点非常小（大多在微米范围内），
一旦在该处介入尘土颗粒或腐蚀生成物，无法
用宏观方法观察到。因为腐蚀生成物大多绝缘，
故接触表面的接触电阻增加，导致电气连接的
电气性能下降。
５．１ 接触电阻
电气连接中的接触电阻是指两个接触
导体在接触部分产生的电阻，引起接触电阻增
加的原因如下。
（1）电气连接安装工艺不当。在连
接安装过程中，错误使用砂纸打磨连接体的接
触表面时，将会有一定数量的玻璃屑及砂粒嵌
入连接体的金属接触表面内，导致有效接触面
积减少，使接触电阻增大。
（2）紧固螺栓压力不当。电气安装
人员在电气连接操作中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连
接螺栓拧得愈紧愈好，其实不然。例如在铝母
线连接时，因铝质母线弹性系数小，当螺母的
压力达到某个临界压力值时，若材料的强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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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继续增加不当的压力，将会造成接触面部分
变形隆起，反而使接触面积减少，接触电阻增
大。
（3）不同金属的膨胀效应引起。钢
制螺栓的金属膨胀系数要比铜质、铝质母线小
得多，尤其是螺栓型设备接头。在运行中随着
负荷电流及温度的变化，铝、铜与铁的膨胀和
收缩程度因差异而产生蠕变。所谓蠕变就是金
属在应力的作用下缓慢的塑性变形，蠕变的过
程与接头处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实践证明，
当接头处的运行工作温度超过８０℃时，接头
金属将因过热而膨胀，使接触表面位置错开，
形成微小空隙而氧化。当负荷电流减少温度降
回到原来接触位置时，由于接触面氧化膜的覆
盖，不可能达到原安装时金属间的直接接触。
每次温度变化的循环所增加的接触电阻，将会
使下一次循环的热量增加，所增加的较高温度
又使接头的工作状况进一步变坏，因而形成恶
性循环。
（4）不同材质接头接触表面的微电
池腐蚀效应。据有关试验文献资料表明，铜的
标准电势为＋０．３４Ｖ，铝的标准电势为－
１．２８Ｖ，铜铝之间的电势差为＋１．６２
Ｖ。若铜铝直接接触，空气中的水和氧化碳及
其它有害杂质会在接头接触表面形成电解液。
由于两极直接接触，便会有微弱的电流流动，
在电解液的作用下，使接触表面逐渐腐蚀，引
起接触电阻增大。
５．2 降低接触电阻的措施
电气连接若达不到连接的技术要求，
将会使连接部位的接触电阻增大，因而导致电
气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甚至造成重大的事故和
经济损失。在实际工作中，常采用以下措施降
低接触电阻。
（1）清洁处理。清洁电气连接部分
不能用砂纸、抹布或纸来擦拭，砂纸上的颗粒
比接触材料的硬度大而且不导电，一旦侵入接
触面，会使其电阻增大１０～２０倍。

（2）防止氧化。为防止铜与铜的接
触面氧化，可在其表面涂锡。涂锡后虽然接触
电阻有所增加，但可使接触电阻保持在相当稳
定的数值内。接触表面的防氧化处理应优先采
用电力复合脂（即导电膏）代替传统的凡士林。
实践表明，中性凡士林无任何导电作用，只能
起到防止水分渗入和隔离空气的作用，并且凡
士林的滴点仅为５４℃（所谓滴点，就是在标
准条件下，油脂物质从半固体变成液体状态的
温度）。
当运行温度高于５４℃时，凡士林就
会慢慢渗化流失并干涸，空气中的有害介质沿
接触表面空隙侵入，使接头表面氧化腐蚀。而
新型的电力复合脂滴点达１８０℃～２２０℃
且凝固点低（－２０℃～－３０℃），其中所
含的锌、镍、铬等金属细粒填充在接头接触表
面的缝隙中，金属细粒在螺栓紧固力的作用下，
能破碎接触面的氧化膜层，降低接触电阻。同
时还可以在接头整个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从
而起到隔绝空气和水分的渗入，防止氧化的作
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导电膏并非良导体，
它在接触面上的导电性能是借“隧道效应”来
实现的。所谓“隧道效应”就是指粒子通过一
个势能大于总能量的有限区域。这是一种量子
力学现象，按照经典力学是不可能出现的。因
此，导电膏在接触面上不可涂得太厚，否则会
影响其使用效果。
（3）接触压力的保持。电气设备在
运行中，其连接部分受电动力作用或其它机械
震动，使连接螺栓松动，连接处接触表面的压
力随之减小，致使接触面积减小，接触电阻增
大。为防止此种情况发生，可在螺帽下加弹簧
垫。
总之，在施工中做好电气的连接，将
其接触电阻降至最低点，对于照明电气设备的
安全运行、减少停电损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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