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
主办单位：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南京照明学会
南京照明学会

◆ 专利技术

2014.08
| 总第13期
2014.10
| 总第12期

◆ 智能化应急 ◆ 应急状态下可开可关 ◆ 电量智能显示

◆ 电量不足自动报警提示

◆ 全内置设计 ◆ 超长应急时间 ◆ 整灯通过CE认证

The patent technology ◆ Intelligent emergency ◆ A state of emergency can be open or closed
The whole lamp through the CE certification ◆ The electricity shortage will alam automaticly
◆ All built - in design ◆ Long response time ◆ The whole lamp through the CE certification
◆
◆

盘锦中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PanjinZhongYuePhotoelectic technolcgy co.LTD

上海中心大厦照明总集成商

全国统一热线：400 101 0987

地址：上海市嘉新公路1001号 邮编：201801

亚明照明销售服务热线

4008-118-1923

城市夜景照明第一品牌
专业生产小角度投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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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陆续在广州、杭州、合肥、南京、上海做 2014 年度巡展，并于 11 月底在北京举办
闭幕展览。敬请关注！

策展人
王刚（建筑师） 江海洋（设计师） 许宁（评论家）

主办
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

承办
光融设计论坛组委会 杭州罗莱迪思照明系统有限公司

摄影顾问
杨建峰 （摄影金像奖获得者）

广 州 【6.8 ~ 6.9】；杭 州 【9.11 ~ 9.13】；南 京 【9.26 ~ 28】；上 海 【11.1-11.7】
闭 幕 展 ： 北京·2014.12 敬请关注！

The
exercise
of light

光的锻炼
许东亮：照明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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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的净化…

XU

光的行脚
DONGLIANG
◆ 图 / 文 许东亮

白昼是无尽的一览无余，长夜是混沌的不着边界，
光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也想追逐光去见见世面。
谁能说出光的位置，影子会偷偷给我们提示答案，
不必丈量，不必计算。
我们常常常以直觉，

影棚摄影师说：用光，
就是不同方向、
不同强度的光之集合，
野外摄影师言：摄影就是在捕捉天地流光的浸染。
照片是无声的通用信件，它的信息传达不需要累赘狂言，
直截了当毫无遮掩，
可有时又太晦涩难懂需要请大家来辩。

把高低、长短、深浅、正斜判断，
只因为光影相聚时就会出现明暗。
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触及到敏感的细胞和神经元，
光线、光强、光谱和时间。

建筑师多是业余的摄影者，相信他们理解建筑必然能拍出好片，

也许你未曾学艺，

摄影师会用专业的水准拍风景，他们做梦也不想自己会出圈。

却辨得赤橙黄绿蓝靛紫颜色万千，

灯光设计者也一定自诩为用光的好手，

那就是光谱在作祟时表演出的鬼脸。

却不知在光学领域，建筑照明显然不止粗糙那一点点。
窃喜是灯光能把长夜即刻唤醒，使人们夜生活精神快活把三更延。
于是乎灯光设计师有了一番自愉的心情，

建筑是古老的人造形态，光和影子也常常与它相恋。

斗胆地拿自我的光与建筑求合鸣让观众把门帘掀，

把光引入建筑，光就是一把尺戒。

想的是推陈出新能落得皆大欢喜还不讨人嫌。

唯有把光洒向那里，你的视域才会多彩呈现。
路易斯·康早就谈到他那难懂的建筑内，光的静谧和沉潜；
勒·柯布西埃也说过，
阳光下建筑和阴影揭露出造型的卓见。

且不论不同思考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意见是多拔尖，

照明设计的先驱理查德·凯利，

挡不住不断交往不断温习不断模仿不断提升的万丈豪情大步朝前，

Hills
吾以为风格不同思想不同手法不同设备不同虽有黑白难辨，
环境光，焦点光，情景光，一切全凭这三个方面。
只有图像的背衬光使地下通道空间的纯净感上升了
，在威斯巴登散步时偶遇此景此设计
幽境 ／
却见得都是亮亮堂堂实实在在的好作品众人流连，
曾经悟出他在设计灯光中的经验：
好的建筑会寻找好的光做侣伴，
殊不知，

或许能借此机缘走小舍出家门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夙愿，

衣衫褴褛的残垣，光也会与其半日缠绵。

碰撞出新领域中的新人杰新精神走向新人文与新光明画卷，

光的洗礼下，丑的不一定会丑，美的更是令你开颜。

到头来弄它个翻江入海跨洋的大动静，那就再来一场光的盛宴！

LIGHTING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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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现场／
Light of the scene
西溪湿地王昀建筑师的作品是简单的几何体，以微光照明用时间叠加表
达体型的张力，空间在体型中的进深，用光的渐弱使建筑更和于自然

光的时间叠 加／

光在夹缝中／
夹缝中的一抹光生出的空间意味。世
博会芬兰馆膜结构廊道中的光使膜柔
若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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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大教堂的屋顶走廊上夕阳斜照，人们在廊下
远望城池，构架投影为宗教风格的拱券，人影立其
中，宗教与人在墙面上平面化

光 绘宗教／

XU

光的行脚
DONGLIANG
◆ 图 / 文 许东亮

白昼是无尽的一览无余，长夜是混沌的不着边界，
光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也想追逐光去见见世面。
谁能说出光的位置，影子会偷偷给我们提示答案，
不必丈量，不必计算。
我们常常常以直觉，

影棚摄影师说：用光，
就是不同方向、
不同强度的光之集合，
野外摄影师言：摄影就是在捕捉天地流光的浸染。
照片是无声的通用信件，它的信息传达不需要累赘狂言，
直截了当毫无遮掩，
可有时又太晦涩难懂需要请大家来辩。

把高低、长短、深浅、正斜判断，
只因为光影相聚时就会出现明暗。
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触及到敏感的细胞和神经元，
光线、光强、光谱和时间。

建筑师多是业余的摄影者，相信他们理解建筑必然能拍出好片，

也许你未曾学艺，

摄影师会用专业的水准拍风景，他们做梦也不想自己会出圈。

却辨得赤橙黄绿蓝靛紫颜色万千，

灯光设计者也一定自诩为用光的好手，

那就是光谱在作祟时表演出的鬼脸。

却不知在光学领域，建筑照明显然不止粗糙那一点点。
窃喜是灯光能把长夜即刻唤醒，使人们夜生活精神快活把三更延。
于是乎灯光设计师有了一番自愉的心情，

建筑是古老的人造形态，光和影子也常常与它相恋。

斗胆地拿自我的光与建筑求合鸣让观众把门帘掀，

把光引入建筑，光就是一把尺戒。

想的是推陈出新能落得皆大欢喜还不讨人嫌。

唯有把光洒向那里，你的视域才会多彩呈现。
路易斯·康早就谈到他那难懂的建筑内，光的静谧和沉潜；
勒·柯布西埃也说过，
阳光下建筑和阴影揭露出造型的卓见。

且不论不同思考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意见是多拔尖，

照明设计的先驱理查德·凯利，

挡不住不断交往不断温习不断模仿不断提升的万丈豪情大步朝前，

曾经悟出他在设计灯光中的经验：

吾以为风格不同思想不同手法不同设备不同虽有黑白难辨，

环境光，焦点光，情景光，一切全凭这三个方面。
好的建筑会寻找好的光做侣伴，
殊不知，

却见得都是亮亮堂堂实实在在的好作品众人流连，
或许能借此机缘走小舍出家门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夙愿，

衣衫褴褛的残垣，光也会与其半日缠绵。

碰撞出新领域中的新人杰新精神走向新人文与新光明画卷，

光的洗礼下，丑的不一定会丑，美的更是令你开颜。

到头来弄它个翻江入海跨洋的大动静，那就再来一场光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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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B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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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光／
希腊某地修道院内室的一角，有窗，
微小的十字架在强光下倍感力量，
是借光的好空间

弧形入口／吸入呼出
康 奈 尔 大 学 的 图 书 馆 建 在 山 坡 上， 部 分 空 间
侧 入 坡 中， 顶 上 钟 塔 屹 立， 天 光， 钟 塔 的 光
和入口的地光同在，吸入呼出

的力量使灯具扭曲成一朵花，
zaha
马德里的设计酒店让设计师联想

炫光／

旋光／

蛋
“

有了生命
”

木 构 编 织 了 光， 光 染 织 了 木

构，使作品

LIGHTING B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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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管社会／

一 排 接 受 光 扫 描 的 吸 管， 换 一 个 角
度看世博会英国馆

接受阳光扫描…

Scanning to sunl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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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光，反射光，映射光，纽伦堡的古堡中窗户的存在感

一 什么／

光影叠加…

地中海／
没有风浪的海的平静育出了生活的静谧，坦然的一动不动与坦然的白

铁管与墙凝固在一起，
互为依托，
无论在光下还是影子里，
步行威尼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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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固／

光对梦的解析。在黑屋顶下投射出被分解的光朵，神马
是浮云，惊醒时刻

梦魇／

Constrution Photoexhibition "Construction Oflight" | 光·筑

光的行脚
DONGLIANG
架起建筑让光进来，并把光来回抛射，直至光黯淡了容颜露
出了影的疤痕

XU

不尽的折射与反射／

◆ 图 / 文 许东亮

白昼是无尽的一览无余，长夜是混沌的不着边界，
光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也想追逐光去见见世面。
谁能说出光的位置，影子会偷偷给我们提示答案，
不必丈量，不必计算。
我们常常常以直觉，

影棚摄影师说：用光，
就是不同方向、
不同强度的光之集合，
野外摄影师言：摄影就是在捕捉天地流光的浸染。
照片是无声的通用信件，它的信息传达不需要累赘狂言，
直截了当毫无遮掩，
可有时又太晦涩难懂需要请大家来辩。

把高低、长短、深浅、正斜判断，

城市巡 游／

只因为光影相聚时就会出现明暗。
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触及到敏感的细胞和神经元，
普达与佩 斯之间架着
光线、光强、光谱和时间。
链 子 桥，游 船 上 装 饰
也许你未曾学艺，
着闪烁光的链子，古老
的世界与金色的向往
却辨得赤橙黄绿蓝靛紫颜色万千，
那就是光谱在作祟时表演出的鬼脸。

建筑师多是业余的摄影者，相信他们理解建筑必然能拍出好片，
摄影师会用专业的水准拍风景，他们做梦也不想自己会出圈。
灯光设计者也一定自诩为用光的好手，
却不知在光学领域，建筑照明显然不止粗糙那一点点。
窃喜是灯光能把长夜即刻唤醒，使人们夜生活精神快活把三更延。
于是乎灯光设计师有了一番自愉的心情，

建筑是古老的人造形态，光和影子也常常与它相恋。

斗胆地拿自我的光与建筑求合鸣让观众把门帘掀，

把光引入建筑，光就是一把尺戒。

想的是推陈出新能落得皆大欢喜还不讨人嫌。

唯有把光洒向那里，你的视域才会多彩呈现。
路易斯·康早就谈到他那难懂的建筑内，光的静谧和沉潜；
勒·柯布西埃也说过，
阳光下建筑和阴影揭露出造型的卓见。

且不论不同思考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意见是多拔尖，

照明设计的先驱理查德·凯利，

挡不住不断交往不断温习不断模仿不断提升的万丈豪情大步朝前，

曾经悟出他在设计灯光中的经验：

吾以为风格不同思想不同手法不同设备不同虽有黑白难辨，

环境光，焦点光，情景光，一切全凭这三个方面。

红色的受难／

好的建筑会寻找好的光做侣伴，
殊不知，

相信受难是有浓烈色
彩 的，只 是 此 时 用光
衣衫褴褛的残垣，光也会与其半日缠绵。
说了出来。请接受一次
光的洗礼下，丑的不一定会丑，美的更是令你开颜。
彩色的弥撒

却见得都是亮亮堂堂实实在在的好作品众人流连，
或许能借此机缘走小舍出家门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夙愿，
碰撞出新领域中的新人杰新精神走向新人文与新光明画卷，
到头来弄它个翻江入海跨洋的大动静，那就再来一场光的盛宴！

LIGHTING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1917

Door
Shadow

门影
赵兴朋：室内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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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光的行脚
DONGLIANG
◆ 图 / 文 许东亮

白昼是无尽的一览无余，长夜是混沌的不着边界，
光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也想追逐光去见见世面。
谁能说出光的位置，影子会偷偷给我们提示答案，
不必丈量，不必计算。
我们常常常以直觉，

影棚摄影师说：用光，
就是不同方向、
不同强度的光之集合，
野外摄影师言：摄影就是在捕捉天地流光的浸染。
照片是无声的通用信件，它的信息传达不需要累赘狂言，
直截了当毫无遮掩，
可有时又太晦涩难懂需要请大家来辩。

把高低、长短、深浅、正斜判断，
只因为光影相聚时就会出现明暗。
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触及到敏感的细胞和神经元，
光线、光强、光谱和时间。

建筑师多是业余的摄影者，相信他们理解建筑必然能拍出好片，

也许你未曾学艺，

摄影师会用专业的水准拍风景，他们做梦也不想自己会出圈。

却辨得赤橙黄绿蓝靛紫颜色万千，

灯光设计者也一定自诩为用光的好手，

那就是光谱在作祟时表演出的鬼脸。

却不知在光学领域，建筑照明显然不止粗糙那一点点。
窃喜是灯光能把长夜即刻唤醒，使人们夜生活精神快活把三更延。
于是乎灯光设计师有了一番自愉的心情，

建筑是古老的人造形态，光和影子也常常与它相恋。

斗胆地拿自我的光与建筑求合鸣让观众把门帘掀，

把光引入建筑，光就是一把尺戒。

想的是推陈出新能落得皆大欢喜还不讨人嫌。

唯有把光洒向那里，你的视域才会多彩呈现。
路易斯·康早就谈到他那难懂的建筑内，光的静谧和沉潜；
勒·柯布西埃也说过，
阳光下建筑和阴影揭露出造型的卓见。

且不论不同思考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意见是多拔尖，

照明设计的先驱理查德·凯利，

挡不住不断交往不断温习不断模仿不断提升的万丈豪情大步朝前，

曾经悟出他在设计灯光中的经验：

吾以为风格不同思想不同手法不同设备不同虽有黑白难辨，

环境光，焦点光，情景光，一切全凭这三个方面。
好的建筑会寻找好的光做侣伴，
殊不知，
衣衫褴褛的残垣，光也会与其半日缠绵。

却见得都是亮亮堂堂实实在在的好作品众人流连，
或许能借此机缘走小舍出家门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夙愿，
碰撞出新领域中的新人杰新精神走向新人文与新光明画卷，

光的洗礼下，丑的不一定会丑，美的更是令你开颜。
到头来弄它个翻江入海跨洋的大动静，那就再来一场光的盛宴！
在意大利的街头闲散走着，推开一扇扇小商铺的门，进去又出来；风格随之变化，
心情随之变化；有这么一扇门，他有态度，
不含蓄，就像意大利人一样，没有让你把期待和神秘感放在门外，而是写在了脸上。

LIGHTING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2117

时空幻像／国 家 大 剧 院

暮色中的 圣 城 耶 路 撒 冷

时空隧 道／香 港 奕 居
斑 斓／国 家 体 育 场

吴吉明：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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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博会／
规划

夜色

XU

光的行脚
DONGLIANG
◆ 图 / 文 许东亮

白昼是无尽的一览无余，长夜是混沌的不着边界，
光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也想追逐光去见见世面。
谁能说出光的位置，影子会偷偷给我们提示答案，
不必丈量，不必计算。
我们常常常以直觉，

影棚摄影师说：用光，
就是不同方向、
不同强度的光之集合，
野外摄影师言：摄影就是在捕捉天地流光的浸染。
照片是无声的通用信件，它的信息传达不需要累赘狂言，
直截了当毫无遮掩，
可有时又太晦涩难懂需要请大家来辩。

把高低、长短、深浅、正斜判断，
只因为光影相聚时就会出现明暗。
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触及到敏感的细胞和神经元，
光线、光强、光谱和时间。

建筑师多是业余的摄影者，相信他们理解建筑必然能拍出好片，

也许你未曾学艺，

摄影师会用专业的水准拍风景，他们做梦也不想自己会出圈。

却辨得赤橙黄绿蓝靛紫颜色万千，

灯光设计者也一定自诩为用光的好手，

那就是光谱在作祟时表演出的鬼脸。

却不知在光学领域，建筑照明显然不止粗糙那一点点。
窃喜是灯光能把长夜即刻唤醒，使人们夜生活精神快活把三更延。
于是乎灯光设计师有了一番自愉的心情，

建筑是古老的人造形态，光和影子也常常与它相恋。

斗胆地拿自我的光与建筑求合鸣让观众把门帘掀，

把光引入建筑，光就是一把尺戒。

想的是推陈出新能落得皆大欢喜还不讨人嫌。

唯有把光洒向那里，你的视域才会多彩呈现。
路易斯·康早就谈到他那难懂的建筑内，光的静谧和沉潜；
勒·柯布西埃也说过，
阳光下建筑和阴影揭露出造型的卓见。

且不论不同思考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意见是多拔尖，

照明设计的先驱理查德·凯利，

挡不住不断交往不断温习不断模仿不断提升的万丈豪情大步朝前，

曾经悟出他在设计灯光中的经验：

吾以为风格不同思想不同手法不同设备不同虽有黑白难辨，

环境光，焦点光，情景光，一切全凭这三个方面。
好的建筑会寻找好的光做侣伴，
殊不知，

却见得都是亮亮堂堂实实在在的好作品众人流连，
或许能借此机缘走小舍出家门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夙愿，

衣衫褴褛的残垣，光也会与其半日缠绵。

碰撞出新领域中的新人杰新精神走向新人文与新光明画卷，

光的洗礼下，丑的不一定会丑，美的更是令你开颜。

到头来弄它个翻江入海跨洋的大动静，那就再来一场光的盛宴！

LIGHTING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2317

杨秀：建筑师

冰
“
与
”
火
“
相交融的场景
”

冰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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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抬头的一瞬间捕捉住了冷暖色的对比，巧妙的构图呈

现了

Ice and f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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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lid light .

实光／

光与影的对比，虚与实的结合，唯美地表达了光的存在

光的行脚
DONGLIANG

XU

◆ 图 / 文 许东亮

白昼是无尽的一览无余，长夜是混沌的不着边界，

影棚摄影师说：用光，
就是不同方向、
不同强度的光之集合，

光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也想追逐光去见见世面。
谁能说出光的位置，影子会偷偷给我们提示答案，

野外摄影师言：摄影就是在捕捉天地流光的浸染。
照片是无声的通用信件，它的信息传达不需要累赘狂言，

不必丈量，不必计算。

直截了当毫无遮掩，
可有时又太晦涩难懂需要请大家来辩。

我们常常常以直觉，
把高低、长短、深浅、正斜判断，
只因为光影相聚时就会出现明暗。
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触及到敏感的细胞和神经元，
光线、光强、光谱和时间。

建筑师多是业余的摄影者，相信他们理解建筑必然能拍出好片，

也许你未曾学艺，

摄影师会用专业的水准拍风景，他们做梦也不想自己会出圈。

却辨得赤橙黄绿蓝靛紫颜色万千，

灯光设计者也一定自诩为用光的好手，

那就是光谱在作祟时表演出的鬼脸。

却不知在光学领域，建筑照明显然不止粗糙那一点点。
窃喜是灯光能把长夜即刻唤醒，使人们夜生活精神快活把三更延。

作品展现 了一副自然光影下的浮雕，表达了光述历史的意境

安静地诉说着历史
—

于是乎灯光设计师有了一番自愉的心情，

建筑是古老的人造形态，光和影子也常常与它相恋。

斗胆地拿自我的光与建筑求合鸣让观众把门帘掀，

把光引入建筑，光就是一把尺戒。

想的是推陈出新能落得皆大欢喜还不讨人嫌。

唯有把光洒向那里，你的视域才会多彩呈现。
路易斯·康早就谈到他那难懂的建筑内，光的静谧和沉潜；
勒·柯布西埃也说过，
阳光下建筑和阴影揭露出造型的卓见。

且不论不同思考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意见是多拔尖，

照明设计的先驱理查德·凯利，

挡不住不断交往不断温习不断模仿不断提升的万丈豪情大步朝前，

Operation .

曾经悟出他在设计灯光中的经验：

环境光，焦点光，情景光，一切全凭这三个方面。
好的建筑会寻找好的光做侣伴，
殊不知，

辰光／

吾以为风格不同思想不同手法不同设备不同虽有黑白难辨，
却见得都是亮亮堂堂实实在在的好作品众人流连，
或许能借此机缘走小舍出家门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夙愿，

衣衫褴褛的残垣，光也会与其半日缠绵。

碰撞出新领域中的新人杰新精神走向新人文与新光明画卷，

光的洗礼下，丑的不一定会丑，美的更是令你开颜。

到头来弄它个翻江入海跨洋的大动静，那就再来一场光的盛宴！

LIGHTING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2517

野城：艺术家
工业时代的法老／
Pharaoh
of the
industrial age
高压钠灯的催化下
夜，绿了
夜更像一个容器了
一个祭祀的器皿
一个潘多拉盒子
一个装着法老传说的头骨
一条摆渡的船
当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相遇
门，开启，在喙的上方
是地狱，亦或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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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摄影摄于
年南京的一个工地 我
2003
, 在夜晚从工地旁边的高楼近乎垂直地向下拍

摄。在高压钠灯的照射下，建筑工人的影子被放大，被拉长。在光影的作用下，他们

的动作变得更为缓慢而有力，每一个动作都被史诗化，犹如古埃及时代修砌金字塔的

健壮的古埃及人

XU

光的行脚
DONGLIANG
◆ 图 / 文 许东亮

白昼是无尽的一览无余，长夜是混沌的不着边界，

只因为光影相聚时就会出现明暗。
光线、光强、光谱和时间。

建筑师多是业余的摄影者，相信他们理解建筑必然能拍出好片，

也许你未曾学艺，

摄影师会用专业的水准拍风景，他们做梦也不想自己会出圈。

却辨得赤橙黄绿蓝靛紫颜色万千，

灯光设计者也一定自诩为用光的好手，

那就是光谱在作祟时表演出的鬼脸。

却不知在光学领域，建筑照明显然不止粗糙那一点点。

窃喜是灯光能把长夜即刻唤醒，使人们夜生活精神快活把三更延。
于是乎灯光设计师有了一番自愉的心情，
建筑是古老的人造形态，光和影子也常常与它相恋。

斗胆地拿自我的光与建筑求合鸣让观众把门帘掀，

把光引入建筑，光就是一把尺戒。

想的是推陈出新能落得皆大欢喜还不讨人嫌。

唯有把光洒向那里，你的视域才会多彩呈现。
路易斯·康早就谈到他那难懂的建筑内，光的静谧和沉潜；
勒·柯布西埃也说过，
阳光下建筑和阴影揭露出造型的卓见。

且不论不同思考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意见是多拔尖，

照明设计的先驱理查德·凯利，

挡不住不断交往不断温习不断模仿不断提升的万丈豪情大步朝前，

曾经悟出他在设计灯光中的经验：

吾以为风格不同思想不同手法不同设备不同虽有黑白难辨，

环境光，焦点光，情景光，一切全凭这三个方面。
好的建筑会寻找好的光做侣伴，
殊不知，

却见得都是亮亮堂堂实实在在的好作品众人流连，

或许能借此机缘走小舍出家门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夙愿，

衣衫褴褛的残垣，光也会与其半日缠绵。

碰撞出新领域中的新人杰新精神走向新人文与新光明画卷，

光的洗礼下，丑的不一定会丑，美的更是令你开颜。

到头来弄它个翻江入海跨洋的大动静，那就再来一场光的盛宴！

我们所建造的现代大城市，无论从建设量到工作量都远远超过金字塔的建造，但建造时间却要短的多。古

直截了当毫无遮掩，
可有时又太晦涩难懂需要请大家来辩。

埃及的法老们根本不会想到，工业大革命后的法老们，比他们强大的多，他们的欲望也更加膨胀。这一个

照片是无声的通用信件，它的信息传达不需要累赘狂言，

把高低、长短、深浅、正斜判断，
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触及到敏感的细胞和神经元，

个大机器时代下产生的现代城市依旧在不断地扩张，而在这些城市巨大的工地上，在这些工地上的巨大机

我们常常常以直觉，

野外摄影师言：摄影就是在捕捉天地流光的浸染。

器面前，那些血肉之躯变得比修建金字塔的工人更加渺小，更加脆弱。而只有在强光的放大下，他们的影

不必丈量，不必计算。

子才可与巨大的脚手架和吊车相比拟。那么，到底是他们建造了城市，还是他们的影子？抑或城市就是经

谁能说出光的位置，影子会偷偷给我们提示答案，

过他们的手将难以计量的欲望堆砌起来的巨大幻象吧。

光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也想追逐光去见见世面。

影棚摄影师说：用光，
就是不同方向、
不同强度的光之集合，

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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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萄牙／波尔图音乐 厅

张雪涛：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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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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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行脚
D O N G L赵虹：
I 建筑师
ANG
◆ 图 / 文 许东亮

白昼是无尽的一览无余，长夜是混沌的不着边界，
光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也想追逐光去见见世面。
谁能说出光的位置，影子会偷偷给我们提示答案，
不必丈量，不必计算。
我们常常常以直觉，

影棚摄影师说：用光，
就是不同方向、
不同强度的光之集合，
开窗／
野外摄影师言：摄影就是在捕捉天地流光的浸染。
照片是无声的通用信件，它的信息传达不需要累赘狂言，
直截了当毫无遮掩，
可有时又太晦涩难懂需要请大家来辩。

把高低、长短、深浅、正斜判断，
只因为光影相聚时就会出现明暗。
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触及到敏感的细胞和神经元，
光线、光强、光谱和时间。

建筑师多是业余的摄影者，相信他们理解建筑必然能拍出好片，

也许你未曾学艺，

摄影师会用专业的水准拍风景，他们做梦也不想自己会出圈。

却辨得赤橙黄绿蓝靛紫颜色万千，

灯光设计者也一定自诩为用光的好手，

那就是光谱在作祟时表演出的鬼脸。

却不知在光学领域，建筑照明显然不止粗糙那一点点。
窃喜是灯光能把长夜即刻唤醒，使人们夜生活精神快活把三更延。
于是乎灯光设计师有了一番自愉的心情，

建筑是古老的人造形态，光和影子也常常与它相恋。

斗胆地拿自我的光与建筑求合鸣让观众把门帘掀，

把光引入建筑，光就是一把尺戒。

想的是推陈出新能落得皆大欢喜还不讨人嫌。

唯有把光洒向那里，你的视域才会多彩呈现。
路易斯·康早就谈到他那难懂的建筑内，光的静谧和沉潜；
勒·柯布西埃也说过，
阳光下建筑和阴影揭露出造型的卓见。

且不论不同思考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意见是多拔尖，

照明设计的先驱理查德·凯利，

挡不住不断交往不断温习不断模仿不断提升的万丈豪情大步朝前，

曾经悟出他在设计灯光中的经验：

吾以为风格不同思想不同手法不同设备不同虽有黑白难辨，

环境光，焦点光，情景光，一切全凭这三个方面。
好的建筑会寻找好的光做侣伴，
殊不知，
衣衫褴褛的残垣，光也会与其半日缠绵。

光 影如水／
光的洗礼下，丑的不一定会丑，美的更是令你开颜。

却见得都是亮亮堂堂实实在在的好作品众人流连，
或许能借此机缘走小舍出家门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夙愿，
碰撞出新领域中的新人杰新精神走向新人文与新光明画卷，
到头来弄它个翻江入海跨洋的大动静，那就再来一场光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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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 ／

pearl .

The phantom of the pearl .

珠光幻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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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行脚
DONG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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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文 许东亮

白昼是无尽的一览无余，长夜是混沌的不着边界，
光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也想追逐光去见见世面。
谁能说出光的位置，影子会偷偷给我们提示答案，
不必丈量，不必计算。

影棚摄影师说：用光，
就是不同方向、
不同强度的光之集合，
野外摄影师言：摄影就是在捕捉天地流光的浸染。
照片是无声的通用信件，它的信息传达不需要累赘狂言，
直截了当毫无遮掩，
可有时又太晦涩难懂需要请大家来辩。

我们常常常以直觉，
把高低、长短、深浅、正斜判断，

Khalifa,

只因为光影相聚时就会出现明暗。

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触及到敏感的细胞和神经元，
光线、光强、光谱和时间。
也许你未曾学艺，

建筑师多是业余的摄影者，相信他们理解建筑必然能拍出好片，
摄影师会用专业的水准拍风景，他们做梦也不想自己会出圈。

却辨得赤橙黄绿蓝靛紫颜色万千，

灯光设计者也一定自诩为用光的好手，

那就是光谱在作祟时表演出的鬼脸。

却不知在光学领域，建筑照明显然不止粗糙那一点点。
窃喜是灯光能把长夜即刻唤醒，使人们夜生活精神快活把三更延。
于是乎灯光设计师有了一番自愉的心情，

赵海鹏：建筑师

哈利法塔 ／

建筑是古老的人造形态，光和影子也常常与它相恋。
把光引入建筑，光就是一把尺戒。

斗胆地拿自我的光与建筑求合鸣让观众把门帘掀，
想的是推陈出新能落得皆大欢喜还不讨人嫌。

唯有把光洒向那里，你的视域才会多彩呈现。
路易斯·康早就谈到他那难懂的建筑内，光的静谧和沉潜；
勒·柯布西埃也说过，

阳光下建筑和阴影揭露出造型的卓见。

且不论不同思考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意见是多拔尖，

照明设计的先驱理查德·凯利，

挡不住不断交往不断温习不断模仿不断提升的万丈豪情大步朝前，

曾经悟出他在设计灯光中的经验：

吾以为风格不同思想不同手法不同设备不同虽有黑白难辨，

环境光，焦点光，情景光，一切全凭这三个方面。
好的建筑会寻找好的光做侣伴，
殊不知，

却见得都是亮亮堂堂实实在在的好作品众人流连，
或许能借此机缘走小舍出家门实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夙愿，

衣衫褴褛的残垣，光也会与其半日缠绵。

碰撞出新领域中的新人杰新精神走向新人文与新光明画卷，

光的洗礼下，丑的不一定会丑，美的更是令你开颜。

到头来弄它个翻江入海跨洋的大动静，那就再来一场光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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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洛城售楼中心室内：
创造需要激情，接纳也需要，这里要表达的是……
被接纳的创造！

THE LOS ANGELES CENTER OF INDOOR ：

威尼斯廊桥：

十 米 之 外 的 喧 嚣 与 面 前 的 静 谧，

哪个更能表达威尼斯？！

VENICE COVERED BRIDGES：

Ten meters in front of the sound and the quiet,
which can express more of Venice? !

LIGHTING B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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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need passion, acceptance also need, here to say is...

The creation of the accepted!

王刚

后现代城： 渴望是人的基本功能，而建筑是最能表达渴望的载体！

POSTMODERN CITY：
Desire is man's basic functions, architecture is the carrier to express a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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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志刚，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工学博士。

LIGHT AND
SHADOW
CHARM
WORDS
BUILDING

中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理论与实践学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曾主持和参与多项重要科研项目，
如国家自然基金项、
全国艺术科学
“十五”
规划课题、北京奥运和机场地铁设计、北京地铁总网整体性概念设计等，并发
表 20 余篇学术论文和多部学术论著，文章大多刊登在国内外核心专业期刊
和重要国际会议论文集上，形成了理论体系和学术影响。

光与空间一体化
上世纪九十年末，常教授提出了一个学术观点——光与空间一体化。在
当时国内大多数高校还不知道什么是照明设计方向的时候，这一观点无疑是
最超前的，多年以后，又恰恰被证明是最有前瞻性的。
对于光与空间一体化，常教授说，1997 年～ 1998 年，自己在提出这一
观点的时，很多人对其并没有系统的认识，当时大家考量光对建筑的作用只
是单纯的从如何才能打造更好的建筑空间和建筑形态这一角度出发。所以，
从建筑角度研究光的问题是最朴素的出发点。
在研究过程中，常教授坦言受到了很多著名设计师的启发，比较典型的

对话中央美院建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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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志刚 ／ 副院长

光影魅力话建筑

代表就是美国现代建筑师路易斯康，其发展了建筑设计中的哲学概念，认为

Lighting Bringer | 照明人

市场竞争 多因素较量
入，相对盲目，加上没有良好的销售渠道和成熟的销售团队，在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并不是纯粹的技术较量，技术和市场是两
盲目崇拜技术和程式化设计会使建筑缺乏立面特征，主张每个建筑题目必须有特殊的约束性。路
消费者还没有完全接受新事物情况下，这种盲目反而显得有些费
个概念。在技术完善的情况下，产品价格适中才能被消费者所接
易斯康的作品坚实厚重，不表露结构功能，开创了新的流派。作为建筑设计中光影运用的开拓者，
力不讨好；传统企业的优势在于，它是有理性地推广 LED，同时
受，才能保证企业的全面发展。
路易斯康在设计中成功的运用了光线的变化。同样，他在《静谧与光明》详细阐述了“有光”和“无
早已经建立起的经销渠道，经销商团队，都会让它进入市场的速
面 对 LED 的 发 展， 目 前 市 场 上 都 在 谈 论 传 统 企 业 与 单 纯
度势必会比新兴的只生产 LED 产品的企业速度要快的多。
光”的概念，以及光与建筑本身的内在联系，充分表了设计空间就是设计光亮的理论，而这些观
LED 企业的角逐与较量。似乎大有传统企业不积极迅速地转型便
点对常教授研究光与空间一体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参与市场竞争就是如此，不管做多少工作，消费者不了解就
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事实恰恰相反。
提及往昔，常教授表示，他在考虑光与空间的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单纯考虑照明设计专业，而
等于徒劳。等到市场成熟的时候再去推，一切才会顺其自然，因
是从建筑空间、建筑形态出发首先进行思考，进而得出光与空间一体化的概念。在这种前提下。
为消费者觉得自己需要就会购买。
新进来的 LED 企业只是单纯的认为 LED 行业赚钱就盲目进
他还研发了一个用于建筑辅助设计的实验光箱，受到了建筑学专业评估委员会的认可，并且获得
国家专利。

智能控制
未来的趋势
此后，根据照明产业的发展状况，常教授又提出了另一个概念——亮度空间。根据路易斯康的建筑哲学观点，他认为亮度空间是照
明的一个概念，是光同物体发生反射、投射、有强度、数值、反射率等，它不是一个实体空间，是由亮度和视觉构成的空间。所以照明
面对新兴的 LED 照明市场和传统的照明市场，如何实现产
LED 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智能控制。在智能照明实现之后，照
理论实际上就是从建筑学 - 建筑空间 - 视觉的研究 - 哲学的研究发展起来的。
明只是一个基本性能，除了照明之外，还要实现更多的功能，这
品架构上的平衡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至关重要。要想在满足市场
就是企业在产品架构上需要考虑的事情。但什么时候推广，还得
如今，照明有了一系列的数字化技术，比如 LED、智能控制等显现的并不是一个光透射到一个物体之上，
更多的是一种自身发光的特点，
的同时实现企业的全面发展，企业必须明白市场是第一位的，首
看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技术达到了就一定要着急推向市场，这样
如 OLED。光和空间一体化更多的指向了建筑和建筑的表皮以及跟未来建筑形式的发展。
先要顺应市场，才能引导市场，而现在最重要的是顺应。

做并不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寓教于设计 传承精髓
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常教授认为自己首先作为中央美院建筑学院的老师，本职工作就是培养和塑造更多的专业照明设计师。
纵观我国照明行业发展现状，为照明行业培养更多的照明设计师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照明设计全面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

市场监管
护航企业发展
作为建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教学工作放在了研究生身上。研究生级别的学生，因为每个班的同学既有学建筑的，也有学景观的，
还有学室内的、
照明的，通过实际照明设计的锤炼，尽可能的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照明设计中，
可以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脱离单
企业要想在市场上谋求更多的空间并不只是单纯地适应市场
往会造成消费者的需求与现实脱节，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一种恶
需求那么简单。纵观我国照明市场现状，存在由于监管不到位造
一模式，从建筑空间、建筑形体角度多角度理解光与空间一体化。
成低端、劣质产品盛行的现象。
寓教于设计，传承精髓，正是对他教学工作的真是写照。
对消费者而言，单从外观很难区分产品的好坏，在无法辨别

性循环。久而久之，扰乱了市场有序竞争，甚至消费者在不明就
里的情况下开始排斥新产品。对参与竞争的企业而言，这种排斥
是致命的。即便如此，企业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打造品牌，建立通道。

媒体建筑 整合与跨界

质量的前提下，消费者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价格，而这种选择往
因而，我国照明领域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
谈及未来的工作重点及最新研究课题，常教授说，媒体建筑将会是重点。
媒体建筑是建筑表皮与数字媒体影像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将其看作是具有科技属性的艺术装置，
除建筑专业外还涉及视觉传达、广告策划、影视艺术、媒体动画、装置艺术、实验艺术、数字智能、半导体照明、绿色节能等多领域。

电商之路
且行且思考
媒体建筑出现至今不过十年，但在以视觉为中心的当下，建筑的媒体化趋势正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不仅改变了城市的景观，更
重要的是，其未来发展将改变人们对于建筑、景观乃至城市的观念、认识与理解，甚至改变人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媒体建筑既是建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电商也成为照明行业近年来的一个热
当然对一些没有销售渠道或者想影响 80、90 后消费者的企
筑发展的产物，又是审美观念变革的结果，更是商业文化深刻影响的对象，它把城市规划、建筑景观、视觉艺术、商业文化通过新型科
点。实际上，电商是对照明产业伤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包括淘宝
业来说，电商还是有必要进行的。只是在运用电商的同时，我们
等在内的这些电商平台拼的都是价格，而我们照明产品又是一个
要学会思考，比如通过电商做品牌影响，将其与实体店相辅相成，
技有机的结合起来，必将成为各领域跨界合作、共同发挥影响力的新舞台。
立体竞争体系。在网上，消费者只能看图片、看价格，无法感受
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行模式。把更多的消费者吸引到实体
在常教授看来，教师和设计师的双重身份，可以让他带领团队和学生，借助个人力量和平台力量将媒体建筑的研究和推广更好地进
到直观的实际应用效果，消费者选择的依据还是价格，最终会造
行下去。
成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店进行直观的接触，最终达成交易。或许这才是企业在网络时代
运用电商最根本的目的。

建立体系 设计规范化
照明设计师职业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越来越占

照明设计对项目、建筑、光环境的直观作用和影响下，专业设计

据了照明设计在整个项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往以设计院电气设计

人员不能妥协去迎合业主，而是多方位教育业主，让业主了解什

做的照明设计环节逐步的完全脱离出来，交给专业的照明设计师

么才是好的照明设计。学会也将从操作层面配合和完善相关的标

来运作。作为中国照明学会，也承担着培养专业照明设计师人才

准规范，例如把一些规范根据每个工程项目拆分成不同的指南，

的职能。客观来讲中国照明设计师队伍的整体技能水平还有待提

将其聚焦到每一个照明环境中，让业主明白照明设计究竟是什么，

高，特别是在大浪淘沙、鱼目混杂的现实环境下，更是要把人才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只有这样才能让业主与设计师达成共

专业技能的培养当做使命来完成。在广大用户还不能够正确认识

鸣，改变现在的无序现状。

中央美术学院一角

常教授参与编著的《led 与室内照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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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背后的品质
光彩背后的精神
— 江西省中业景观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静中

2013 年年底，
南昌市赣江两岸迎来了一场气势恢宏的“灯光秀”
，

左右，线性灯具 5 万套左右，投光灯具 1 万套左右，各种管线用量达

南昌一江两岸照明提升改造工程正式亮灯。赣江东岸老城区，射灯

百万米，仅信号线一项就有六十万米，亮化工程灯具百分之九十五以

组成巨幅光帘映衬滕王阁，呈现出“时来风送滕王阁”的美景。西岸

上采用的是进口芯片 LED 光源。
“面对这么浩大的工程量，而且市

新城区，高低不一的建筑形成山形的基础照明效果，无数只“飞鸟”

政府对项目也是高度重视，如果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中业负

如繁星般从江边腾空而起，宛如《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

责人张静中在回答采访时表示。

的壮丽。
看着这一幅由百余种光色打造出绵延至江边的梦幻
“动态画卷”
，

80% 以上没有建筑底图，
中业一边出设计方案、
一边出施工图纸，
边修改、边施工，从出图到安装结束只有的 3 个多月时间，实际进入

中业照明工程安装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静中感到颇为自豪。作为这个

施工只有短短的 45 天，工期非常紧张；多栋超高层建筑，安装难度

项目的主要施工方之一，中业照明承担了该项目的西岸新城区的标

系数大；调试工作艰巨，安全防护工作困难等等问题迫在眉睫。作为

段工程，包括了对该段不同的建筑进行亮化，安装点主要有临江驳

有 20 年资历，在业内数一数二的景观照明安装专业公司，一江两岸

岸线、世纪广场、摩天轮、八一桥及临江各视点能看到的房屋建筑，

项目工程还是给了中业照明不小的挑战。而在整个项目施工中张静

其中不乏像新地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等这些超过 200 米的高大建筑。

中和他的 26 人项目管理团队以及 600 多名高空作业人员可谓是“压
力山大”，一刻都不敢松懈。

光彩背后的专业品质

从 2013 年 9 月份开始拆除原有景观灯具，到 12 月 20 日前完
成所有灯具、管线、电源及控制系统的安装工作，12 月 25 日前完成

一江两岸景观亮化提升改造工程位于南昌大桥至八一大桥之间，
涵盖了江边 8 公里的建筑，单西岸新城区的建筑就达到 172 栋，这

时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样高的效率在南昌的景观照

般宏大的亮化工程，实属江西历史上的首例。工程到底有多浩大，可

明安装工程中可以说是首例。

以从中业照明所公布的部分工程数据中窥见一二：
五六十种不同型号规格的灯具，总计安装点状灯具约 45 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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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灯具及控制系统的调试工作，张静中带领着他的团队以最短的

LIGHTING BRINGER

“从安装工艺到最后的信号效果试调，我们都力求精益求精，
当时我们几百号人每天没日没夜地赶工抢期，
业主监理也天天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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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 多因素较量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并不是纯粹的技术较量，技术和市场是两

入，相对盲目，加上没有良好的销售渠道和成熟的销售团队，在

个概念。在技术完善的情况下，产品价格适中才能被消费者所接

消费者还没有完全接受新事物情况下，这种盲目反而显得有些费

受，才能保证企业的全面发展。

力不讨好；传统企业的优势在于，它是有理性地推广 LED，同时
早已经建立起的经销渠道，经销商团队，都会让它进入市场的速

面 对 LED 的 发 展， 目 前 市 场 上 都 在 谈 论 传 统 企 业 与 单 纯

度势必会比新兴的只生产 LED 产品的企业速度要快的多。

LED 企业的角逐与较量。似乎大有传统企业不积极迅速地转型便
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事实恰恰相反。

参与市场竞争就是如此，不管做多少工作，消费者不了解就
等于徒劳。等到市场成熟的时候再去推，一切才会顺其自然，因

新进来的 LED 企业只是单纯的认为 LED 行业赚钱就盲目进

为消费者觉得自己需要就会购买。

智能控制 未来的趋势
面对新兴的”
LED 照明市场和传统的照明市场，如何实现产
时间相当紧张啊。
回忆起当时的施工情形，
张静中既是感慨又是兴奋。

计、预算、现场施工管理、安装、LED 电子系列产品研发、制造、销售
先要顺应市场，才能引导市场，而现在最重要的是顺应。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行业内已是无人不知。一系列斐然的成

LED 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智能控制。在智能照明实现之后，照
节能控制系统研发，
满足不同项目的需求。除了保持硬件的一流优势，
明只是一个基本性能，除了照明之外，还要实现更多的功能，这
中业照明在软实力上也下足了“狠”工夫。
就是企业在产品架构上需要考虑的事情。但什么时候推广，还得
当谈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张静中表示：中业照明如今正在大
看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技术达到了就一定要着急推向市场，这样
力投入研究“城市道路智慧照明”，这也是中业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
做并不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之一。2014 年被称为 LED 的起飞年，其中一大动能就是城市路灯替

绩与荣誉正是中业照明在发展过程中精益求精、
努力不懈的最好见证。

换。以去年台湾地区 10 万盏路灯的亿光而言，营收就挹注 8 亿元新

在这次南昌一江两岸景观亮化工程中，中业以高效率、高标准、高难

台币，全球路灯安装数量未来 5 年将增加 4 倍，包括欧、美、中等都

度的施工水准，
造就了赣江两岸
“古今相应，
山水留名”
的美丽灯光画卷，

市场监管 护航企业发展

在以政策鼓励 LED 路灯安装。国内大中小城市一轮又一轮的路灯替

令同行折服的同时，也使其成为该行业中的翘楚。
企业要想在市场上谋求更多的空间并不只是单纯地适应市场

换潮正如火如荼上演，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在张
往会造成消费者的需求与现实脱节，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一种恶
静中看来，LED 道路照明除了节约能源，
智能管理方面也将大有作为。
性循环。久而久之，扰乱了市场有序竞争，甚至消费者在不明就
中业提出的“城市道路智慧照明”基于现在新兴的物联网技术，

中业照明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从 1994 年成立，至今走过了二十个
品架构上的平衡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至关重要。要想在满足市场
年头，
公司也从最初的霓虹灯制作成长为从事景观亮化照明工程设
的同时实现企业的全面发展，企业必须明白市场是第一位的，首

需求那么简单。纵观我国照明市场现状，存在由于监管不到位造

智慧照明
突围创新
成低端、劣质产品盛行的现象。

时代不断地发展，
景观照明行业也是日新月异，尤其是近几年
对消费者而言，单从外观很难区分产品的好坏，在无法辨别

里的情况下开始排斥新产品。对参与竞争的企业而言，这种排斥
应用先进、
高效、可靠的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和无线 GPRS/CDMA
是致命的。
即便如此，企业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打造品牌，
建立通道。
通信技术等，
实现对路灯的远程集中控制与管理，
具有根据车流量

随着
LED 技术的突破，照明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发展。无论在城市大
质量的前提下，消费者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价格，而这种选择往

因而，我国照明领域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
自动调节亮度、
远程照明控制等功能，代替原来的人工手动操作，实

型规划中还是某栋建筑物的外墙，照明设计受到各方越来越多的重

现路灯自动化实时监控，省去了以往复杂的操作流程，从而能够大幅

视。当照明需求这块蛋糕越来越大，想分一杯羹的企业也越来越多，

节省电力资源，提升公共照明管理水平，节省维护成本。
“这是便国

甚至有传言和记黄埔的李嘉诚、
加多宝企业也要跨界涉足 LED 产业。

电商之路 且行且思考

便民的工程。”张静中非常看好智慧照明的发展前景。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电商也成为照明行业近年来的一个热
断寻找突围之路。
点。实际上，电商是对照明产业伤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包括淘宝
组建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同时和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美术学
等在内的这些电商平台拼的都是价格，而我们照明产品又是一个
院、中国美术学院等达成战略合作；强有力的研发团队支持，拥有 7
立体竞争体系。在网上，消费者只能看图片、看价格，无法感受
项国家专利；搭建智能控制系统行业研发平台；与上海同济大学、南
到直观的实际应用效果，消费者选择的依据还是价格，最终会造
昌航空大学、东华理工大学等建立了工作站，致力于环境甄别系统、
成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当然对一些没有销售渠道或者想影响
80、90 后消费者的企
市景观灯，
再到现在的智慧艺术照明，张静中每一步都走在了行业的
业来说，电商还是有必要进行的。只是在运用电商的同时，我们
创新前沿，
这种专业与创新的精神也跟随他深入到他的企业与团队。
要学会思考，比如通过电商做品牌影响，将其与实体店相辅相成，
专业与创新正是中业照明一直信奉的守则，而这大概也是中业照明
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行模式。把更多的消费者吸引到实体
成立至今技术能一直走在行业前列的重要原因。
店进行直观的接触，最终达成交易。或许这才是企业在网络时代

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一直以研发与创新为准则的中业照明也在不

从初出茅庐推出霓虹灯广告牌到设计出全国第一款烟火灯的城

运用电商最根本的目的。

建立体系 设计规范化
照明设计师职业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越来越占

照明设计对项目、建筑、光环境的直观作用和影响下，专业设计

据了照明设计在整个项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往以设计院电气设计

人员不能妥协去迎合业主，而是多方位教育业主，让业主了解什

做的照明设计环节逐步的完全脱离出来，交给专业的照明设计师

么才是好的照明设计。学会也将从操作层面配合和完善相关的标

来运作。作为中国照明学会，也承担着培养专业照明设计师人才

准规范，例如把一些规范根据每个工程项目拆分成不同的指南，

的职能。客观来讲中国照明设计师队伍的整体技能水平还有待提

将其聚焦到每一个照明环境中，让业主明白照明设计究竟是什么，

高，特别是在大浪淘沙、鱼目混杂的现实环境下，更是要把人才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只有这样才能让业主与设计师达成共

专业技能的培养当做使命来完成。在广大用户还不能够正确认识

鸣，改变现在的无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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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 打造照明行业优势品牌
产品管理 助力产品营销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越来越快，企业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技术不断更新换代，产品——尤其是产品背后的核心
技术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面对纷繁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企业如何应对 ? 这期间，不但需要对市场和产品进
行细分，选择自己的细分市场，根据目标客户群不断变化的需求提供不断更新的产品。更需要不同的产品管理团队自
始自终关注不同客户群需求，有效把握市场和竞争的变化并提供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
所谓产品管理，通常来讲，不外乎两个功能：一是承上启下；二是沟通内外。承上启下：意味着把公司的一些信
息得以全面宣传；沟通内外：是指销售在一线，研发和生产等在公司内部，沟通内外的一个桥梁就是市场管理。
具体到照明行业，近几年，伴随智能控制、LED 理念和技术的逐渐发展，使得产品管理更加具有时效性，如何面
对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反应是照明产品管理的最大挑战。

渠道开发 推动产品应用
索恩自进入中国到现在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工程项目上。在这种销售模式情况下，其品牌影响度较同行相比有一些
差距，但基于各类工程的开拓，一些中高端设计师和设计师通过亲自使用和口碑相传，对索恩品牌的赞誉一直都很高。
设计师渠道作为企业进行市场开拓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何让更多的设计师了解和使用索恩产品，让索恩在市
场上占据更多的份额和提高话语权，对企业的发展关系重大。因而，索恩一直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又能适应市场变化
的一种渠道模式。对索恩而言，这是目前公司渠道模式运转中面临的一个问题，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
可以完成的，牵扯到公司运营模式、产品研发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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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 多因素较量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并不是纯粹的技术较量，技术和市场是两

入，相对盲目，加上没有良好的销售渠道和成熟的销售团队，在

个概念。在技术完善的情况下，产品价格适中才能被消费者所接

消费者还没有完全接受新事物情况下，这种盲目反而显得有些费

受，才能保证企业的全面发展。

力不讨好；传统企业的优势在于，它是有理性地推广 LED，同时
早已经建立起的经销渠道，经销商团队，都会让它进入市场的速

面 对 LED 的 发 展， 目 前 市 场 上 都 在 谈 论 传 统 企 业 与 单 纯

度势必会比新兴的只生产 LED 产品的企业速度要快的多。

LED 企业的角逐与较量。似乎大有传统企业不积极迅速地转型便
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事实恰恰相反。

参与市场竞争就是如此，不管做多少工作，消费者不了解就
等于徒劳。等到市场成熟的时候再去推，一切才会顺其自然，因

新进来的 LED 企业只是单纯的认为 LED 行业赚钱就盲目进

为消费者觉得自己需要就会购买。

智能控制 未来的趋势
面对新兴的 LED 照明市场和传统的照明市场，如何实现产
品架构上的平衡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至关重要。要想在满足市场

LED 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智能控制。在智能照明实现之后，照
明只是一个基本性能，除了照明之外，还要实现更多的功能，这
就是企业在产品架构上需要考虑的事情。但什么时候推广，还得

的同时实现企业的全面发展，企业必须明白市场是第一位的，首
先要顺应市场，才能引导市场，而现在最重要的是顺应。

看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技术达到了就一定要着急推向市场，这样
做并不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市场监管 护航企业发展
企业要想在市场上谋求更多的空间并不只是单纯地适应市场

往会造成消费者的需求与现实脱节，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一种恶

需求那么简单。纵观我国照明市场现状，存在由于监管不到位造

性循环。久而久之，扰乱了市场有序竞争，甚至消费者在不明就

成低端、劣质产品盛行的现象。
对消费者而言，单从外观很难区分产品的好坏，在无法辨别
质量的前提下，消费者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价格，而这种选择往

里的情况下开始排斥新产品。对参与竞争的企业而言，这种排斥
是致命的。即便如此，企业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打造品牌，建立通道。
因而，我国照明领域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

电商之路 且行且思考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电商也成为照明行业近年来的一个热

当然对一些没有销售渠道或者想影响 80、90 后消费者的企

点。实际上，电商是对照明产业伤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包括淘宝

业来说，电商还是有必要进行的。只是在运用电商的同时，我们

等在内的这些电商平台拼的都是价格，而我们照明产品又是一个

要学会思考，比如通过电商做品牌影响，将其与实体店相辅相成，

立体竞争体系。在网上，消费者只能看图片、看价格，无法感受

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行模式。把更多的消费者吸引到实体

到直观的实际应用效果，消费者选择的依据还是价格，最终会造

店进行直观的接触，最终达成交易。或许这才是企业在网络时代

成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运用电商最根本的目的。

建立体系
设计规范化
突出优势 强化市场开拓
作为奥德堡集团旗下子公司，索恩主要做功能性照明，因而更加注重人在使用空间内所需要的功能
照明设计师职业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越来越占
照明设计对项目、建筑、光环境的直观作用和影响下，专业设计
性光。因为专注某一领域，因而与同类品牌相比，索恩更具竞争优势。
据了照明设计在整个项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往以设计院电气设计
人员不能妥协去迎合业主，而是多方位教育业主，让业主了解什
做的照明设计环节逐步的完全脱离出来，交给专业的照明设计师
么才是好的照明设计。学会也将从操作层面配合和完善相关的标
在市场推广方面，索恩积极参加各种行业展会、论坛、沙龙及一些标准的修订等工作，通过各种各
来运作。作为中国照明学会，也承担着培养专业照明设计师人才
准规范，例如把一些规范根据每个工程项目拆分成不同的指南，
样形式的市场活动，提升自身品牌的知名度。
的职能。客观来讲中国照明设计师队伍的整体技能水平还有待提
将其聚焦到每一个照明环境中，让业主明白照明设计究竟是什么，
至此，我们也相信，在整合了多种资源的基础上，索恩照明的发展必将更加顺畅！
高，特别是在大浪淘沙、鱼目混杂的现实环境下，更是要把人才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只有这样才能让业主与设计师达成共
专业技能的培养当做使命来完成。在广大用户还不能够正确认识

鸣，改变现在的无序现状。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3965
LIGHTING

7 年照明行业管理经验
在渠道运营市场推广、战略大客户领域卓有建树
曾代表雷士照明与恒大、中信、万科等国内一线地产形成战略合作关系

From local to the full，From domestic to international

从局部到全面 从国内到国际
—天楹之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战略大客户部总经理兼董事长助理 韩军武
发挥优势 拓展更多渠道
中国天楹主体做节能环保，天楹之光专业研发、生产制造、销售 LED 产品。涉及到光电领域的产品主要体现了两点优势：一 是节能
创新；二 是 LED 产品的应用，塑造美好生活。
天楹之光拥有非常强的研发资源优势，其研发设计师来自国内外同行业的顶尖级精英，经过四五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
产品系统，为天楹之光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针对产品的销售及品牌的成长，天楹之光确立了自己的定位：
首先，在国内渠道建设上走运营商体系并构建分销网络，通过经销商网络布局，可持续盈利的同时推动天楹之光的品牌成长，企业
良好的服务水平和创新优质的产品，让天楹之光成为国内、甚至国际上的知名的品牌企业；
其次，为适应 LED 照明市场的发展形势，扩大品牌影响力，提升天楹之光品牌价值度，战略大客户部就顺应形势的发展成立了，其
主体业务为国内的房地产、商业品牌连锁和行业大客户等领域。通过 LED 产品的应用，在满足客户在照明方面的基本功能需求的同时
实现双方的价值追求。
如同国内房地产客户的战略合作，不仅体现在室内精装修，还有景观亮化、楼体泛光等方面，都可以提供天楹之光的高品质产品及
照明解决方案。术业有专攻，天楹之光会形成以客户价值为需求的照明定制方案。
第三，加大隐形渠道的开发。在照明领域，设计师这一隐形渠道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好的产品、好的企业形象一定要经过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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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设计机构进行灯光的布局，在项目上得以呈现，才能促进企业的品牌宣传及推广。因而，针对这一群体，天楹之光做了很多工作，

入，相对盲目，加上没有良好的销售渠道和成熟的销售团队，在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并不是纯粹的技术较量，技术和市场是两
如参加国内诸多设计师年会、
大奖赛等。在参与的过程中，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设计师对新产品、
新技术、工艺水平等方面的要求，推动
消费者还没有完全接受新事物情况下，这种盲目反而显得有些费
个概念。在技术完善的情况下，产品价格适中才能被消费者所接
天楹之光产品研发的创新。
力不讨好；传统企业的优势在于，它是有理性地推广 LED，同时
受，才能保证企业的全面发展。
2013 年天楹之光推出了发光体等产品。成立专业研发团队，集中力量进行智能照明领域的研发。有特色，有创新，实现 LED 节能
早已经建立起的经销渠道，经销商团队，都会让它进入市场的速
产品在不同场合、
面 对 LED 的 发 不同场景的应用。
展， 目 前 市 场 上 都 在 谈 论 传 统 企 业 与 单 纯
度势必会比新兴的只生产 LED 产品的企业速度要快的多。
LED 企业的角逐与较量。似乎大有传统企业不积极迅速地转型便
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事实恰恰相反。
产品定制 走国际化之路

参与市场竞争就是如此，不管做多少工作，消费者不了解就
等于徒劳。等到市场成熟的时候再去推，一切才会顺其自然，因

为消费者觉得自己需要就会购买。
新进来的 LED 企业只是单纯的认为 LED 行业赚钱就盲目进
对企业而言，只有拥有创新的产品才可以实现企业的价值。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总体而言，LED 产品在国内最近几年的的发展，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对利益的欲望追求，导致产品价格参差不齐，需要有社会责
任敢的企业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智能控制
未来的趋势
面对新兴的 LED 照明市场和传统的照明市场，如何实现产

团结奋进 建立和谐企业

品架构上的平衡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至关重要。要想在满足市场

LED 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智能控制。在智能照明实现之后，照
明只是一个基本性能，除了照明之外，还要实现更多的功能，这

就是企业在产品架构上需要考虑的事情。但什么时候推广，还得
的同时实现企业的全面发展，企业必须明白市场是第一位的，首
看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技术达到了就一定要着急推向市场，这样
任何企业都会面临员工流失的问题。所谓大浪淘沙，一些忍受不了挫折和困难并且不能够同公司并肩作战、
为同一目标奋进的员工
先要顺应市场，才能引导市场，而现在最重要的是顺应。
的离去，不失为一种自动淘汰的筛选。

做并不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天楹之光非常重视成长的概念，希望商家、客户、团队与企业一起成长，共同经历风雨，形成奋发向上的氛围，能够承担重任的架构。
多年来，天楹之光选择运营商、团队负责人都是秉承这样的概念。宣传正能量、倡导正确的文化价值。
与此同时，天楹之光从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对新员工进行集中式培训的优良传统，从企业文化到产品知识，从行业辩论到文体知识，

市场监管
护航企业发展
全方位的培训有助于新员工快速融入企业。

企业要想在市场上谋求更多的空间并不只是单纯地适应市场

往会造成消费者的需求与现实脱节，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一种恶

需求那么简单。纵观我国照明市场现状，存在由于监管不到位造
结束语

性循环。久而久之，扰乱了市场有序竞争，甚至消费者在不明就

成低端、劣质产品盛行的现象。

里的情况下开始排斥新产品。对参与竞争的企业而言，这种排斥

天楹之光专注 LED 光电事业的发展，随着我们的市场布局、专业市场领域的拓展，
我相信我们会走的更远。
立足国内，走向国际。
是致命的。即便如此，
企业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打造品牌，
建立通道。
对消费者而言，单从外观很难区分产品的好坏，在无法辨别
加大在产品竞争力上的塑造，完善营销服务体制。坚信天楹之光明天更加辉煌！
质量的前提下，消费者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价格，而这种选择往
因而，我国照明领域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

电商之路 且行且思考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电商也成为照明行业近年来的一个热

当然对一些没有销售渠道或者想影响 80、90 后消费者的企

点。实际上，电商是对照明产业伤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包括淘宝

业来说，电商还是有必要进行的。只是在运用电商的同时，我们

等在内的这些电商平台拼的都是价格，而我们照明产品又是一个

要学会思考，比如通过电商做品牌影响，将其与实体店相辅相成，

立体竞争体系。在网上，消费者只能看图片、看价格，无法感受

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行模式。把更多的消费者吸引到实体

到直观的实际应用效果，消费者选择的依据还是价格，最终会造

店进行直观的接触，最终达成交易。或许这才是企业在网络时代

成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运用电商最根本的目的。

建立体系 设计规范化
照明设计师职业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越来越占

照明设计对项目、建筑、光环境的直观作用和影响下，专业设计

据了照明设计在整个项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往以设计院电气设计

人员不能妥协去迎合业主，而是多方位教育业主，让业主了解什

做的照明设计环节逐步的完全脱离出来，交给专业的照明设计师

么才是好的照明设计。学会也将从操作层面配合和完善相关的标

来运作。作为中国照明学会，也承担着培养专业照明设计师人才

准规范，例如把一些规范根据每个工程项目拆分成不同的指南，

的职能。客观来讲中国照明设计师队伍的整体技能水平还有待提

将其聚焦到每一个照明环境中，让业主明白照明设计究竟是什么，

高，特别是在大浪淘沙、鱼目混杂的现实环境下，更是要把人才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只有这样才能让业主与设计师达成共

专业技能的培养当做使命来完成。在广大用户还不能够正确认识

鸣，改变现在的无序现状。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4165
LIGHTING

2014 年 6 月 9 日至 12 日，第十九届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顺利召开。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及最全面的照明及 LED 行业盛事，
再次吸引了行业内众多企业的广泛参与。佛山市嘉美时代照明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照明行业的中流砥柱也携带最新产品盛装亮相。
透过展会看企业，回顾嘉美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秉承“专业、诚信、创新”的企业经营及生产理念，经过历史的不断锤炼，
“嘉美”
品牌俨然成为专业工程灯具的优秀代表。
本次盛装参展，嘉美展示了众多明星系列产品，其应用领域覆盖了室内、室外诸如酒店、餐厅、商场在内的等众多领域。嘉美希冀凭借本
次展会能够更好地向业内人士展示企业形象，传递企业技术为王的主题概念。
展会期间，我们看到，今年的嘉美展台可谓亮点纷呈。首先，采用 3D 成像影院播放的企业技术宣传能够更好地向参观的业内人士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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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才能保证企业的全面发展。

专注照明 智领未来

入，相对盲目，加上没有良好的销售渠道和成熟的销售团队，在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并不是纯粹的技术较量，技术和市场是两
其企业形象及公司发展历程；其次，九组调光、自由调光的调光体验厅能够让
消费者还没有完全接受新事物情况下，这种盲目反而显得有些费
个概念。在技术完善的情况下，产品价格适中才能被消费者所接
大家身临其境，
直观体验产品带来的舒适感觉；再次，光效墙展示，通过三个
力不讨好；传统企业的优势在于，它是有理性地推广
LED，同时

早已经建立起的经销渠道，经销商团队，都会让它进入市场的速
一样的产品配出三种不同的光，
在光影变幻中，彰显嘉美的技术实力；第四，
面 对 LED 的 发 展， 目 前 市 场 上 都 在 谈 论 传 统 企 业 与 单 纯
度势必会比新兴的只生产 LED 产品的企业速度要快的多。
特别制作的技术光碟的派发，能够让设计师随时随地了解产品的应用；另外，
LED 企业的角逐与较量。似乎大有传统企业不积极迅速地转型便
参与市场竞争就是如此，不管做多少工作，消费者不了解就
为了全面展示嘉美的实力，
本次展会，嘉美公司制作了全国部分专卖店地图，
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事实恰恰相反。
等于徒劳。等到市场成熟的时候再去推，一切才会顺其自然，因
让到场参观的客户能够很明了的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嘉美产品。
为消费者觉得自己需要就会购买。
新进来的 LED 企业只是单纯的认为 LED 行业赚钱就盲目进
一段历史就是一段里程碑。通过多年的积累，经过实际的检验，嘉美品

智能控制 未来的趋势

牌得到了客户极高的评价和青睐，不仅彰显了企业品牌价值，更证明嘉美多年
的努力坚持得到了回报。

为了更好地实现嘉美在照明行业的快速发展，
除了塑造品牌，在产品销
面对新兴的 LED 照明市场和传统的照明市场，如何实现产
LED 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智能控制。在智能照明实现之后，照
明只是一个基本性能，除了照明之外，还要实现更多的功能，这
售和推广上所进行的每一步都契合公司的定位。
谈及营销战略上的规划，何
品架构上的平衡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至关重要。要想在满足市场
就是企业在产品架构上需要考虑的事情。但什么时候推广，还得
浩鹏说：
“嘉美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业绩，原因有几点：首先，对每一位业
的同时实现企业的全面发展，企业必须明白市场是第一位的，首
看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技术达到了就一定要着急推向市场，这样
务员，我们都要进行系统的团队培训，告诉他们目标什么？其次，明确的体系
先要顺应市场，才能引导市场，而现在最重要的是顺应。
做并不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FOCUS LIGHTING INTELLIGENCE
BROUGHT IN THE FUTURE

市场监管 护航企业发展

确保了产品的供应；第三，完善的设计团队保证了我们的产品始终处在中国乃
至世界的前沿；第四，零售渠道的不断拓展及设计师团队的重点推广。这一切
都能够让我们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创新，满足设计师的需求。”
四天的展会虽不足以完全展示嘉美的产品。但是我们相信，专业的照明

企业要想在市场上谋求更多的空间并不只是单纯地适应市场
往会造成消费者的需求与现实脱节，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一种恶
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明亮更重要的是愉悦，
嘉美——必将以科技和艺术成就
需求那么简单。纵观我国照明市场现状，存在由于监管不到位造
性循环。久而久之，扰乱了市场有序竞争，甚至消费者在不明就
专业的璀璨光芒。
成低端、劣质产品盛行的现象。

对消费者而言，单从外观很难区分产品的好坏，在无法辨别
质量的前提下，消费者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价格，而这种选择往

电商之路 且行且思考

里的情况下开始排斥新产品。对参与竞争的企业而言，这种排斥
是致命的。即便如此，企业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打造品牌，建立通道。
因而，我国照明领域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

副总经理 ／ 董事长助理 何浩鹏

当然对一些没有销售渠道或者想影响 80、90 后消费者的企

点。实际上，电商是对照明产业伤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包括淘宝

业来说，电商还是有必要进行的。只是在运用电商的同时，我们

等在内的这些电商平台拼的都是价格，而我们照明产品又是一个

要学会思考，比如通过电商做品牌影响，将其与实体店相辅相成，

立体竞争体系。在网上，消费者只能看图片、看价格，无法感受

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行模式。把更多的消费者吸引到实体

到直观的实际应用效果，消费者选择的依据还是价格，最终会造

店进行直观的接触，最终达成交易。或许这才是企业在网络时代

成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运用电商最根本的目的。

建立体系 设计规范化

佛山市南海嘉美时代照明有限公司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电商也成为照明行业近年来的一个热

照明设计师职业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越来越占

照明设计对项目、建筑、光环境的直观作用和影响下，专业设计

据了照明设计在整个项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往以设计院电气设计

人员不能妥协去迎合业主，而是多方位教育业主，让业主了解什

做的照明设计环节逐步的完全脱离出来，交给专业的照明设计师

么才是好的照明设计。学会也将从操作层面配合和完善相关的标

来运作。作为中国照明学会，也承担着培养专业照明设计师人才

准规范，例如把一些规范根据每个工程项目拆分成不同的指南，

的职能。客观来讲中国照明设计师队伍的整体技能水平还有待提

将其聚焦到每一个照明环境中，让业主明白照明设计究竟是什么，

高，特别是在大浪淘沙、鱼目混杂的现实环境下，更是要把人才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只有这样才能让业主与设计师达成共

专业技能的培养当做使命来完成。在广大用户还不能够正确认识

鸣，改变现在的无序现状。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4365
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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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OF F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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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之光
呼和浩特伊斯兰风情街与蒙元风情街景观亮化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元风情街和伊斯兰风情街照明改造是该市两位一体重点城市亮
化工程之一。蒙元风情街全长 4300 米，蒙古族文化加上元代宫殿屋顶建筑样式体现浓
郁的民族特色；伊斯兰特色风情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
长 1150 米，是纵贯呼和浩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民族众多，民族风格建
筑集中，商业繁荣。
受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建设局所托，美国龙安集团联合雷士照明组成跨界团队，承担
了这两条民俗风情街街景照明改造工程，通过照明设计重现伊斯兰及蒙元文化的辉煌，
展示浓厚的地域民族风情，以此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品位，使之不仅成为呼和浩特，内
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标志性街区。这两条街的成功打造，对推动呼和浩特旅游业、
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4577
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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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伊斯兰风情街与蒙元风情街景观亮化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元风情街和伊斯兰风情街照明改造是该市两位一体重点城市亮
化工程之一。蒙元风情街全长 4300 米，蒙古族文化加上元代宫殿屋顶建筑样式体现浓
郁的民族特色；伊斯兰特色风情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
长 1150 米，是纵贯呼和浩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民族众多，民族风格建
筑集中，商业繁荣。
受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建设局所托，美国龙安集团联合雷士照明组成跨界团队，承担
了这两条民俗风情街街景照明改造工程，通过照明设计重现伊斯兰及蒙元文化的辉煌，
展示浓厚的地域民族风情，以此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品位，使之不仅成为呼和浩特，内
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标志性街区。这两条街的成功打造，对推动呼和浩特旅游业、
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4777
LIGHTING

Light not bright, the express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

—意境的表达
光 而 不 亮”
圣源湖景区景观亮化设计

济南光汇灯光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泗水圣源湖公园位于泗水县新城中心区域，毗邻县行政中心、科技文化中心，
总占地 37.2 公顷，其中水面面积 13.77 公顷、绿化面积 14.01 公顷，圣源湖大桥长达 170 米，横跨圣源湖水域，为景区中心景观。
整个景区布局结构为“一轴、一水、六区”。将泗水的山、河、泉、湖、林等自然景观和泗河文化、儒家文化、东夷文化以及现
代城市文化相融合。现已成为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教育、生态和谐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

设计理念：
泗水县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鲁柘砚、泗水砭石及柘沟土陶名扬海内外；山水资源丰富，享有“中国泉乡”之美誉。泗水
圣源湖景观照明，以“文化传承·科学发展”为主导思想，确立“海岱名川汇泗水，灯光水影映圣源”的设计主题。通过人性化
的夜景照明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良好的灯光环境。通过现代照明技术，
着力打造泉乡泗水“人文而优雅”的独特灯光环境。
圣源湖大桥是整个园区的重点。灯光设计以“和”为设计主题，用“彩虹飞度”的灯光形象呈现。，以绚丽的色彩、丰富的变
化来体现泗水人们丰富多姿的生活状态。
量（PAR energy）来表征，量纲相当于能量单位焦耳（J）如式 4 所示。
采用光合成有效辐射剂量较辐射功率及辐射通量可以更真实地表达植物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光照总量，在植物生长补光照明系
统或是纯人工光种植的照明系统中可以作为标定及反馈信息从而降低系统能耗，提高系统效率。

”

“ 彩 虹 飞 度 ”的 形 象 已 成 为 圣 源 湖 夜 景 的 最 主 要 景 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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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伊斯兰风情街与蒙元风情街景观亮化

光 而 不 亮 ，

”

”

处 处 以 意 境 为 重 。

Light not bright,
Everywhere in artistic
conception

”

广 场 灯 光 处 理
也 一 改 一 片 通 亮 的 惯 例 。

Square lighting processing
Also change a piece of free
practice

”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元风情街和伊斯兰风情街照明改造是该市两位一体重点城市亮

照明设计中的环境意识：

化工程之一。蒙元风情街全长 4300 米，蒙古族文化加上元代宫殿屋顶建筑样式体现浓

郁的民族特色；伊斯兰特色风情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
一 . 光源电器的选择主要以成熟、节能和性价比高的产品为主，整体照明效果上分为“平日、节假日、重大节日”三种不同模式。
从而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长 1150 米，是纵贯呼和浩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民族众多，民族风格建

筑集中，商业繁荣。
二 .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夜景景观与白天景观融合的理念。
三 . 为大桥量身定制的灯具， led 贴片模组隐藏在定制的穿孔铝板内侧，金属板烤漆二次加工。加上安装位置与桥体的巧妙结合和
受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建设局所托，美国龙安集团联合雷士照明组成跨界团队，承担
严谨的施工工艺及使在较近距离上也看不出桥体上安装着上千条灯具，最大限度地保持大桥的白天景观。
了这两条民俗风情街街景照明改造工程，通过照明设计重现伊斯兰及蒙元文化的辉煌，
展示浓厚的地域民族风情，以此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品位，使之不仅成为呼和浩特，内
四 . 根据变化程序采用单道为组集中控制的方式，大大降低了灯具的损坏率。LED
控制器和电源的集中设置，方便了管理，降低了
电器设备的检修和维护工作的难度。

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标志性街区。这两条街的成功打造，对推动呼和浩特旅游业、
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5177
LIGHTING

｜一花一世界，
一鸟一天堂｜

情感的直觉如何转化成空间的视觉，相信作为天性敏感的女性设计师更有发言权，以女性的视角去
解读梦想中的“家”，就是今天您所看到的顺迈别墅样板间所诠释的，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在讲述那个
我们对于“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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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顺迈别墅样板间 - 五号户型

参与设计： 许光华、陈丽娜

坐落地点： 哈尔滨呼兰区

工程造价： 309 万

面

摄

影： 孙翔宇

设计公司： 睿智匯设计

文

稿： 魏宏佳

照明设计： 睿智匯设计

主要材料： 黑镜钢、仿古银箔、石材、灰色极岩木饰面、贴膜 / 夹纱玻璃、

设计时间： 2013 年 4 月

皮革等

竣工时间： 2013 年 9 月

市场定位： 高端

设

设计方向： 新古典

积： 515 ㎡

计： 王俊钦

民俗文化之光

本案位于中国北部的哈尔滨市，别墅项目是由顺迈集团重力打造，定位于精英阶层的顶级别墅项目。为了更好的传达

出开发商的最初意愿，对于在销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的样板间设计上显得格外谨慎，开发商此次请来了台湾著名的睿智匯
设计公司担任样板间设计，在设计中我们看到了设计的艺术感和功能性解决方案，同时也很好的传达了项目的商业价值。

呼和浩特伊斯兰风情街与蒙元风情街景观亮化

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设计师要通过这套样板间传达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用乐观的心态获取快乐，正如本案样

板间所表达的惬意的家居氛围，此套样板间采用以女性为主的洛可可风格为基本底蕴，让整个空间从整体到细节都能够
透出一股属于女性的优雅华丽、又不失个性的气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元风情街和伊斯兰风情街照明改造是该市两位一体重点城市亮
化工程之一。蒙元风情街全长 4300 米，蒙古族文化加上元代宫殿屋顶建筑样式体现浓
郁的民族特色；伊斯兰特色风情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
长 1150 米，是纵贯呼和浩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民族众多，民族风格建
筑集中，商业繁荣。
受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建设局所托，美国龙安集团联合雷士照明组成跨界团队，承担
三楼是主人卧室和客卧，主卧分别有更衣室、
卫生间、工作区、休闲露台几个功能布局。设计主题为花朵，顶面的花朵
了这两条民俗风情街街景照明改造工程，通过照明设计重现伊斯兰及蒙元文化的辉煌，
图案配合墙面的床幔，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到惬意和舒适，
高雅而浪漫。主卧布局大胆创意，将卫生间功能半开放，其中
展示浓厚的地域民族风情，以此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品位，使之不仅成为呼和浩特，内
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标志性街区。这两条街的成功打造，对推动呼和浩特旅游业、
浴盆完全开放，而马桶与淋浴间均采用玻璃隔断式放置于两侧，
在开放的同时保证了基本的功能需要。主卧在建筑布局中
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设有休闲露台，可以栽培花卉植物，
好友小聚的同时可以观赏园中景色。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5377
LIGHTING

此套别墅样板间分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设计团队在整栋楼功能布局设计时，保证了提供给祖孙三代享用的居家需要。一楼功
能布局分别有玄关、卫生间、客厅、开放式厨房及用餐区，其中，客厅、用餐区、厨房之间做了完全开放的布局设计，这种无障碍的开阔
感受更显大气。客厅吊顶设计利用了向上延伸的弧形面，以此拉伸了视觉高度，配合现代气息浓郁的吊灯，宛如挂在空中的太阳，照
亮这空间的每一个角度，低调又蕴含能量，增加了生活趣味。用餐区将本案的华贵气质得以提升，墙面与顶面的灵感源于花瓣，内容
丰富像是容纳了整个世界，用餐区同样选用了富有现代感的“太阳”吊灯，更加润色了花瓣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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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层主要以休闲功能为主，配有女主人偏爱的舞蹈区、瑜伽区、钢琴区、茶水间和部分储物空间等。地面选用脚感
较好的实木地板，墙面的印象派艺术画将会引起你的注意，它会激发你内心的那股难以压抑的、有时甚至令人惊讶的艺术独
到见解。置身于如此高贵典雅，浪漫舒适的空间中，体现出人对品质、典雅生活的追求，和精神境界的向往。二楼主要功能
为双亲房及儿童房，双亲房设计沉稳又不失活力，设计师将更衣室与读书空间巧妙结合，推拉式隔断可以任意转换空间属性。
同样为了完善功能性，设计师将入门处设计成 MINI BAR 形式，类似酒店客房中的小型饮品吧。床头背景的选用了富有生机
感的绿色，来迎合年迈老人需要的心理状态和轻松家居感受。顶面是选用花卉图腾装扮，灯光主要采用线性隐藏式灯光和
筒灯的配合，光线柔和，温馨感从中而至！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元风情街和伊斯兰风情街照明改造是该市两位一体重点城市亮
化工程之一。蒙元风情街全长 4300 米，蒙古族文化加上元代宫殿屋顶建筑样式体现浓
郁的民族特色；伊斯兰特色风情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
长 1150 米，是纵贯呼和浩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民族众多，民族风格建
筑集中，商业繁荣。
一切为了客户着想，对于开发商和睿智匯设计团队来说，
可并不是一句漂亮话，合理的安排功能布局，迎合目标消费者
受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建设局所托，美国龙安集团联合雷士照明组成跨界团队，承担
的审美取向，将空间流露出感情，着实是件需要心思攻破的任务。
“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一个理想的家居环境是我们
了这两条民俗风情街街景照明改造工程，通过照明设计重现伊斯兰及蒙元文化的辉煌，
展示浓厚的地域民族风情，以此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品位，使之不仅成为呼和浩特，内
渴望的世界，每个人都期待拥有，本案样板间设计，
将生活形态和美学意识转化为尊贵身份，赋予了现代豪宅的新内涵。
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标志性街区。这两条街的成功打造，对推动呼和浩特旅游业、
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5577
LIGHTING

本项目负责人：姚进

职务：董事长、设计师

【千年烽火
古城风情】

滁州市南湖公园四期
亮化工程设计与施工

西城根是古城滁州护城河其中的一段，它见证了历代古城的繁华风光，经历了沧桑变革的市井踪迹。如今，这个地方已华丽蜕变成以寻
踪为主题的南湖公园四期（现城池遗址公园）。古城楼、烽火台、木质亭等古韵风情，将熙熙攘攘、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气息隔断，凸
显出一座千年古城的灵魂。
从古胜桥往西走，穿过几幢“有亭翼然”的徽派建筑，便看到了南湖四期的核心经典古城楼。高约 8 米的青灰色城楼给人一种凝重的历
史感，让思绪在瞬间穿越到烽火时代。沿着青石台阶一路向上，便来到了古城墙之上，古城墙长约六百米，由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两段连起，
堆砌起的青砖每块重量就有一二十斤，体现出仿古城墙的厚重感。古城楼及广场以古城墙将周边环境中多个“文化碎片”拼接到滁州古城文
化的大板块中来。
从古马路桥西端下到南湖四期的西南岸，在一片原生态的水杉树林里，一条蜿蜒曲折的木栈道，走在上面，脚感舒服，惬意油生，更映衬
出树林的幽静。
沿着木栈道向南，
过了杉树林，
精致急转。
与白色张拉膜相衬是四个大型的以蓝色为主调的泳池，
赫然位于西涧湖南大闸的下方，
供市民休闲锻炼。

项目概述
南湖四期工程是古城滁州“两河四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涵盖古城墙、古城广场、南湖沿岸生态景观、步道、水榭、桥梁等。作为南
湖景区的收官之作，南湖四期工程中将疏通老护城河、恢复古烽火台、打造生态湿地、营造都市风情，锻造出步步皆是风景的生态公园。
南湖四期景别大致分为“一河、二带、四区、七节点”。
“一河”即疏通老城护城河；
“二带”即打造护城河两岸滨水带；
“四区”即历史文化区、
都市风情区、运动休闲区和生态湿地区；
“七节点”即建设古城广场、烽火台、泳池、栈道寻踪、情迷花坞、上水关和生态湿地区。该公园致力
于打造的是每一步都是风景的生态公园，总面积约 57 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
夜景亮化，作为南湖四期的的景观延伸，也是南湖景观的重要笔墨，是打造滁州市“水城相融，和谐共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亮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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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之处就在于巧妙地运用灯光这一空

间的第四要素，将景观照明的功能概念上升为景观美化的艺术提升。

针对滁州市南湖四期的景观设计理念，
本案对如何打造这一区域的景观夜景照明规划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

民俗文化之光
景观照明设计意向
呼和浩特伊斯兰风情街与蒙元风情街景观亮化
青花瓷，唐宋见端倪，明清成主流。它清冷透亮的色泽宛然一出烟雨朦胧的水墨山水，素雅高
洁的心韵恰似一幅笔端蕴秀的素心书笺。它本真浅弱的色彩透出智慧的清淡，素而不浊，淡而含蓄。
宋徽宗曾有御批：“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用青花瓷的理念来体现婉约的滁州历史
人文再恰当不过，古城墙、烽火台、栈道寻踪、情迷花坞、上水关等一出出婉转细腻、韵味别生的
百态景观，勾勒出山水滁城南湖淡墨如画的秀清意境，古典的静美在喧哗尘世之中更觉雅贵，令人
如痴如醉，牵肠挂肚！
本次照明设计的意向灵感便来自于“青花瓷”独特的古朴典雅、素新简畅的韵味和景区环境意
境恰到好处的贴切，提炼于“青花瓷”的素材运用在灯具和照明方式上，清新丰润的含蕴内涵，有
着穿越时空兑化成凝香青花的淡雅，夜色抚摸着青瓷的韵裂，岁痕的倦怠，给观者带来远古遥寄的
问候，使得景区的夜景透露出幽然怡人的静美，人间至美！永不褪色！

景观照明结构
南湖四期景区的照明结构依照“一湖、二带、四区、两桥”的特征，我们把照明结
构依次分为几个等级来规划。
“历史文化区”“两桥”是景区最富特征的表现，是主要的照明表现区域。
“都市风情区”因为体现在景区步道上，在照明设计上需重点考虑，照度上则适当
减弱，适度留白（照明暗区），以营造安全温馨的步道夜景照明；
“运动休闲区”主要满足运动的功能需求，在照度、亮度和均匀度重点考虑。
“生态湿地区”是整个南湖四期景区照明需要表现基本的功能照明部分。
整个景区的照明结构上，设计表现有主有次，照明风格上，依据景观表现的内涵，
设计需与之完整统一。

照明表现特征
历史古韵特征：本案依据南湖四期的景观特色，在设计中力求贴切景观所表达的历
史文化氛围。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元风情街和伊斯兰风情街照明改造是该市两位一体重点城市亮
亲水空间特征：对于南湖四期的夜景照明设计方案，处处结合“南湖”亲水空间的
化工程之一。蒙元风情街全长 4300 米，蒙古族文化加上元代宫殿屋顶建筑样式体现浓
特性，在灯具造型设计、光色、照度以及照明方式上均考虑与南湖的“水”元素相结合
郁的民族特色；伊斯兰特色风情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
的照明特
长 1150 米，是纵贯呼和浩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民族众多，民族风格建
征，展示水的动态美感，实现水中有光、光入水景的迷人景观。
筑集中，商业繁荣。
环境灯具渲染：南湖四期的景观灯具均以“明青花”作为主线元素，这在室外灯具
的造型设计上尚为首次，灯具款式上力求古典，但又具有简洁流畅的特征；沿城墙特别
受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建设局所托，美国龙安集团联合雷士照明组成跨界团队，承担
设计排列
了这两条民俗风情街街景照明改造工程，通过照明设计重现伊斯兰及蒙元文化的辉煌，
以“战鼓”“战旗”“红灯笼”为元素的景观灯具，来体现神定气闲，神采毕现的
展示浓厚的地域民族风情，以此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品位，使之不仅成为呼和浩特，内
滁州厚重的历史文化，
与南湖四期景观风格相互融合，互为一体。是景区亮化的一大亮点。
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标志性街区。这两条街的成功打造，对推动呼和浩特旅游业、
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5777
LIGHTING

照明设计理念、方法等的创新点
设计理念：生态为根、环保为本、节能为先。
设计方法：南湖四期景区的照明结构依照“一湖、二带、四区、两桥”的特征，我们把照明结构依次分为几个等级来规划。
设计创新点：以“青花瓷”作为设计元素，展现滁州南湖的悠久历史文化。

照明设计中节能措施
A、节能环保照明产品：精心选用高光效、更节能的 LED 照明产品。
B、智能化控制系统：通过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将按照平日、一般节日、重大节日等不同场景设置不同的照明控制模式；同时根据照明功
能划分区域和时间段，对各区域进行智能化控制，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设计中使用了哪些环保安全措施
A．设计使用的灯具产品以 LED 光源为主，DC24V 低压供电，清洁环保、安全可靠。
B．灯具低压供电电源与灯体分离设置，能够保持灯具的良好散热，降低光衰，增强使用寿命。
C．可靠的接地和先进的避雷系统设计，增强了电气系统的安全性。

设计中使用了哪些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工程建设领域，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的应用也不断涌现，该项目中我单位应用的灯
具产品在满足设计方和业主单位要求的同时确保外表美观，节能降耗。灯具在满足散热要求下尺寸尽量小巧美观，隐蔽安装。灯
具的外壳颜色与楼体及建筑的外观颜色协调一致，，特别是古建筑瓦面安装的瓦片灯，结合瓦片的结构尺寸量身设计开模的瓦片灯，
与建筑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而“青花瓷”元素的运用，将新的印刷工艺引进照明灯具这一空白领域，使最初的创意圆满落地。同时，
电脑雕刻工艺的运用也通过细微之处提升了灯具文化内涵。

安徽派蒙特城市景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合肥市政务新区潜山路绿地蓝海 C 座 1708 室
www.paramount-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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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之光
呼和浩特伊斯兰风情街与蒙元风情街景观亮化

“Song Dynasty” painting art applic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expression in China
landscape lighting design
Lighting design of Su Dongpo Culture Festival in Yiai Lake，China
摘

要 ｜ Abstract
遗爱湖风景名胜区 位于湖北省黄冈市是苏东坡文化节的主会场。
遗爱湖虽位居城中，
却保持着苏东坡谪居黄州时的原生态山水，
湖岛山林、

亭台水榭，无不让人仿佛身处宋风雅韵之中。风景区夜景照明规划采取了独特的“融化在山水中的宋代绘画之光”艺术定位，整个园区灯光
从宋代山水画、风俗画、花鸟画中汲取灵感，赋予遗爱湖山水空间、园林建筑、景观小品以宋画般平淡素雅、天真清新的审美神韵，以此开创“宋
式绘画灯光”的独特魅力。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元风情街和伊斯兰风情街照明改造是该市两位一体重点城市亮
Yiai Lake is located in Huanggang City,化工程之一。蒙元风情街全长
Hubei Province, which is the4300
main米，蒙古族文化加上元代宫殿屋顶建筑样式体现浓
venue of the National Su Dongpo culture
festival. Although it exists in the city, Yiai Lake郁的民族特色；伊斯兰特色风情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
maintains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landscape when Su Dongpo lived in there.
长 of
1150
米，是纵贯呼和浩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民族众多，民族风格建
The lighting positions “the Song Dynasty light
painting
melt in the landscape”. It gains inspiration from the landscape
painting and Imperial-court decorative painting
and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landscape space
筑集中，商业繁荣。
and architecture and sketch in the Yiai lake scenic area are given aesthetic verve of the innocent pure and fresh style of
受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建设局所托，美国龙安集团联合雷士照明组成跨界团队，承担
the Song Dynasty painting to create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Song Dynasty light of painting.
了这两条民俗风情街街景照明改造工程，通过照明设计重现伊斯兰及蒙元文化的辉煌，
Key Words: Yiai Lake, Su Dongpo, Song Dynasty painting, landscape lighting
展示浓厚的地域民族风情，以此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品位，使之不仅成为呼和浩特，内
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标志性街区。这两条街的成功打造，对推动呼和浩特旅游业、
关键词 ｜ Key Words：遗爱湖 苏东坡 宋代绘画 景观照明
｜ Yiai Lake, Su Dongpo, Song Dynasty painting, landscape lighting
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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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爱湖得名于公元 1080 年贬谪于此的中国宋代大诗人苏轼，是中国最大
的东坡文化景区。苏轼一生风雨波澜，朝廷政争几遭贬谪，而 1079 年的乌台诗
案成为苏轼人生的重大转折，历经 103 天牢狱之灾后，苏轼被贬至黄州团练副
使，一时心灰意冷，只能寄情于山水，在黄州留下了《赤壁赋》、
《念奴娇 . 赤壁
怀古》等千古名句。于公之余，苏轼为贴补家用招待诗画文人，便带领家人在湖
边东坡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

遗爱湖位居黄州之东南，湖面开阔，由东湖、西湖、菱角湖三湖连通组成。
整个景区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苏东坡时代的原生态田园风景。湖内岛汊沟连，湖
湖相扣，湖中落下座座小岛，岛上山石错落，亭台楼阁、草屋水榭掩映其间，再
现世外桃源意境。景区景观大多以苏东坡诗词为内涵，自然与人文的交集，营
造出苏东坡时代独特而美丽的田园风光，给人们回归自然和超凡脱俗的感受。

根据遗爱湖风景区总体规划，遗爱湖是集市民型、生态型、文化型于一体
的综合性生态文化保育地和国家东坡文化传承地。
整个照明区域包括东坡问稼、

工程总面积约 75 万平米。

观赏视点及流线

黄冈遗爱湖风景名胜区夜景照明工程

规 划 设 计 获 得 2014
年第九届中国照
明工程设计奖（中照奖）全国三等奖。

琴岛望月、一蓑烟雨、红梅傲雪、幽兰芳径、水韵荷香、大洲竹影等七个景区，

苏东坡作为宋代著名的诗人，谪居黄州时，尽管生活落魄，
但仍然保持着豁达、洒脱的乐观心态。他在此地开荒种地，怀
古悠思，展现了宋代文人不拘一格的开阔胸襟。因此，照明设
计希望在展现景区自然特色的同时，更表现出景区具有宋代文
人气质的夜景魅力，让游人不仅观赏到遗爱湖的自然美景，更
能体验苏东坡时代的文人心境。而集宋代文人情怀之大成者，

宋代绘画上承隋唐、五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文人画高峰。
宋代绘画追求清丽画风，
画面大量留白、
不拘形似，
具有不求着色、
淡雅清新，回归自然的艺术风格。

由于景区内景观丰富，形成不同尺度的景点，在艺术灯光
的调配上，设计师分别从“湖山水岸”、
“园林建筑”、
“山石景点”
三个角度，分别对应从“宋代山水画、风俗画、花鸟画”的特点
中吸收照明表现的意境，以宋画般淡雅柔和的黄色光与白色光
展现宋式绘画的浓与淡，以光影角度的控制，渲染宋氏绘画的
柔与硬，而对湖山水岸轮廓的光之描摹，则传递出宋代绘画的
雅与韵，为游人呈现一幅水墨光影的湖山夜景灯光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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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景照明总体规划

莫过于宋代绘画。因此我们想到了从宋代的绘画中汲取灵感。

Case Appreciation | 案例赏析
宋 赵令襄 江卿清夏卷｜局部

LIGHT OF FOLK
CULTURE
宋代山水画风格的湖山水岸照明 — 全景式照明

民俗文化之光

宋代山水画在艺术上力求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崇尚天真清新的风格。苏东坡作为宋八大家之一，遗爱湖故地的照

明也承袭了宋代山水画的特点。

宋代山水画多以全景式的山水疏阔空间为背景，
构图平缓，
用笔简括，
着重刻画水岸与山形，
画面之中多以山间水边的亭台、

呼和浩特伊斯兰风情街与蒙元风情街景观亮化
桥梁为重点，前景水岸少量点植几株树木，其余留白营造出自然开阔，恬静淡雅的诗一般的意境。

对于遗爱湖河湾湖汊与岛山相映的特点，设计师从环湖观赏路径中，选取了五个山水组景照明观赏点，运用宋代山水画
的构图意境形成夜景画面感，再现苏轼行走田园山野，恬淡心情的文人意境。
水岸实景图
大洲竹影区效果图

在大洲竹影观赏点，设计师汲取了赵令襄江卿清夏卷中的临湖意境。
将灯光聚集于水岸。用光有如柔笔带墨，下笔洗练。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元风情街和伊斯兰风情街照明改造是该市两位一体重点城市亮
化工程之一。蒙元风情街全长
4300 米，蒙古族文化加上元代宫殿屋顶建筑样式体现浓
灯光布局采取间隔、分组式设灯方式，
从湖岸观赏角度，局部投射临湖树木，
一方面展现水岸婆娑树形，呈现自然野趣，另一
郁的民族特色；伊斯兰特色风情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
方面也强化了水岸倒影，用流波光影自然的呈现水岸轮廓。
水岸背景山丘，大面积“留黑”，只留山顶适当点缀，展现宋代山
长 1150 米，是纵贯呼和浩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民族众多，民族风格建
水画中重视水岸边界和留白倒影的特点。
筑集中，商业繁荣。
对于观赏点和建筑附近的树木照明。设计师参照了米芾近浓远淡的处理手法。加大了观赏点近处和建筑附近的树木照
明亮度，远景则适当调暗，用光的亮度在景深中的变化，
表现观赏视野内灯光的浓淡清雅。远处小山顶部的弄影台，是遗爱
受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建设局所托，美国龙安集团联合雷士照明组成跨界团队，承担
湖西区的标志性建筑，与湖岸浓郁的植物用光不同，
建筑采取淡雅柔和的白色光分层投射，展现宋代文人云淡风轻、挥洒自
了这两条民俗风情街街景照明改造工程，通过照明设计重现伊斯兰及蒙元文化的辉煌，
展示浓厚的地域民族风情，以此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品位，使之不仅成为呼和浩特，内
如的名仕雅韵，与远处仿宋拱桥形成高低呼应。
从湖上远远看去，游人点缀穿梭其间，时隐时现，小桥湖树山阁浓淡相宜，
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标志性街区。这两条街的成功打造，对推动呼和浩特旅游业、
就犹如一幅流淌着东坡气韵的宋代山水画。
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LIGHTING BRINGER
BRINGER 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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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宋代风俗画风格的建筑景观照明 — 游赏式照明
如果说遗爱湖山水画的自然湖山照明展现了苏东坡时代的文人气度。那么散布在景区内的宋台高阁、仿宋街市则展现了宋代高度繁
荣的城市生活，其灯光布局汲取了宋代院体风俗画的意境。

在宋代绘画中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风俗画，生动展现了宋代繁华的京都风貌，画家张择端对城门、官衙、钟鼓楼等官式建筑均采
取了全景式的描绘，用笔细腻，重点刻画主体建筑屋面的纷繁有致，和檐廊的华丽精巧，让他们成为构图的中心。对于民居建筑的刻画则
不重细节，简单几笔勾画出建筑轮廓，使之与周边山石水景融为一体，将建筑掩映其中。

遗爱湖景区的建筑采用了仿宋风格建造。我们将宋代绘画中这两种对建筑不同的处理手法，移植到遗爱湖建筑照明的表现之中。

芸香阁是景区最大的建筑，也是遗爱湖景区三大核心建筑之一，具有宋代典型官式建筑的华丽与庄重。照明赋予其景区最高的灯光
亮度，使之成为整个景区的夜景焦点。为刻画芸香阁的精巧恢廓气势，整座建筑分为三个灯光层次来刻画：其中首先是对华丽的屋顶。中
国古建筑中屋顶是最浪漫精彩的，照明采用 LED 瓦楞灯向上投射瓦面，并用 3W 一个的 LED 轮廓灯勾勒飞檐，让宋式建筑轻盈舒展的风
格展现无余。其次对屋檐和檐廊下的斗拱，通过隐蔽在檐口的 LED 洗墙灯向上投射，表现出宋代斗拱的建筑肌理。第三，在芸香阁每个
斗拱柱头外设置小型 LED 射灯，向下投射，将檐廊立面适当提亮，通过屋顶与檐廊的明暗对比，展现芸香阁建筑的宋风神韵，成为遗爱
湖上各个角度都能看到的夜景地标。
苏景园实景

芸香阁实景

幽兰轩、颂公榭、苏景苑等小型园林建筑，体量精巧，与山水园林融为一体，呈现出山野乡居的东坡田园风情。此部分灯光采取了宋
代风俗画中将民居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处理手法。淡雅的白色光重点投射筑屋顶和山墙，并对建筑附近的树木进行了有构图的照射，
让建筑掩映在树木自然的光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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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ppreciation | 案例赏析
五代宋初 黄居寀 竹石锦鸠图

LIGHT OF FOLK
CULTURE
民俗文化之光
呼和浩特伊斯兰风情街与蒙元风情街景观亮化

宋代花鸟画风格的场景小品照明 — 体验式照明

遗爱湖景区内，君子渡、水韵台、诗碑石等以假山、小亭、牌坊等元素为特点的园林小景，在遗爱湖景区内有二十余处。它们以山石为
骨，花树为韵，或取自东坡诗句意境、或再现东坡生活场景，分布在园路附近，是游人夜晚休憩、驻足、观景的场所。
对于这些可以在近处体验观赏的景点，我们吸取了宋代花鸟画的艺术意境。宋代花鸟画实为文人抒发胸臆的手段，自徽宗以来，大
多意境生动，景石花木，务求灵动逼真，一丝不苟。其画面表现精工细丽，设色浓重典雅，力求栩栩如生。
因此，设计师在景观小品中，大量采用了地面光手法，小型地埋式 LED 射灯对景点中的山石从不同方向进行细致的投光。淡雅的白
色光 LED 地埋灯隐藏于假山湖石之间，
特殊加装的分光系统，精确的将光线投射于不同角度，突出山石的光影层叠，细腻描摹出山石褶皱。
同时有选择的点亮附近花木，山上小亭内透而外秀，人物穿插其间，一幅幅东坡花鸟跃然夜暮。
苏文石实景

采石亭实景

遗爱湖风景区由于采用了宋代绘画的照明风

周 倜 ｜ 建筑学、城市规划与设计

格，不仅在夜景效果上具有了连接苏东坡时代的意
境特征，也大大降低了造价和能耗。开园以来，已经

·武汉金东方环境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接待了超过 200 万游客，受到游客们的广泛好评，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元风情街和伊斯兰风情街照明改造是该市两位一体重点城市亮
被誉为“最接近宋代文人意境的山水夜景”，成为
·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化工程之一。蒙元风情街全长 4300 米，蒙古族文化加上元代宫殿屋顶建筑样式体现浓
对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文人精神的灯光诠释。
·国家高级照明设计师
郁的民族特色；伊斯兰特色风情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
·华中科技大学获建筑学学士
长 1150 米，是纵贯呼和浩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民族众多，民族风格建
注释：

·建筑学硕士学位
筑集中，商业繁荣。

1. 黄冈遗爱湖公园夜景照明工程规划设计获得 2014 年第

·东南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研究生
受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建设局所托，美国龙安集团联合雷士照明组成跨界团队，承担
·2001 年至今，规划设计夜景照明工程项目 200 余项，包括汉口
参考文献
了这两条民俗风情街街景照明改造工程，通过照明设计重现伊斯兰及蒙元文化的辉煌，
1. 张红宇，宋代绘画的 " 写实 " 画风研究——以北宋的宫
江滩、武昌江滩、楚河汉街、长江大桥、东湖风景名胜区等
展示浓厚的地域民族风情，以此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和品位，使之不仅成为呼和浩特，内
廷花鸟画为例 [J]，美术大观，200401.
·获 2012 年第七届中照奖三等奖；2014 年第九届中照奖三等奖
2. 李永强，论宋代绘画的写实性 [J]，艺术理念，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标志性街区。这两条街的成功打造，对推动呼和浩特旅游业、
201101.
九届中国照明工程设计奖（中照奖）全国三等奖。

促进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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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献给了灯光照明设计的一群人，看见他们依然义无反顾的把热情投入到灯

创意点亮北京
, “

国际灯光节策展人
”

光节中，是满满的感动。这一刻，若见初心
丁平
---

We are touched when we see those who dedicated time to the lighting design focus on the

LIGHTING BRINGER

64

lighting festival with the passion. At this moment, it reminds us the old times
---Tewa Ding, Curator of “Switch on Beijing”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estival

作品摄影：高寒｜姜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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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亮点设计中心作为策展方之一举办的第五届“创意点亮北京”国际灯光节活动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在
北京亮点设计中心展出。本届灯光节展出来自中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著名设计师及国内新锐设计师融合创意与设计
激情的 20 件作品。

一栋建筑，
一座城池，
离开了光，
就像灵魂被抽去，
没有了生命力。
灯光装置因特定建筑而诞生，
契合其环境、
气息并与之融为一体。
光和建筑的互动，既赋予了建筑新生命，也让光呈现出迷韵魅影的美。它将用光的形式与各种存在去跨界合作，用灯光装置艺
术与这个世界交流。在本次为期两个月的活动期间，观众看到光与音乐、光与舞蹈、光与服饰织品物、光与建筑、光与空间艺术、
光与禅、光与饮食男女……多种主题活动。观众不必进入
“高深”的美术馆，就可以和它们互动。每一件作品都在讲述一个故事，
都拥有可以触摸的温度。
“Switch on Beijing” that organized by Liang Dian Design Center, was held in Beijing Liang Dian Design Center from August 20, 2014 to
October 20. Total 18 pieces of works that designed by designers from China,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displayed.
Without light, a building or a city will lose the spirit or vitality. Lighting device was applied for the speicific building corresponding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feelings. The interaction of light and architecture not only brings life to the building, but also shows the beauty of light. Light
is cooperated with various formats via the light art installation during the two months, such as light and music, light and dance, light and apparel
fabrics, light and building, light and art, light and Zen, light and natural instincts of man etc., and can interact with the works without entering the
"advanced" gallery. Every piece of work is telling a story with warm touching.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些美妙、灵动的创意！

Let's enjoy the wonderful ideas
via their creative wo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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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采用一种诙谐而轻松的手法表现了对于国人集体无意识
的 , 喜欢跟风的心理 . 冷光线折成的蜥蜴爬行于旧砖墙上 , 从墙

作品名称 Work name：

从众

Follow .

设计师 Designer： 罗伟 ｜ Wei Luo

面转折到天花而后再转折到对面的墙上,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通道。
From a humorous and easy perspective, this case represents the mind
that people are unconscious and like follow authority. Cold light is folded into
lizards walking on the old brick wall. shape continues through wall to ceiling
in order to form a unique passag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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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Work name：

家

设计师 Designer： 吴哲｜ ZHE WU

Home .

喜鹊留下的锈迹斑斑冰冷的家被卵（暖）光重新照亮，仿佛又听到那叽叽喳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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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Work name：

蜂窝煤

设计师 Designer： 吴哲｜ZHE WU
有些东西虽然渐渐离我们远去，但它可爱的样子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Honeycomb Briquet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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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
高楼大厦的林立，
早已把我们压的疲惫不堪；
我们需要一个心静的田园和空间，
让我们尽情的放松。
繁忙的生活已使我们的身体透支不起，我们需要一个充满能量的港湾。停下脚步让我们在这里充分休息，让
我们吸取能量，让我们感受光线的抚摸，让我们用健康的身心感受光带给我们无限的欢乐。作品和亮点设计中心
建筑结合 , 为观展者提供一个能量休憩的空间。
We are pressed terribly fatigu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bristling high
buildings, sothat we need a quiet pastoral and space to have enough relaxation.
The busy life has overdrew our body, we need a harbor brims with energy. Let us stop and
rest here, draw energy, feel the touch of lights, and use our healthy body and heart to feel the
infinitejoy brought by the lights. Construction works and highlights design center, provide the
visitors anenergy relaxation space.

作品名称 Work name：

港湾

Harbor .

设计师 Designer： 李兆海 | Zhaohai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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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很喜欢思考的人，对一切不明白事
物都喜欢探究 ，而碍于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的
局限性，常常会把自己带进死胡同里，于是作品
就在这种情绪中诞生了，它正好表达了我当时的
情绪，纷飞的纸张表达了一种烦躁的情绪，透过
纸张投射到地上的文字又表达了我对知识的渴
望。我觉得每一件装置作品都应该是有灵魂的，
有情绪的，它向人们传达情绪，引起观看者情绪
或心灵的共鸣。这个作品用到动与静，光与影相
互对比的手法，定格在一个动态的瞬间 . 影由光
而生，光却为影而在 , 人人都看到地上发光的
文字，却不会想到正因为有了被阴影覆盖成漆黑
的地面才凸显了光的存在，所以光和影同样重要。
I am a person w ho loves to thin k
and likes to explore all the things that
I do not understand . But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lif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 often put myself into a blind alley,and
then my work which expresses myself was born
in this mood. The swirling paper conveysthe
feelings of irritability and the words that
was projected onto the ground through the
paper textexpress my desire for knowledge.
I consider that every piece of installation
art should have itssoul and emotion and it
conveys the emotion and cause the viewer's
sympathy. This work usesmutual comparison
approach of dynamic and static,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ve way of light andshadow ,
fixed in a dynamic moment. Shadow shaped by
light while light existed for shadow.
Everyone can see the highlighted words
on the ground; however, they will not find
that onlydark ground can highlight the
existence of words. Therefore, light and
shadow are of the sameimportance.

Confusion.
作品名称 Work name：

惑

设计师 Designer： 李珺 / 万霞 / 梁龙

J u n Le e / X i a Wa n /
Long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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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Work name：

我和你，记忆的碎片

设计师 Designer： 梁贺｜Lego Liang

Fragments of my love story .

为了纪念时光。记忆的奇妙之处，在于你越是企图
描述它的具体，它越发朦胧而支离破碎。而我们，就像
坐在时光列车上飞快驶过一站站风景，阳光很好，透过
些什么洒进车窗，落在我们脸上，斑斑驳驳地跳动。

The designer, LEGO LIA N G, have b een
wondering how to lock the m em ories with

作者把他与太太从相识到现在，记忆中不同的零

his wife since theymet. The shadows of the

碎场景，通过安装在改装托马斯小火车上的一组小型

scenery you see and the sound you hear

LED 投射灯，向布置在轨道四周位置深浅不一的纸板

are the experiences they had. It’sa great

投影，表现在透光拉膜上，配以他在不同国家、街道、

idea inspirited by shadow puppet show. Led

地铁、市集上收录来的形形色色录音剪辑。

spotlights were fixed on the toy trains and

就像一出简陋而幼稚的影画戏，简单、断续、循环、
不关联地讲述一个故事。

the light
travel around while the trains ride on the
railway. When the puppets, which were drew

To lock the memories we spent together.

on pieces ofpaper and cut out by LEGO, block

Memory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information

light travelling from a source, the shadows

and experiences can be stored, retained and

are made.

thenrecalled.

This small lighting installation is just
telling us a love story in a creative, simple
and funn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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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灯属于灯笼的一种，
常见于元夕、
元宵、
中秋等节日。
灯内点上蜡烛，
烛产生的热力造成气流，
令轮轴转动。轮轴上有剪纸，烛光将剪纸的影投射在屏上，图象便不断走动。因多在灯各个面上绘
制古代武将骑马的图画，而灯转动时看起来好像几个人你追我赶一样，故名走马灯。

The Merry-Go-Round Lamp .

作品名称 Work name：

走马灯

设计师 Designer： 李邦华 | Banghua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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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oo

& Shadow .

本作品创意来源于墨竹和中国水墨画以及中国古老的皮
影戏三种元素，再融入现代科学技术，使画卷通过灯光和风能
赋予它新的生命。

作品名称 Work name：墨竹水影

The work ideas from the bamboo / Chinese ink
paintings and Chinese old shadow play. These three

设计师 Designer：

74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modern science and

刘晓松 / 刘惠敏 |

technology , make the picture give it new life by

Xiaosong Liu / Huimin Liu

lighting and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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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是一片洁白的帆布，行色匆匆，穿梭于忧与乐。忧
愁烦恼，都以沉默相对。也许世上根本不存在躲避烦恼的地方，人
生向前，只求探寻内心纯净的一隅，把握心中宁静，穿梭得得失失
的沉浮；把你的世界活成一个宽宽的世界，把小小的自我活成一片
弥漫的风景；待光阴流转，你必然如这纯洁的帆布，不失本色，却活
得精彩。
Every one is a white canvas, shuttling between sorrow
and joy in a haste, remaining silence towards gloom and
worries in the face. Perhaps there is no such place as
sorrow shelter in this world. So we shall move on with
our life and seek for a simple spot of spiritual purity
and hold our inner peacefulness so that we can get
through those ups and downs in life. Widen your world and
enlarge yourself ego. As time goes by, you are bound to

Worriless .

be like that white canvas, as pure as always, but with a
much more wonderful life.

作品名称 Work name：

无忧

设计师 Designer： 李晴 / 王欢 / 吴嘉滢 / 张彦良 / 区卓雄 / 文晋强 / 王永浩 / 苏子青 / 谭锐辉 ｜

Qing Lee / Huan Wang / Jiaying Wu / Yanliang Zhang / Zhuoxiong Ou
Jinqiang Wen / Yonghao Wang / Ziqing Su / Ruihui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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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那些主角，或美丽可爱，或惊悚骇人……
各种形象，
让人难忘 ! 光影对人物性格塑造及画面表现力起着很大作用。
本作品尝试用一个灯光装置，在您的参与下，用光影挖掘您自我形象的
多种可能性，从中获得做主角的体验感。
The movie stars, they are cute or beautiful or scary ... ...
A variety of images, they are memorable! Light and shadow
play a huge role on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This
work tries to use a lighting device, With your participation, Find
many possibilities of self-image with light shadow, Let you be the
superstar.

You're the star .
作品名称 Work name：

你是主角

设计师 Designer： 周红亮 | Hongliang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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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ynthesis .

光合作用
作品名称 Work name：
设计师 Designer：

邵爽｜Shuang Shao

光合作用——光能合成作用
“光合”由三个部分组成，玻璃器、木杯、太阳能底托。她的每个部分都是以上下罗列的方式放置在一起的，并
且可以分开或者组合的方式使用每个部分。
白天，阳光给植物带来温暖和能量的同时也给“光合”的太阳能底托传送能量。
夜晚，太阳能底托会完成光能合成作用，也就是把白天吸收的光能转换成光亮。
此时
“光能”
会带领我们感受植物和光影结合出的温馨，
而且我通过
“光合”
找到了我理解的植物 & 灯具的共合体。
Photosynthesis, photosynthesis function
"Photosynthesis"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glass, wood, glass solar bottom bracket. Every
partlisted above can put together, also can be separated or combined.
During the day time, the sun brings warmth and energy for plant but also for "Photosynthesis"
solar bottom transfer energy.
Night time, solar energy base will complete the photosynthetic function, also is to absorb
energyduring the day into the light.
This "light" will lead us to feel the plants and light with the warm, and I through
"Photosynthesis"find my understanding of plant & co-integrate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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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款边界模糊的设计作品，兼有户外
家具及庭院灯的功能。设计概念延续了作者原来
的一款产品：仙人掌杯的理念。
— 拆分开是三个坐凳，一个圆桌。叠合起
来成有雕塑感的一体。夸张的杯子尺度增加了些

Giant Cup .

惊喜和幽默的氛围。
This work's boundar y is fuz zy, combined
with outdoor furniture and garden lamp. Design
conceptcontinues the designer's original products:
Cactus Cup.
Three stools, one round table. The wholegroup
likes sculptural. Exaggerated size of cups make more
surprises and humo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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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Work name：

大杯子

设计师 Designer： 连志明 & 王珂 ｜

Zhiming Lian &Ke Wang

Memories .
作品名称 Work name：

Lighting Festival | 灯光节

忘

设计师 Designer： 叶伟德｜

Dominique
Phommahaxay

中国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很多城市的变迁，过去的老家可能已经被拆迁的不在了，城市的发展打破了原有家庭的
住户方式。
而家里的人也已经各奔东西，
很难相聚，
让我们记住这种亲情和美好且难忘的回忆。
这个作品纪念我们童年、
少年时期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的家！打开门，
给自己半分钟时间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中，
让你的思绪和“回忆”融为一体。
Such development brings various urban changes. Houses in hometowns may be subject to
dismantlement, thus deeply impacting the lives of their occupants. Though these residents may have
been parted from their loved ones, house and belongings, those will remain unforgettable memories.
This installation pays tribute to the remembrance of the beautiful hometown childhood memories.
Open the door, give yourself half a minute to recall your childhood memories and let your emotion
be in harmony with this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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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悟品 日常之美。塑料桶、盆，普通的日常物品，是我们对家的时代记忆。
Everyday objects are our memory of the time with family.

Perception for daily stuff .

作品名称 Work name：

日常悟品

设计师 Designer： 贾立 | Li Jia

80

LIGHTING BRINGER

Lighting Festival | 灯光节

时光钟的设计初衷，是针对目前照明设计中对光的无节制使用而进行的一次反思。设计中通过使用现代智能
灯具，结合照明设计中最常用的表现手法，以传统钟表的形式为载体，对人们记录时间的方式进行重新定义。本案
对光与时空联系进行的再诠释，
其目的在于警示人们现代人工光的滥用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呼吁人们节制用光，
还地球一片自然的暗天空。
The time clock is designed based on a rethink of the phenomenon that artificial light
is used immoderately in lighting design. Through using modern intelligent lamps and the most
common lighting design skills, we redefine the way of people recording time in the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clock. Reinterpreting ligh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pace and time, design purpose
is to warn people of adverse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by abuse of modern artificial light, to
appeal people to control light and return a piece of dark sky to the earth.

作品名称 Work name：

时光钟

设计师 Designer： 张明睿、赵沛、刘惠敏 ｜

Time Clock .

Mingrui Zhang / Pei Zhao / Huimi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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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游客常常笑话北京人爱吹牛，一个小小的湖，被冠以什刹海之名。北方缺水，在这样忙碌的城市，每个人都会为生计奔忙。
看着没有柔软之处。
但是，若细品味，北京不仅仅是个藏满了历史故事和手艺师傅的地方，同时，北京还是当代有理想有创造力、充满了生命力的地
方，虽然缺水，却不乏灵气。
眼前这样一组鱼灯，就是当代留法设计师王珂女士和中国非物质传承人 ---- 灯彩大师李邦华先生的合作，用传统灯彩工艺制
作的自在鱼灯：鱼尾与鱼鳍都能活动，活灵活现……鱼群，自由舒展浮游在空中，一定会使观者找回儿时的回忆。
一个时代，无论我们飘洋过海走过多远，我们都会有共同的儿时记忆。希望这组自在鱼灯让我们发出会心的笑，记得那并不遥
远的儿时玩伴、童年，并珍惜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美丽和祝福：年年有余，鱼跃龙门！

作品名称 Work name：

自在鱼灯

设计师 Designer： 李邦华 & 王珂 | Banghua Li & Ke Wang

Fish Lamp

李邦华
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民间工艺学会会员，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参与制作了每年国庆节、劳动节时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等地的花篮、灯彩设计制作。

王珂
毕业于 ESAG Penninghen 法国高等室内建筑及广告设计艺术学院
意地筑作室内建筑设计事务所及大然设计品牌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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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Work name：

In&Out .

Lighting Festival | 灯光节

设计师 Designer： 朱丽越 ｜ Juliet Zhu

在 千百 劫 的 轮 回中 我 们 的
一生只是短暂的一瞬，就像入住
旅店一般，昨天 check in，明天
check out 。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当你死去两三天后，你还能记得
伴侣的名字，但十天后，便已经忘
记那个人到底是“她”还是“他”。
二十天后，甚至会忘记他或她到底
是不是一个“人类”。此时，引导你
进入下一世的力量开始起作用。假
如你将转世成一只鸟，曾经对爱情
的饥渴和对伴侣的热望，将被对
虫子的饥渴和对飞翔的热望取代。
设计师被佛教的这个理念深
深震撼因而创作了这个作品，利用
光线与闪烁的透明材料构成虚拟
的佛相剪影，形成一个可以让观众
穿越的门帘状装置，从而让观众
体会这种瞬间进出的感受。十字交
叉的形状构成更丰富的视觉感受，
也符合东方文化中轮回和旋转观
念。悬挂水钻的工艺能充分发挥
透明材料对光线的折射，在“虚”
和“实”，
“隐”和“现”之间寻求
视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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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LED 照明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导读 : 自 LED 进入照明领域至今，用乱象丛生来形容似也不为过。但是不管怎样，
LED 从成长到成熟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就 LED 来讲，未来是光明的。

关 键 词 ：L E D 照 明 ／

L E D 光 源 ／

标 准 化

OFweek 半导体照明网讯 自 LED 进入照明领域至今，用乱象丛生来形容似也不为过。但
是不管怎样，LED 从成长到成熟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就 LED 来讲，未来是光明的。它的用途
是多方面的。在照明方面，不久的将来，LED 照明整个行业布局是个什么样子？本文根据光源、
灯具的特点、以及传统照明行业的特点，提出本人对 LED 照明行业格局的看法。

未 来 是 什 么 样 ，有 待 时 间 来 验 证 。
一 . LED 照明灯的未来市场量会是怎样
有人统计了如下的数据：
2012 年白炽灯和节能灯的国内市场需求分别达到 11.76 亿只和 12.69 亿只，直管荧光灯的市场需求为 8.3 亿只，
环形荧光灯的市场需求为 8 亿只，卤钨灯的市场需求为 7.55 亿只。这些传统照明光源和灯具都是 LED 照明灯具的目
标替代市场，随着性价比的提升，LED 照明灯具将逐步进入这些市场领域，为其带来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上述用传统光源的市场来看待 LED 照明市场，认为传统光源的市场很大，所以 LED 照明的市场也同样大。本人认
为这种简单推论是不对的。
不要看传统光源现在每年的产量和用量非常大，那是因为它们的寿命很短，人们不得不经常更换。这才是传统光
源用量大的根本原因。
白炽灯和荧光灯的寿命都不长。
节能灯的寿命标称是 6000 ～ 8000 小时。
而市场上的产品，
质量好点的，
可用 2 ～ 3
年。质量差的，寿命就难说了。白炽灯寿命原本就不长，质量往往也难说。比如，一个新的白炽灯，刚开灯就炸了。正是
因为白炽灯、荧光灯、节能灯的寿命短，所以才会需要不断地、大量生产以补充需求。家庭用节能灯，一般每天最长也
不过 8 小时，两年算下来，寿命就是不到 6000 小时。虽然现在节能灯的标称寿命是 8000 小时，但这是在标准条件下
测算的。实际使用条件会比标准条件要差很多，所以实际使用寿命会短很多。
LED 相对现有的其它光源，确实有着很多的优点。虽然理论上看，LED 的寿命可能很长，但以目前的技术来看，白
光 LED 的实际应用寿命一般也就是 2 万～ 3 万小时。
假设近一两年能将 LED 的寿命先提高到 5 万小时，可用 17 年左右。这就是说，用节能灯，17 年要换大约 9 盏灯，
用 LED 只需换一盏灯。简单推算一下，LED 灯的产量只要节能灯的九分之一就够了。
用过卤素射灯 MR16 的人都会有深刻的体会，
就是寿命很短。
如果用 LED 替代卤素射灯，
LED 射灯的寿命再怎么样，
一般也比卤素射灯长很多。所以，一次使用 LED 射灯后，未来的替换量会比卤素射灯少很多。
所以，不能简单用传统光源的产量来简单类推 LED 光源的市场量。
倒是可以这样来考虑，由于 LED 光源节能、寿命长，原本因为卤素射灯寿命短而干脆不使用的人，可能会因此而
新添使用 LED 装饰灯。从而扩大了一些 LED 光源的市场量。即便如此，LED 光源的市场量也不会比传统光源的量大。
有报道称，日本更换使用 LED 球泡灯，一年多后，市场销量锐减。不是人们看不上了，也不是质量性能不好，也不
是因为价格，而是更换的差不多了，已经接近饱和了。假如白光 LED 寿命真的达到 10 万小时，乃至更长的寿命，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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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来看是好事，但从企业和商业方面看就未必了。
但是，上述对市场量的预计，是针对质量较好的 LED 光源的。未来 LED 光源产品，走上质量差，价格低的路子可
能性非常大。荧光灯、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所走的路就是这样的。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在开发初期，国家也是大力支持，
给予资金扶持，相关标准也早早就出来了（关于标准，LED 相比就落后了），当时很多的工厂、研究所、高校都在开发电
子镇流器，那个局面与今天 LED 的局面类似。不同的是，节能灯和电子镇流器最初的开发确实很多单位在按照标准要
求在努力，后来由于价格高难以推广。转而偷工减料，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使得价格大幅度降低，这才有了市场，但是质
量却一落千丈。LED 行业由于是太多的外行介入，产品初期就不怎么样。而且 LED 照明产品发展至少 5、6 年了，到现
在也没有标准化的通用产品。价格难以降低，国内市场就难以打开。未来 LED 照明光源的市场，量还是有的，价格低也
是可能的，但是质量状况也是不乐观的。

二 . LED 照明行业未来的格局
从 LED 照明灯具的构成来看，主要是如下几大块：芯片、封装、光源模组、电源、灯具、辅料六大部分。
我认为，未来 LED 照明行业的格局是：
元件制造商：生产芯片，并可能自有封装线。
光源制造商：对芯片进行封装，并生产标准化系列的光源模组。
电源制造商：生产标准化系列的驱动电源。
灯具制造商：设计和生产各种式样的灯具。
配件制造商：生产相关的配件。
形成上述产业格局的好处是：
（1）芯片的设计和生产，对专业技术和设备的要求高，自成一体无可非议。
如果芯片厂自己做些封装，可以降低 LED 元件的成本。但是由于封装体的多样化，芯片厂或许不能全包，所以还
需专业的封装厂来实现多样化的生产。
（2）封装厂除了将芯片封装成元器件外，还将 LED 元器件制造成标准化、系列化的光源模组，省去了制造模组的
中间厂商，光源模组的成本就大大降低，市场上光源模组的价格也就低了。如果是另外的公司购买 LED 元件来制造光
源模组，由于封装厂盘剥了元器件的利润，模组厂再盘剥一次利润，成本必然提高，要保持利润率，售价必然要高很多。
（3）品牌质量有所依
封装厂用自己封装的 LED 元器件生产光源模组，元器件的品质和光源模组的品质都由他自己承担。客户那里出现
问题，也容易找一个封装厂解决。要是单独的光源模组制造公司的产品出了问题，客户找到他，他还要找封装厂，容易
出现扯皮的事情。
封装厂自己封装 LED，自己生产光源模组，各有各的品牌，品质各有不同，价格也有差异，客户可以自己选择。有
品质好的、高档产品，也有品质较差的、低价格的产品。大家都可以生存。就像现在的节能灯市场一样，有 Philips、
OSRAM 这样的价格高的品牌产品，也有垃圾一样的产品。都会有各自的市场，谁也没有把谁灭掉。
在古镇，
大街小巷都是卖灯具的，
如此密集，
按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会很难生存。
事实并非如此。
原因何在？仔细看看，
各家的产品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同的。式样上有不同，质量上也有不同。当然价格也是不同。要什么样的自己看着办。你
不要想着对某个商家说：
那家的产品价格比你低，
你要给我降价。
商家会说：你去那家买好了。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那家买呢？
因为不喜欢那家灯具的式样或质量！所以，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大家都能生存。各有各的客户群。
（4）灯具本身的基本作用就是用来安装光源用的。但是它已演生出装饰的功能。灯具一定是多样化的。因为每个
人的审美观是不同的。从灯具的分类上讲，某种类型的灯具，比如筒灯，用量是很大的。可是对于每种式样的筒灯灯具，
用量就被划分了。不要想着你一家的式样就可以占领全球市场，别人的式样都被你打垮了。
灯具是一个要有创意的、以机械制造为主的行业。只要有标准化的光源模组，LED 的散热问题就可由灯具厂商来
设计。灯具厂商可以根据光源的结构来设计相应的标准安装方式及散热方式。在满足这两点的情况下再设计附加装饰
功能的结构。
（5）
电源原本就不属于半导体行业，
当然也不属于 LED 行业。
它属于电子行业。
专业的电源厂，
不仅有利于保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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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批量生产，从而降低成本。
一般电子元器件的成本都是很低的，电子产品的材料成本也是很低的。只要能有单品种适当的量，电源的价格就
会很低。
专业化、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才能有低的成本和售价。
上述产业格局，实际跟传统照明行业的格局是类似的。
像目前的 LED 行业，多数公司都是自己做光源板、自己做电源、自己设计灯具，这样的灯具成本很难降下来。也不
具备通用性。不仅自己的产品市场就受到限制，还牵制整个 LED 照明产品的市场发展。
灯具是可以有很多式样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拥有很多种灯具而独占鳌头。任何一家小公司都可能会设计一
款结构稍有变化的灯具，这种灯具也会有它的市场。一家小公司有一种式样，百家小公司就可能有百种式样。而每家公
司都是只有一套模具。大公司不可能一一去跟进而开一百套模具吧。
对照明用户而言，光源通常会装在灯具里，除了价格、质量外，式样一般没什么好选择的。只有灯具才是客户要仔
细选择的。所以，光源模组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未来是低利润的行业。需要有创意、迎合用户心理的是灯具。灯
具有低价格、低利润的，也有高价格、高利润的。可以从几元到几十万元的都有。所以，照明行业的主战场是在灯具方面。
将光源模组和散热器、灯具分离出来的好处是，客户可以分别购买光源和灯具。光源出现问题，可以用低的费用更
换光源就可以了，而无需将整个灯具废掉重行购买一体化的灯具。降低用户的维护费用。

三 . 浅谈 LED 照明的标准化
LED 光源相对传统光源也有自己的软肋，那就是热的问题。也许有不少人认为，只要 LED 的技术提高，光效提高，
就不会再有热的问题了。关于 LED 热的问题，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其它文章，或学习一下半导体物理理论。这里不讨论了。
关于热的问题的结论就是——存在，必须考虑。
这样一来，
LED 在使用时，
必须配备散热器。
目前的 LED 照明产品，
各自有不同的设计，
相互之间的互换通用性很差。
同时也造成灯具的通用性很差。这对普及应用来带很大的问题。用户购买的 LED 灯具，一旦光源出问题，只能找该灯
具生产厂家解决。现在大家也都知道，LED 灯具厂家，新的不断出现，旧的也不断淘汰。那么客户买到的产品出了问题，
而厂家已经不存在，那么高价买来的 LED 灯，找谁维修？以后还敢再买 LED 灯具吗？任何厂家都不要信誓旦旦地拍胸
脯说：保你一辈子。那些倒闭的厂家，老板当初建厂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天跑路的吗？倒闭现象是永远存在的，用户也是
永远存在的。绝不能让用户被倒闭的厂商给坑害了。整个行业要做的是，即使是原厂商倒闭了，也要让客户有所依。
如何让客户有所依呢？这就首先要求，LED 照明光源要标准化。如何标准化？
由于 LED 尚不是成熟的产品，各项指标还在不断提高。各种新的封装形式也在不断出现，哪种封装形式是未来的
主流，现在不能断定。所以，有关标准化的问题我这里也只能是依目前的情况肤浅来谈了。
标准化的目标：
（1）各家生产的 LED 光源模组具有通用互换性
LED 光源模组或集成光源，要有标准化的尺寸、光通量、额定电流、电压范围。要有通用的安装方式，比如标准的
固定孔位或灯头，通用的电源接插件等。
光源模组必须设计的便于拆卸与安装。不能让用户动用烙铁，要做到最多用一把螺丝刀就可以拆卸与安装。
（2）LED 光源模组标准化系列制订
作为照明光源，最主要的参数就光通量。最好以光通量作为领头参数来制定系列标准。辅之以其它参数，如功率、
光效等。
因为 LED 还不到成熟阶段，光效在不断提高，如果套用传统光源的方法，仅用功率来表达光源的照明能力是不恰
当的。
标准化、系列化的光源模组或集成光源，光电参数系列可以如下制订：
至少包含下述参数：
上述参数是指光源模组和集成光源，不包含电源部分。
光源模组系列的光通量，可以参考传统光源的光通量，以替代方式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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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的系列不宜太多，以便大量生产。至于特殊要求，则归于特种光源定制，价格高的话，需求者自己要能承担。为何
不采用标准光源呢？
无论 LED 的封装是何种形式，组成光源模
组时，光电参数都应该是标准系列中的一种产
品要求。
光源模组的结构参数制订，至少包含下述
内容：
外形尺寸、安装孔位尺寸、标准接插件规格等。
（3）光源与散热器或灯具的安装结构要标准化。无论谁家生产的灯具，都能配用任何一家生产的相应功率的光源。
反之亦然。
由于 LED 光源需要解决散热问题，不同功率对散热体的需求不同，所以灯具设计应该依照标准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4）驱动电源标准化
驱动电源的电性规格应该根据标准化的光源模组来制订。
电源的尺寸根据功率制定标准化的尺寸及安装方式。这样便于灯具厂设计安装位置。
（5）至于灯具，由于人们对式样的追求不同，可能会千变万化，通常只能对安装尺寸、安全方面做些标准化的规定。
有了上述专业的、标准化的生产模式，现有的、小而全、什么都自己做的 LED 照明公司将没有价格优势，取而代之的
是专业化生产的公司。那时，就不再是说：LED 照明行业了，就是照明行业。就像以往，没有听到过：白炽灯行业、节能灯行
业、镇流器行业。
当前，
应该首先制定 LED 光源系列的通用性标准。
光源系列的标准一旦制定，
其中的有关内容，
比如，
尺寸、
安装方式等，
灯具厂商自然就会在其灯具中按着这个标准来设计光源的安装方式了
现在大家都在说标准，制定标准的目的是什么？制定什么样的标准？
有人说现在市场上产品乱，归结于没有标准。有人说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差，要赶紧制定标准将他们淘汰掉。
我认为，制定标准的目的，应该从社会和用户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为了压制别人。虽然结果上可能是相同的，但出发
点完全不同。大家应该在标准的约束下共同进步，合理竞争。为社会做贡献、为产品生产合理降低成本、为用户的经济和
安全着想。这才是制定标准的正确思维。
标准是必须的，但能否落实是令人担心的。节能灯、电子镇流器都是前车之鉴。

四 ｜结 语
标准化、批量化生产 LED 光源模组，带来的是低成本、低价格的产品，可以被大众所接受。无需去要求大众了解 LED
如何如何。如果光源模组的价格跟荧光灯、
节能灯差不多，还节电，寿命长一倍，大众有自己的购买判断力。灯具则是高、中、
低档并存。
有了合理的产业格局，才会有合理的成本、价格和广阔的市场。当然，这种产业格局的形成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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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DIALux 在汽车工业的设计应用分析
新境界照明设计 ( 郑州 ) 顾问有限公司 冯健

摘要：本文利用 DIALux4.12 软件对汽车工业项目中进行照明的部分设计工作，并且对设计发方案进行照明质量
的评价，平时设计经常关注的均匀度、眩光值的讨论。
关键词：DIALux4.12 照度计算

照明质量 均匀度 垂直照度

1. 汽车工业照明概述
对于汽车工业，首先需要提供良好的一般照明，保证视觉可见度和舒适性，创造愉悦的工作环境。其次对于不同的工作环境好流程，需
要提供特殊的工作照明。
汽车的生产过程通常分为六步：冲压成型、壳体装配、表面喷涂、动力装配、最终
装配以及整车测试和运输。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这都对照明有特殊的要求。
良好的照明保证工作环境的舒适和安全，减少工作失误，提高生产效率。
本文讨论郑州某知名品牌汽车生产装配车间的照明设计问题用 DIALux 照明软
件模拟探讨并应用实际中。
2. 设计内容
2.1【冲压成型车间】
在现场观察现有的冲压车间内，冲压过程通常由高大、笨重、复杂的机器来完成，
会产生嘈杂的噪音和大量的热气、灰尘、甚至油污。通常车间的高度 15-18 米，可由起
重机吊架在空中传输沉重的冲压模具。每一个冲压车间的高度大致相同，所需照度略高，已满足正确的根据维修需要。所选配灯具须满足以
上复杂环境要求，同时保证照度。
设计基本照明要求
新建冲压车间的其中的车间的空间为：长 38× 宽 20× 高 15（米），为保证安全，冲压车间的灯具必须防震，耐腐蚀，防尘级别比较高，
并采用抗油材料制成，灯具排列需与机器布置一致，以防止 12-15 米高的机器产生阴影，灯具需要有较强的光线穿透力，以保证冲压车间和
其下方有足够的照明，冲压机上方应当加载局部照明，提供冲压过程中的检测和安全所需的照度，正确排列灯具，并选择窄光束的灯具，就可
以获所需的照度和照度均匀度。
照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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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车间的顶棚比较高，比较理想的是采用高天棚工业灯具，经 DIALux 软件专门模拟计算工作面平均照度为 398lx，此计算结果满足
国家相关工业厂房规范要求。如果倾向于使用荧光灯，也看用极窄光束的荧光灯带。高天棚工业灯具的排列间距一般较近，以获得较高的照
度均匀度，并通常单个独立安装。虽然成对安装成本低一些，但单干安装的照明效果好。当在冲压机上装载局部照明时，光源色温应当与一
般照明相匹配，不要相差不大。

2.2【表面喷涂】
一般喷涂过程包括以下步骤：清洁和预涂、初始预涂、密封（车体经灵活的密封处理以保证防水性）、湿的或干的打磨准备、第一次
喷色、第二次和最终喷色、最终的检修。整个过程连续、部分自动化，并随机生产出多种颜色的汽车。
除了过程控制，还有许多人工作业：加载密封体、喷涂柜内喷涂、打磨和小的车体修补工作、检查喷涂和最后喷涂修补。许多视觉工
作难度较高：通常需要在较大的不均匀表面上检查出细小的瑕疵。而高反射率的金属表面与周围的亮度对比较低，理论上，尤其对黑色、
白色和金属色和车体，不能给出该亮度比的最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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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照明要求：
照明设计师应当确保各水平面、垂直面和相对应斜面获得较高的照度和照度均匀度：同时采用配有白色格栅或其他光学配件的灯具
来减少眩光，优化视觉环境；该流程对显色性要求也比较高，以保证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分辨出生产过程中的失误。
灯具设计分布
对于喷涂车间的服务区的规格：长 10× 宽 28× 高 5（米），可采用白色格栅灯来提供一般照明，并推荐采用铝制宽光反射器；在
近生产线的区域，应选用密封的、防异物进入的灯具；在对照明效果有特殊要求的区域，可选用具有特殊光学格栅效果的灯具，提高视
觉照度水平；喷涂车间的工作台的平均照度经计算模拟为：733lx，地面的平均照度为 547lx。
汽车平台检验区经 DIALux 软件计算平均垂直照度为：1020lx。

照明推荐

3. 总结
通过汽车制造车间的其中部分冲压车间和喷涂车间的方案在 DIALux 软件中模拟计算
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最佳合适的灯具选配照明设计方案。并根据实际需要，同时考虑
了对已选用设计方案进行节能方面的改进。照明设计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
因此，工业生产的个环节如链条一般环环相扣，而照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1】北京照明学会设计专业委员会，照明设计手册（第二版）
【2】飞利浦汽车工业照明应用指南
【3】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 GB50034-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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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社部：无法律依据职业
资格许可将全部取消”的看法
2014 年 8 月 31 日，
《国务院取消 11 项职业资格许可 无法律依据明年一律取消》的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
照明设计师们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文中称：
“国务院取消了房地产经纪人、注册税务师等 11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此外，国务院行业部门、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原则上予以取消，确实需要保留的，
经过批准后，纳入国家统一的职业资格制度管理。”
《照明人》特邀主管照明设计师培训工作的中国照明学会副秘书长周洪伟、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会长李铁
楠、副会长戴宝林、高照五班班长蒋晓芳就此话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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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设计师从 2006 年开始申请设立，
2008 年第一期中级班开班到现在，
照明设计师职业合法吗？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答案是肯定的：
“有！”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九条（原文：第六十九条 【职业技能资格】国家确定职业分类，
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
考核鉴定。）
，判断一个职业是否合法，
需要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在《大典》中，照明设计师的职业编码是：
X2-02-14-04。

“国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资格，
如果与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并不密切，
或者自身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进行管理的，将建议按程序提请修改法律法规后，也予以取消”
。关键词：国务院部门设置
的、准入类资格。照明设计师职业，设置部门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而且照明设计师并不属于准入类资格，而是属于水
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很多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会被取消或统一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然 2011 年，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开始修订《职业大典》，到目前工作还没发布。按目前情况来看，以前分散在各地方、行业部门的水平评价类职业
资格或被“招安”
。因此，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的职业是经充分论证的，是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所必需的，照明设
计师无须担心职业被取消。

2013 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对《职业大典》中的职业进行过一次清理，
并没涉及到照明设计师。
另外《职
业大典》中原来有一个照明类职业—霓虹灯制作员 ( 职业代码：X2-02-14-05)，现已经修订为—景观照明设施制作员，
景观照明设施制作员培训工作也将由中国照明学会来执行。

照明设计师职业资格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权，由中国照明学会根据“照明设计师”国家职业标准规定要
求，培养对室内外光环境进行艺术、技术等综合设计的专业人才，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照明设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水平。
照明设计师职业资格共分三级：助理照明设计师 (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中级照明设计师 ( 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高级
照明设计师 ( 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每一级别都有相对应的申请条件，只要认证合格，通过培训考试，就能获得由国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资格清理工作 2015 年结束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照明设计师职业取消了，照明行业也不会取消，同学之间的关
系也不会取消。

周洪伟
中国照明学会 副秘书长
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 秘书长
《照明人》编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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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取消，也还会有新的方式手段来进行资格能力认证、检验入门水平、
设立新的门槛，因为照明工作是缺少不了的，是有标准要求的一项工作，不是
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做好的事。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
照明的地位意义应该越来越重，至于由谁来做，如何做，规范化地做，该由谁
来管理，
如何管，
照明从业人应具备什么能力，
还有素质，
这倒是会越来要求越高。
所以，做照明的不应担心没事做，关键是能力问题需要与时俱进，个人觉得，
以后会逐渐淡化考证，但能力是会越来越强调，由于高校的照明设计教学与
目前社会的实际需求有缺口，一段时期内，照明设计培训教育应该仍是重要

李铁楠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物理所建筑光学研究室
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 会长
《照明人》总编

的且不可取代的方式，
除非某些非理性反科学的强人意志强行推进，
不然的话，
还是成天价让那些没有专业训练和教育的人来做照明设计，不是越做越乱套
吗，社会先前发展是毋庸置疑的吧，那么，照明的存在和价值就会越来越有意
义，盖因照明环境的必要性和精细化与社会进步关系密切。

国家取消或减少行政审批是大势所趋，我们丝毫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
纠结，相反，我认为这恰恰是国家的一种进步。纵观中国的电器制造业等，我
们不难发现，越是开放的行业越有竞争力，越有生存空间。所以，为了不掉队，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做好这两件事 : 一是要读懂读透新规，二是要有针对性地
补充自己的实力，以满足要求。几年来，在照明人的共同努力下，照明行业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我们为能从事这个行业感
到非常的自豪，这样的行业成就跟国家是否有行政干预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恰
恰是跟我们这些照明人不懈努力所分不开的。门槛高低并不重要，有无门槛也
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实力。国家如此，企业如此，个人亦如此。很多人都说今年
的照明大环境不如以前了，蛋糕变小了，我说即便如此，也不一定是坏事，这是

戴宝林
北京豪尔赛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 副会长

行业洗牌的必然结果，只要你力气够壮或手擘够长，该是你的蛋糕还是你的。
国家并不是要取消这个行业，况且也取消不了，因此，我坚信打铁还需自身硬
的道理，只要你有实力，无论怎么变，你都将屹立不倒。

高级照明设计师培训班 二班
《照明人》编委

参加高级照明设计师的培训，最大的收获是聆听了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师
们的精心传授，认识了热心照明事业，无私奉献的同班同学们。至于职业资格
的论证，据我所知，中国照明学会正在和住建部领导们进行沟通协调，我相信
一定会有一个良好的结论。

蒋晓芳
金螳螂设计研究院综合设计一分院
高级照明设计师 五班 班长
《照明人》编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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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似乎成为人们对成都的最初印象。
在全国都已按深圳速度发展经济的年代，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徜徉在层层秀丽的山峦间，安详而又静谧地度过了 4000 多
年的岁月长河。历史文化让它值得让人尽情的感受，而这一种体会如同品尝一杯香气四溢、味道醇厚的美酒。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安详之外，到处透着一股历史底蕴；消闲舒适之余，悠然保留独特的风采和韵味。
华灯初上，人力三轮车的铃铛声亦曾摇碎了夜幕，人头攒动，走向各自的目的地。城市夜景或明、或暗、或绚烂、或沉静总是彰显着
照明设计的魅力。

汇聚成都 持续精彩
—2014 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系列沙龙（成都站）

1

2

3

4

7

5

6

1 王文丽

2 王梓硕 3 熊清华 4 杜军 5 马戈 6 曹付根 7 成都沙龙合影

2014 年 8 月 9 日，由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南京照明学会主办，
《照明人》杂志、雷士光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承办，四川灯具
协会、世界照明时报共同协办的“灯具光学性能 VS 照明设计效果”系列沙龙活动成都站顺利召开。这是同学会沙龙的第三站，活动获得了电
子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四川普瑞照明工程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来自设计院、企业、媒体各方代表 80 多人出席了本次沙龙。
成都会议延续了前两场沙龙的主题风格，轻松自由的模式，面对面的深度沟通让与会者能够更加直观地围绕“灯具光学性能 VS 照明设
计效果”这一主题，并就照明设计师如何选用灯展开了详细地讨论。
主题分享开始，
《照明人》姚怡同女士首先对本次会议内容进行了简短介绍，在总结前两场会议的基础上，她希望能够为成都照明人奉
献一场精彩有品质有内涵的对话活动。上海复纬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杜军老师特邀主持此次活动。
本次会议依旧以设计探讨和案例分享为主要内容并辅以互动交流。耀旭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熊清华率先分享的《作黑》主
题演讲拉开了大会序幕。
在整个会议中，设计师的案例分享和企业的产品介绍穿插进行，从《LED 声、光、电组合智能控制系统及产品系统可靠性》到《灯具性能
与照明设计》；从《LED 应用》到《照明产品创意的互动》，以及《不忘初想》的精彩分享，不时将会议推向高潮。
在互动交流环节，来自高照二班的杜军、熊清华，高照四班的王梓硕，高照五班的王文丽、马戈为特邀嘉宾对本次会议给予了大力支持。
他们针对大家的提问给予了详尽的解答。
会议最后，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记录这一美好的时刻。
随着成都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对照明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成都地区照明行业的发展必定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照明人》将持续关注行业发展，搭建设计师与企业对话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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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西安区域位置和中心城市的聚集、辐射功能，在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古代丝绸之路北
线最初起点。是一个典型的放射型城市。
近年来夜景照明也为这座古老而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不断的增光添彩。从大雁塔广场到大唐芙蓉园，无一不体现古都风韵和现
代风采的完美结合。
盛夏时节，由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南京照明学会主办、
《照明人》承办，陕西天和照明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协办的主题为“灯
具光学性能 VS 照明设计效果”的沙龙活动，走进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参会来宾共同参与、分享、碰撞、探讨、学习，留下了美
好的记忆。
此次会议特邀上海复纬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杜军（高照二班）主持，演讲嘉宾及主题分别是：耀旭照明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设计总监熊清华（高照二班）
《做黑》、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建筑装饰与环境艺术所设计总监蔡义鑫《照明的创造与行为》、
陕西天和照明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杨超艺《照明设计感受》、上海现代都市设计院照明工作室设计总监马戈（高照五班）《照
明产品创意的互动》，每一个报告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照明设计的魅力以及作为照明设计工作者在项目实践中的体验和经验，内容深
入、精彩，得到了参会人员的高度肯定。

照明点亮古城西安

— 2014 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系列沙龙活动
— 西安站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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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龙互动环节，高照三班丁云高（广东华日照明有限公司）、李欣 ( 陕西亚彩数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淡文远（西安大彩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以及特邀嘉宾聂潇、王翊、姜洪、独大勇、尚勇、薛涛、魏松鹤等围绕设计师的自我修养话题展开了踊跃的发言和讨论。
特别是西安永光灯光工程有限公司薛涛现场请教自己在项目设计中遇到的困惑，
引起了参会人员的激烈讨论，
将活动的气氛带入高潮。
此次沙龙参会人员 46 人，从中午 14:00-19:00，5 个小时时间的碰撞和分享，为西安当地的照明设计师朋友搭建了非常务实而
高质量的交流平台，会后大家一致表示这是西安地区举办的内容非常高规格的沙龙活动。
2014 年经过周密的筹划，
《照明人》承办“全国高级照明设计师同学会系列沙龙活动”，已经成功的在合肥、北京、成都、西安
将分享的种子播种到这里。每一场活动都根据其地域特点、设计师需求，在人员邀请、报告组合、活动形式上下功夫，我们奉行“独
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交流宗旨，一对一问答，助力照明设计行业全面发展。
本次活动还特别得到了陕西亚彩数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大彩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天胤照明设计有限公司、陕西大地
重光景观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陕西兆为照明设备工程有限公司、香港银河照明国际有限公司、西安鹏程
照明工程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共同为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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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9 日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列入省科协重点活动项目的《室内照明创新技术研讨会》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新规范宣贯
会议如期举行。
本次会议邀请了河南省科协学会部的王永纲副部长以及合作伙伴河南省装修设计商会的副会长夏语女士出席会议。中国照明学会副理
事长赵建平教授与姚梦明先生到会作重要讲座，
万芸、
熊清发等几位高级照明设计师到会、
观摩。
本会名誉理事长崔元日教授与王继援理事长，
于冰、刘政、杨丽徙、祝永朝四位副理事长出席了会议。
前来参加会议的河南各大设计院的代表，
照明工程公司，
灯具厂家及室内外装饰设计师们济济一堂，
汇聚于郑州市郑汴路环球大厦群英荟。
会议首先由河南省照明学会秘书长姚凯主持致欢迎辞，接着王理事长对深度认识绿色照明做了简明扼要的报告并做总结。本次大会邀
请飞利浦公司陈逸泉先生做了关于《绿色创新与办公照明》的报告；南京天朔，合肥三川分别就自己最新产品做详细介绍；高级照明设计师
代表熊清发的报告《做黑》非常生动地将当今照明工程不利的一面展现出来，呼吁设计师要理性负责任做设计，将会议论题推向高潮；任国
强对室内外办公照明及当今技术发展的趋势做了充分的说明；最后由新境界照明冯健先生以设计师的视角对当今流行的室内灯具 COB 的
看法进行清晰的分析，对灯具厂家提出更高更专业的要求。
下午由中科院副院长赵建平和飞利浦设计总监姚梦明对《建筑照明设计标准》新规范的宣贯进行详尽讲解，并会后耐心解答现场观众
的问题。
会后举行了学会本年度的理事会，对学会一年来的工作做了回顾，并对后一年的工作作出规划。
本次会议紧张顺利，会后很多参会代表反馈对这次会议内容质量评价很高，并表明期待下一次精彩会议举行。

《室内照明创新技术研讨会》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新规范宣贯会议郑州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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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席会议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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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照明学会副理事长 赵建平

4 中国照明学会副理事长 姚梦明

1

3

5

4

5 高级照明设计师 熊清发

6 高级照明设计师 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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