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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题  

  ---- 理性照明 让生活更美好  

  ---- 理性思考 让LED更美好  

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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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大纲  

 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照明设计师的思考 

 生产企业的思考 

 专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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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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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4 人民大会堂半导体照明 



5 人民大会堂半导体照明 

一、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6 成都地铁半导体照明 

一、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7 成都机场T2航站楼半导体照明 

一、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8 会议室半导体照明 

一、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9  会议室半导体照明 

一、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10 休闲区半导体照明 

一、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11 超市半导体照明 

一、半导体在室内照明取得的成就 



二、照明设计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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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半导体照明有应用标准吗？？？ 

应用标准确定的依据是什么？？？ 

应用标准追求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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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照明术语标准 》 JGJ/T 119 - 2008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50033-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 

《室外工作场地照明设计标准》 GB50582-2010 

《节能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668-2011 

《绿色照明检测及评价标准》（在申报之中）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 163-2008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 45-2006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JGJ 153 - 2007  

《博物馆照明设计标准》 GB/T 23863-200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2008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第一层基础标准 

 

 

 

照明工程建设标准体系 

第二层通用标准 

第三层专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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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工程应遵循的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主编单位 

1 GB 50034-200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2004-06-18 2004-12-01 

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 

2 GB50582-2010 室外工作场所照明设计标准 2010-05-31 2010-12-01 

3 GB/T 50668-2011 节能建筑评价标准 2011-04-02 2012-05-01 

4 JGJ/T 119 - 2008 建筑照明术语标准 2008-11-23 2009-06-01 

5 CJJ 45-2006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2006-12-19 2007-07-01 

6 JGJ 153 - 2007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2007-03-17 2007-09-01 

7 JGJ/T 163-2008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2008-11-04 2009-05-01 

8 GB/T 23863-2009 博物馆照明设计标准 2009-04-04 2009-12-01 

9 GB/T 5700-2008  照明测量方法  2008-07-16  2009-01-01  

10 GB 50411 - 2007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2007-01-16  2007-10-01  

11 JGJ 16-200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2008-01-31 2008-08-01 东北建筑设计研究院 

12 JGJ/T XXX-200X 城市景观照明规划规范 正在报批中 ／ 清华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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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出台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半导体照明应用节能评价技术

要求(2012年版） 》已完成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45已启动修编 



新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增加了半导体照明（LED）产品应用于室内技术要求： 

  选用同类光源之间的色容差应低于5 SDCM； 

  长期工作或停留的房间或场所，色温不宜高于4000K； 

  在寿命期内LED的色品坐标与初始值的偏差在CIE 1976

（u’v’）色品图中，不应超过0.007； 

  LED灯具在大于峰值光强10%的区域内不同方向上的色品

坐标与其加权平均值偏差在CIE 1976（u’v’） 图中，不应

超过0.004。 



照明标准适用范围：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室内功能（办公、医疗、教育、商店） 

室外工作场所照明设计标准：室外功能（机场、铁路站场）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道路、人行道功能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室外景观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体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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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的照明工程评价指标： 

        照明数量：照度或亮度（水平照度、垂直照度、柱面照度） 

        照明质量：均匀度、色温、显色指数、眩光、光污染 

        照明安全：电气安全、防护安全、机械安全 

       照明节能：耗电指标或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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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变化（GB50034） 

  量                质（以人为本） 

                      节能环保 

                      新产品、新技术 

设计               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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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办公建筑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5.3.2的规定。 

表5.3.2 办公建筑照明标准值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

度 
照度标准值（lx） UGR U0 Ra 

普通办公室 0.75m水平面 300 19 0.60 80 

高档办公室 0.75m水平面 500 19 0.60 80 

会议室 0.75m水平面 300 19 0.60 80 

视频会议室 0.75m水平面 750 19 0.60 80 

接待室、前台 0.75m水平面 200 — 0.40 80 

服务大厅、营业厅 0.75m水平面 300 22 0.40 80 

设计室 实际工作面 500 19 0.60 80 

文件整理、复印、
发行室 

0.75m水平面 300 — 0.40 80 

资料、档案存放室 0.75m水平面 200 — 0.4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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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3 办公建筑和其他类型建筑中具有办公用途场所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普通办公室 300 ≤9.0 ≤8.0 

高档办公室、设计室 500 ≤15.0 ≤13.5 

会议室 300 ≤9.0 ≤8.0 

服务大厅 300 ≤11.0 ≤10.0 

6.3.3 办公建筑和其他类型建筑中具有办公用途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6.3.3的规定。 

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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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之一: 

半导体照明有应用标准吗？？？ 

答案：有 ！！！ 

标准体系完善、内容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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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之二: 

应用标准确定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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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标准值确定的依据？？？ 

         光源、灯具、色温、显色指数 ？？？ 

     …………… ？？？ 

       应用标准与视觉功能的需求有关 

       与所使用的产品无直接关系 

       产品的性能必须满足视觉功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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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照明普查和重点实测调查的数据结果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照明标准和节能标准 

  我国照明产品性能指标及设计水平（成熟性） 

  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规 

  通过设计验证，并进行综合技术经济分析论证 

综合性强、政策性强、受自然环境影响

大 

制订标准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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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编制的标准 

《 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 LED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启动编制 

《 LED景观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列入计划 

《半导体照明应用节能评价技术要求（2012年版）》 

——出台（机场、车站、地铁节能评价） 

E-mail: zhaojianping@cab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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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之三: 

应用标准追求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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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之三: 

应用标准追求的是什么？？？ 

安全、舒适、节能、环保 

——绿色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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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必须明白的道理： 

 光效并非越高越好 

 一提节能就想到LED，一提LED就一定节能 

 采用了节能产品，未必工程项目一定节能 

满足应用标准               绿色照明必备条件 

满足应用标准               半导体照明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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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是半导体照明最大的受益者： 

为什么 ？？？ 

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很好利用半导体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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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如何做： 

 设计满足使用场所对照明的要求（E、Ra、Tc、

UGR、Uo、LPD） 

 选用品牌优质的产品 

 是否节能，设计是关键（LPD强条） 

创意、灵感的表达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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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企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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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设计师最关心的是什么？？？ 

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技术参数？？？ 

产品应该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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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目标             产品业主 订货             

业主订货的依据是什么？ 

答案：数量、规格、技术参数 

       设计图纸 

       设计师（设计院、工程公司） 

数量、规格、技术参数由谁来确定？ 

答案：设计师确定数量、规格、技术参数 

E-mail: zhaojianping@cab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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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广
关
键  
？ 



数量、规格、技术参数如何确定？ 

 应用场所的技术要求 

       应用标准（场所评价指标） 

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色温、眩光等 

显色指数、色温产品自身的性能 

                   ——— 企业提供 

照度、均匀度、眩光如何得到？ 

                   ——— 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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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zhaojianping@cab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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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技术参数？ 

 显色指数、色温 

 配光曲线（光强分布） 

 利用系数 U 

 最大允许距高比 

企业提供了吗？不提供设计师如何用？ 

 经济分析比较（相同照度、相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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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最关心什么？ 

 技术参数是否满足应用场所要求？ 

   （显色指数、色温、防护等级） 

 是否提供了设计所需要的参数？ 

   （配光曲线、利用系数、概述图表） 

 与传统照明比较优越性在哪里？ 

   （效能、功率、规格、型号） 

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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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设计师
的最爱 



LED应用于室内满足的条件（性能指标）： 

 显色指数：不低于80 

 眩光：未必追求高光效 

 色温不宜太高：标准规定色温不宜高于4000K 

 要限制色容差：标准规定色容差应低于5 SDCM 

 灯具最低能效（Lm/W） 

 产品安全标准（光生物、谐波、电磁兼容等） 



对于LED产品的建议： 

光效（效能）并非光效越高越好 

光效： 100 ～150lm/W         寿命：2.5 ～3.0小时 

确保性能的稳定、一致及可接受的性价比 

达到满足场所需要的技术参数（设计标准） 

色温：低于4000K（2700、3000、3500、4000） 

显色指数：80 或85 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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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产企业的建议： 

 提高产品创新力，避免简单模仿 

 提高企业自身管理水平 

 提高产品稳定性能 

 自主形成自己的规格、型号 

 密切联系实际，提高研发能力 

 提高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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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色容差小于 5SDCM，能否做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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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色容差小于 3 SDCM，能否做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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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半导体照明的思考：创新！！！ 

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创新！！！ 

产品设计的创新！！！ 

工程设计应用的创新！！！ 

充分发挥半导体特点！！！ 

…………………………！！！ 

提高照明品质，促进照明行业技术进步！ 



对未来半导体照明的思考：创新！！！ 

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创新！！！ 

产品设计的创新！！！ 

工程设计应用的创新！！！ 

充分发挥半导体特点！！！ 

…………………………！！！ 

提高照明品质，促进照明行业技术进步！ 



半导体照明带来机遇和挑战 

设计师做什么 ？？？ 

企业做什么 ？？？ 

专家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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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问题 



四、专家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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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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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 

半导体照明遍布在室内照明各个角落 

半导体照明在室内会有更大发展潜力 

半导体照明在室内照明发展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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