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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 概概 述述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其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消耗更多的能

源，因而面临着很大的能源和环境压力，引进节能市场新机制是缓解环境压力十

分有效的途径。

中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中，节能目标为：到 2010年每万元 GDP能耗

比 2005年降低 20%左右。减排目标为：到 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

我国“绿色照明工程项目”的主要目标：推进照明节电，到 2010年实现照

明节电 10%。

在诸如酒店、办公楼宇、教育机构等场所，照明所消耗的能源已经占到超过

总能源消耗的 38%以上。随着能源价格的增长，这就使得现代照明控制成为能源

节约措施中的核心问题。

照明用电占了其总能源消耗的很重要部分，通过有效的灯光控制系统能明显

降低能耗。

澳大利亚 Hysine系统不仅使照明更加有效率，而且它们能和冷源、热源、

通风和空调系统及其它建筑系统设施互相作用实现更高效的能源节省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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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 灯光系统概述灯光系统概述

一、 灯光控制使用的目的

1、 智能化的控制方式：

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可以使照明系统工作在全自动状态，系统将按预先

设定的若干工作场景进行工作，这些状态会按预先设定的时间或末端传感器相互

自动的切换。例如，当一个工作日结束后，系统将自动进入晚上的工作状态，自

动并极其缓慢地调暗各区域的灯光，同时系统的移动探测功能也将自动生效，将

无人区域的灯自动关闭，并将有人区域的灯光调至最合适的亮度。

此外，还可以通过编程随意改变各区域的光照度，以适应各种场合的不同场

景要求。智能照明可将照度自动调整到工作最合适的水平。例如，在靠近窗户等

自然采光较好的场所，系统会很好地利用自然光照明，调节到最合适的水平。当

天气发生变化时，系统仍能自动将照度调节到最合适的水平。总之，无论在什么

场所或天气如何变化，系统均能保证室内照度维持在预先设定的水平。

2、 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率：

传统照明系统中，配有传统镇流器的日光灯以 100Hz的频率闪动，这种频

闪使工作人员头脑发胀、眼睛疲劳，降低了工作效率。而智能照明系统中的可调

光电子镇流器则工作在很高频率（40~70kHz）不仅克服了频闪，而且消除了起

辉时的亮度不稳定，在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环境的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3、 节能效果：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使用了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能对大多数灯具（包括白炽

灯、日光灯、石英灯，配以特殊镇流器的钠灯、水银灯、霓虹灯等）进行智能调

光。当室外光较强时，通过光感探测器,把室内照度自动调暗，室外光较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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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照度则自动调亮，使室内的照度始终保持在恒定值附近，从而能够充分利用

自然光实现节能的目的。

并且通过多样的控制方式，如探测器触发，时间触发，场景的触发来充分的

达到最高的灯光利用率，减少了不必要的消耗。

4、 提高管理水平，减少维护费用：

通过配套集成软件的智能化管理，不仅使建筑的管理者能将其高素质的管理

意识运用于照明控制系统中去，而且将大大减少建筑的运行维护费用，并带来较

大的投资回报。

除此之外，智能照明的管理系统采用设置照明工作状态等方式，通过智能化

管理实现节能。

5、 几大特点：

先进性：不仅应该保证目前的先进性，而且还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开放性：开放系统对用户有极大的好处，尤其在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降

低了维修和管理费用，系统重新配置和技术升级换代变得更加容易。

适用性：系统整体和各功能环节都预留有足够的容量。

经济性：在保证先进性和适用性的前提下，力争以最小的经济代价，以最低

的运行维护费用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可扩展性：当系统功能变化，用户数增加时，可以直接连接一台机器即可。

可管理维护性：通过友好的图形化接口进行管理和系统维护。

二、 智能照明系统的节能分析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对能源的利用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中管理，减少人为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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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办公建筑中，人为造成照明能源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无论房间有人还

是没人，经常是“长明灯”。智能照明系统既能分散控制又能集中管理，在建筑的

中央控制室，管理人员通过远程控制即可关闭无人房间的照明灯。

 每天管理人员上班开灯时间为一个小时（人员浪费）

 每天管理人员下班关灯时间为一个小时（人员浪费）

 平均每个回路每天少运行一个小时（时间节能）

 每回路每天运行 10小时计算，实际节省电力为 10%

2、自动调光，充分利用自然光：

智能照明系统中的光线感应开关通过测定工作面的照度，与设定值比较，来

控制照明开关，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达到节能的目的，也可提供一

个不受季节与外部气候环境影响的相对稳定的视觉环境。

3、自动调光，保持照度的一致性：

一般照明设计师对新建的建筑物进行设计时，均会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灯具的效率和房间墙面反射率会不断衰减。因此，其初始照度均设置得较高，这

种设计不仅造成建筑物使用期的照度不一致，而且由于照度偏高设计造成不必要

的浪费．采用智能照明系统后，虽然照度还是偏高设计，但由于可以智能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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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根据日照自动调节灯

*每天光线充足时间为3个小时

*平均每个回路每天少运行1.5个

小时

系统将会按照预先设置的标准亮度使照明区域保持恒定的照度，而不受灯具效率

降低和墙面反射率衰减的影响，这也是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可节约能源原因之一。

安装便捷，节省线缆：

Hysine和欣 智能照明系统采用两芯屏蔽双绞线控制，用总线将系统中的各

个输入、输出和系统元件连接起来，大截面的负载线缆从输出单元的输出端直接

接到照明灯具或其他用电负载上，而无须经过智能开关。由于系统仅在输出单元

和负载之间使用负载线缆连接，与传统控制方法相比节省了大量原本要接到普通

开关的线缆，也缩短了安装施工的时间，节省人工费用。

4、延长灯具寿命：

灯具损坏的致命原因是电网过电压，只要能控制过电压就可以延长灯具的寿

命。智能照明控制系统采用软启动的方式，能控制电网冲击电压和浪涌电压，使

灯丝免受热冲击，灯具寿命得到延长。通常能使灯具寿命延长 2~4倍，大大减少

更换灯具的工作量，有效地降低了照明系统的运行费用，对于大量使用灯具和安

装困难的区域具有特殊的意义。

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不仅可满足便捷控制、灯光效果等要求，而且由于可

观的节能效果（节电可达到 20%～50%）及灯具寿命的延长（灯具寿命延长 2～

4倍），又能在降低运行费用中得到经济回报，还能省去常规照明所需的大部分

配电控制设备，大大简化和节省穿管布线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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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系统还有潜在的价值回报，如智能控制系统能使整个系统工作在使

人最舒适的状态，从而保证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了工作效率。智能照明控制

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建筑领域，无论室内、室外、大小场合无处不可应用。

随着 Hysine智能照明系统在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将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

的优点，给用户带来各种各样的功能，并在智能建筑技术的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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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 项目方案设计项目方案设计

一、 方案设计思路

一座豪华酒店建筑，如何提高它的综合管理水平并为使用者营造舒适的环境

是建设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灯光亮化不仅能在不同的功能区域营造舒适的环境，实现统一的管理，在一

些公共区域能够起到节能、环保的功效。

从系统设计来论，它要控制照明光源的发光时间、亮度去配合不同场合的不

同场景，而且还要考虑到智能化的管理和简单化的操作，并具备适应未来照明布

局和控制方式变更等要求。

另外根据我们对国内外类似建筑的研究分析得到如下的结论，照明用电量约

占整个建筑能耗的 1/3左右。因此，做好照明设计，选择合理的照明方案，配置

先进的控制系统，加强照明控制设计，已成为另一个重要设计内容。它不仅能有

效节约能源，降低用户运行费用，还可提高整个建筑的管理水准。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酒店各个不同区域的广泛应用，照明控制系统仅

仅达到上述要求已远远不够。业主和设计师希望酒店照明控制系统不仅仅满足使

用要求，他们希望在系统控制场景变化的同时，还应做到便于管理和节省能源。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a) 酒店对客人要强调第一印象，要求利用明暗有序和适度的照明环境让人

进入酒店就感受到典雅舒适的气氛。

b) 酒店的主要功能区如： 宴会厅、会议厅、多功能厅等需要因不同的场面

而变幻的灯光效果，以营造出不同的照明环境。

c) 酒店管理要求能够对酒店内所有公共区域的灯光实施监控。

d) 外墙泛光照明可烘托出整个酒店建筑的宏伟气派以吸引更多的客人。

e) 酒店的照明耗电约占整个能源的 35%左右，要求通过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达到节省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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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酒店的灯具数量多，品质高并十分昂贵，要求通过控制系统可延长灯具

寿命，降低酒店运行费用。

因此我们在设计灯光控制系统时把主要问题放在：

1、如何提高它的综合管理水平；

2、并为客人营造幽雅舒适的环境；

3、高度的智能化和方便灵活的控制；

4、把节能环保带到我们的系统中。

二、 系统功能的实现

根据酒店工程的特点及智能照明的需求，本系统将根据不同场所的照明特

点，采用不同的智能控制方案，以实现分散式智能照明控制。

三、 控制区域划分及详细方案

我们按设计需求，根据工程照明设计的情况，把建筑按照功能的不同分成若

干区域，各个功能区域的照明具有不同的特点，应当分别对待，采用不同的系统

以达到效果的最优化。

 大堂、过厅

大堂是进入建筑必经之路，是光临的第一感觉，其灯具的选用和灯光布置不

只是为了大堂照明的需要，更应考虑照明的气氛及照明与建筑装璜的协调，最大

限度地为每一个进来办公和公务的人提供一个舒适、端庄的光环境。

 使大堂实现真正的智能管理。整个大堂的灯光由系统自动管理，系统根据大

堂运行时间自动调整灯光效果。

 大堂接待区安装可编程控制面板，根据接待区域各种功能特点和不同的时间

段，可预设 4种或 8种灯光场景；同时，工作人员也可进行手动编程，能方

便地选择或修改灯光场景。

 可延长灯具寿命 2－4倍，对于保护昂贵的水晶吊灯和难安装区域的灯具有

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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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厅和休息厅的工作台上放置灯光控制主机，我们可以预先设定自动工作

模式：如白天上班时间 8点钟自动开启接待大厅的灯光，随着太阳光线强度

的变化，我们把白天的工作时间段分为 3个部分开启，早上开启 80%的灯光，

中午的时候开启 50%的灯光，同时在工作人员下班午餐的时间段内灯光自动

调节到 30%，等人上班后，恢复到下午模式，灯光回到 50%。

 在接待厅，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控制主机手动的调节单一回路的灯光亮度 ，

在主控器上将会数字显示出当前的灯光调节百分比，以方便人员微调到合适

的某回路灯光强度。

在这些区域我们可以和业主进行沟通配合调试出以下场景：隆重迎宾模式

（夏天、白天）、一般迎宾模式（夏天、白天）、隆重迎宾模式（冬天、白天）

一般迎宾模式（冬天、白天）、隆重迎宾模式（晚上）、一般迎宾模式（晚上）、

平时模式（白天）、平时模式（晚上）、平时模式（上午）以及平时模式（下午）

等等。

区 域 方 式 描 述

大 堂 自动模式

时间控制

6:00-9:00：大堂人流量比较多，客人处于退房和

早餐的时间。而此时的室外阳光属于渐渐升起状态，则

在此时间段将前台灯光调整至 70%，走道调整至 50%；

大堂灯光调整至 70%。

9:00-11:00&14：00-17：00：此时间段室外灯光比

较明亮，而这段时间处于入住低峰和就餐低峰区，故将

前台灯光调整至 50%、走道灯光调至 50%；大堂灯光调

整至 40%

11:00-14:00&17：00-21：00 此时间段为餐饮客情

高峰区，因此前台、走道、大堂灯光统一开至 70%。

21：00-23：00：为夜间模式，保留前台灯光开启

至 50%，走道灯光开启至 40%，突出前台迎宾区，大堂

灯光开启至 40%。

23：00-6：00：为打烊模式，前台灯光开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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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道灯光开启至 30%，大堂灯光关闭

八种场景，

面板进行控

制

全开模式、全关模式、一般模式（白天）、一般模

式（晚上）、节日模式（白天）、节日模式（晚上）、

迎宾模式（白天），迎宾模式（晚上）

——可根据具体情况调节

在设置完成后，以后整个大堂区域的灯光将按照时间的变化自动的进行场景

的更替。

具体场景灯光调节，可根据区域的室内装饰效果与陈设物品的特点，同时结

合设计要求、习惯等设定调节。

 大堂接待厅

接待厅的工作台上放置灯光控制面板，我们可以预先设定自动工作模式：

如白天上班时间 8点钟自动开启接待大堂的灯光，随着太阳光线强度的变化，我

们把白天的工作时间段分为 3个部分开启，早上开启 80%的灯光，中午的时候开

启 50%的灯光，同时在工作人员下班午餐的时间段内灯光自动调节到 30%，等人

上班后，恢复到下午模式，灯光回到 50%。

在接待厅，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控制面板手动的调节单一回路的灯光亮

度 ，以方便人员微调到合适的某回路灯光强度。

 宴会厅

宴会厅采用多种可调光源，通过智能调光始终保持最柔和最舒适的灯光环

境。根据一天的不同时间，不同用途精心地进行灯光场景预设置，使用时只需调

用预先设置好的最佳灯光场景，使客人产生新颖的视觉效果。

宴会厅作为一个重要的接待场所不同于会议大厅, 灯光场景的设置既要体

现大厅的高贵与华丽,同时又要显示主人的热诚与好客, 使客人产生宾至如归的

感觉.因此可以根据洽谈的内容以及进行的状态,精心设计不同的场景模式,我们

建议厅内设置如下几个常用基本场景模式：



11

迎宾场景： 当客人开始入场时,主灯逐渐点亮,其他回路逐渐开启, 同时打

开音乐电源,播放迎宾曲,烘托热闹祥和的迎宾场景。

致辞场景：当客人全部入座后, 主人需要致辞以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感谢,

此时主人讲话区域灯光调亮,周围区域的灯光关闭,水晶灯的灯光调暗,将主要的

亮点集中在主人身上。

宴会场景：致辞完毕后进入宴会场景,此时需要将宴会厅四周灯光以及走道

灯光调暗, 同时将中央区域光线集中在每个桌面上, 突出食物的精美和用餐的

欢快氛围。

祝酒场景：当宴会进行一段时间后, 主人需要到每个桌面祝酒,此时需要将

主要亮点集中在主人活动的区域,当主人达到一个桌面时,其他区域的灯光稍微

调暗,同时主人所在的桌面光线调到最亮,依次类推,体现主人的诚挚与热情。

送客场景： 当宴会行将结束时, 可逐渐调暗中央吊灯,光带,掩饰用餐后凌

乱的感觉,同时调亮周围的灯光和走道的灯光, 调亮主人送客的区域, 衬托主人

送客的环境氛围。

清洁场景：当客人全部离去后, 将贵重吊灯和光带关闭,将其他灯光调亮,

便于清洁人员清洁每个角落, 并且通过预先的时间设定, 逐渐关闭清洁过的区

域灯光, 既节约能源又保护贵重灯具。

酒会场景：当在 VIP 厅举行酒会时, 可将整个大厅分成若干个小区域,在这

些区域内的光源调亮,同时将周围光源调暗, 关闭中央的吊灯, 优雅恬静, 轻松

愉快的交谈环境能使与会者心情舒畅,流连忘返。

 会议厅、多功能厅

会议室是酒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场景设置，将会议室场景设置为普

通会议状态、多媒体会议状态、投影状态、清扫状态等多个场景。 当会议开始

时，主持人通过遥控器打开开会模式，桌面上方灯光调亮，以保证 300～400 勒

克司，而周围背景灯光慢慢调低到原有水平的 30～ 40。当观看多媒体介绍时，

主持人呼出多媒体场景，桌面上方灯光调低，但还保持一定照度，以便听众可以

做笔记。周围环境灯光与投影幕前灯光慢慢熄灭。电动窗帘慢慢放下、电动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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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打开，演讲开始。打扫时，清洁人员可在墙上的场景开关中呼出该灯光状态，

此时只有部分灯被打开到 70%，既保证清洁人员有足够的工作照度、又节省了能

源。

对于用做为中小型会议室，我们推荐编制各种灯光组合，来达到一键实现，

并且可利用遥控器做现场进行切换，我们让灯光亮度进行度无级调节，配合场景

组合，形成有层次的照明效果。具体的场景可有几种：

对于会议室一般可作以下的场景设置：

会议准备场景： 在会议开始前，工作人员可按一下安装在会议室门口的智

能面板上的<会议准备场景>键，系统可将会议室某几个回路的灯光调整到半亮得

状态，或者仅将筒灯全部点亮, 即保证了一定的照度方便会议准备,同时又节省

了一些能源.

一般会议场景：当与会者进入会场时, 工作人员可按一下智能面板上的<一

般会议场景>键，系统则可把刚才调到半亮状态的灯光回路调整到全亮，随着与

会人员增加,会议大厅内所有灯光全亮, 预示者会议即将开始.

会议进行场景：当会议开始时,工作人员可按一下智能面板上的<会议进行

场景>键 除了主席台上方外, 其他区域灯光将全部关闭, 同时主灯将调整到70%

左右的亮度, 既能使与会人员集中注意力,同时也方便与会人员可清楚地看清文

件及做好记录.

会议讨论场景：当会议进行主题研讨时,工作人员可按一下智能面板上的<

会议研讨场景>键, 主席台上灯光不变, 开会听众区域调暗,突出墙面上会议主

题,调亮周围区域荧光灯光,营造轻松休闲但不失严肃的氛围.

会议演示场景：当会议需要做一些幻灯投影或者演讲时,工作人员可按一下

<会议演示场景>键, 此时, 投影屏幕自动下降, 屏幕上方灯光在相同时间变暗

和关闭, 实现连动效应, 同时其他区域的灯光将调整到60%左右的亮度. 既方便

与会者清楚地看到屏幕上的内容,同时也能保持一定亮度方便与会人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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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休息场景：当会议进入休息状态时, 工作人员按一下控制器上的<会议

休息场景>键, 此时所有的荧光灯将逐渐变暗,直到处于关闭,而与此同时,四周

回路将关闭部分回路, 既节约能源又能营造轻松休闲的气氛.

会议结束场景：当会议即将结束时, 工作人员可按一下控制器上的<会议休

息场景>键, 此时,非通道区域的灯光将逐渐变暗以及非通道区域的灯光回路关

闭, 同时通道区域的灯光逐渐变亮, 既预示者会议的结束同时又保证与会者离

开会场所需要的照度, 营造欢送与会者离开的环境气氛, 通道区域的灯光通过

预先的时间设定将在会议结束后 30 分钟内自动关闭.

会议清洁场景：会议结束后，清洁人员进入会议室按一下控制器上的<会议

清洁场景>键，系统可将所有的灯光回路调到较亮的状态，便于清洁人员有足够

的亮度清扫会议室的每一个角落。并根据预先的时间设定,逐渐关闭清洁过的区

域的灯光, 保证节约能源.

多功能厅主席台灯光以筒灯和投光灯为主；听众席照明以吊顶灯槽、筒灯和

立柱壁灯为主。其中主席台可增加舞台灯光以满足演出的需求，其控制由舞台灯

光、音响专业设备控制。多功能厅可根据其使用功能不同设立多种模式，如：

报告模式：应以突出发言人的形象为主，主席台筒灯亮度在 70%-100%之间，

透光灯适当开启，以不影响发言人感觉为原则；听众席以筒灯（亮度 80% ）为

主，方便与会人员记录，同时壁灯全部开启。

投影模式：主席台只留讲解人所在位置筒灯亮度在 50%； 听众席以筒灯由

前排至后逐渐增亮，壁灯全部开启。投影模式时可增加对投影仪的红外控制。

研讨模式：所有灯光全部开启，亮度 90%-100%。

入场模式：听众席灯槽、筒灯和立柱壁灯全部开启亮度 100%， 主席台筒灯

亮度 50% 。

退场模式：听众席灯槽、筒灯和立柱壁灯全部开启亮度 100%。

备场模式：主席台筒灯与听众席筒灯亮度均在 70%。

以上所有模式场景变换，均设置淡入淡出时间 1-100 秒可调，保持场景切换

不影响会议进程和视觉效果。为方便工作人员平时进出该场所，在多功能厅外设

置两键开关，当需要进入时只需点击进入开关，室内自动打开部分灯光，满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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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效果；当清场结束，关门后，只需点击清场开关，即可关闭所有灯具。 同时，

在投影模式时可增加对投影仪的红外控制。

 西餐厅、自助餐厅

每个餐厅、包房预置多种灯光场景效果。餐厅、包房内采用多种可调光源，

通过智能调光控制始终保持最柔和最优雅的灯光环境。可分别预设 4种或 8种灯

光场景，也可由工作人员进行手动编程，能方便地选择或修改灯光场景。带场景

选择键的智能控制器安装在人口处，客人可自主改变就餐时的灯光场景。

西餐厅、自助餐厅等采用多种可调光源，通过智能调光始终保持最柔和最优

雅的灯光环境。可分别预设 4种或 8种灯光场景，也可由工作人员进行手动编程，

能方便地选择或修改灯光场景。

 公共区域（走廊）

以上区域是人员流动最集中的区域，且时间性非常的强，在白天人流量较大，

相对夜晚则人员稀少。一般公共区域的最佳照度为 150LUX-300LUX，使用灯光

控制结合季节、时间、天气等不断变化的条件，随时调用预先设计的场景满足实

际的需求。我们采用灯光回路的开关及探测器控制模式，结合远程的面板操作，

快速有效地变化场景迎合不同的环境。

走廊还可以采用定时控制的方式对灯光进行自动控制，上班时间定时开启，

下班时间自动关闭 70%的灯光，只保持基本照度。便于管理、节能。

公共通道考虑采用现场智能面板开关控制、定时控制及中控计算机集中控制

相配合的方式，非使用期间保证只有 30％的灯光常亮，保持基本照度，走道灯

在使用期间可手动或自动全部打开，控制灵活、方便，同时便于集中管理。

走廊跳灯开启，合理分配开灯时间。时间定时控制，节约管理成本。各出入

口处有手动控制开关，可根据需要手动控制就地灯具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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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 技术服务及质量保证技术服务及质量保证

我公司将对买方提供三次技术培训:

安装前的培训.

开通调试前的培训.

安装调试后的使用培训.

我公司对灯光控制产品的授权工程商做了系统的认证培训，在后期的使用过

程中如出现确实为产品的质量问题，绝对保证第一时间把所需更换的产品送达现

场，由工程商检测维修。

如贵司选用我公司系统产品，我公司保证 2年的有限质保。

具体条款如下：

1.维护人员：

维护人员全部经过系统培训，任何一人都具备独立调试维护整个照明控制系

统的能力。在贵处使用我司产品期间，如人员发生工作变动（如离职等），我公

司承诺将保证有同等或更高资历的工程人员为贵司提供维护。

2.有限保修条款：

工程完毕 2年内，此期间的非人为、非不可抗力故障，我公司承诺全部免费

予以维护。此期间的非人为、非不可抗力的其他故障，我公司承诺只收取少许人

工费和元器件成本费。

3.响应和巡检条款：

每月一次为贵处灯光控制系统提供例行维护检查。

接故障报告 24 小时内到场。

4.培训条款：

a. 系统安装调试完毕交工后，立即组织贵方相关人员培训一次。

b. 如系统管理人员更换，我公司将随时予以培训新管理人员。

5.培训效果

一般操作人员:

熟悉智能照明管理系统结构,了解系统软件知识。

熟识设备,了解系统硬件构成。

能熟练地操作系统。



16

能修改操作人员级别范围内的设定值。

能简单维护系统。

高级管理人员:

具备一般操作人员所有的技能。

建立完善良好的系统管理制度。

能修改高级别密码的设定值。

能了解高级别密码的系统现状及历史资料。

能方便灵活地修改系统设置，并进行软件编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