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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概述

“节能、智能科技与美学，21 世纪建筑业的主题。”

现代建筑中照明系统对于能源的消耗已经高达 35%，建筑界已经引入“绿色”照明的

概念，其中心思想是最大限度采用自然光源、设置时钟自动控制、采用照度感应和动静传感

器等新技术。

同时，现代电子技术已为我们和生活方式带来无数的乐趣。如何让应用电子技术实实在

在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多彩！让我们的建筑也会随心而变——

建筑是永恒的，音乐是流动的，灯光是多变的！让灯光自由组合，将大厦变得绚丽多姿！

2、系统功能和优点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在高档办公楼中应用的功能和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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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照明控制智能化

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后，可使照明系统工作在全自动状态，系统将按预先设置切换

若干基本工作状态，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自动地在各种工作状态之间转换。例如，上午来临时，

系统自动将灯调暗，而且光照度会自动调节到人们视觉最舒适的水平。在靠窗的区域，系统智

能地利用室外自然光，当天气晴朗，室内灯会自动调暗；天气阴暗， 室内灯会自动调亮，

以始终保持室内设定的亮度（按预设定要求的亮度）。

当夜幕降临时，系统将自动进入“傍晚”工作状态，自动地极其缓慢地调亮各区域的灯光。

此外，还可用手动控制面板，根据一天中的不同时间，不同用途精心地进行灯光的场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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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改变各区域

的光照度。

2、美化服务环境吸引宾客光临

好的灯光设计能营造出一种温馨、舒适的环境，增添其艺术的魅力。人员对办公楼的

第一印象是办公楼大堂接待区域，高雅别致的光环境可给予人员一种宾至如归的感

觉，增添人员对写字楼的好感，亲切而又温馨。

高档办公楼内包括餐厅、会议室、多功能厅等，利用灯光的颜色、投射方式和不同

明暗亮度可创造出立体感、层次感，不同色彩的环境气氛，不仅使人员有个

舒适的居住环境，而且还可以产生一种艺术欣赏感。

3、可观的节能效果

办公楼除了给人员提供舒适的环境外，节约能源和降低运行费用是业主们关心的又一

个重要问题。由于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能够通过合理的管理，根据不同日期、不同时间按照各

个功能区域的运行情况预先进行光照度的设置，不需要照明的时候，保证将灯关掉；在大

多数情况下很多区域其实不需要把灯全部打开或开到最亮，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能用最经济的

能耗提供最舒适的照明；系统能保证只有当必需的时候才把灯点亮，或达到所要求的亮度，

从而大大降低了办公楼的能耗。

4、延长灯具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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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损坏的致命原因是电压过高。灯具的工作电压越高，其寿命则成倍降低。反之， 灯具

工作电压降低则寿命成倍增长。因此，适当降低灯具工作电压是延长灯具寿命的有效途径。智能

照明控制系统能成功地抑制电网的冲击电压和浪涌电压，使灯具不会因上述原因而过早损坏。还

可通过系统人为地确定电压限制，提高灯具寿命。智能照明控制系统采用了软启动和软关断技术，

避免了灯丝的热冲击，使灯具寿命进一步得到延长。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能成功地延长灯具寿命 2-4 倍。不仅节省大量灯具，而且大大减少更

换灯具的工作量，有效地降低了照明系统的运行费用，对于难安装区域的灯具及昂贵灯具

更具有特殊意义。

5、可与其他系统联动控制

智能照明可与其他系统联动控制，例如 BA 系统，监控报警系统。当发生紧急情况

后可由报警系统强制打开所有回路。

6、提高管理水平，减少维护费用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将普通照明人为的开与关转换成了智能化管理，不仅使写字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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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同时将大大减少写字楼的

运行维护费用，并带来极大的投资回报。

3、设计要求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 16-2008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50314-2006

 《智能建筑评估标准》DG/T08-2001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339-2003

 《智能建筑施工及验收规范》(DG/TJ08-601-2009 J10111-2010)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电气装置标准图集、建筑电气安装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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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原则

本方案设计将着重从以下原则出发：

先进性：整个系统选型应与同类产品技术发展趋势相吻合，保证系统整体的先进性、

技术寿命及后期投资的可延续性；

实用性：系统应着重解决智能照明系统的主要实际应用，力求实用，做到操作尽量

简单直观，维护方便；

可靠性：选择系统及设备时，不能一味地追求设备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考虑其技

术的成熟程度，还必须采取多种措施考察系统的可靠性，使其长期地发挥其功效；

模块化：系统应满足在扩充及更换部分设备时的通用性及可替换性；

可扩容性：系统的设备配置及选型，应允许再扩容，而且做到随着技术和形势的发

展扩容升级简便。

4.设备选型

4.1 选型原则

根据海南三亚中铁子悦薹智能照明系统的具体功能需求，以及国内外智能照明技术

的发展现状，智能照明系统的设备选型建议按以下三项原则：

（1）所选产品品牌必须有良好的性价比；

（2）该品牌在国内有大量的实施案例，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市场占有率，产品线齐

全；

（3）良好的售后技术支持队伍，能快速响应应急情况，在本地拥有备品备件库。

4.2 具体产品选型

结合上述考虑，本次智能调光系统所有设备均选用智惠联智能 Z-bus 系列产品。智

惠联智能 Z-bus 系列智能调光系列产品，不仅是智能调光界公认的优质品牌产品，且均

经过多年的工程经验验证，是性能非常优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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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计方案

海南三亚中铁子悦薹智能照明系统设计酒店大堂主入口、大堂休息区、大堂服务

台、内花园出口、大堂电梯厅、咖啡厅入口、咖啡厅餐饮区、咖啡厅走廊照明、咖啡厅

吧台、咖啡厅卫生间的灯光智能控制，其余智能描述具有相似性，本系统可以根据预先

设定的时间自动地在各种工作状态之间转换，可以美化服务环境吸引来宾光临，而且还

可以节约能耗，延长灯具寿命，这是其突出的直观表现。

5.1 酒店大堂

5.1.1 大堂主入口照明控制

酒店大堂注入口是客人进入酒店的必经之路，是光临大楼的第一感觉，其灯具的选

用和灯光布置不只是为了酒店照明的需要，更应考虑照明的气氛及照明与建筑装璜的协

调。作为一个高档酒店的大堂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客人提供一个舒适、优雅、端庄的光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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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主入口出设置智能照明按键型智能控制面板，主要对酒店主入口处各类灯具

进行场景设置。场景可以根据照度和时间进行设置，也可以根据后期客流量的多少

进行后期修改。

●根据智能照明系统的施工经验，以及借鉴其他酒店的设置经验，大堂主入口处的

照明回路进行调光控制；

●智能控制面板的最后两个键，分别设置为渐亮和渐暗功能，允许酒店管理人员后

期根据要求进行灯光调整。

5.1.2 大堂休息区照明控制

酒店休息区是酒店入口与服务台的过渡区域，主要满足入住宾客和来访客户暂

时休息的地方。酒店休息区不仅要让入住客户能感觉到酒店的高档，还可以跟来访

客户留下美好的印象，为酒店做形象宣传，所以灯光控制方式更应该注意，所以我

们设计了触控式智能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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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模式：时间设置为 19:00-22:00，因为该时间段是客人入住的高峰期，所

以该区域各类照明灯具的照度都调整到 100%，衬托出酒店装修效果。

●白天模式：时间设置为 6:00-19:00，因为白天自然光比较强，借助大堂大面积

的建筑天窗，所以该区域灯具灯光照度都设置为 43%，既满足了照明需要，又节约了能

源。

●深夜模式：时间设置为 22:00-6:00，22:00 以后入住客人比较少，酒店进入休息

时间，所以该区域所有灯具灯光照度调整到 30%。智能化的使用，不仅节省了能源，也

节省了人工成本。

5.1.3 大堂总服务台照明控制

酒店总服务台是入住和来访客户经常驻足的地方，该区域灯光照度应该尽量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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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避免眩光，以满足签收单据和交流的需要。总服务台我们设置了具有触控功能的智能

化面板，不仅功能强大，而且档次也比较高。

● 集控模式：酒店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该控制面板上的功能键对酒店主入口处，酒

店休息厅，酒店走廊灯光照度进行控制，并让系统学习下这种设置，在以后的应用中进

行功能调用。灯光照度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节日模式：设置一些照明场景进行调用，一般时期使用常态化场景控制模式，如

有重大节日，或者重要来宾时，调用已经存好的场景设置，结束后再选择普通场景设置

返回。灯光照度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5.1.4 内花园出口照明控制

内花园与室内的过渡空间,起到强调和引导作用，照度要求 200-250lux；本空间有大

面积玻璃幕墙，白天自然采光照度能部分补充室内空间照明。为体现酒店风格，并兼顾

装修效果，我们建议选用触控式智能照明面板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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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式：时间设置为 19:00-22:00，该区域所有灯光照度调整为 100%，满足酒

店内花园功能性使用。

●白天模式：时间设置为 6:00-19:00，该区域所有灯光照度调整为 50%，让自然光

补充室内空间照明。

●深夜模式：时间设置为 22:00-6:00，因为这个时间段参观人员比较少，灯光照

度会自动调节到 30%，既满足了基本照明要求，也节省了能源。

5.1.4 大堂电梯厅照明控制

电梯厅前没有自然采光，需要 24 小时照明，为了节省能源，对该区域的不同灯具

进行分类，分时间控制，我们建议在该区域设置按键式智能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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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模式：时间设置为 6:00-22:00，该时间段内，灯光照度设置为 100%，满足

酒店运营需要。

●晚间模式：时间设置为 22:00-6:00，该时间段内，灯光照度设置为 30%，满足基

本照明需求即可。

5.2 酒店咖啡厅

5.2.1 咖啡厅入口照明控制

咖啡厅入口处照明，不仅有该区域的各类灯具提供，也与空间大面积玻璃幕墙提供

的自然光相配合，所以根据设计需要，我们建议在该处设置按键式智能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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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式：时间设置为19:00-22:00，该时间段为咖啡厅主营业时间，所以该区

域灯光照度调整为100%。

●白天模式：时间设置为6:00-19：00，该时间因为可以借助自然光照明，所以该

区域灯光照度调整为50%。

●深夜模式：时间设置为22:00-6:00，该时间段为咖啡厅休息时间，所以灯光照度

调整到30%。

5.2.2 咖啡厅餐饮区照明控制

咖啡厅餐饮区是休闲、娱乐、等候的地方，灯光效果为营造不同的氛围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营造气氛，咖啡厅餐饮区的灯具我们做调光控制。

在咖啡厅餐饮区中安装触控式智能控制面板和按键式智能控制面板进行搭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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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进行控制，可对每一路灯光进行开闭及调光控制，也可预先设置场景功能，一键来

实现不同的灯光效果。如：休闲模式、娱乐模式、洽谈模式等等。以上灯光模式均可根

据用户要求随时进行改动。

在咖啡厅餐饮区比较重要的地方设置触控式智能控制面板，可以对各个小区域的灯

光进行群控；各个小区域的灯光控制则使用按键式智能控制面板进行单独控制。

●休闲模式：筒灯灯光调节至 50%，射灯关闭，卤素灯 60%，LED投光灯 30%，营

造温馨舒适的休息环境。

●娱乐模式:筒灯灯光调节至90%，射灯60%，卤素灯80%，LED投光灯50%，营造出热

烈，欢快的场景。

●洽谈模式：筒灯灯光调节至100%，射灯90%，卤素灯100%，LED投光灯100%，营造

严肃，正式的场景。

5.2.3咖啡厅走廊照明控制

咖啡厅走廊照明灯光全是有筒灯提供，而走廊是客户在咖啡厅浏览的一个重要场

所，配合酒店需要展示的物品，为客户构造一个了解酒店的环境。我们建议咖啡

厅走廊设置触控式智能控制面板，一方面提高了酒店的装修档次，另一方面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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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控制效果更加明显。

●工作模式：筒灯灯光调整到100%，让客户能看清整个咖啡厅的走廊展示效果。

●休闲模式：筒灯灯光调整到60%，满足整个走廊的基本照明要求即可。

●清扫模式：筒灯灯光调整到80%，满足工作人员进行环境清扫任务。

5.2.4 咖啡厅吧台照明控制

咖啡厅吧台灯光主要有卤素灯和LED灯提供，并且这些灯具都满足可调光的功能，

并且吧台是客户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和签单的主要场所，所以在吧台位置我们设

置了触控式智能控制面板。



深圳市智惠联智能控制有限公司

智能照明●创新生活 16

●集中控制模式：在触控式智能控制面板上设置可以控制主入口，餐饮区，走廊等

区域的功能按键，实现集中控制功能，方便吧台工作人员管理整个咖啡厅。

●工作模式：卤素灯照度调整到100%，LED灯调节到80%。照度也可以根据现场装修

风格来设置，避免发生眩光。

●休息模式：客人比较少的时候，吧台卤素灯照度调整到60%，LED灯照度调整到50%，

满足基本照明要求即可。

5.2.5 咖啡厅卫生间照明控制

咖啡厅卫生间照明一方面要满足酒店运营基本照度的要求，一方面也要考虑深夜情

况时的节能，所以我们在该处设置按键式智能控制面板，进行分时间段照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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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式：时间设置为6：00-22:00，这时候的防雾筒灯和LED射灯照度都调节到

100%。

●深夜模式：时间设置为22:00-6:00，这时候的防雾筒灯和LED射灯照度都调节到

50%。

6. 主要设备介绍

7. 6.1 系统框架结构

6.2 现场控制设备

6.2.1 开关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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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1、大功率电力磁保持继电器，节能、可靠。

2、机械式手动应急开关，紧急情况下可直接开关回路。

3、继电器开关次数统计。

4、继电器闭合时间累加。

5、模块自检及看门狗功能。

6、延时启动功能，间隔延时开灯功能。

7、信息自恢复功能，更换设备直接替换，无需重新配置信息。

技术参数：

1、工作电压： DC 24V±10%

2、最大工作电流： 60mA

3、工作环境： 温度：0℃~45℃，湿度：10%~95%

4、通信接口： RS485 总线，4位 5.08 插拔端子

5、负载接口 继电器开关输出，7.62mm 间距接线端子，接线容量：4mm
2

6、负载兼容性： 各种光源、插座、电器设备的开关控制。

7、安装方式： 35mm导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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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系统网关

电源：DC24V，用于 CPU 工作电源及网络工作电源。

主要功能：网关为系统主控器，电脑通过网关设置系统设备的工作参数和控制/读

取其工作状态。全面支持 IPAD、IPHONE、ANDROID 手机或平板电脑控制。可以将灯

光、空调、功放、窗帘、背景音乐、电视、卡拉 OK、DVD、安防报警等各种电器设

备集中控制。

定时功能：（1）内置 365 日天文时钟，闰年自动识别。

（2）可编程 7个定时时刻表，每个时刻表可设置 24 定时时刻。定时时刻到，可编

程触发一个回路、多个回路、所有回路开/关。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可以选择不同

或相同的时刻表。

（3）可以设置全年以周为时间间隔循环运行，也可以设置月或季度以周为时间间

隔循环运行，实现不同季节自动切换不同的时间表。

（4）可设置 30 个特定工作日，自动识别春节、元旦、国庆等节假日。遇到节假日

可自动按特定时间表运行。

信息备份：内置超大容量 FLASH 存储器，存储系统的所有配置信息。一旦系统的其

它设备失效，更换后可从系统网关一键恢复配置信息，无需重新通过电脑等重新配

置。极大的降低了维护难度、费用和时间。

状态指示：LED 指示 CPU、通信状态。

工作环境：环境温度 0—55℃，相对湿度 0%—95%

安装方式：标准 35mm导轨安装



深圳市智惠联智能控制有限公司

智能照明●创新生活 20

6.2.3 照度传感器

产品功能：

（1）采用微处理器数字滤波算法。

（2）探测范围、灵敏度可调节，最远距离可达 10 米以上。

（3）全方位自动温度补偿，超强抗误报能力。

（4）动态阀值调节技术，有效的防止干扰。

（5）抗白光专利技术，强度高达 20000Lux 。

（6）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辨别入侵者和干扰信号。

（7）RS485 总线联网，可设置控制总线上的一个回路，或多个回路，或所有回路。

（8）延时关灯时间可调，1~3600 秒可调。

（9）可通过智能面板灵活使能或禁止感应功能

（10）照度感应功能，照度值高于设定值时，不开灯。

基本参数：

工作电压： DC24V 安装方式：吸顶安装

探测距离： 直径 8m(吸顶安装在 3.6m 时) 安装高度：2.5 ~ 3.6m

传 感 器： 双元低噪声热释红外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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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可控硅调光硅箱

产品功能：

（1）12 回路可控硅调光输出，每回路电流 10A。

（2）进口顶级品牌可控硅，成熟可靠的触发电路，16 位调光精度，全程舒适柔和

缓变无闪烁的调光效果。

（3）微型断路器做应急旁路开关，故障情况下也可以手动开关灯，无后顾之忧

（4）信息自恢复功能，可直接更换设备而无需重新调试，方便维护。

（5）白炽灯、前沿相控电子变压器、冷阴极管、铁芯变压器。

（6）双向晶闸管，额定电流 40A，浪涌电流 400A。

（7）浪涌保护、尖峰电压保护、软启动。缓开缓灭过程时长可调（1秒～1小时）、

预置场景 100 个。

（8）LED 指示 CPU 和各回路运行状态。通过系统监控软件可监测各通道的工作状

态或累计工作时间。

（9）U-LIGHT 总线，可编程干触点 AUX 输入，或直接用应急开关控制每通道的灯

光。

基本参数：

电源输入：AC380±20V

总线输出电源：250mA/DC24V

安装方式：钢架构，壁挂式螺孔安装

状态指示：LED 指示 CPU、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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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环境温度 0—55℃，相对湿度 0%—95%

6.2.4 干接点控制模块

产品功能：

（1）18路开关量信号输入。

（2）可根据时间设置联动控制。

（3）可实现逻辑控制功能。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 24VDC±10% 工作电流： 40mA

工作环境： 温度：0℃~45℃，湿度：10%~95%

通信接口： RS485总线，4 位 5.08插拔端子

开关量输入： 18 路干接点信号输入，使用 5.08接线端子，共地

安装方式： 35mm标准导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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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触控式智能控制面板

●电源：DC24V，用于 CPU 工作电源及网络工作电源。

●显示屏:高像素、宽视觉、高对比度 TFT 显示器。

●控制方式：表面强化电阻触摸屏控制，精准、耐磨、耐脏。

●功能：真正可编程组态显示界面，可预先在 PC 机上的图形设计软件编辑好显示

界面的图片、文本、按钮等，然后同步到触摸屏，所见即所得。可编辑灯光、空调、

功放、窗帘、背景音乐、电视、卡拉 OK、DVD、安防报警控制页面，集中控制家里

的所有电器设备。

●控制接口：1×ACAN 总线，内置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信息恢复：设备遇到异常更换后无需重新配置信息，直接替换，维护简单。

●工作环境：环境温度 0—55℃，相对湿度 10%—90%(不结露)

●安装方式：有线屏为嵌墙安装，无线 WIFI 为手持式平板电脑。

5、其它可选功能：

(1)中控室电脑控制：采用 Windows 操作系统，简体中文图形操作界面。能通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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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监控室或分控室内的操作站对系统进行集中监控和管理。提供二次开发工具，支持平

面图设计，可图形化监控状态。

（2）手机（支持安卓、苹果系统）、IPAD远近程控制

五、节能分析

地下车库采用智能照明系统后，可以对整个照明区域进行精细化管理，通过设定照

明运行时间段。定时开启关闭部分照明回路等等，此项管理经实测数据表明，可节能

18%。

日光照度补偿：充分利用自然光线，可以使照明能耗降低 17%。

移动感应控制：此项控制真正实现“人来灯亮，人走灯灭”的无人值守自动化开关

灯光。可以大大降低“长明灯”现象。充分利用每一分电能。

例：某车库车位 300 个，每车位二只 36W 日光灯管，通道照明为 400 支 36W 日光灯

管，共计 1000 支荧光灯管。总功率为 1000*36W=36000W，每小时能耗 36 度。按照传统

的人工管理照明，保守估计每天点亮时间为 10 小时。日电能消耗为 360 度，按照电价

1元/度计算，日开支电费 360 元左右。月度电费月为 10800 元，年度电费约为 129600

元。

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之后

调光方案：

按照高峰时段满负载点亮 2个小时计算，其余时间“人来灯亮，人走灯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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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然光后满负载点亮计 2个小时。那么节能比例高达 60%，年度电费节省近 8万元。

开关及感应控制方案：

通过系统预设置的软件对各时间段进行启停控制，每天满负载点亮时间预估 3个小

时，其余时段按照感应控制“人来灯亮、人走灯灭”估算每天满负载运行时间为 3个小

时，那么节能比例也达到 40%。年度电费节省 5万余元。

投入分析：

该车库 1000 支荧光灯管，如果每 10 支灯管划分为一个回路，共计回路 100 个，如

果采用调光控制方案，每回路投入费用 1500 元计算，共计投入 150000 元，按照节能比

例，2年即可收回投资

如果采用集中控制配合感应控制。每回路大约投入费用 1000 元，共计投入 100000

元，按照上述节能比例，2年也可收回全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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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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