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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天府机场智能照明控制方案

本方案根据机场实际功能使用情况，描述了各功能区内的智能环境灯

光管理具体实施细则，本方案将为机场项目的智能灯光管理系统给出指导

性建议。

1. 项目分析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简阳机场），建在简阳市芦葭镇，距成都市中心 51 公里。

规划 6 条跑道，年均旅客吞吐量 8000 万人次。其中，一期工程规划建设三条跑

道、60 万平方米的航站楼、202 个机位的站坪、8 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换乘中心，

年均旅客吞吐量 4000 万人次，计划于“十三五”期末建成。届时，成都将成为全

国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拥有两座机场的城市，成为面向欧洲、中东、中亚及

东南亚的重要空中门户，对于成都建设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融入“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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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现有跑道长 3400 米，宽 60 米，两侧道肩各 7.5 米，一期工程按国际民航

组织制定的 4E 级标准修建，跑道、滑行道等配套设施均能够满足波音 747-8 型飞机起降

的技术要求。候机楼设计年吞吐量 420.5 万人次，站坪有 11 个机位，停机坪有 16 个

机位，可同时停靠 28 架大中型飞机，旅客登机桥 6 座。机场配一、二次雷达和仪表着陆

系统、全向信标及测距仪等先进的通讯导航设备，建有库容 3.33 万吨的货运仓库，航油

补给实行管线运输。

智能环境灯光系统作为智能化，现代化的机场的一个重要系统，其总体的方案设计目

标，成为“最干净”的绿色建筑，建成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至少降低 30%。

2. 需求分析

机场因照明范围大，光源数量多，功能区域复杂，所以对照明系统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各分控中心不但能控制各区域照明系统运行，显示光源的亮度值，而且还需要在第一时间得

到光源故障的信息，以便维护人员对故障设备及时的维修和更换。中央控制中心也可以同时

访问各分控区域照明系统的状态， 必要时实现相应的控制。

作为机场主体的候机楼主要是旅客候机、办理出入境手续、登机手续等， 客人一般停留

的时间较长，照明系统不但要满足基本的照度要求，而且还要提供舒适的灯光环境，这就对

照明系统的灵活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智能照明环境灯光管理系统需要将核心候机楼和停机坪的照明纳入同一系统，同时要考

虑到中央控制中心及各分控中心对照明系统的控制和相应的状态反馈不受长距离影响。

照明系统在机场候机楼的用电设备中是仅次于中央空调的第二用电大户，所以照明控制

系统在满足舒适的照度同时，要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并与相应的空调系统及安防系统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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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智能化环境管理显得特别重要。

对于如此超大型建筑，照明控制系统要求可以直观地显示各区域照明状态和故障信息，

以便管理人员实时了解照明的整体状况，及时维修照明故障。

3. 相应区域解决方案

机场智能照明环境灯光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进出港大厅，候机厅（公共区

域），停机坪，行李提取大厅，中转厅及登机桥，联检区域，大面积办公房间，公共走廊，

幕墙（屋顶，通风及遮阳）等区域内如何能智能的协调管理照明系统、空调系统、消防报警

系统到综合保安管理系统（包括闭路监控、保安巡更、防盗报警、门禁系统）以及完善的计

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等系统间的设备高效运作，就有必要安装先进的智能照明系统,以满足不

同使用者的各种智能使用与管理需要,最终使管理公司等不同用户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根据以上分析，考虑多种综合因素建议在机场的公共进出港大厅，候机厅

（公共区域），行李提取大厅，中转厅及登机桥，联检区域，大面积办公房间，公共走

廊，幕墙（屋顶，通风及遮阳）及地下停车场等区域进行智能照明环境灯光管理控制。

 机场（进出港大厅，候机厅，其他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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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灯具类形 规格 控制模块 模块型号 数量

1 轨道射灯 50/4000K 开关模块 ZHL01220 125

2 槽灯灯带 220W/4000K 开关模块 ZHL00820 35

3 梁柱灯带 15W/4000K 开关模块 ZHL00620 24

4 洗墙灯 36W/ 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56

5 投射灯 36W/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13

6 应急筒灯 12W/4000K 开关模块 ZHL01220 38

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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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港大厅、候机楼及其他的公共区域内的灯光、遮阳设备、

电动天窗、空调、新风系统、电源插座、广告灯箱和示灯均在智能

照明控制系统的控制范围内。

 现在的机场出港大厅、候机楼等建筑在设计时已经充分考虑使用

自然能源，大量采用了玻璃幕墙，使用均衡照度控制，自动检测环境灯光的强弱，

以开启或调整灯光亮度，在全部关闭后仍超过预定亮度值，启动天窗等遮阳设备，

减少能源消耗。

 安装在室外的风向传感器或气象数据采集传感器，根据室外的气象条件自

运控制和保护幕墙设备。如在春秋两季检测风速，风向，以及室内的温度，湿度以

及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浓度等因素，开启电动天窗，通风百叶等，让新鲜风自然流通，

减小新风系统的能耗。当检测到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时，系统自动关闭电动窗所有

通风设备，收起遮阳设备并锁定现场面板控制实现保护功能。

 通用照度感应器自动控制遮阳卷帘，夏天，系统自动调节电动遮阳设备，

遮挡强烈阳光的支射，保持室内相对较低的温度，冬天，则充公利用太阳光线的照

射提高室内温度，减少空调系统的能耗。通过环境灯 光、窗帘、空调的综合高效

管理实现最大限度的能源节约。

 公共区域的广告灯箱和电源插座，以天文时钟按每天的航班的密集度，时

序自动运行。在登机桥内的灯箱自动检测室内外的环境灯光亮，以调节广告灯箱的

亮度，达到最好的展示效果。

 出港大厅、候机楼大空间照明在更换灯具时维修难度大，维护成本高， 通

过电流检测和单灯状态查询，可以准确知道故障原因，或故障点，在光源备货，制

定有效维护流程，即能精准维护双节省大量人工维护成本。

 与消防系统联动，在紧急消防状态生效后，系统会由正常照明模式，自动

切换为应急照明模式，以灯光为基础，配合背景语音指引人员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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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机坪

序号 灯具类形 规格 控制模块 模块型号 数量

1 路灯塔灯 300W/3000K 开关模块 ZHL01220 52

2 引导灯 22W/4000K 开关模块 ZHL00820 25

3 洗墙灯 36W/ 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83

4 投射灯 72W/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47

5 应急筒灯 12W/4000K 开关模块 ZHL01220 26

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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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照明系统按照机场航班的密集度或运营需求，输入机场经纬度到天文

时钟模块，预设时序自动控制停机坪的照明开启，或关闭数量。

 亮度感应器使停机坪照明回路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自动关闭灯光。当

白天大雾，暴雨或傍晚时，系统通过亮度感应器自动开启相应的照 明。

 智能照明系统自动监测所有重要照明回路，保证在故障的第一时间显示在

中央控制主机上，并可设定无人值守时发送短信到管理人员手机 上，提醒及时检

查维修。

 停机坪的大空间照明在更换灯具时维修难度大，维护成本高，通过电流检

测和单灯状态查询，可以准确知道故障原因，或故障点，在光源备 货，制定有效

维护流程，即能精准维护双节省大量人工维护成本。



 行李提取大厅，中转厅及登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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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提取大厅照明按照行李转盘划分为不同控制区域，当行李转盘运行

时，所属控制区域的灯具提供100%的照明，相邻两个控制区域灯具提供 50%的照明。

夜间停航时，仅开启应急照明，提供最小的疏散照度。

序号 灯具类形 规格 控制模块 模块型号 数量

1 筒灯 22W/4000K 开关模块 ZHL01220 98

2 射灯 15W/4000K 开关模块 ZHL00820 32

3 条灯 36W/ 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83

4 灯带 22W/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152

5 应急筒灯 12W/4000K 开关模块 ZHL01220 28

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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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分别在各个操作间安装多个多功能控制面板，方便机场工程维护人

员随时对该区域的灯光进行手动的控制。在在多功能控制面板上，可设置多种场景，

随时根据现场状况，调用场景，控制更加灵活和方便。

智能照明管理系统平时基于天文时钟，按照机场地区的纬度和经度编写

程序，将日出、日落、季节变化和绝对时间结合起来调整场景模式。根据不同

的时间，可控制出适宜的照明效果。保证行李提取大厅的灯光在不需要的时候

将灯关掉，从而达到很好的节能效果。

系统平时按照时间自动运行，并且可以与其他的系统联动，特别通过航班

信息，自动的调整开关行李提取大厅灯的时间，提高了机场的整体智能化水平。

行李提取大厅在任何照明分区内，都有五种场景可供调用：全关场景

（所有照明支路关闭）；半开场景（A、B电源部分支路开）；25%开+应急场景（A或

B 电源部分支路与应急照明开）；应急场景（应急照明开启）；全开场景（所有照明

支路开启）。

 登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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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机桥是旅客登机的必经之路，在其运营时灯具提供 100%的照明方

便旅客登机，登机桥停止运营后仅开启应急照明，提供最小的疏散照度，节

约能源，降低机场运行费用。航站楼结束当天的运营后，关闭所有登机桥的

所有照明。

 控制方式如下：

采用后台中央监控可视化软件，在监控机房就可对所有的登机桥照明进行

集中监控，随时根据需要进行开关灯。

 在现场分别在各个操作间安装多个功能控制面板，方便机场工程维

护人员随时对该区域的灯光进行手动的控制。在多功能控制面板上，可设置

多种场景，随时根据现场情况，调用现场，控制更加灵活和方便。

 系统可以与其他的系统联动，特别是通过例如航班信息，自动的调

整开关登机桥灯的时间，提高了机场的整体智能化水平。

 登机桥在任何照明分区内，都有四种场景可供调用：全关场景（所

有照明支路关闭）；半开场景（A、B电源部分支路开）；应急场景（应急照明

开启）；全开场景（所有照明支路开启）。

 亮度感应器使停机坪照明回路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自动关闭

灯光。当白天大雾，暴雨或傍晚时，系统通过亮度感应器自动开启相应的

照 明。

 中央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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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功能：

 系统将智能环境灯光管理与空调系统、消防报警系统到综合保安管理系统

（包括闭路监控、保安巡更、防盗报警、门禁系统）以及完善的计算机网络和通信

系统无缝集成，可以将中央集中管理软件安装于其他系统的服务器上，也可以通过

OPS 等服务器协议集中管理。

 系统通过图形化的界面将建筑物各个功能区的灯光、电动窗、电动通风遮

阳设备、空调暖通、排风排水及 AV等设备进行集中监视和控制。图形化界面可

直观的显示控制区域实际应用效果，手/自动控制模式切换等。为科学管理、优

化控制方案提供真实数据，为实现系统节能，延长灯具使用寿命提供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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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及控制末端电气回路，实时监测重要回路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功率因数、电度、波峰因数、频率等电量参数。监测设备故障、识别老化

的组件。对负载回路过压及欠压状态进行保护，避免贵重电气设备因电压原因损坏。

可对断电次数进行计量，及早发现隐藏的故障。在用电高峰时段自动关闭非重要回

路。

系统自动检测重要照明回路的灯具是否损坏、回路是否跳闸，并在发生故

障时发出声光报警，提示工程人员及时到场抢修。此功能对诸如维保人员难以视及

的洗墙灯、暗槽射灯、顶棚照明、信息指示灯、楼顶航空障碍照明，外墙招牌广告

灯尤为有效。

实时监视各个区域的用电情况，为管理者提供全新的管理模式，为制定节

能方案提供真实数据依据，为部门之间开展节能竞赛提供基础数据， 以便发现并

纠正不良用电习惯以达到最佳节能效果。

系统实行自我检测，智能系统内的任何原件发生故障都自动汇报到中控

室。

系统对重要回路进行开闭、运行时间累积统计，在光源使用周期终结前系

统自动预先提醒管理人员备货，以便更有效、更节约地更换灯具光 源。

系统定期检测应急照明回路，便于及早发现事故隐患，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停车场，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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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停车场，根据天文时钟和亮度传感器设定值自动开/关及调光控

制，24小时环境亮度监测，有效解决阴雨天气等自然现象导致日间

照度过低，并与车辆移动传感器形成完善的自动能源管理。

地下车库，根据实际面积及使用习惯，按区域将车道、车位的照明给以

区分，按实际需求通过现场的动静移动传感器、现场智能面板、天文

时钟、中央集中管理的方式启用不同的照明模式，如：

 区域及车道使用天文时钟的节假日,工作日，休息日模式，在非繁

忙时间段，凡有车辆进入车库，系统只开启某一区域作为专用停车区。

系统自动将其它区域正常照明关闭，仅将应急照明通道的亮度调至20%；

 车道使用时钟和移动检测配合完成动静存在80%亮度，无动静存

在保持 20%亮度 应急基础照明至延迟关闭。

 车位使用全动静感应传感器，车辆准备停入或准备出时照明配合的



西南天府机场智能照明控制方案

深圳市智惠联智能控制有限公司 智能照明●创新生活 技术支持：18807523908 陈工

能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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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库内的空调及排风设备自动控制，在繁忙时段，开启，非

繁忙时段，系统间歇性地自动开启，能源高效利用，也可以通过温度和CO2

浓度控制器，当温度或废气浓度超标时自动开启相应排风和空调设备。

 大面积办公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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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区域主要的灯具以 LED 筒、射灯，线条灯及灯带为主，为了

更

更舒适的办公环境，线条灯及灯带采用冷暧色温双色，可以调制

出舒适的工作环境。

 智能照明系统的 365 天天文时钟，于预定的时间自动地

对照明环境作模式进行切换，或灯具的亮暗控制，无须手动操作

控制。例如：在上 班、下班、午休时段，照明的自动启用及停止

与空调，插座及风机盘管的多系统联动。

 系统通过亮度感应器控制电动窗帘，可以在夏天光照强

烈火时遮挡烈 阳，防止室内温度过高，减轻空调负担。冬天则主

动开启窗帘，让温暖的阳光进入办公区域，以降低供暖系统的负

序号 灯具类形 规格 控制模块 模块型号 数量

1 筒灯 12W/4000K 开关模块 ZHL01220 53

2 射灯 7W/4000K 开关模块 ZHL00820 32

3 条灯 14W/ 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58

4 灯带 15W/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62

5 应急筒灯 7W/4000K 开关模块 ZHL01220 44

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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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智能照明系统的人体动静传感器，自动检测该空间内的人体移

动，

以确认人体存在，当室内有人时，自动开灯；无人时，自动关灯或调暗

灯光， 既方便又可避免浪费能源。

 实现对整栋办公楼各楼层，各区域，各部门等末端电气回

路的电量参数进行实时采集，为管理都提供全新的管理模式，实

时监控各个区域的用电及空调等使用情况，为管理都制定节能方

案提供有效数据，并可以以此发现不良的能源使用习惯，及时纠

正达到最佳节能效果。

 空管指挥部管制大厅（模拟飞行室、飞行培训室）

管制大厅

模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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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管制大厅包含管制大厅、飞行模拟室、飞行培训室三个大厅，

跟据设计公司的图纸要求所的的照明采用双色温 LED 灯具，可以调制出

舒适的工作环境，灯具分别为 4.5*2.4 米软膜灯箱、洗墙灯、地脚灯、

上下氛围灯。

强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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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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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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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照明系统分为 5个场景按键，分别为正常模式（冷

色为 70%、暧色为 30%的色温），舒适模式（冷色为 50%、暧色为

50%的色温），明亮模式（冷色为 100%、暧色为 0%的色温），休

息模式（冷色为 0%、暧色为 100%的色温），全关模式，业主可跟

据需求预设好保存在场景面板，需要是一键还原，如下图：

 系统通过亮度感应器控制电动窗帘，可以在夏天光照强

烈火时遮挡烈 阳，防止室内温度过高，减轻空调负担。冬天则主

动开启窗帘，让温暖的阳光进入办公区域，以降低供暖系统的负

荷。

序号 灯具类形 规格 控制模块 模块型号 数量

1 线条灯 44W/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128

2 洗墙灯 36W/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4

3 灯带 14W/ 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9

4 灯带 14W/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9

5 地脚灯 7W/W/C W/C色温模块 ZHL50210 2

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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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照明系统的人体动静传感器，自动检测该空间内的人体移

动，

以确认人体存在，当室内有人时，自动开灯；无人时，自动关灯或调暗

灯光， 既方便又可避免浪费能源。

智能照明系统可以按需求在IPDA上单独调节每回路调光调色，跟据360

气温，如夏天可以调节出冷色，让人感觉出清凉的感觉，冬天可调节出暧

色色温，感觉出温暖的气氛，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氛围，如下图 IPDA 界面：

4. 智惠联智能灯光控制系统简介

1. 公司简介

深圳市智惠联智能控制有限公司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控制系统研发、制造、销售为一

体的技术型企业，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制造能力，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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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智能控制产品的科学应用，公司严格按照 ISO9001:2008 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运作，产品通

过 3C、CE、RoHs 等国内外权威机构的认证。公司以以科技创新求发展，始终把社会责任和企业

的愿景结合在起，不断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绿色环保、可

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历经多年的磨砺与发展，智惠联智控从专注于智能照明控制领域发展为覆盖智能照明、

智能别墅、智能酒店客房、LED调光等多个热点行业，主要有高性能调光硅箱、调光模块、智能继

电器模块、智能场景面板、智能触摸屏、LED调光电源、智能感应器、中控主机、客控 RCU 电箱、

智能电箱等。公司产品以其卓越的性能、出色的稳定性以及细致周到的技术服务获得了用户的一

致好评，广泛应用于酒店、宾馆、机场、学校、办公大楼、广场、体育场馆、剧院、景观、会所、

多功能厅、会议室、品牌专卖店、别墅、家庭等场所。

在发展道路上，我们一直坚持自主创新、以技术革新提升产品竞争力。我们的核心团队

拥有十五年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同时公司不断关注客户需求、愿望，及时提供个

性化技术定制服务，从而深受广大客户满意和信赖。公司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坚持科技创

新，不断推出新的更高性能的智能控制产品，以应对日新月异的智能控制领域。智惠联智控系统

产品，稳定可靠、调光效果显著、功能强大实用、调试方便快捷、售后维护简单、节能效果明显，

可媲美国际一线品牌，深受国内外客户的信赖。

2.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概念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原理及组成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是一套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实现数字化自动控制、调光、

场景再现及转换等功能的建筑智能控制系统。是优莱德公司着力重点研发的具有全部独立

自主知识产权的建筑智能控制系统之一。采用了目前最先进的智能照明控制技术，可以全

面满足当前及未来照明控制各类关键应用。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采用工业现场控制总线方式。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信号控

制线，即总线，把系统各个设备连接，通过 Z-bus 系统软件编程，设定输入单元(智能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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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面板、智能传感器等)和输出单元(智能开关模块、智能调光模块等)之间的关系，包括智

能输出设备所能控制的端口数量、方式、触发条件等等。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原理图

 Z-bus系统协议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遵从国际通讯协议标准， IEEE Standard 802.3 ‘CSMA/CD’

‘CSMA/CD’即为： Carrier Sense - Multiple Access - Collision Detection

 •Carrier Sense - 载波监听，判断网络上是否有其他的主机正在传送信号。

 •Multiple Access - 多个网关连接在同一条电缆上。

 •Collision Detection - 防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网关同时向总线上发送信息。

 Z-bus系统的性能参数

 每个系统最多可容纳 128 个子网

 每个子网最多可容纳 128 个设备

 各个子网用一对信号线（双绞线）连接成网络。

 总线工作电压 DC24V

 Z-bus 总线波特率 9600Bit/s

 分布式控制系统



西南天府机场智能照明控制方案

智能照明●创新生活 25

 总线自动恢复技术

 设备热启动技术

 Z-bus 系统组成

一个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是由系统单元、输出单元、输入单元三部分

组成。有关各部分单元的介绍详见单元功能介绍。

 Z-bus建筑智能控制系统的优越性及应用范围

 Z-bus 系统的优越性

 线路简单，安装方便，易于维护，节省大截面线材消耗量，降低建筑开发商的投

资成本和维修管理费用，缩短安装工期（20%左右），提高投资回报率。

 运用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不但可实现单点、双点、多点、区域、群组控制、场

景设置、定时开关、亮度手自动调节、红外线探测、集中监控、遥控等多种照明控

制任务，而且可以优化能源的利用，降低运行费用。

 设备的控制信息独立存储在本机内，该存储的信息具有停电后不丢失的数据的功

能，在恢复供电时，系统自动恢复到停电前的状态，或者是运行某个指令。

 系统根据用户需求和外界环境的变化，只需修改软件设置，而非改造线路，就可

以调整照明布局和扩充功能，大大降低改造费用和缩短改造周期，适合于商业、工

业、家居的不同使用要求。

 控制回路与负载分离，控制回路的工作电压为安全电压 DC24V,即使开关面板意外漏

电，也能确保人身安全。

 当建筑物停电后，由于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中每个输入输出单元里都预存系

统状态和控制指令，因此在恢复供电时，系统会根据预先设定的状态重新恢复正常

工作，实现无人值守，提高物业管理水平。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具有开放性，可以和其他物业管理系统（BMS），楼宇自控

系统（BA），保安及消防系统结合起来，符合智能大厦的发展趋势。

 Z-bus 系统的应用范围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可对白炽灯、LED 灯、石英灯等多种光源调光，对各种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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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灯光进行控制，满足各种环境对照明的要求。

 写字楼、学校、医院、工厂——利用 Z-bus 时间控制功能使灯光自动控制，利用环

境亮度传感器使光照度自动调节，节约能源。可进行中央监控并能与楼宇自控系统连

接。修改照明布局时无需重新布线减少投资。

 剧院、会议室、俱乐部、夜总会——利用 Z-bus 调光功能及场景开关可方便地转换

 多种灯光场景，实现多点控制。可通过 Z-bus 控制空调、电扇、电动门窗、加热

器、喇叭、蜂鸣器、闪灯等其他设备。

 体育场馆、机场、市政工程、广场、公园、街道等室外公共场合照明——利用

Z-bus 的群组控制功能可控制整个区域的灯光，无需考虑开关容量问题，利用

环境亮度传感器、定时开关实现照明的自动化控制，利用 Z-bus 监控软件实现

照明的智能化控制。

 智能化小区的灯光控制——用智能化小区的路灯、景观灯的远程、多点、定时控制，

中央监控中心监控；小区会所、智能化家庭中灯光的场景、多点、群组、远程控制；

以及与其它家家庭智能控制器配合使用。

 Z-bus 系统的控制方式

 预设场景选择

 通过触摸面板来触发场景，一个触摸面板有 6种场景可选择。最适于需要多为控制的

应用，如多功能厅、视听室、接待台等。

 无线遥控

无线遥控是通过控制对应的触摸面板来触发场景而实现场景切换控制，一个遥控器

场景选择除触摸面板的 6种场景外还有 2个独立调光键，这 2个调光键一般用于调光控

制。无线遥控有效距离为 100 米，对于不方便安装触摸面板的场所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位移感应控制

当所在区域无人时，系统能缓慢的把灯光调至最暗或关闭；当有人进入区域时打开

灯光，适用于楼道和车库等照明。

 事件配置控制

系统能按照用户的需要在一天的任何时间根据事件自动选择启用和停用预设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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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可由天文时钟、日光感应、位移感应之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触发。适用的场合包

括办公室、餐厅、商店和酒店、桥梁建筑、公园、隧道等。

 逻辑控制

可接受系统传来的各种运算条件如：场景信息、回路信息、时间点、外部输入状态，

外部输入值等一系列运算条件，通过对逻辑关系的设定，可以让系统在不同的条件下

作出不同的响应动作，从而使系统变“聪明”，自动完成相应条件下的动作，而不再

需要人为的干预。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设备及软件介绍

 Z-bus 系统特性

 Z-bus 系统弱电施工

 Z-bus 总线

线材：五类双绞线（CAT5），或超五类双绞线（CAT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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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采用 8芯屏蔽的超五类双绞线（CAT5e）

注意：Z-bus 总线（网线）长度<1000 米

连接：手拉手的设备连接方式，如下图：

(总线设备连接方式如下图)

敷设：

A、管材:可采用 SC/PC20、SC/PC16，一般为 PC20。

Z-bus 总线采用非屏蔽线时则要求采用金属管材穿线，如：SC20/16、

U-JDG20/16 等。

B、敷设:无特殊要求，常用敷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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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暗敷在墙内/CE-沿天棚顶敷设/CC-暗敷在天棚顶内/SCE-吊顶内敷设/FC-暗

敷设在地面内

C、注意:

1-为了保证系统通讯的可靠，Z-bus 总线不得与强电缆共用线槽，须单独穿

金属管或 PVC 管敷设，并与电力电缆的水平距离至少大于 300mm（通常为 500mm

或以上）。如果是室外工程，请做好防水处理。

2-受施工条件限制，必须从强电（<= AC 380V）线槽（管）走线时，其从

强电槽（管）的走线距离必须在 3米以内，且要求穿金属管。

 0～10V 调光线

线材：RVVP 1.0 *2；

注 1：普通电力线可代用，但不建议使用，调光线是与该灯光回路的强电线一起

走线的，布线过长时强电线会地对调光电平产生干扰。

注 2：线材设计一般采用 RVVP 1.0 *2，视调光线布线长度，可以适当调整调光

线缆的线径。如：

<50 时,可采用 RVVP 0.50 *2；

<100 时,可采用 RVVP 0.75 *2；

<200 时,可采用 RVVP 1.5 *2；

因为调光线过长时，可能会造成调光线各处的调光电平不平衡，如近端的调

光电平高，远端则要低，结果会出现离荧光灯调光模块近的灯亮，远的变暗

的现象。

连接：该回路上所有 0～10V 调光设备的 0～10V 调光端口通过调光线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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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如 0～10V 调光设备为调光镇流器，每个回路的调光镇流器个数需作一定的

限制，建议为每个灯光回路<=15 个，实际使用时建议<30 个。

敷设：

A、管材:与该灯光回路的强电敷设相同。独立敷设时采用 PC20/16。

B、敷设: 与该灯光回路的强电敷设相同。

C、注意:

0～10V 调光线如采用了非屏蔽线时则建议采用金属管材穿线，如：SC20/16、

JDG20/16 等。如不穿金属管则布线不宜过长。

CAD：一般图纸标识如右图：

（参考图）配电系统图图例

 LED 调光调色灯带布线

线材：LED210 采用 RVVP 1.5 *3； LED310 采用 RVVP 1.5 *4；LED410 采用 RVVP 1.5 *5；

一般灯带供电在 12-24V 之间，调光线过长时，会造成调光线各处的调光电平

不平衡，如近端的调光电平高，远端则要低，会出现离 LED 灯带在色温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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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灯亮，远的变暗的现象。

安置地点：结合弱电调光线适合过长，模块工作电压 24V 没有 220V 强电,把 LED 色温模块

安置在灯带电源旁边，以解决调光线过长问题；

功率与最大负载：一般的灯带分为 24V 与 12V 供电：

（1）24V 灯带，例如每米 15W ,24*10/15=16 米；

建议为每回路灯带<=16 米，

（2）12V 灯带，例如每米 15W ,12*10/15=8 米；

建议为每回路灯带<=8 米，

敷设：

A、管材:独立敷设采用 PC20/16。

B、敷设:与灯光回路的强电敷设相同。

C、注意:布线不宜过长。

CAD：一般图纸标识如右图：

（参考图）配电系统图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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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回路布线

线材：通常采用 ZR-BV 系列电力线缆，实际施工时以配电设计要求为准。

回路电流<=10A 时，采用 2.5mm
2
电线；

回路电流>10A 时，采用 4.0mm
2
电线；

线路电力线过长时，需适当增加线径，一般增一个线径粗细等级。

如：回路线路长达到或超过 100 米，电箱至线路中间点的电力线选型参考：

回路电流<=10A 时，由 2.5mm
2
电线，变更为 4.0mm

2
；

回路电流> 10A 时，由 4.0mm
2
电线，变更为 6.0mm

2
；

中间点至灯具的电力线按原线径要求布线。

注意：

A、Z-bus 的每个灯光回路布线通常为三条线 L(火)、N（零）、E（地），

荧光灯调光回路则需再增加一条 0～10V 调光线缆［参见弱电施工章节］。

B、实际施工时，如采用 N（零）线天花共用的布线方式，即天花共零的接

线方式，则要求从天花共零点至 Z-bus 电箱的 N（零）线的线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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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回零电流相关的技术要求。

C、回路 E（地）线，如受控灯具、电器有相关安全接地要求，则不能省略，

特别有可调光镇流器的情况下，必须严格按照电气规范接地。

D、回路 E（地）线线径，在实际施工可采用天花共地的接线方式，但须符

合相关安全规范。如省略掉 E（地）线布线，须提前取得监理、设计等单

位的同意。

连接：按照该回路上的电器接线要求，并接到设计的灯光回路电力线上。

具体的电器接线、电力线驳接参照相关的电工规范实行。

敷设：

A、管材:一般采用 SC/PC20。施工时需以电施图纸与工程监理方约定为准。

B、敷设: 施工时需以电施图纸与工程监理方约定为准。

C、注意: 通常须按电施图纸对线缆未端进行标号（回路号等）。

CAD：一般图纸标识如右图：

 Z-bus 电箱

线材与接线：通常采用 ZR-BV/ZR-BVR 系列电力线缆，优选 BVR 系列。

1、Z-bus 通信总线：网线 超五类 8芯网线;(软性优质网线为佳）

2、电力线:

A、模块供电采用多芯软线 1.0m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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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断路器至模块输入 2.5mm²；1 个模块只配 1个断路器时，视

模块所接负载选用 4.0～6.0mm²；

D、模块输出至接线端子台均采用 2.5mm²；

E、电线颜色：L(火)/红色、N（零）/蓝（兰）色、E（地）/黄花线；

三相接入时，如要求三相分色，可则用 L1/黄、L2/绿、L3/红。

如工程约定要求，则以约定为准。［注意：本项为常用施工参照，

非国家标准］

F、总断路器至分支断路器，视功率大小采用 BVR 多芯线 4.0～16.0mm²;

常规参考:

电箱功率<=15KW 时，采用 10.0mm²；

电箱功率>15KW、<=30KW 时，采用 16.0mm²；

电箱功率>30KW 时，采用 16.0mm²分成多路由总断路器至分支断器；

即分支断路器需分组接入到总断路器。

3、0～10V 调光线: 采用 BVR1.0 mm²或 0.5 mm²双绞线分色接至接线端子台；

采用 CAT5e 网络线时参照下图：

4 、其它按配电系统图所示采用线材与接线。

L 1 输 出 L 2 输 出 L 3 输 出 L 4 输 出

1 # 模 块 0～ 1 0 V 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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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箱安装

A、Z-bus 电箱一般分为明装与暗装二种，厚度通常为 120mm 与 200mm 二种；

电箱的安装位置均须在布线前指定。

B、明装时，须选择在配电间或用电相对安全的房间，以方便安装、与受控区距

离短、布线简易、不影响受控现场的美观等为前提。暗装时，必须与相关单位

沟通好，且需要注意墙体厚度，尽量不要暗装在承重墙墙内。同时需预留/预埋

进线暗槽槽位/管槽。

C、电箱安装受体一般为墙体，非万不得已不得安装到木质、石膏板等存在安全

隐患的地方。

D、实际安装时参照常规配电电箱安装。

地址码的定义与设置

Z-bus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产品一般装有拨码开关，可对子网 ID 和模块 ID 设

置更改，拨码开关共有 8位，使用二进制算法，最后一位为其他功能开关，

所以设备 ID 可设置 0～127 共 128 个，即拨即生效，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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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当面板从主机的 ID码优先拨，尽量拨在 0-10 之间，以提高面板从主机的备份响

应速度；

（2）同一子网下这设备不能有相同的 ID 码，否则系统搜索不到重码设备；

（3）同一子网的设备 ID码从 0-127 个，最多 128 个设备；

 Z-bus 设备与负载接线关联

 开关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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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开关模块产品系列型号

型号 回路数 带负载能力 外型尺寸

ZHL01220 12 所有负载：20A/回路 218mm(高)×90mm(宽)×60mm(厚)

ZHL01020 10 所有负载：20A/回路 218mm(高)×90mm(宽)×60mm(厚)

ZHL00820 8 所有负载：20A/回路 180mm(高)×90mm(宽)×64mm(厚)

ZHL00620 6 所有负载：20A/回路 164mm(高)×90mm(宽)×64mm(厚)

ZHL00420 4 所有负载：20A/回路 108mm(高)×90mm(宽)×64mm(厚)

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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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光模块

智能调光模块产品系列型号

型号 回路数 带负载能力 外型尺寸

ZHL30602 6 2A/回路 218mm(长)×90mm(宽)×60mm(厚)

ZHL30403 4 3 A/回路 218mm(长)×90mm(宽)×60mm(厚)

ZHL30205 2 5 A/回路 218mm(长)×90mm(宽)×60mm(厚)

ZHL30603 6 3 A/回路 218mm(长)×120mm(宽)×60mm(厚)

ZHL30405 4 5A/回路 218mm(长)×120mm(宽)×60mm(厚)

ZHL30210 2 10A/回路 218mm(长)×120mm(宽)×60mm(厚)

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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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调光模块

0-10V 智能调光模块产品系列型号

型号 回路数 带负载能力 外型尺寸

ZHL20620 8 20A/回路 218mm(长)×90mm(宽)×60mm(厚)

ZHL20620 6 20A/回路 218mm(长)×90mm(宽)×60mm(厚)

ZHL20420 4 20A/回路 218mm(长)×90mm(宽)×60mm(厚)

接线图：

 LED 色温模块

色温智能调光模块产品系列型号

型号 回路数 带负载能力 外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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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L50410 4 10A/回路 108mm(长)×90mm(宽)×64mm(厚)

ZHL50310 3 10A/回路 108mm(长)×90mm(宽)×64mm(厚)

ZHL50210 2 10 A/回路 108mm(长)×90mm(宽)×64mm(厚)

接线图：

 窗帘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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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光硅箱

智能调光箱产品系列型号

型号 回路数 带负载能力 外型尺寸

ZHL41210 12 10A/回路 650mm(长)×440mm(宽)×110mm(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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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L41205 12 5 A/回路 580mm(长)×400mm(宽)×110mm(厚)

ZHL40620 6 20 A/回路 650mm(长)×440mm(宽)×110mm(厚)

ZHL40610 6 10A/回路 580mm(长)×400mm(宽)×110mm(厚)

ZHL40320 3 20A/回路 580mm(长)×400mm(宽)×110mm(厚)

ZHL40310 3 10A/回路 580mm(长)×400mm(宽)×110mm(厚)

 智能网关

电气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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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尺寸图：

5.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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