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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照明设计师和消费者们在依据制造商报告

的额定效率比较LED 产品和传统光源时存在困扰已

毫无疑问。许多LED 灯具的光效参考值 (lmΠW) 出现

在行销环节和产品信息当中。而照明设计者面临的

挑战是理解那些数字的含义。

不幸的是 ,市场通常表现为多种途径的集合 :一

些制造商引用 LED 器件的效率 ;一些厂商列出了白

炽灯“等效值”;只有少数商家提及了 LED 灯具的效

率。为何有这样的混乱呢 ? LED 产品的测量不应该

与传统光源的测量相同吗 ?

1 　一种不同的量规

多年以来 ,灯额定参数一直是照明性能评估的基

础。白炽灯、荧光灯和 HID 灯的光通量是在标准条

件下测试和评估的 ,与它们将用于何种灯具无关。这

允许光源能源利用效率的轻松对比 ,该能源利用效率

取决于系统效率 ,即 :灯的额定光输出 (单位 :lm) 除以

灯及镇流器系统的输入总功率 (单位 :W) 。

作为普通照明光源的 LED 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关

系图象 ,因为该系统效率等级不适用于LED。了解一

盏LED 灯具在某种程度上会产生多少光通量的唯一

方法是测量整个灯具。这样可提供总光通量和总功

率 ,从而得到灯具效率 (单位 :lmΠW)的度量标准。

灯具效率的重要性正在引起照明行业的重视。

编辑 David L. Dilaura 在 2007 年 7 月的《Leukos》杂志

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 :灯具效率解决了所有使用光

通量时所引发的难题 ,尽管其有高的光源效率。拙劣

的灯具光学设计必然会给高光源效率造成大幅削减 ,

并造成较低的灯具效率。这种评估照明系统性能的

开阔视角是可喜的发展 ,因其将使照明设备的能效对

比更为简便而准确。重要的当然是每瓦输入功率所

能输出到灯具外的流明数 ,仅关注光源效率会造成

误导。

灯具效率提供了一种更为恰当的测试 LED 性能

的方法。其本质原因在于技术 :

(1) LED 器件的额定光通量是在与作为光源且

正常使用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某些条件下所给出的指

导值 ,它基于一个很短 ( < 1s)的脉冲 ,低器件温度 ,并

且没有散热片。此外 ,制造商给出的具体测试参数

(驱动电流、温度、脉冲宽度)并不一致。

(2) LED 光源与灯具单独测试不会产生准确的

结果 ,因为多个 LED 器件通常被排列在一起以提供

足够的光输出。由于热能和电能的相互作用 ,LED 的

光通量并非总是累加的。

(3) LED 性能受温升影响显著。LED 器件产生

的热量通常经外部热沉转移 ,该热沉常被设计在灯具

内部 ,将光源独立于其热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测试

结果。

(4) 将光源与灯具分离可能是不切实际或是成

本高昂的 ,因为若干 LED 可能是以一种物理上难于

或不可能分离的方式集成在一起的。

2 　新标准

即将出版的 IESNA LM - 79“经核准的固体照明

设备的电学及光度测试办法”中 ,详细规定了一种基

于灯具效率的固体照明光源的标准测试方法。在其

它一些规范中 ,LM - 79 提供了使用积分球、测角光度

计和光谱辐射仪进行光度测定的测试程序。LM - 79

检测提供一个或多个方向上的总光通量 (单位 :lm) 、

发光强度 (单位 :cd) 、色坐标、相关色温 (CCT) 和显色

指数 ( CRI) 。这一新测试规程有望于 2008 年初由

IESNA 定稿并出版。

LM - 79 只适用于固体照明设备 ,不涉及白炽灯、

荧光灯、HID 灯或灯具。但是灯具效率对于所有的光

源而言都是较好的度量标准吗 ? 假如 LED 与传统光

源的测试方法不同 ,我们如何才能对使用不同光源的

灯具进行合理比较呢 ?

由于 LED 的系统效率不可测 ,所以灯具效率是

用来对不同光源进行直接比较的逻辑度量标准。大

多数商用或规定等级的灯具是依据 IESNA 出版的对

所用光源做出具体分类 (如 :适用于室内荧光灯具的

LM - 41 - 98 ,适用于室内 HID 和白炽灯具的 LM - 46



- 04)的标准测试程序进行光度测试的。检测结果以

一种允许不同光源之间比对的标准格式 (如 LM - 63

- 2002 中定义的) 公开发行 ,但是无法找到所有类型

灯具的光度报告。

因此 ,应该建立一种灯具效率的评估方法来对

LED 和传统灯具的性能进行合理比对。为消除某些

猜测 ,DOE的 CALiPER 计划已开始制定测量 CFL 和

直管荧光灯具效率的测试基准。表 1 列出了部分荧

光灯具的测试结果 ,其显示出灯额定参数与灯具性能

间的巨大差别。譬如 ,一种 96lmΠW 的高系统效率荧

光灯具 ,其测得的灯具效率仅为 36lmΠW ,光通量标定

值为2 100lm ,而实际测定的输出值不足 700lm。虽然

是一个很小的样本 ,但从其它资料得到的证据表明 ,

这

表 1 　DOE CALiPER对荧光灯具的标准测试

DOE CALiPER 的数据 灯具制造商信息

总功率
(W)

实际光输出
(lm)

灯具效率
(lmΠW)

灯标定
光输出

(lm)

系统效率
(lmΠW)

筒灯 1 12. 80 346 27 900 69

筒灯 2 12. 20 514 42 860 66

柜下灯 1 18. 90 689 36 2100 96

柜下灯 2 11. 69 237 20 690 53

种灯具的光损耗并不是非典型的。显然灯具效率可

能与系统效率有极大差异。

3 　用运动的表现比喻

如果用一项运动来比喻 ,那么 ,系统效率就是一

名穿着跑鞋、运动短裤和 T 恤的橄榄球手在 40 码猛

冲时的奔跑速度 ;而灯具效率是他在实际比赛中被钉

鞋、垫肩和头盔所束缚时的奔跑速度。因为我们关心

的是照明设备在实际“比赛”中的表现 ,所以用灯具效

率作为比对的标准才是有意义的。

出色的照明和能源效率决策一定是基于各种光

源的恰当比较之上的。用 LED 的灯具效率与传统的

系统效率比较会得出不准确的结果 ,因为后者未考虑

光或热的损失。为确保你对 LED 和传统光源的比较

是公平合理的 ,要依据其灯具效率 ,并以独立的检测

实验室提供的光度报告为基础。正如 DiLaura 所言 ,

这种方法将使照明设备的能效对比更加简便和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