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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系统 能耗估算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照明系统能耗估算方法，包括全面系统估算法、快速计算估算法和直接测量法三

种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包括室内或室外各种应用领域用智能照明系统，包括具备附加功能的智能照明系统。 

注：在本标准中出现的“系统”代表智能照明系统，除非特别指明是其他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CIES 026—2020 智能照明设备 非主功能模式功率的测量 

ISO CIE 20086-2019 光与照明 - 建筑照明的能源性能（Light and lighting - Energy performance of 

lighting in building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照明系统 intelligent lighting system 

自适应照明系统 adaptive lighting system 

根据环境或预定义条件自动调节、或通过手动调节的方式提供所需求质量的照明的系统。 

注1：“智能照明系统”和“自适应照明系统”在概念上相同，在不同标准中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称。 

注2：智能照明系统可用于提供特定条件下视觉作业功能需求，并同时考虑人的舒适性、安全性、周围环境情况及

能源消耗等；也可用于支持其他非人类作业需求。 

注3：智能照明系统可以是由光源、其他物理器件、通讯协议、用户界面、提供中央控制或监控功能的软件和网络

构成的集合。 

注4：构成智能照明系统的光源和相关设备可以是一个集成单元，比如LED模块、灯或灯具。 

注5：智能照明系统可以连接成网络以提供中央或远程控制和监控功能。 

注6：智能照明系统可以连接到其他系统或产品，或集成到其他系统中。 

注7：术语“智慧照明系统”有时也被用于表达类似的含义。 

3.2  

能耗（智能照明系统的） energy consumption (intelligent lighting system) 

智能照明系统在典型运行周期内的电能消耗。 

注：能耗可以用典型运行周期内的平均功率kW或典型运行周期内的累计电能消耗kW·h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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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功能 function 

设备或系统以满足某种需求的属性。 

示例：照明、充电、无线路由、辅助电源输出。 

注1：功能可处于开启或关闭的状态。 

注2：智能照明系统的功能包括主功能、辅助功能和附加功能，由构成系统的一个或多个部件实现。 

注3：智能照明系统的部件的功能包括主功能和附加功能。 

3.3.1  

主功能（智能照明系统的） primary function, <of intelligent lighting system> 

照明功能。 

3.3.2  

辅助功能（智能照明系统的） support function, <of intelligent lighting system> 

为更好地实现照明功能提供服务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用以改变照明功能开关状态、提高智能照明

系统管理和维护能力的功能。 

示例：调光功能、远程遥控功能、巡检功能和遥测功能。 

3.3.3  

附加功能 additional function 

主功能和辅助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 

注：附加功能仅利用了智能照明系统或其部件的物理实体，功能本身与主功能无关，例如集成在照明设备上并不辅

助提高照明功能及体验的音响。 

3.3.4  

主功能（智能照明系统部件的） primary function, <of component of intelligent lighting system> 

提供主要预期目的的功能。 

注：智能照明系统部件的主功能构成智能照明系统的主功能或辅助功能，并可能同时是智能照明系统的附加功能。

以集成在智能照明系统内的摄像头的监测功能为例，监测功能是摄像头的主功能；若该功能仅用于通过监测环境和人员

情况来调节系统的光参数，则摄像头的监测功能是系统的辅助功能；若该功能在实现以上系统辅助功能的同时，还提供

与智能照明系统的照明功能无关的独立的图像监测功能，则摄像头的监测功能同时是系统的辅助功能和附加功能。 

3.4  

模式 mode 

不同的状态或不同的工作条件。 

3.4.1  

工作模式 operation mode 

设备中的一个或多个功能（主功能和/或附加功能）处于开的状态的模式。 

3.4.2  

待机模式 standby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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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连接到电源电压，除使用传感器、定时器或其他外部触发信号的辅助功能外，其他功能均处于

关闭状态的模式。 

注1：除非物理不可实现，附加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注2：外部触发信号可能来自网络。 

3.5  

应急照明功率 emergency lighting power 

应急状态下，灯具用于维持安全服务用照明所消耗的电功率。 

注：本文件中应急照明功率仅包括以通用照明为主兼具应急照明功能的灯具的应急照明功率，不包括独立的消防体

系敬意照明系统和/或产品。 

4 一般说明 

智能照明系统的能耗估算边界定义见附录A，系统的能耗估算方法包括全面系统估算法、快速计算

法和直接测量法三种方法。 

全面系统估算法适用于面向各应用领域、各种结构形式的智能照明系统，包括具备附加功能的智能

照明系统。可用实际或预先设计的智能照明系统做能耗估算。在使用全面系统估算法开展能耗估算时，

需要对系统及其部件的功能和模式状态的变化情况做较为准确的判断。全面系统估算法的总体估算流程

见5.1，具体估算步骤见5.2。 

对于系统内照明控制设备或照明控制装置具有对用电量检测功能的照明系统，可直接利用所采集的

照明系统用电参数监测数据，或理论数据，通过计算公式，计算统计照明系统能耗，具体见条款6。 

与全面系统估算法相比，直接测量法更能准确反映实际使用状态下智能照明系统的能耗情况，但直

接测量法仅适用于已经实际安装的、附加功能可关闭的、可以开展功率测量的智能照明系统。直接测量

法的总体计算流程见7.1，具体计算步骤见7.2。 

5 全面系统估算法 

5.1 总体估算流程 

根据需要，估算和/或测量、并记录智能照明系统在各种运行模式下的功能、典型运行周期内的能

耗或平均功率，估算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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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面系统估算法流程 

5.2 具体估算步骤 

第一步，识别系统功能、分析系统结构。具体包括： 

——分析系统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所； 

——列出系统的功能清单； 

——绘制系统结构示意图。 

第二步，识别系统部件、确定系统边界、划分系统模块。具体包括： 

——识别构成系统的部件，列出部件清单； 

——分析各部件的功能，及部件与系统中其他部件、系统外部设备或外部其他系统的功能关系； 

——根据系统和部件功能，确定系统边界及能耗估算边界； 

——结合系统结构，对于功能和规模可扩展的系统，进一步划分系统模块，建立系统功率与系统模

块功率的关系如公式（1）。 

Ps = Psm × n ……………………（1） 

式中，Ps代表固定模式下的系统功率，Psm代表固定模式下系统模块的功率，n代表构成系统的系统

模块的数量。 

第三步，识别系统耗能部件、建立系统模式与耗能部件功能和模式对应关系。具体包括： 

——就系统或系统模块，识别耗能部件； 

——建立系统模式与耗能部件功能和模式对应关系记录表； 

——统计耗能部件与消耗功率有关的具体参数信息。 

第四步，计算或测量各耗能部件对应各模式的功率。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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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耗能部件划分为线缆类、设备类两类，线缆是指用于系统中电信号和通讯信号传输的各类线

缆，例如电线、网线、双绞线等，以线路损耗的形式消耗功率；设备类是指除线缆以外的其他耗能部件，

例如控制装置、智能终端等； 

——线缆的功率消耗宜采用计算法，通过线缆阻抗和流经线缆的电流计算线缆的消耗功率； 

——设备类耗能部件的功率消耗宜采用测量法，其中，各类照明设备的非主功能模式功率应依据

T/CIES 026—2020测量，其他模式功率测量可参照产品标准或T/CIES 026—2020测量；其他设备各模式

下功率应依据其产品标准或测量方法标准测量，对于没有相关标准的其他设备，可参照T/CIES 026—

2020测试。 

第五步，计算系统各模式下的功率。具体包括： 

——依据所建立系统模式与耗能部件功能和模式对应关系记录表、所计算或测量各耗能部件对应各

运行模式的功率，计算在各种系统模式下系统或系统模块的功率； 

——对于可拆分系统模块的系统，按照公式（1）进一步计算对应各系统模式的系统功率。 

第六步，识别系统的典型运行周期。具体为，结合系统模式、系统功能、用户使用习惯和系统应用

场景等因素，确定系统的典型运行周期。 

第七步，计算典型运行周期内系统的能耗数据。具体包括： 

——分析典型运行周期的系统模式构成及持续时间； 

——依据典型运行周期内各系统模式的持续时间、系统功率计算系统在典型运行周期内的能耗值，

见公式（2）； 

…………………………………………（2） 

式中，Ws代表典型运行周期内系统的能耗，Ps-i代表对应特定模式的系统功率，ti代表各模式的运行

时间。 

——为实现系统间能耗数据对比，可进一步计算典型运行周期内系统的平均功率，见公式（3）。 

…………………………………………（3） 

式中，Ps-average代表系统在典型运行周期内的平均功率，t代表典型运行周期的时间，且使用与ti相同

的时间单位。 

6 快速计算估算法 

6.1 总体计算流程 

快速计算估算法的流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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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识别系统功能、分析系统结构

第二步

识别系统部件、系统边界、划分系统模块

第四步

确定计算公式的输入参数

第三步

确定系统总能量计算公式

第五步

计算系统能耗  

图2 快速计算估算法流程 

6.2 具体计算步骤 

第一步，识别系统功能、分析系统结构。具体包括： 

——分析系统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所； 

——列出系统的功能清单； 

——绘制系统结构示意图。 

第二步，识别系统部件、确定系统边界、划分系统模块。具体包括： 

——识别构成系统的部件，列出部件清单； 

——分析各部件的功能，及部件与系统中其他部件、系统外部设备或外部其他系统的功能关系； 

——根据系统和部件功能，确定系统边界及能耗估算边界； 

——结合系统结构，对于功能和规模可扩展的系统，进一步划分系统模块，建立系统功率与系统模

块功率的关系如公式（1）。 

第三步，确定系统能耗计算方法和公式。可以包括下列方法： 

——根据应用场合，系统组成，系统运行模式，运行周期，理论分析确定系统能耗计算方法，比如

使用系统软件中通过能耗监测上报值的统计相加，这种方式也叫账单法； 

——采用 ISO/CIE 20086-2019定义的LENI（Lighting Energy Numeric Indicator）理论公式，具体见

附录B。 

第四步，确定计算公式的输入参数值，具体包括： 

——通过照明系统管理软件通过照明管理系统中的能量监测功能读取各个部件在各个模式下不同

应用场景下的能量作为输入参数，包括工作模式下参数，支持紧急模式下参数，待机模式下参数； 

——或者根据应用场景计算出公式中的输入参数； 

——或者根据系统应用场景设置默认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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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计算系统能耗。输入参数，根据计算公式计算能耗值，也可以根据公式形成的计算工具进

行快速的计算能耗值。 

7 直接测量法 

7.1 总体测量流程 

智能照明系统能耗的直接测量法流程见图3。 

 

图3 智能照明系统能耗直接测量法流程 

7.2 具体测量步骤 

第一步，识别系统功能、分析系统结构。具体包括： 

——分析系统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所； 

——列出系统的功能清单； 

——绘制系统结构示意图。 

第二步，识别系统部件、确定系统边界、划分系统模块。具体包括： 

——识别构成系统的部件，列出部件清单； 

——分析各部件的功能，及部件与系统中其他部件、系统外部设备或外部其他系统的功能关系； 

——根据系统和部件功能，确定系统边界及能耗估算边界； 

——结合系统结构，对于功能和规模可扩展的系统，进一步划分系统模块，建立系统功率与系统模

块功率的关系如公式（1）。 

第三步，识别系统的典型运行周期。具体为，结合系统模式、系统功能、用户使用习惯和系统应用

场景等因素，确定系统的典型运行周期。 

第四步，建立能耗测量电路，测试系统能耗。具体包括： 

——对所识别能耗估算边界的系统或系统模块建立能耗测量电路； 

——测试并记录典型运行周期内功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典型运行周期内的能耗值； 

——为未划分模块的系统，所测试并记录数据即为系统数据，对于针对模块开展测试的系统，根据

测试结果，按照公式（1）计算系统数据； 

——为实现系统间能耗数据对比，可进一步计算典型运行周期内系统的平均功率，见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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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估算报告 

根据开展能耗估算的需求原因和目的出具估算报告。除评测方和受评方信息外，至少应包括以下信

息： 

——智能照明系统结构示意图及能耗估算边界； 

——智能照明系统的典型运行周期，及该周期内系统模式和功能情况、各模式持续时间； 

——所采用能耗估算方法； 

——针对系统估算法，应详细记录估算过程和估算数据； 

——针对直接测量法，应给出测试电路图、典型运行周期内系统功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系统能耗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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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智能照明系统能耗估算边界 

系统的通用边界应按照图A.1界定。 

Light

Source

光源

Driver

电源

Controller

单灯控制器

GW

集中控制器

（网关）

Sensor

传感器

CMS

中心控制管理系统

Commissioner

现场控制管理器

灯具

其他控制系统
Other control system

照明系统
 lighting  system

系统边界

 

图A.1 智能照明系统能耗估算边界划分 

图A.2、A.3和A.4分别给出了三个智能照明系统的能耗估算边界示例。 

 

图A.2 基于POE供电的智能照明系统的能耗估算边界示例 

注：POE供电的智能照明系统中的PoE交换机全部给照明供电，还提供通信的功能，计算照明系统功能时，应该减去

POE交换机通信功能消耗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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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道路照明领域智能照明系统能耗估算边界示例 

 

图A.4 家居用智能照明系统能耗估算边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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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LENI 计算公式 

 

LENI（照明能量数字指数- Lighting Energy Numeric Indicator）定义为照明设备每单位面积每年所

消耗的能量，具体参考ISO CIE 20086-2019。计算公式见（B.1）。 

……………………………………（B.1） 

W为全年消耗的能量，单位为kWh，A为照明面积，W计算公式如（B.2）。 

 

 …………………………………（B.2） 

ts为周期测量时间，单位是小时，Wt为测量周期内的消耗能量。对于室内办公楼宇，全年时间为

8760h，对于道路照明或其他照明系统，全年时间根据系统使用时间而定。 

Wt包括两部分能量，Wl,t(照明总能量)和Wp,t（待机功耗）之和，计算公式见（B.3） 

…………………………………………（B.3） 

待机功耗由所有灯具的待机功耗和应急功耗之和，计算公式见（B.4）。 

……………………（B.4） 

Ppc为待机功率，单位为瓦，ts为待机时间，Pem为应急功率，单位为瓦，te为应急时间。 

Wl,t照明能量和工作方式相关，尤其和系统中是否支持日光传感器和存在传感器相关，计算公式见

（B.5）。 

………………（B.5） 

Pn为第n个灯具的功率，Fc为灯具工作系数，Fo为存在传感器系数，tD为日照时间，FD为日照系数，

tN为非日照时间。 

Fo根据系统控制功能参数和非占用系统进行计算，也可以取默认值。 

Fc根据系统中人工光调光时的维护系数和恒照度控制系数来进行计算，也可以取默认值。 

FD根据系统中的日照系数和日照照明控制系数来进行计算，也可以取默认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