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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就学校中的普通教室、阶梯教室、图书馆、书库的

照明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照度  功率密度  眩光  反射眩光  光幕反射

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on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hich ought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lighting design 
such as ordinary classrooms, stair classrooms, libraries and 
book storerooms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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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照明的目的是为学校提供一个舒适的、科

学的光照环境，如何把学校照明设计得既科学，又具

有良好的环境,使中小学生在现代的学校建筑中更好

地接受教育, 这是我们建筑设计人员所不断追求的。

目前教室中除传统的照明之外，教学区大多采用幻

灯、电影、实物投影仪、电视转播等多种电教设备配合

教学 ；教学以白天为主，晚上学生可以自习，因此，学

校照明设计尤为重要。

1教室照明的主要条件
1) 学生——保证视觉目标水平和垂直照度要

求，降低视觉疲劳，注意力集中，学习效率高，满足学

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要求。

2) 教师——讲课轻松，引导学生把注意力集中

到教学和演示区域，照明控制适应不同的演示和教学

情景，教学效果好。

3) 学校管理——环境变好，设备利用率高，并防

止事故灾害发生。

4) 照度适当

学校照明设计时，照度可按《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GB50034-2004. 表5.2.7“学校建筑照明标准值”

及表5.2.1“图书馆建筑照明标准值”选取。

5) 减少眩光

由于视野中的亮度分布或亮度范围的不适宜，

或存在极端的对比，以致引起不舒适感觉或降低细部

或目标的能力的视觉现象，称眩光。明暗对比太大，有

眩光时，就会使人感到不舒适，有时看不见东西，并引

起视觉疲劳。

普通教室为减少眩光区和光幕反射区，荧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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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宜纵向布置，即把灯具的长轴平行于学生的主视

线，并与黑板垂直，使学生看到的灯具发光面积减小。

6) 室内装修

教室各表面应选用明亮无光泽的浅色材料装

修，以造成明亮而稳重的室内环境。反射率可按表1

的数据设计 ：

表1  教室内各表面反射系数值

表面名称 反射系数（%） 表面名称 反射系数（%）
顶栅 70~80 侧、后墙 70
前墙 50~60 课桌面 35~50
地面 20~30 黑板面 15~20

教室内的色彩设计可用以下颜色，目前国内教

室设计，顶栅、墙面一般选用白色 ；地面选用耐脏而

又不刺眼的颜色 ；黑板选用无光泽的绿色。

2普通教室照明
1) 普通教室课桌布置是规律性排列，教室照明

通常由对课桌的一般照明和对黑板照明组成。照明设

计采用在顶棚上均匀布灯的照明方式，为确保学生集

中注意力，桌面和黑板的亮度为最高。为减少眩光区

和反射区，荧光灯灯具宜纵向布置，并与黑板垂直。灯

具布置在垂直黑板、课桌、通道上空，使课桌形成两侧

面来光，照明效果更好。

2)普通教室顶棚高度一般是2.8~3.0m，灯具安装

高度对照明效果有一定影响。当灯具安装高度增加，

照度下降 ；安装高度降低，眩光影响增加，均匀度下

降。普通教室灯具距地安装高度宜为2.5~2.9m，灯具

距课桌宜为1.7~2.1m。

3) 教室照明控制，宜平行外窗方向顺序设置开

关（黑板照明开关应单独装设），有投影屏幕时，在接

近投影屏幕处的照明应能独立关闭。

3黑板照明
由于黑板是垂直地挂在墙上，教室内如果仅靠

一般照明灯具，黑板面的垂直照度是不够的，必须要

设置黑板专用灯具照明。对黑板照明的要求条件如

下 ：

1)学生方面——要求不能由黑板产生反射眩光，

容易看清黑板，从黑板照明灯具来的直射光不要射进

学生眼中。为此，黑板照明专用灯具宜采用非对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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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分布特性的专用灯具。

2) 教师方面——要求教师上课时不感到眩光，

黑板照明灯具的位置应在水平视线以上的仰角45 度

之外，灯具与黑板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L2，当教师在

黑板上书写时不应感到光源的反射眩光。

3) 教师和学生的共用要求——黑板面垂直照度

要高，上下左右的照度分布要均匀，黑板面上容易看

得清楚。

4) 黑板照明和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关系如图1 所

示，黑板照明灯具的位置由L 变到L1 以上时，第一排

学生会产生反射眩光。背向黑板站在讲台上的教师的

视平线以上45°范围内，要注意黑板照明灯具产生的

直接眩光。为提高黑板面的垂直照度，在决定黑板照

明灯具的位置时，黑板中心的仰角大约为55°。

图1 黑板照明灯具安装位置示意图

5) 黑板照明专用灯具数量选择参考表2。

表2 黑板照明专用灯具数量选择参考表

黑板宽度（m） 36W单管专用荧光灯灯具（套） 
3~3.6 2~3
4~5 3~4

4光源与灯具的选择
1) 光源选择

荧光灯是应用最广泛，用量最大的气体放电光

源，它具有结构简单、光效高、发光柔和、寿命长等优

点。荧光灯的发光效率是白炽灯的4~5 倍，寿命是白

炽灯的3~8 倍。

（1）教室照明推荐使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的直

管荧光灯，它具有显色性好、光效高、寿命长等特点，

是高效节能的光源。推荐采用T5、T8 型直管荧光灯。

（2）按GB50034-200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规定：

“直管荧光灯配用电子镇流器或节能型电感镇流器”，

对提高照明系统能效和质量有明显的效果。

2) 灯具选择

（1）普通教室选用吸顶式灯具，适用于低顶棚的

照明场所 ；嵌入式灯具适用于低顶棚但要求眩光小

的照明场所 ；悬吊式灯具适用于顶棚较高的照明场

所。

（2）普通教室不宜采用无罩的直射灯具及盒式

荧光灯灯具，一定要选用有保护角、效率不低于75%

的开启式配照型灯具。有要求或有条件的教室可选用

高效格栅或带漫反射罩的灯具，其灯具效率不宜低于

60%。

（3）如选用具有蝙蝠翼式光强分布特性灯具，一

般具有较大的遮光角，光输出扩散性好、布灯间距大、

照度均匀，能有效地限制眩光和光幕反射，有利于改

善教室照明质量和节能。

（4）不宜采用带有高亮度的白色钢板或全镜面

控光罩（如格片、格栅）类灯具，宜采用低亮度漫射类

灯具。

（5）如教室顶棚较高，可以选用悬挂式、间接式

或半间接照明灯具，该类灯具除具有向下照射外，还

具有部分的光投射到顶棚，形成间接照明效果。

3) 教室照明实例

某普通教室顶棚高3m，面积为7.2×9.0m，其照

明灯具布置如图2 所示。教室照明选用T8 型12 套

36W 三基色直管荧光灯，配电子镇流器单管格栅荧光

灯罩，光通量3350lm，显色性≥80，灯具分三排布置 ；

黑板选用两套T8 型36W 专用灯具。

计 算 照 度328lx，LPD 为8.29W/m2 ；黑 板 照 度

532lx。

 图2 照明灯具布置图

5阶梯教室
1) 阶梯教室一般能容纳2~3个班的学生，室内灯

具数量多，眩光干扰增大，宜选用限制眩光性能好的

灯具，如带格栅或带漫反射板（罩）、保护角较大的开

启式灯具。

2) 阶梯教室由于顶棚结构关系，通常用于平行

于黑板的连续布置的荧光灯灯具照明。在这类教室

里，为了防止产生眩光，应使用装有乳白或透明棱镜

的有机玻璃罩的灯具，也可以用间接照明，防止直射

光进入眼中。

3) 阶梯教室顶棚分块做成阶梯形（即折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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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棚），灯具被下凸部分隐蔽，并使其出光投向前

方，向后散射的灯光被截去，并通过灯具反射器也向

前方投射，学生几乎感觉不到直接眩光。

4) 灯具宜采用吸顶或嵌入方式安装。当采用吊

挂安装方式时，应注意前排灯具的安装高度不应遮挡

后排学生的视线及产生直接眩光，也不应影响投影、

电影的放映效果。

5) 教室深处与靠近窗户处人工照明的要求是不

同的，为改善教室内的亮度分布，便于人工照明的恒

定调节与节能，宜对教室深处及靠近窗口处的灯具分

别控制。

6) 阶梯教室一般设有上、下两层黑板（上、下交

替滑动），由于两层黑板高度较高，仅设一组普通黑板

专用灯具是达不到照度要求及其均匀度的。为此，可

采取选用较大功率的专用灯具的方式 ；或采取上、下

两层黑板分别选用两组普通黑板专用灯具进行照明

的另一种方式，对两组灯具内的光源做不同配置，上

层黑板专用灯具内的光源容量宜为下层光源容量的

1/2~3/4。

7) 当阶梯教室内设有黑板专用照明时，幻灯、投

影和电影屏的位置宜与黑板分开，一般可置于黑板侧

旁，宜在讲台和放映处对室内照明进行控制。

6图书馆照明
学校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为学生阅读和借书提

供场所，馆内还设有咨询服务及复印、缩微胶卷阅读

设备。照明设计除应满足照度标准外，还应注意降低

眩光和光幕反射的影响。

1) 阅览室照明

（1）图书阅览室应按300lx 的照度设计，同时要

求避免扩散光产生的阴影，光线要充足，不能有眩光，

应尽量减小书面和背景的亮度比，通常是选用荧光灯

照明。从发展看，有从灯具直接明装在顶棚面上转为

采用嵌入式开敞型、嵌入式下带乳白玻璃或透明棱镜

罩的灯具的趋势。

（2）阅览室一般可采用一般照明方式或混合照

明方式 ：一般照明方式宜选用限制眩光性能好的开

启式灯具，带格栅或带漫射等型灯具，配优质的电子

镇流器或低噪声节能型电感镇流器 ；混合照明方式

除顶棚选用一般照明荧光灯灯具外，最好在阅览桌上

再配荧光灯台灯做为局部照明。局部照明灯具宜设在

左前方，这样长时间阅读也不致对眼睛造成不良影

响。

（3）阅览室面积较大，宜采用两管或多管嵌入式

荧光灯块形或荧光灯光带布灯方案，增加灯具的光输

出面积，提高室内照明质量。

2) 书库照明

（1）书库照明设计需注意的重点是不能让顶棚

的光源的光线直射到人的眼里，不能有眩光，书架的

垂直面照度要均匀，特别是要确保书架下部的照度要

求。

（2）书库中书架之间的通道照明宜采用专用灯

具，即具有窄配光强分布特性的荧光灯具。一般安装

在书架行道上空，多为吸顶安装或嵌入式安装，并设

单独开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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