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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场所电脑灯具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演出场所电脑灯具(以下简称灯具)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灯具的产品分类、技术要

求、检验测试条件、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记、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演出场所使用的灯具，其它类似功能场所的灯具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也适用于演出场所灯具制造商产品自检验和用户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演出场所灯具检测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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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

划

GB/T 2829—201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7000.1—2015 灯具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217—2008 灯具 第2—17部分：特殊要求 舞台灯光、电视、电影及摄影场所（室内外）

用灯具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32486—2016 舞台LED灯具通用技术要求

WH/T 26—2007 舞台灯具光度测试与标注

WH/T 31—2008 舞台灯光设计常用术语

WH/T 32—2008 DMX512-A灯光控制数据传输协议

WH/T 41—2011 舞台灯具通用技术条件

WH/T 61—2013 演出场所电脑灯具性能参数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7000.217—2008、WH/T 26—2007、WH/T 31—2008 和 WH/T 41—201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标准。

电脑灯具 moving light

用微处理器控制传动机构实现光束变化和运动的灯具。

4 产品分类

4.1 按功能分类

按功能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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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案灯具；

b） 染色灯具；

c） 光束灯具；

d） 多合一灯具；

e） 其它功能灯具。

4.2 按光源分类

4.2.1 光源类型

按光源类型分类如下:

a） 白炽光源灯具；

b） 气体放电光源灯具；

c） LED光源灯具；

d） 激光光源灯具；

e） 其它光源灯具。

4.2.2 光源数量

按光源数量分类如下:

a） 单个光源（或模组）灯具；

b） 多个光源（或模组）灯具。

4.3 按使用环境分类

按使用环境分类如下:

a） 室内灯具；

b） 室外灯具。

5 技术要求

5.1 安全

按GB 7000.217规定的要求执行，并符合 WH/T 41—2011中5.3的相关规定。

5.2 电磁兼容

5.2.1 无线电骚扰特性按GB 17743规定的要求执行。

5.2.2 输入电流谐波按GB 17625.1规定的要求执行。

5.3 结构

5.3.1 结构设计

结构设计按 GB 7000.217 和 WH/T 41 规定的要求执行，并符合 5.3.2、5.3.3 给出的细节。

5.3.2 部件替换或更换

5.3.2.1 图案片、色片等功能部件宜能替换。

5.3.2.2 气体放电光源等易损部件应能更换。

5.3.3 灯体外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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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 拆卸频率较高的外部部件应具有安全保护措施。

5.3.3.2 灯具尾线长度宜≥2 m。

5.4 电气性能

5.4.1 输入电压

在标称电压±10%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5.4.2 功率

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的条件下，全功能运行时，实际消耗功率与标称值的偏差应≤10%。

5.4.3 降功率

气体光源灯具在启动降功率功能后，实际消耗功率应不大于降功率标称值。

5.4.4 功率因数

在最大功率时，功率因数应≥0.9。

5.5 功能

5.5.1 X/Y 轴运动

5.5.1.1 X/Y轴运转机构应具备变速功能，运行时应响应快速、定位准确，无明显步进、抖动。

5.5.1.2 X/Y轴运转重复定位误差，水平偏移角和垂直偏移角均≤0.1°。

5.5.2 颜色

5.5.2.1 光斑颜色应无明显色差、阴影、斑点。

5.5.2.2 机械式颜色盘宜具有定位、正反向连续旋转和调速等功能。

5.5.2.3 机械式无级混色及色温校正系统渐变运行时，光斑颜色和色温应分布均匀、变化平滑和定位

准确。

5.5.2.4 在正常工作条件，颜色片应无明显变色。

5.5.3 图案、光斑切割、棱镜和光圈

5.5.3.1 灯具的图案、光斑切割和光圈均应成像清晰、均匀、完整、响应快速和定位准确。

5.5.3.2 图案盘和图案片宜具有正反向连续旋转和调速等功能。

5.5.3.3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玻璃图案片应无明显变色、金属图案片应无明显变形。

5.5.3.4 光斑切割可做出三角形、四边形等图形，并可90º旋转。

5.5.3.5 棱镜应分光均匀，可旋转棱镜宜具有定位、正反向连续旋转和调速等功能。

5.5.3.6 光圈宜具有连续平滑收放和调速等功能。

5.5.4 变焦和调焦

5.5.4.1 变焦、调焦运行应平滑、均匀，响应快速和定位准确。

5.5.4.2 图案灯具光斑通过调焦宜满足光斑的虚实要求。

5.5.5 频闪

频闪应具备定速和变速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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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调光

5.5.6.1 调光过程光输出应平滑变化，无明显花斑、闪烁或跳变。

5.5.6.2 LED光源灯具调光最低一级的照度宜不大于最高照度的0.01%。

5.5.6.3 调光曲线宜在2次和3次曲线之间。

注：5.5.6不适用于气体放电光源类光束灯具。

5.6 光学性能

5.6.1 发光效能

发光效能不应小于标称值的10%，且不宜低于表1中的数值。

表1 发光效能

5.6.2 照度均匀度

5.6.2.1 气体放电光源图案灯具，照度均匀度宜≥60%。

5.6.2.2 LED 光源图案灯具，照度均匀度宜≥80%。

5.6.3 色温

LED 光源灯具，色温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偏差宜≤5%。

5.7 噪声

室内灯具的最大噪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全功能运行，≤ 55 dB（A）；

b) 静止状态，≤ 50 dB（A）；

c）无风机灯具，≤ 45 dB（A）。

注：静止状态是指在光源全功率时，各传动、运动部件（风机除外）不运动的状态。

5.8 控制

5.8.1 控制信号按WH/T 32或其它通用灯光网络协议规定的要求执行。

5.8.2 控制信号的接口应采用符合相应标准的接口。

5.8.3 各项功能的控制应符合说明书的描述。

5.9 一致性

多台同型号的灯具各功能运行应同步、一致。

5.10 可靠性

灯具类别
发光效能（lm/W)

气体放电光源类 LED 白光光源类
a

LED 彩色光源类

图案灯具 15 20 20

染色灯具 13 20 15

光束灯具 25 25 —

多合一灯具
b

20 — —

a
含添加少量彩色光源改善白光光谱的灯具。

b
多合一灯具标注最高发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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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在标称电压的上下两个极限值，分别连续运行48h，各项功能应正常、部件无损坏。

5.10.2 在标称环境温度的上下两个极限值，分别连续运行48h，各项功能应正常、部件无损坏。

5.10.3 将多台灯具设置同步运行模式，连续运行48h，同步功能应正常、部件无损坏。

5.11 环境适应性

气候、机械及跌落环境适应性应符合 WH/T 41—2011 中 5.4 的相关规定。

6 检验测试条件

检验测试应符合 WH/T 61—2013 中 5.1 的相关规定。

7 检验方法

7.1 安全性检验

安全性检验按GB 7000.217规定的要求进行测试，并遵守WH/T 41—2011，5.3中的相关规定。

7.2 电磁兼容检验

7.2.1 无线电骚扰特性按GB 17743规定的要求进行测试。

7.2.2 输入电流谐波按GB 17625.1规定的要求进行测试。

7.3 结构检验

7.3.1 结构设计检验

结构设计检验按GB 7000.217规定的要求，遵守 WH/T 41—2011中5.1的规定，符合5.3.2、5.3.3

给出的细节进行测试。

7.3.2 部件替换或更换检验

7.3.2.1 检查图案片、色片等功能部件的可替换性，替换后应符合原产品的各项功能要求。

7.3.2.2 检查光源等易损部件的可更换性，更换后应符合原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

7.3.3 外部件检验

7.3.3.1 检查外部部件的安全保护措施，应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7.3.3.2 用卷尺测量灯具尾线长度，应符合5.3.3.2给出的细节。

7.4 电气性能检验

7.4.1 输入电压检验

将灯具接到可调电压的电源上，在标称电压±10%的条件下，分别进行全功能运行试验 1h，应符合

5.4.1 给出的细节。

7.4.2 功率检验

采用功率计测试灯具的输入功率，计算输入功率和标称功率的差值，应符合5.4.2给出的细节。

7.4.3 降功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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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放电光源灯具在启动降功率功能后，采用功率计测试灯具的输入功率，对比标称降功率值，

应符合5.4.3给出的细节。

7.4.4 功率因数检验

采用功率因数计测量其功率因数，应符合5.4.4给出的细节。

7.5 功能检验

7.5.1 X/Y 轴运动检验

7.5.1.1 按WH/T 61—2013中5.2.2.9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1.1给出的细节。

7.5.1.2 按WH/T 61—2013中5.2.3.2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1.2给出的细节。

7.5.2 颜色检验

7.5.2.1 按WH/T 61—2013中5.2.2.1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2.1给出的细节。

7.5.2.2 按WH/T 61—2013中5.2.2.1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2.2给出的细节。

7.5.2.3 按WH/T 61—2013中5.2.2.1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2.3给出的细节。

7.5.2.4 检验方法待研究。

7.5.3 图案、光斑切割、棱镜和光圈检验

7.5.3.1 按WH/T 61—2013中5.2.2.2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3.1给出的细节。

7.5.3.2 按WH/T 61—2013中5.2.2.2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3.2给出的细节。

7.5.3.3 检验方法待研究。

7.5.3.4 按WH/T 61—2013中5.2.2.3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3.4给出的细节。

7.5.3.5 按WH/T 61—2013中5.2.2.7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3.5给出的细节。

7.5.3.6 按WH/T 61—2013中5.2.2.8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3.6给出的细节。

7.5.4 变焦和调焦检验

7.5.4.1 按WH/T 61—2013中5.2.2.4的要求检测，并符合5.5.4.1给出的细节。

7.5.4.2 调节光斑虚实，目测光斑效果应符合5.5.4.2给出的细节。

7.5.5 频闪检验

按WH/T 61—2013中5.2.2.6的规定检测，应符合5.5.5给出的细节。

7.5.6 调光检验

7.5.6.1 按WH/T 61—2013中5.2.2.5的规定检测，应符合5.5.6.1给出的细节。

7.5.6.2 按GB/T 32486—2016中6.4.5的规定检测，应符合5.5.6.2给出的细节。

7.5.6.3 按GB/T 32486—2016中6.4.5的规定检测，应符合5.5.6.3给出的细节。

7.6 光学性能检验

7.6.1 发光效能检验

遵守WH/T 26-2007第4章中的要求检测，并按WH/T 26-2007中5.3、5.7给出的公式计算，并符合5.6.1

给出的细节。

注：用分布光度计测试时，应按WH/T 26-2007，2.11中的规定确定有效光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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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照度均匀度检验

遵守WH/T 26-2007第4章中的规定检测，按WH/T 26-2007中5.4和5.5给出的公式计算，并符合5.6.2

给出的细节。

7.6.3 色温检验

按WH/T 61—2013中5.2.1.6的规定检测，并符合5.6.3给出的细节。

7.7 噪声检验

测试环境为半消音室。将灯具正常安装，测量灯具满功率稳定工作状态时距离灯具中心水平方向

1.5m 处的最大噪声，应符合 5.7 的要求。

7.8 控制检验

按WH/T 32—2008和GB/T 32486—2016中6.5的规定检测，并符合5.8给出的细节。

7.9 一致性检验

按WH/T 61—2013中5.2.3.3的规定检验，并符合5.9给出的细节。

7.10 可靠性检验

按WH/T 61—2013中5.2.5的规定检测，并符合5.10给出的细节。

7.11 环境适应性检验

按 WH/T 41—2011 中 5.4 的要求进行测试，应符合 5.11 的要求。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要求

灯具产品在定型（设计定型、生产定型）和生产过程中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检验。

8.2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定型检验、交收检验和周期检验三类，各类检验包含的检验项目、接收质量限(AQL)见表

2。

表 2 检验项目、接收质量限(AQL)

检查项目 定型检验 交收检验 周期检验 接收质量限(AQL)

5.1 安全 ○ — ○ 1.0

5.2 电磁兼容 ○ — — 2.5

5.3.1 快速拆卸替换 ○ ○ ○ 2.5

5.3.2 外部件 ○ ○ ○ 2.5

5.4.1 输入电压 ○ ○ ○ 1.0

5.4.2 功率 ○ ○ ○ 1.0

5.4.3 降功率 ○ ○ ○ 1.0

5.4.4 功率因数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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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检验项目、接收质量限(AQL)（续）

检查项目 定型检验 交收检验 周期检验 接收质量限(AQL)

5.5.1 X/Y 轴运动 ○ ○ ○ 1.0

5.5.2 颜色 ○ ○ ○ 1.0

5.5.3 图案/光斑切割/光圈 ○ ○ ○ 1.0

5.5.4 变焦/调焦 ○ ○ ○ 1.0

5.5.5 频闪 ○ ○ ○ 1.0

5.5.6 调光 ○ ○ ○ 1.0

5.5.7 棱镜 ○ ○ ○ 1.0

5.5.8 雾化 ○ ○ ○ 1.0

5.6.1 发光效能 ○ — ○ 2.5

5.6.2 照度均匀度 ○ — ○ 2.5

5.6.3 色温 ○ ○ ○ 1.0

5.7 噪音控制 ○ — ○ 1.0

5.8 控制 ○ — ○ 2.5

5.9 一致性 ○ ○ ○ 2.5

5.10 可靠性 ○ — ○ 1.0

5.11 环境适应性 ○ — ○ 2.5

注：“○”表示应进行的检验项目。

8.3 定型检验

8.3.1 产品在设计定型和生产定型时应进行定型检验。

8.3.2 定型检验由产品制造商质量检验部门或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或委托的质量检测单位负责进行。

8.3.3 进行定型检验的样品为2台。

8.3.4 定型检验中出现故障或某项不合格时，应停止试验，查明原因，提交分析报告，修复后应重新

进行该项试验，若再次试验出现类似故障或某项不合格时，则认为检验不合格。

8.4 交收检验

8.4.1 交收检验由产品制造商质量检验部门负责。

8.4.2 交收检验依批量情况进行全数检验或按GB/T 2828.1规定的要求进行抽样检验。

8.4.3 采用正常一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按GB/T 2828.1规定的一般检验水平Ⅱ执行。

8.4.4 灯具存放超过一年，应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售或使用。

8.5 周期检验

8.5.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周期检验：

a) 改变设计和主要工艺或更换关键元器件及材料时；

b)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不少于一次周期检验；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8.5.2 周期检验的抽样程序按GB/T 2829规定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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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记、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记

9.1.1 遵守GB 7000.217—2008第5章和WH/T 41—2011第7章的规定，并符合9.1.2给出的细节。

9.1.2 灯体上宜标注灯具重量。

9.2 包装

9.2.1 包装箱外表面的标志

包装箱外表面的标志应包含：

a) 制造商名称、地址、电话、邮编、网址；

b) 产品执行标准；

注：GB7000.217和本标准应标注。

c) 产品名称、型号和商标；

d) 生产日期、批号；

e) 额定电压、频率；

f) 重量（毛重、净重）、数量、堆码；

g) 包装箱尺寸；

h) 有“小心轻放”、“向上”、“防震”及“防潮”等图示标志。

9.2.2 包装箱内附件

应有装箱清单、合格证、灯具附件、说明书、售后服务单及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的其他文件。

9.2.3 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内容应包含：

a) 产品名称、型号；

b) 产品执行标准；

注：GB7000.217和本标准应标注。

c) 安全指令及警告事项（包含最短安全射距）；

d) 主要特点和用途；

e) 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降功率值、功率因数；

f) 射距、光斑直径与照度关系图；

g) 色温、显色指数和有效光通量；

h) 功能设置菜单和通道功能说明；

i) 灯具重量；

j) 安装、操作及维护保养说明；

k) 制造商名称、地址、电话、邮编、网址、电子邮箱等。

9.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和强烈的震动。

9.4 贮存

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有害气体、无强磁场和强烈机械振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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