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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室灯光系统的设计内容

【来自武汉珂玛影视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应该如何对现代演播室灯光系统进行设计，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电视节目制作的需要呢?根据灯光系统

的具体要求和设计指标，以下是演播室灯光系统的主要设计内容。

一、演播室灯光系统设计指标

通常情况下，演播室灯光系统的主要设计指标可考虑下述一些内容。

（一）演区照度

考虑摄像机灵敏度以及节目具体要求等因素，根据演播室设计规范要求，演区的垂直照度应不低于

20001x。

(二）灯具选配

选用性价比高、环保节能的灯具，LED 灯具应该作为首选灯具。灯具的光斑、光度、 光控、光色、

光衰等特性是考虑的重点，要使用高效节能便于操作维护的灯具。常规灯具选用国内先进产品，选型配置

必须满足相应的电视节目制作要求。

(三）光源色温

常规灯具（卤钨灯）色温要求:3200±150K; LED 灯 3200±150K 或 5600 士 200K；

(四）光源显色指数

考虑到电视图像的色彩还原情况和目前光源的基本特性，所选用面光灯具的白光光源一般显色指数

Ra ≥90。

(五）噪声指标

所有设备噪声必须符合关于噪声的技术要求，根据演播室相关标准规定，空场时所有设备开启后的

噪声及外界环境噪声的干扰不高于 NR25。

(六）控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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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室灯光信号控制系统应采用以标准 TCP/IP 为基础的以太网络为主的系统配置，在以太网路上传

送各种信号，包括以太网信号、DMX512、反馈信号及设定功能，控制接口使用国际上通用网络或 DMX512

标准接口。

(七）吊挂设备

演播室机械吊挂系统应充分考虑系统的运行安全，满足连续使用要求，控制层、执行层的核心单元

应当按照结构设置，设备的选型和技术要求要以演播室结构作为基础。

（八）调光控制设备

合理选配调光台，满足使用要求即可，不可贪大求全。调光立柜通常选用抽屉式结构方式，并具有

控制信号双备份及信号的显示和返错报告功能，具有网络和 DMX512 接口的名牌产品应该是首要考虑的。

在不需要传统调光器的全部见用 LFD 灯具的演播室， 可用灯光控制柜（直通柜）替代调光立柜，用直通开

关为灯具供电，并设置足够的直通回路。

（九）技术内容

下面以大中型电视演播室为例，根据经验列出灯光系统主要设计内容及指标。

演播室灯光系统主要设计技术内容及指标〔经验值）

面积

内容
2000m3 800m3 400m3 250m 备注

配电容量 800KW 300KW 150KW 80KW

供电系统 三相五线 三相五线 三相五线 三相五线

灯光

配电系统
接地方式 TN-S TN-S TN-S TN-S

供电路数 2 路 2 路 2 路 2 路

调光直通回路数 1200(3KW) 400(3KW) 250(3KW) 120(3KW) 调光与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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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互换

灯缆 3×4 3×4 3×4 3×4
低烟无卤阻燃

型电缆

吊装设备 电动吊杆 电动吊杆 电动吊杆 电动吊杆

吊机载荷 ≥300kg ≥300kg ≥200kg ≥100kg

灯具

电控聚光灯

（三动作）

电控聚光灯

（三动作）

电/杆控聚光灯

（三动作）

杆控聚光灯

（三动作）

可适当配备手

控灯具

柔光灯 柔光灯

电脑灯 电脑灯 电脑灯、成像灯 成像灯 标配/市场租赁

灯具接插件

为 3 芯配置

灯具接插件

为 3 芯配置

灯具接插件

为 3 芯配置

灯具接插件

为 3 芯配置
国际标准

布光控制系统
数字 2 合 1 型

（吊杆+灯具)

数字 2 合 1 型

(吊杆+灯具)

数字 2 合 1 型

(吊杆＋灯具)
数字吊杆控制

吊点设置 设置 设置 瓷置

临时吊挂设备

电葫芦 设置 设置 设置

DMD512 控制

口
8 个 6 个 4 个 2 个

网络信号 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白天幕 预留安装点 预留安装点 预留安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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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幕 电动 电动 预留安装点 预留安装点 阻燃型

设备层 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观众席 电动伸缩式 电动伸缩式 预暂

二、演播室灯光系统设计内容

演播室灯光系统设计要求在不改变土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工艺设计。一般需要考虑如下内容:

(1) 演播室规模;

(2) 演播室功能类型(新闻、访谈、专题、综艺、虚拟等);

(3) 演播室利用率;

(4) 综合照度;

(5) 演区范围;

(6) 天幕高度;

(7) 灯栅层(架)结构;

(8) 工作照明;

(9) 吊杆吊挂形式;

(10) 灯具配备;

(11) 供配电系统;

(12) 吊挂控制系统;

(13) 调光控制系统;

(14) 信号控制与网络综合布线系统。

(一)演播室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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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室的规模指演播室建筑结构的长、宽、高。通常情况下，按照演播室的面积区分为:

特大型演播室(1500 ㎡及以上）；大型演播室(800 ㎡-1200 ㎡):

中型演播室(400 ㎡-600 ㎡)； 小型演播室(250 ㎡及以下）；

（二）演播室的功能

根据演播室功能类型不同，在工艺设计时要区别考虑。按照功能不同，把演播室区分为:

综艺类演播室；专题类演播室；新闻类演播室；访谈类演播室;

虚拟演播室； 多功能演播室；全（融）媒体演播室。

（三）演播室的利用率

为了提高现代电视演播室利用率，设计时要考虑配备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智能化灯光设备，并且要充

分考虑利用现代化手段，比如能够利用电脑技术实现离线编辑等功能，以缩短布光时间。

（四）演播室照度

根据有关规范要求、实验数据和实践经验，演播室演区综合垂直照度按 2000l x 进行设计比较合适。

（五）演区范围

演播室的演区范围由地面、有效背景高度来确定。为了更大限度地利用建筑空间， 扩大演播室的演

区范围，在设计吊挂设备、背景高度时要充分考虑。

过去演播室天幕是必设的，它将使大约 5%~15%的面积成为失效面积。现在通常 是将演播室背景

墙面喷成无光黑色，不再设置天幕，演播室有效面积得到极大提高。

有效背景高度由摄像机有效取景角度和取景画面的最远距离来确定。

取景范围 16:9

65.2°×39.5°广角(75mm)

3.7°×2.1°长焦（150mm)

演播室取景宽度和有效背景高度经验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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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室面积(m3) 摄像机距离（m) 有效背景高度（m) 宽度(W16:9)

1200 34 10.5 43.5

1000 32 9.5 42

800 28 9 36

500 23 7.5 29.5

400 20 7 25.5

250 16 5.7 20.5

100 10 3.7 12.8

(六)灯栅层的设置

小型演播室，灯具吊挂一般采用葡萄架、固定轨、滑轨方式，不设灯栅层。大中型演播室，为了便

于维修维护，吊挂系统的提升电机和减速器等一般安装在专门的灯栅层(或称灯光设备层)上，因此，需要在

演播室上空设置灯栅层。灯栅层的设置高度和承重能力也因演播室的大小和高度不同有所区别

演播室灯栅层高度设置参考表

面积

(m)

高度

(m)

背景高度

(m)

灯栅层高度

(m)

灯棚层上方高

度(m)

顶棚承重

能力(kg/m2)

演播室

功能

50 ≥4 3.2 80 新闻

80 ≥4.5 3.5 80 新闻

150 ≥7.5 4 5.5 ≥2 150 新闻、专题

250 ≥9 5.7 7 ≥2 150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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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12 7 8.5 ≥2 350 专题、综合

800 ≥15 9 11 ≥2 450 综艺

2000 ≥20 13 16 ≥2 5o0 综艺

如 400 ㎡演播室的天幕高度为 7m，吊杆所需空间为 1.5m 左右，灯栅层距地面的高 度在 8.5m 以

上，吊杆的提升电机安装在灯栅层上，灯栅层的高度为 2m。灯栅层的上方 为空调层和结构层。

灯栅层除了安装吊杆的提升电机和减速器外，还要安装用于敷设各种缆线的桥架， 设置起重装置的承重点

(吊点)厂等。吊点用来提升临时性的灯架或景物。每个吊点的荷 载根据设计要求确定，一般为 1t。

灯栅层可以采用可透视钢板网敷设，工作人员可直接在钢板网上站立或行走，并能 透过钢板网直接

观察到演播室地面的情况。

灯栅层的荷载能力要经过周密核算。如某台 800 ㎡演播室长 35m，宽 23m 的设备 层上要承载多功

能复合吊杆 67 道，灯具 228 台,以及吊杆提升机、中央控制柜、吊杆控 制柜、灯具控制柜、电缆线槽及电

缆等，总重量约为 24t，加上吊顶钢龙骨、槽钢、空 调送风管道约 21t，合计重量约为 45t，平均每平方米

承载 56kg。设计人员要清楚设备层 的承载能力，要严格控制灯栅层的自重及荷载的重量。

(七)挑台的设置

在大、中型演播室内需设置挑台。挑台是连接导演室与演播室之间的通道，也是设 备维修和消防的

通道，有时候也是电脑灯控制台的操作编程平台。

(八）追光平台的设置

大中型演播室要设置追光灯平台。追光平合一般设置在 2 层挑台上，宽度一般大于 1.2m，或者在观众席两

角安装追光平台，有条件的演播室可以在 2 层挑台上设置专门的 电脑灯控制台操作编程平台。

(九）演播室装潢的色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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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室整体环境的装溃色调设计，是指演播室内可见到的建筑立面整体色调效果 的设计。演播室为

公众场所，应做到简洁大方、色彩淡雅。虽然在节目录制中，观众的 注意力全集中在舞台上，但高雅的环

境、怡人的色彩，会给所有现场参与者带来美的享 受。因此，即不要使用过于明亮的色彩（会影响舞台的

灯光效果)，但也不主张过于晦 暗的色调，使得演播室过于压抑。尽量做到演播室总体基调包括吊挂设备、

灯具、出入 口等要协调一致朴实大方。

（十）工作照明系统

工作照明系统是指制作人员搭景布光拆装台以及演员走台时使用的日常照明系统。 实践证明，演播

室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非录制工作状态，安装一套合适的普照系统，能够 避免因开启专用灯光所造成的巨大

电力浪费。通常情况下，工作面综合照度达到 2001x 就能满足日常工作的要求。

武汉珂玛影视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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