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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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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演播室灯光系统

运行维护标准

1 总则

1.1 为了规范电视演播室(以下简称演播室)灯光系统的运行

维护,保证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特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演播室的灯光系统,也可作为其他演出、录

制场所灯光系统的参照。

1.3 演播室灯光系统运行维护应在保证人身安全、播出安全、

设备安全的条件下进行。

1.4 演播室灯光系统运行维护除应按本标准执行外,还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布光 lightingdistribution
通过设置演播室内灯具出光的高度、方向、亮暗等,达到摄

像机拍摄人物、景物照明需要的过程。

2.2
灯光控制台 lightcontrolconsole
控制灯光效果变化的操作台,是演播室灯光控制系统的核

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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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直通柜 lightingpowerdistributioncabinet
控制非调光灯光回路的开关柜。

2.4
周边控制设备 peripheralcontrolequipment
灯光控制台之外的其他控制设备。

2.5
吊挂装置 riggingdevice
吊挂灯具或景物的电动或手动装置。

2.6
电动提升装置 motorizedliftingdevice
实现演播室内灯具及吊挂设备空间定位的电动升降机构。

2.7
布光控制台 lightdistributionconsole
控制提升装置和电动灯具机械动作的操作台。

2.8
电动灯具 motorizedfixture
通过电机驱动控制,完成相应机械动作变化的灯具。

2.9
收缆器 cableliftingequipment
实现收放线缆的功能,可使线缆与吊杆同步升降的装置。

2.10
电动吊杆 motorizedhoist
一种配备了电源插座、信号接口,可通过钢丝绳或钢带与提

升机联接的电动吊挂装置。

2.11
配电柜 powercabinet
对电源进行开合、切换、控制和保护的设备,通常由进线柜、

切换柜、出线柜等组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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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配电箱 powerdistributionbox
具有电源分配、隔离、通断及过载、短路、漏电保护等功能的

配电装置。

2.13
电脑灯 movinglight
可通过灯光控制台控制亮度、色彩、图案、动作等灯光效果

变化的灯具。

2.14
追光灯 followspotlight
用于远距离追踪投射人物或景物的高照度、光斑轮廓明显

的灯具。

2.15
万向头滑车 universaljointer
使滑动轨在固定轨上任意滑动的联接器。

2.16
桁架 truss
一种可快速组合成各种形状框架的矩形或三角形标准结构

件,可通过提升装置吊装,或者支撑在地面上,用于吊挂设备的

专用结构装置。

2.17
LED灯具 LEDlight
用发光二极管(LED)作为光源的灯具。

3 一般规定

3.1 演播室灯光系统运行维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3.2 设备运行维护应按照相应设备技术要求进行。

3.3 演播室灯光系统的运行维护须由专职运行人员完成;专职

运行人员应由技术负责人、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组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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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技术负责人负责制定演播室灯光系统运行操作规程,负责

制定维护、维修计划并组织实施。

3.5 操作人员须经技术负责人授权,应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考

核,完成设备日常运行操作。

3.6 维修人员须经技术负责人授权,应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考

核,实施日常维护、维修工作。

3.7 运行人员必须经过上岗培训,才能从事演播室灯光系统运

行维护工作。

3.8 灯光系统开启前须巡视、确认具备安全开启条件。

3.9 完成录制后须巡视、确认现场具备安全离场条件。

3.10 系统设备维护、维修应包括日常维护、定期维修和全面

检修。

3.11 维护、维修应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坚持日常维护制度,
应按管理规程和设备制造商提供的维修手册进行。

3.12 系统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并做好记录。

3.13 日常维护应由演播室维修人员负责实施;定期维修应由

技术负责人和设备厂商共同实施;全面检修应由技术负责人委

托设备厂商负责实施。

3.14 设备维修需更换关键零部件时,宜采用原厂提供的配件。

3.15 演播室应制定维护、维修记录制度,建立设备维护、维修

档案。

3.16 系统长期不使用时,应至少2个月通电一次,每次通电

2h以上。

3.17 定期维修宜不少于每季度1次,全面检修应不少于每年

1次。

3.18 系统设备全面检修内容,除本标准规定条款外,还应包括

维护、维修计划中的项目。

3.19 系统设备全面检修后,检修单位应出具正规检修报告。

3.20 除特殊情况外,主要灯光设备的使用年限宜符合表1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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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灯光设备使用年限参考表

设备

名称

灯光

控制

台

周边

控制

设备

信号

传输

设备

配电

柜/配

电箱

调光

柜/直

通柜

吊挂

装置

布光

控制

台

线

缆

电

脑

灯

追

光

灯

其他

灯具

年限/

年
9 9 8 12 10 12 12 12 6 8 7

3.21 当专业灯光设备使用超过8年,信息网络设备使用超过

5年,且单次维修费用超过原值的30%时,不宜再维修。

3.22 演播室工作现场照明应符合GY/T5061《广播电影电视

工程技术用房一般照明设计规范》的规定。

3.23 控制室和配电机房应符合GYJ43《广播电视中心技术用

房室内环境要求》的规定。

4 系统运行操作

4.1 吊挂系统

4.1.1 运行人员配备

吊挂系统运行时,应配备技术负责人1名、操作人员2名及

以上、维修人员1名及以上。

4.1.2 一般规定

4.1.2.1 应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进行操作。

4.1.2.2 控制台操作人员应能直接或者借助视频设备观察到吊

挂系统工作区域,否则,须有专人向操作人员发送操作指令。

4.1.2.3 在进行超越限位范围的应急操作时,须有专人在现场

观察吊杆运行状态,且与操作人员保持良好通讯。

4.1.2.4 系统运行时,吊挂装置下方严禁人员停留或通过,确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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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域中的人员和设备安全。

4.1.2.5 系统严禁超载,严禁载人。

4.1.2.6 系统运行时,如果发现异常应立即按下急停按钮。

4.1.3 电动提升系统操作规程

4.1.3.1 操作前的检查

操作要求如下:

a) 检查电动提升装置、电动吊杆、收缆器是否处于正常

状态。

b) 检查负荷是否超限,分布是否均匀。

c) 检查钢丝绳有无乱绳现象。

d) 检查布光控制系统,确认各项功能正常;核对布光控

制台显示的各吊挂装置的高度、位置、限位状态等信

息是否与实际相符。

e) 检查灯具等设备安装是否牢固、保险措施是否到位。

f) 检查收缆器的出线方向是否符合产品使用要求。

g) 检查、确认吊挂装置运行时不会与周边物体发生碰撞

或剐蹭。

4.1.3.2 操作运行

操作要求如下:

a) 按照说明书要求为系统顺序送电,确认各项指示正常。

b) 吊挂装置运行时,应先点动试运行,确认运动状态与反

馈信息一致。

c) 吊挂装置运行时,应有专人监视其周边情况,集控运行

时还应注意同步情况,避免发生碰撞或拉抻线缆。

4.1.3.3 运行结束

操作要求如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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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说明书要求顺序断电。

b) 确认系统无异常后,运行人员方能离场。

4.1.4 手动吊挂装置操作规程

4.1.4.1 滑轨装置

操作要求如下:

a) 检查轨道有无明显形变,万向头滑车是否正常。

b) 检查限位挡块是否松脱。

c) 检查轨道负荷是否超限。

d) 检查滑动线缆装置是否正常。

e) 移动灯具滑车时,不应超过活动线缆的行程范围。

f) 调整完毕后,应锁止万向头滑车和灯具滑车。

4.1.4.2 手动垂直吊杆/手动铰链吊杆

操作要求如下:

a) 装卸灯具时,操作人员应不少于2名。

b) 检查吊杆与灯具连接是否正常。

c) 检查吊杆负荷是否超限。

d) 检查弹簧拉力与载荷是否匹配。

e) 在滑轨上移动吊杆时,应用杆控杆操作灯具滑车,不得

拖拽灯具带动吊杆移动。

f) 杆控杆操作时,严禁拖拽电缆。

g) 吊杆调整完毕应确保锁止。

4.1.5 桁架与电葫芦操作规程

4.1.5.1 桁架

操作要求如下:

a) 检查、确认桁架结构无脱焊、开裂、明显形变等异常

情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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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确认桁架间连接牢固、稳定、可靠。

c) 采用吊带吊装时,吊带应缠绕、包围整个桁架。

d) 检查桁架与提升设备连接是否牢固、可靠,是否满足承

重要求。

e) 检查负荷是否超限,分布是否合理。

f) 悬吊桁架时,吊点不宜少于3个。

g) 桁架跨度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要求。

h) 桁架须可靠接地。

i) 地面搭建桁架应设置防倾覆设施,加装防坠落装置。

4.1.5.2 电葫芦

操作要求如下:

a) 检查电葫芦链条、链袋、吊钩、电源接头、信号插头等是

否正常。

b) 检查提升重量是否超限。

c) 运行时,应先点动试运行,确认运动状态与反馈信息

一致。

d) 运行时,应有专人监视周边情况。集控运行时还应注

意同步情况,避免发生碰撞或拉抻线缆。

4.2 灯光控制系统

4.2.1 运行人员配备

宜按灯光控制台数量配置操作人员,不得一人多岗。

4.2.2 一般规定

4.2.2.1 应按照系统设备操作手册进行操作。

4.2.2.2 控制台及系统设备须由技术负责人授权的专人操作。

4.2.2.3 工作台面不得摆放食品、饮料及其他杂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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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操作规程

4.2.3.1 操作前的检查

操作要求如下:

a) 检查、确认系统设备外观完好、安装正常。

b) 检查、确认系统设备电源连接正常。

c) 检查、确认系统设备信号接口连接正常。

d) 查看演播室工作日志记录并处理遗留问题。

4.2.3.2 操作运行

操作要求如下:

a) 系统送电前,应确认各控制设备电源开关处于关闭

状态。

b) 按工艺总闸、分控开关、控制台、周边控制设备、调光

柜/直通柜顺序依次送电。

c) 确认控制台及周边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正常。

d) 确认备份系统正常。

e) 按照信号系统图检查、确认各链路信号传输稳定、无干

扰现象。

f) 运行时,全程监控系统设备反馈信息,确保系统运转

正常。

4.2.3.3 运行结束

操作要求如下:

a) 存储备份程序。

b) 按照调光柜/直通柜、周边控制设备、控制台、分控开

关、工艺总闸顺序依次断电。

c) 填写工作日志。

d) 确认系统无异常后,运行人员方能离场。
9

T/CIES016—2018



4.3 配电系统

4.3.1 运行人员配备

应配备技术负责人1名、操作人员2名及以上、维修人员

2名及以上。操作人员宜持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低压电工职

业资格证。维修人员须持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低压电工职业

资格证。

4.3.2 一般规定

4.3.2.1 应按照设备操作手册进行操作。

4.3.2.2 由技术负责人授权专人操作,严禁他人擅自操作配电

设备。

4.3.2.3 配电机房不得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不得摆放食品及

其他杂物。

4.3.2.4 配电柜操作维护通道上应铺设绝缘垫。

4.3.2.5 二级以上新闻直播演播室须配备UPS电源。

4.3.3 操作规程

4.3.3.1 送电前检查

操作要求如下:

a) 检查、确认仪表及信号指示灯、报警装置完好齐全,指
示正常。

b) 检查、确认所有用电负载的开关断开。

c) 检查、确认开关的操作手柄、按钮等状态正确。

d) 检查、确定演播室具备送电条件。

4.3.3.2 运行操作

操作要求如下:

a) 按总开关、分开关的顺序逐级合闸,并确认指示正常。
01

T/CIES016—2018



b) 应安排技术人员定时巡查,检查并记录电压、电流等运

行数据,检查设备有无异常声响、异味、过热等现象,发
现异常,应采取相应措施处置并及时报告。

c) 有重大直播任务时,应安排专人在机房值班。

d) UPS电源因故旁路时,应查清原因、排除故障、及时

还原。

e) 运行中出现跳闸故障,须查清原因、排除故障后方可再

次合闸,并作记录。

f) 运行中出现缺相故障,须分闸、查清原因、排除故障后

方可再次合闸,并作记录。

4.3.3.3 运行结束

操作要求如下:

a) 断开所有用电负载的开关。

b) 按分开关、总开关的顺序逐级断电。

c) 确认系统无异常后,运行人员方能离场。

4.4 灯具

4.4.1 运行人员配备

安装吊挂灯具时,人员配备应不少于2名。追光灯等特种

灯具的操作人员应通过专门培训。

4.4.2 一般规定

4.4.2.1 安装维修灯具时,须确认切断电源。严禁带电作业。

4.4.2.2 安装灯具时,应选用能承受至少灯具10倍重量的配套

灯钩。

4.4.2.3 安装灯具时,应选用合适长度并符合GB7000.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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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保险链,正确连接灯体与悬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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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 应采用带保护接地的电缆和接插件。

4.4.2.5 灯具的额定功率不得超过其供电回路的配置容量。

4.4.2.6 链式供电连接的灯具,最大链接数量应不大于灯具产

品说明书的规定值。

4.4.2.7 使用Y型连接电缆供电时,须计算每条电缆的负荷,
保证电缆和接插件不超载。

4.4.2.8 灯具的DMX512控制信号应采用信号分配器进行分

配,不得采用并联分配。

4.4.2.9 DMX512信号采用链式连接时,最大链接数应不大于

32台,末端应安装终端电阻。

4.4.2.10 二级以上新闻直播演播室主持人面光灯具应接入

UPS电源供电。

4.4.3 操作规程

4.4.3.1 安装前,应检查确认电脑灯等带动作灯具的灯体转动

部分处于锁定位置。

4.4.3.2 安装时,须确认灯具与灯钩连接牢固、灯钩与悬吊装置

锁紧、保险链安装规范、线缆与灯体无缠绕。

4.4.3.3 安装时,灯具之间以及灯具与其他装置之间的距离不

应小于灯体上标识的最小距离。

4.4.3.4 热光源灯具须保证聚光焦点远离幕布等可燃物。

4.4.3.5 电脑灯宜保证一致的初始安装角度。

4.4.3.6 灯具的安装角度应在其标称工作角度范围内。

4.4.3.7 接通电源之前,应解除电脑灯等带动作灯具的锁定

机构。

4.4.3.8 灯具通电后,检查灯具复位是否正常,信号接收是否

正常。

4.4.3.9 用灯光控制台逐台检查灯具各项功能是否正常。

4.4.3.10 强热辐射的光束灯具在使用过程中须避免光斑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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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照射在易燃物上。

4.4.3.11 气体放电光源灯具,应先关光源,待光源冷却后再

断电。

4.4.3.12 灯具断电,确认无异常后,运行人员方能离场。

5 系统设备维护维修

5.1 吊挂系统

5.1.1 电动提升装置

5.1.1.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检查装置外观是否完好。

b) 清除设备表面灰尘、异物。

c) 检查减速机构有无异响、漏油,运转是否平稳。

d) 检查钢丝绳/钢带排绳是否正常,有无脱槽、损伤、缠绕

等异常情况。

e) 检查传动机构有无异物侵入。

f) 检查上、下限位及极限开关有无异常。

g) 检查电缆有无磨损、破损、裸露等异常现象。

5.1.1.2 定期维修

除5.1.1.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减速机润滑油液位情况。

b) 检查钢丝绳/钢带是否有损伤,锁扣是否有松动。

c) 检查是否有溜车、失控等不安全因素。

d) 检查行程限位、防冲顶、松断绳开关是否正常工作。

e) 检查急停开关功能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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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全面检修

除5.1.1.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额定荷载下运行是否平稳、有无异常振动、杂音等

现象。

b) 检查减速机润滑油脂质量,并按要求更换。

c) 检查减速机蜗轮副或齿轮磨损情况,影响性能的及时

更换。

d) 检查轴承润滑是否良好,清洁轴承并加注润滑脂。

e) 检查减速机温度是否正常、电机电流是否稳定。

5.1.2 电动吊杆

5.1.2.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清除表面灰尘、异物。

b) 检查各类电源、信号接插口及指示灯是否正常。

c) 检查吊装的灯具等设备是否牢固稳定,保险装置是否

完备。

d) 检查钢丝绳/钢带与杆体的连接点有无异常。

e) 检查收缆是否正常。

5.1.2.2 定期维修

除5.1.2.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接线端子、电气元件是否松动。

b) 检查杆体是否水平,各钢丝绳/钢带是否均衡受力。

5.1.2.3 全面检修

除5.1.2.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杆体是否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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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钢丝绳/钢带是否有损伤及锈蚀。

c) 钢丝绳/钢带涂油防锈保护。

d) 检查电缆是否有损伤及老化现象。

5.1.3 收缆器

5.1.3.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检查电缆是否同步收放。

b) 检查电缆有无磨损、破损、裸露等异常现象。

c) 检查电缆与设备层出线槽(孔)有无剐蹭。

5.1.3.2 定期维修

除5.1.3.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电动收缆器限位开关及极限开关是否正常。

b) 检查驱动机构的张力是否正常。

c) 检查接线端子、接插件有无异常。

5.1.3.3 全面检修

除5.1.3.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驱动机构润滑情况,加注润滑脂。

b) 校验驱动机构的张力。

c) 检查电缆是否有油污及老化现象,清除油污,更换老化

电缆。

5.1.4 布光控制系统

5.1.4.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清除设备表面灰尘、异物。

b) 检查设备电源、信号接插口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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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查设备的显示、指示状态是否正常。

d) 检查控制台按键开关、推杆等是否正常。

e) 检查控制柜有无异响、异味等。

5.1.4.2 定期维修

除5.1.4.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清理设备内部灰尘、异物。

b) 检查设备内部部件是否连接可靠,信号指示是否正常。

c) 检查设备散热风机是否正常。

d) 检查控制柜接线端子、线缆是否有过热现象。

e) 检查接地是否正常。

f) 检查所有电动吊杆、电动灯具运行是否正常。

5.1.4.3 全面检修

除5.1.4.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测系统所有功能。

b) 检查变频器运行参数是否设置正常。

c) 检查空气开关是否正常。

d) 检查交流接触器接触、分断是否正常。

e) 检查继电器接触、分断是否正常。

f) 检查控制台软件版本并及时升级。

5.1.5 滑轨装置

5.1.5.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检查轨道及滑车上有无异物。

b) 检查轨道有无明显形变,万向头滑车、灯具滑车是否

正常。

c) 检查限位挡块、轨道连接板螺栓是否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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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检查滑动线缆装置是否正常。

e) 检查轨道上吊装的灯具等设备是否牢固稳定。

5.1.5.2 定期维修

除5.1.5.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轨道紧固件是否松动。

b) 检查轨道限位挡块是否牢固。

5.1.5.3 全面检修

除5.1.5.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额定荷载下,检查装置各部件是否正常。

b) 检查轴承润滑是否良好,清洁轴承并加注润滑脂。

5.1.6 手动垂直/手动铰链吊杆

5.1.6.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检查吊杆伸缩是否灵活。

b) 检查有无溜杆现象。按需调整恒力弹簧张力、阻尼机

构摩擦力。

c) 检查线缆有无松脱。

d) 检查灯具连接是否牢固、稳定。

5.1.6.2 定期维修

除5.1.6.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恒力弹簧张力是否正常。

b) 检查阻尼机构是否正常。

c) 检查吊杆固定连接螺栓是否松动。

d) 检查铰链卡簧是否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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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 全面检修

除5.1.6.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额定荷载下,检查伸缩是否正常。

b) 检查更换疲劳失效的恒力弹簧。

c) 检查轴承润滑是否良好,清洁轴承并加注润滑脂。

5.1.7 桁架

5.1.7.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表面除尘。

b) 检查桁架结构有无脱焊、开裂、明显形变等异常情况。

5.1.7.2 定期维修

除5.1.7.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检查并紧固桁架间的连接

螺栓。

5.1.7.3 全面检修

除5.1.7.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螺栓、防松止动垫圈、螺母是否有锈蚀、损伤现象。

b) 探伤检查桁架结构安全性。

5.1.8 电葫芦

5.1.8.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表面除尘。

b) 检查链条、链袋、吊钩、电源接头、信号插头等是否

正常。

c) 检查运行时有无异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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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检查是否有漏电现象。

5.1.8.2 定期维修

除5.1.8.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链条/钢丝是否有损伤。

b) 检查吊钩是否有变形、损伤。

c) 检查线缆绝缘是否良好。

5.1.8.3 全面检修

除5.1.8.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额定荷载下,检查运行是否正常。

b) 检查减速箱齿轮、轴承等传动机构磨损状况。

c) 检查制动器磨损情况,更换磨损严重的制动器。

d) 检查减速箱和轴承润滑是否良好,清洁并加注润滑脂。

5.2 灯光控制系统

5.2.1 灯光控制台和周边控制设备

5.2.1.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清除设备表面灰尘、异物。

b) 检查设备电源线、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标识是否

完好。

c) 检查设备的显示、指示状态是否正常。

d) 检查控制台按键、推杆等是否正常。

e) 检查设备操作系统启动是否正常,反馈信息是否正确。

f) 检查散热风机是否正常工作。

5.2.1.2 定期维修

除5.2.1.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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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备内部除尘。

b) 检查设备内部部件、接插件连接是否可靠。

c) 检查主板电池、内置充电电池是否正常。

d) 检查控制台可用存储容量,清除无用数据。

e) 检查控制台软件版本并及时升级。

5.2.1.3 全面检修

除5.2.1.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结构件是否变形。

b) 检查设备电源、信号接口是否损坏。

c) 对所有按键、推杆全面维护保养。

d) 触摸屏、轨迹球等部件校准。

e) 设备功能全面检测。

f) 系统软、硬件升级。

5.2.2 调光柜/直通柜

5.2.2.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设备表面除尘。

b) 检查设备电源线、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标识是否

完好。

c) 检查散热风机是否正常工作。

d) 检查功率输出模块指示是否正常。

e) 检查中央控制器及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f) 检查终端设备是否受控,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5.2.2.2 定期维修

除5.2.2.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设备内部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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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设备内部部件、接插件连接是否可靠。

c) 检查接线端子、线缆是否有过热现象。

d) 检查接地是否正常。

5.2.2.3 全面检修

除5.2.2.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信号接口是否氧化、损坏。

b) 检查接线端子是否有松动、接触不良、烧焦等异常

现象。

c) 检查抽屉式模块推拉是否顺畅,定位是否准确。

d) 检查控制模块(可控硅/继电器开关)是否老化、损坏。

e) 检查主、备控制电路板是否正常。

f) 检查所有控制回路工作是否正常,指示灯工作是否

正常。

g) 系统软、硬件升级。

5.2.3 信号系统

5.2.3.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设备表面除尘。

b) 检查设备电源线、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标识是否

完好。

c) 检查设备的显示、指示状态是否正常。

d) 检查DMX512信号线、网线及光纤外观是否完好。

e) 检查散热风机是否正常工作。

5.2.3.2 定期维修

除5.2.3.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设备内部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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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信号线桥架有无形变,是否导致线缆损伤。

c) 检查设备内部部件、接插件连接是否可靠。

d) 检测信号传输质量。

5.2.3.3 全面检修

除5.2.3.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信号接口是否氧化、损坏。

b) 检查连接线是否有腐蚀、氧化、破损。

c) 检查确认设备端口标识正确。

d) 检查信号配线盘及其跳线是否正常、可靠。

e) 检查信号线桥架是否损坏。

f) 检查设备各功能,确认正常运行。

5.3 配电系统

5.3.1 配电柜/配电箱

5.3.1.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设备表面除尘。

b) 检查设备仪表显示是否准确,指示灯是否正常。

c) 检查、确认设备标识是否清晰、准确、完整。

d) 检查操作手柄、按钮是否正常工作。

e) 检查、确认设备无异响、无异味、无漏油。

f) 检测接线端子有无过热现象。

g) 检查、确认开关无卡滞现象。

h) 检测配电各相负荷,确保无不平衡现象。

i) 检查配电机房照明、通风、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是否

正常,确认无渗漏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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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定期维修

除5.3.1.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设备内部除尘。

b) 检查母线、二次回路接线、电缆接头、接线端子,确保无

松动、氧化、老化现象。

c) 检查、确认开关、继电器能正常工作。

d) 检查、确认机械联锁能正常工作。

e) 检查抽屉式开关推拉是否顺畅、定位是否准确。

f) 检查接地有无松动、锈蚀现象。

g) 检查金属部件是否有氧化、损坏现象。

5.3.1.3 全面检修

除5.3.1.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确认各仪表的安装和接线完好。

b) 检测安全保护接地电阻,确保在规范标准所规定的范

围内。

c) 检查、确认手柄操作机构灵活、可靠。

d) 检查空气开关的触点是否有烧溶痕迹,检查灭弧罩是

否烧黑和损坏。

e) 检查绝缘件是否有裂纹、损坏、放电痕迹等异常现象。

f) 检查并紧固接线端子。

g) 检查浪涌抑制器状态是否正常。

5.3.2 UPS

5.3.2.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设备表面除尘。

b) 检查面板显示状态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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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查是否有过热现象。

d) 检查风机运转是否正常。

e) 检查是否有异常噪音。

5.3.2.2 定期维修

除5.3.2.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失电情况下工作是否正常。

b) 检测试验充电、放电功能是否正常。

c) 检查显示控制屏操作按钮功能是否正常,检查功能参

数是否正常。

5.3.2.3 全面检修

除5.3.2.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设备内部除尘。

b) 检查内部部件是否完好,接插件、连接点是否接触牢

固、可靠。

c) 检查蓄电池组电压、单体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5.3.3 线缆及接插件

5.3.3.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检查外观、标识是否完好。

b) 检查线缆敷设是否正常,接插连接是否正常。

c) 检查线缆、接插件有无异味、过热现象。

5.3.3.2 定期维修

除5.3.3.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桥架有无形变。

b) 检查接插件是否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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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查接线端子连接牢固、可靠,确认无虚接、无发热

现象。

d) 检查线缆有无损伤。

5.3.3.3 全面检修

除5.3.3.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电缆有无老化现象。

b) 检查接地装置是否完好。

5.4 灯具

5.4.1 日常维护

具体内容如下:

a) 灯体表面除尘。

b) 检查灯体是否出现变形、破损、腐蚀等影响灯具正常使

用的情况。

c) 检查机械传动部件是否正常。

d) 检查悬挂、锁紧和保险装置,是否安全牢固。

e) 检查光源是否正常点亮。

f) 检查反光碗、透镜等光学部件。

g) 检查调光、变色、变焦等功能是否正常。

h) 检查接插件、线缆是否有松动、破损、过热及老化等

现象。

i) 检查灯具(光源)使用时间,宜在接近灯具(光源)预期

寿命时更换灯具(光源)。

5.4.2 定期维修

除5.4.1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检查、清洁灯体内部。

b) 检查、清洁光源部件,达到使用寿命应及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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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查、清洁光学部件,更换损坏部件。

d) 检查、清洁电路板、电机、风机、滤网和散热片等部件。

e) 检查灯具运转定位是否准确。

5.4.3 全面检修

除5.4.2的内容外还应包括:

a) 清洁并检查灯体,按需要进行整形、补漆或更换等

处理。

b) 给机械传动部件加注润滑脂。

c) 检测照度、色温和显色指数,与初始数据比对。

6 本标准用词说明

6.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规范、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

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a)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或
“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b)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c)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
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d)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6.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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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文 说 明

1 总则

1.2 本标准适用于演播室灯光系统的运行、维护、维修,同样也

可作为剧场、摄影棚、实景演出等场所的灯光系统的参照。

1.3 人身安全、播出安全、设备安全是运行维护工作的前提,必
须严格保证。

3 一般规定

3.4 维护、维修计划应包括需要维护、维修的项目,实施时间,
维修周期,预算等内容。

3.5 操作人员须经技术负责人授权,才能从事灯光系统运行操

作,应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考

核,熟悉设备情况和操作规程,在运行过程中能发现故障点并能

做出应急处置。

3.6 维修人员须经技术负责人授权,才能从事灯光设备维护、
维修工作,应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

考核,熟悉设备原理、结构、性能,能对设备的常见故障进行维修

处理。

3.10 定期维修是指每隔一段时间,对设备的全面维护保养和

对关键部件的检修;全面检修是指在停产状况下,对设备的全面

检查修理。

3.13 负责实施维修的设备厂商可以是原设备的生产商或代理

商,也可以是技术负责人指定的专业维修公司。

3.17 定期维修和全面检修周期是在41家电视台、生产企业调

查表的基础上形成的。使用率低或一次布光长期不变的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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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适当延长周期。

3.20 本条款是在28家电视台、生产企业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归

纳统计形成的。使用率低或长期不使用的设备,可适当延长使

用年限。

3.21 本条款参考了《中央电视台技术运行管理办法基础保障

篇》(2013年9月汇编),第四章第三节中的1.维护维修管理总

则的内容。

4 系统运行操作

4.1.1 运行人员配备

吊挂系统技术负责人可以由演播室灯光技术负责人指定。
吊挂系统运行时,操作人员可以由技术负责人、维修人员兼任,
但不能影响正常的安全操作运行。

4.1.5.1 桁架

i) 地面搭建桁架的防坠落装置,是指在紧靠横梁滑套下

方的桁架立柱弦杆间横插入槽钢等作为保险销。

4.2 灯光控制系统

灯光控制系统不包含布光控制系统。

4.3.1 运行人员配备

配电系统操作人员可以由技术负责人、维修人员兼任,但不

能影响正常的安全操作运行。

4.3.2 一般规定

4.3.2.5 二级以上新闻直播演播室是指副省级以上电视台的新

闻直播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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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一般规定

4.4.2.2 根据GY5045《电视演播室灯光系统设计规范》的要

求,所选用悬吊装置的吊具,其安全系数应不小于9。根据

GB7000.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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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架(灯弓)的相关规定,选
用的灯钩应能承受至少灯具的10倍重量。

4.4.2.6 链式连接是电气安装中导线连接的一种方式。其特征

是通过一个设备将这个设备与其他设备的导线连接起来。

4.4.2.7 Y型连接电缆是指一分二、一分三等转接电缆。

4.4.2.9 按照DMX512信号标准协议规定,采用链式连接时,
单位负载最多不应大于32个,末端应安装120Ω、1/4W 的

电阻。

4.4.2.10 依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2号)》的规定,
二级以上新闻直播演播室主持人面光灯具应接入 UPS电源

供电。

4.4.3 操作规程

4.4.3.4 热光源灯具主要是指卤素灯光源灯具。

4.4.3.10 强热辐射的光束灯具是指大功率卤钨光源和气体放

电光源灯具。

5 系统设备维护维修

5.1.1.3 全面检修

b) 一般使用第一年后需更换润滑脂,更换时用煤油清洗

(或其他清洗剂),第二年开始只需要检查润滑脂质量,
加注润滑脂;更换润滑脂时,必须把旧润滑脂全部放

掉,同时还要检查减速箱是否有杂质,并且对减速箱进

行彻底清洁,再将新的润滑脂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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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全面检修

b) 在1kV以下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接地电阻小于

或等于4Ω;共用接地体(联合接地)接地电阻应不大

于1Ω。

5.4.1 日常维护

i) LED灯具的光源一般不能由用户更换,光源的更换要

由生产商或代理商完成。热光源在接近使用寿命时,
会出现照度降低、炸泡等现象,要及时更换。

5.4.3 全面检修

c) 主要是指检测LED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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