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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在室内装饰中的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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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室内装饰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室内装饰中灯具占据了重要的组成部分，灯具的

能源消耗成为室内装饰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LED 灯具具有节能性、环保性等特点，并且使用寿命较长，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的使用能够有效的提升人们的居住质量。本文首先分析了 LED 灯具在室内装饰中应用的意义，其次对比了 LED 灯具

与传统照明设备，并且对目前 LED 灯具在室内装饰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 LED 在室内装饰中的运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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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的发展为室内装饰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灯具

是室内装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能耗消耗较大的位置。

为了降低能源的消耗，在室内装饰中应用 LED 灯具，LED

灯具的节能性较好，环保性较强能耗低而且使用寿命较长，

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能够有效的提高人们的居住质量。

与传统的照明灯相比 LED 灯具的优势更加明显，所以本文

对 LED 在室内装饰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1 LED 在室内装饰中应用的意义

1.1 寿命长

LED 灯具与传统的灯具相比，使用时间更长，在常规

环境下使用时间超过一般灯具，而且能够适应灯源长时间

开启的场所，环境适应能力强。

1.2 适应性较强

LED 灯具的适应性较强，适用于室内装饰的不同环境，

能够融合周围环境，并且实现良好的照明效果。在室内装

饰中应用，根据室内装饰的风格，选择 LED 灯具的不同颜色，

提高室内氛围。如在珠宝展示柜台内安置 LED 灯具，能够

柔化照明，更好的展示珠宝，提高室内装饰的质量。[1]

1.3 环保性较强

LED 灯具的环保性较强，室内装饰中灯具是经常使用

的电器设备，一般白炽灯的功率较大，在运行的过程中产

生的能耗较高。LED 灯具功率较小，在长时间使用的过程

中耗能更小，而且不必经常更换灯具，节省了更多资源。

LED 灯具的综合费用与能源参数、设备类型、电费单价、

使用寿命等有关，灯具的能源参数较大，灯具的综合费用

越好。

2 LED 灯具与传统照明设备的比较

2.1 光源对比

一体化节能灯的镇流器在光源内部，灯具在照明的过

程中会产生热量，破坏零件，降低了灯具的使用寿命。一

体化节能灯在照明的过程中谐波和功率因数较低，在照明

系统内过多会用一体化节能灯，造成谐波过高等情况，增

加了维护成本。分离式节能灯镇流器在外部，有效的提高

了灯具的使用性能，延长了灯具的使用寿命，但在电能消

耗方面，一体式节能灯与分离式节能灯没有任何差距。LED

灯具的效率要高于传统光源，尤其针对大功率照明设备，

LED 主流颗粒会驱动驱动器完成照明任务，降低电器的损

耗，而且能够节省大量的能源。

2.2 灯具对比

分离式节能灯能耗较多，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对照明设

备经常维护，无法有效的满足人们办公与生活需求，而且

缺少炫光控制，灯具的 UGR数值较低，灯具应用的效率较低。

LED 灯具的使用能够有效的提高 UGR 指数，增加灯具应用

效率，能够可以实现炫光控制，灯具的安装位置也更加灵活、

灯具的观察视角更加广阔。而且 LED 灯具的能源消耗更低，

但在光学特性与传统的照明灯具不同，因此在 LED 灯具就

按时要衡量多方面因素，如亮度、炫光影响等。[2]

3 LED 灯具在室内装饰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3.1 成本高

LED 灯具在室内装饰应用中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导

致室内装饰中 LED 灯具的推广性较差。LED 初次购买成本

较高，而且短时间节约的能耗无法弥补购买灯具的费用。

3.2 光谱质量低

LED 照明灯在室内装饰运用中会出现颜色性不足的缺

点，严重影响了 LED 照明灯的使用。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

原因是 LED 照明灯的光谱质量较低，室内装饰要符合人体

的感官，人的肉眼对自然光排斥度最低，居住环境更加舒适，

但 LED 灯光的光谱连续性较差，与自然光有着较大的区别，

时间较长的会影响人们室内居住的舒适度。

3.3 灯具的调光

LED 灯具在室内装饰中应用不能使用传统的方式进行

调光，室内装饰中 LED 的本质更像二极管，因为电阻较小，

所以即使电压出现微弱的变化，灯光也会随之产生强弱、

明暗的变化。传统模拟调光与切向调光的方式不适用 LED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1 年 3 期 ( 上 )总第 452 期 科教文化

53

灯具，私用传统调光的方式能将输出降低到 3%，LED 灯具

最低输出为 8%。传统调光的方式会受到灯具驱动器的影响

导致闪频，影响了灯具调光质量。

4 LED 灯具在室内装饰中的运用

4.1 LED 灯具人性化

室内装饰的照明系统种类较多，LED 节能灯具的种类

较多，在功能、用途与形状上能分为壁灯、地砖灯、硬币灯、

照明灯等。产品的种类更加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室内装

饰的美观需求，LED 技术逐渐成熟，LED 节能灯价格在降低，

人们在灯具选择时更加多样化。LED 灯具根据人们的不同

需求，功能不断改变，也出现了适用于各种场合的 LED 灯

具，在室内营造良好的居住氛围。LED 的光线控制较为灵

活，而且体积较小，适用于室内装饰的各种场合，如小夜灯、

夜光灯安装在卧室、客厅、阳台等位置，为人们提供更加

人性化的照明服务。

4.2 控制 LED 灯具的成本

室内装饰在 LED 灯具使用的过程中存在产品成本较高

的情况，对 LED 灯具的推广造成阻碍，因此要控制 LED 灯

具的成本。灯具生产的过程中要根据 LED 灯具使用的环境

与位置，制定灯光的色度标准，再对灯具进行自动化、指

标化、规模化的生产，增加 LED 节能灯的产品数量，降低

产品价格。另一方面提高 LED 节能灯的质量，延长 LED 灯

具的使用寿命，间接降低产品的成本。目前室内装修中对

室内照明度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 LED 灯具逐渐朝向大功

率的放线发展，但是大功率的 LED 灯具在照明时温度会不

断提高，导致灯具内部零件衰老。对此要使用散热性能较

强的 LED 灯具，对比多方 LED 灯具产品选择功率较小，照

明度较高的产品。

4.3 使用智能化的 LED 灯具

LED 灯具控制较为方便，在室内装饰中要将信息技术

与 LED 灯具相结合，形成动态控制、集体控制的智能化产品。

室内装饰中使用特殊的协议，以互联网为基础对室内所有

的 LED 灯具进行光线明暗度控制，调整室内光线，让室内

光线保持在人体嘴舒适的状态。LED 灯具与智能家居产品

结合，通过智能家居产品控制室内不同区域的 LED 灯具开

关，智能化感知灯具是否开关，为人们生活提供更多方便

的同时有利于降低室内 LED 灯具的能耗。[3]

4.4 大型 LED 灯具散热

为了提高室内的照明度，很多室内装饰的 LED 灯具的

功率较大，灯具在照明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会导致

接口温度过高缩短灯具的使用寿命。所以在大型 LED 灯具

使用时，要重视灯具的散热功能。节能灯设计时要根据照

明度、眩光以及显色度的要求进行灯具的选择，确保灯具

与自然光贴近，在散热设计时要不断实验，总结经验中存

在的不足，不断的改进，大型 LED 灯具散热不能盲目的改进，

应该循序渐进。

4.5 LED 灯具运用时注意事项

首先，LED 灯具在使用的过程中要重视灯具的防水工

作，室内装饰灯具的防水防渗工作与室外工程相同，检查

可能渗水的位置，对浴室、阳台、窗边等潮湿环境的 LED

灯具要做好防水工作，尤其是灯具内部的防水，导线的选

择要使用防潮性、耐腐蚀性较强的导线，减少水分对灯具

内部元件的腐蚀。灯具安装后，要检查灯具的密闭性，尤

其特殊环境下的 LED 灯具，使用胶条的方式增加灯具的密

闭性。安装后要对线路接头位置的连接情况进行再次检查，

确保灯具投入使用后防渗漏质量。[4]

其次，室内装饰 LED 灯具使用中科学的选择电源。室

内装饰设计中设计人员要了解 LED 灯具的数量，尤其是灯

具串联数，在 LED 照明灯同时运作时，电路是否超负荷工

作。发现电路超负荷时，要重新设计串联的 LED 灯具数量，

防止灯具烧坏、控制器被破坏、线路起火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根据室内装饰的 LED 灯具适量注意灯具的输入电源，输入

电源为交流电的情况才能确保电路运行的安全，灯具中的

电压要与实际的电源电压一致，减少安全隐患发生的频率。

最后，室内装饰中 LED 灯具的运用要保持灯具的牢固

性，LED 灯具内的灯管具有易碎性的特征，在安装灯具的

过程中要重视底座是否稳固，灯管螺丝是否拧紧，防止灯

具不稳定造成灯具破损，灯管受损等问题。LED 灯具在安

装时要注意不能摔打灯具，不能用力拉扯灯具内的线路，

方式导线破坏造成漏电、接口松动等问题。拿到 LED 灯具

后首先要进行仔细的检查灯管是否破碎，灯具外壳是否完

整、导线是否存在破损，将存在质量问题的灯具及时更换，

保障灯具投入使用后的稳定性。LED 灯具安装的位置需要

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尽量使灯具保持在安全稳定的环境内。

5 总结

综上所述，室内装饰行业不断的进步与发展为 LED 灯

具的使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LED 灯具具有适应性强、环

保性等特点，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与传统灯具相比使

用寿命更长，经济价值更高。但在室内装饰中 LED 灯具的

使用存在成本较高、调光方式不同等问题，所以在室内装

饰中要优化灯具生产方式，降低产品价格，提高 LED 灯光

的散热性，注重 LED 灯具在安装过程中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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