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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主灯设计风格

1. 照明风格发展史

2. 无主灯风格灯具

3. 无主灯-磁吸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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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照明风格发展史 

    最初没有“装修”这

个概念，灯具以满足实

用功能为主。

    

      每个房间一盏瓦数

并不大的白炽灯或荧光

管，组成基础的居住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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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发展了豪华的

大吊灯作为客厅的基础

照明与装饰。审美上水

晶越是闪亮越受欢迎。

    整个空间的照明习惯

依靠一盏大灯、或吊灯

来照亮整个空间，一般

安装在房间中央的位置

单纯起到基础照明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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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越来越高，无主灯设计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

而大多数人首次接触无主灯，更多是在商业空间如酒店、商场、餐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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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传统主灯照明，无主灯照明设计摒弃了单一的大吊灯，用灯带、筒灯、射灯、落地灯等灯具替代多种光源的组合搭配，可

以达到视觉上的延伸，同时营造家居的光影氛围，让整个空间看起来不再单一，更加有层次感，极具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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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的立体感

更为明显，可以按

需开启不同组合、

明暗，易营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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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主灯风格灯具

⑴ 轨道灯
     轨道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属于射灯的一

种，大多出现在商场、书店、博物馆等商用装修

上，但因其外表，能够很好的跟大部分家装风格

融合，导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家中选择

轨道灯。

      现在有很多人在装修时选择北欧、轻奢风，

走极简主义路线。极简，其实是另一种极奢！

      磁吸轨道灯已经成为了装修新宠，可以随心

所欲组合这一特点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有线条

灯、格栅灯，折叠灯，射灯等多种可选，无边框

设计，不仅有颜值，更有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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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射灯

     射灯是典型的无主灯，射灯光线柔和，可以营

造室内照明气氛，也可用于局部采光，还可以自由

组合变换角度，照明效果千变万化。

      高端深防眩射灯黑光防眩，光斑过渡均匀，重

新定义见光不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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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光技术是通过特殊形状的发射器实现的，灯具的遮光角和光

源的遮光角完全一致。不仅能将光源的范围缩小或是藏起来，同时

避免反射器所产生的眩光。

       利用黑光技术，既能保证光源被遮盖，又能确保观察者在遮光

区域时，反射器表面暗淡。除非进入遮光角以外的区域，否则观察

者是看不到藏在反射器中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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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筒灯

     筒灯是多以LED贴片光源，是泛光多点光源照射，

所以它的发光面要更大一些，从45到120度。在需要

均匀亮度的室内空间，筒灯可以满足照度和明暗比要

求。

      在厨房卫生间等区域，筒灯不仅可以满足照度要求，

更重要的是可以根据空间带油烟水蒸气等特点做防雾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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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线条灯  灯带
      线条灯是柔性产品，既有照明的功能，也有视觉艺术的功能，尺寸、光色、

安装方式、控制方式都根据每个单独的空间在变化，可以显得整个空间更立体，

简单而高级。

       灯带会隐藏于顶部天花板、墙面、地面以及一些隔层之中，透过物体的遮掩

来完成光影构筑，勾勒出更为生动的空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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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装饰灯具      

      壁灯，落地灯，台灯等灯具既可装饰，又可做补充照明，为部分区域增加必要的照明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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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在很多人喜欢使用磁吸灯，磁

吸灯美观、风格极简，符合当代人群

的审美。  

      通过轨道预埋，后期无需繁琐工

具，直接嵌入灯具模组，并支持多种

灯具模块的组合。而在家居运用中，

磁吸灯兼具简洁美观的特质，尤其，

在安装调节上，灵活便捷。

      贯穿空间，简约大气的视觉观感

给予家中满满的时尚风格，极简设计，

打造更为简洁干净的空间效果。磁吸

灯这种自带磁吸易于感知的科技元素，

使空间照明设计，更显极简高级的独

特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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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吸灯是一种可根据需求自由模块组合的

照明系统，一般有泛光模块、格栅模板、射灯

模块、折叠格栅模块、吊灯模块等各种类型。

      

      这意味着，无论是用于突出建筑元素的重

点照明，还是提供基础照度的整体照明，或是

增强空间情感的氛围照明，都可以用一组磁吸

轨道系统灯具满足。

      泛光模块属于基本的照明模块，在造型上

能带来极简延伸的视觉体验，结合格栅模块，

另明亮的区域又增加了重点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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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主灯考虑的因素

1. 功率 (光通量)

4. 色温

7. 光束角

5. 显色性

8. 眩光

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 照度

6. 色品

3. 功率密度



1.功率(光通量)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里，LED

功率越大，亮度就越亮，是真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评判一个灯具的

亮度够不够亮，不是以功率大小来衡

量，而是以光通量，即光源每秒钟发

出可见光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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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是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

的功,单位瓦特（w)。功率越高，消耗

的能量越多，用电越多。

     知道灯具的功率，要计算灯具单

位时间内发出的光通量，还有一个参

数必须清楚，那就是发光效能，简称

光效，单位是流明/瓦（lm/w)。

     

     不同光源发出同样的光通量，消

耗的能量越少，发光效能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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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度

      照度是单位面积内被照射收到的光通量，单

位为勒克斯(lx) 1 lx=l lm/m²。

      表面各点照度的平均值为平均照度。

      照明设计师在进行室内照明设计时，一般都

采用照度来进行统一的计算。客户以人眼感受到

的明亮度作为标准，够不够亮，舒不舒服等，这

些直观的感受。亮度是指被照物体反射出来，进

入人的眼中所感受到的光线的强度，单位是

（cd/m2）。    

      部分空间对空间明暗比的要求较高，需要用

照度均匀度以数值方式表达。照度均匀度是指空

间工作面或表面的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符

号是 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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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率密度

      照明功率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 LPD) 

      单位面积上→般照明的安装功率(包括光源、镇

流器或变压器等附属用电器件) ，单位为瓦特每平

方米(W/m²)。  

      GB50034-201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中要求在满

足规定的照度和照明质量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照

明节能评价。而照明节能采用一般照明的照明功率

密度值 (LPD)为评价指标。 

      在满足照度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功率、光通量

以及功率密度的关系，可以看出，若要降低功率密

度，最直接的方法是提高灯具的发光效率。也可通

过更换较小光束角，适当降低灯具功率且满足照度

要求来降低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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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色温

      色温就是光线中所包含的颜色成分，计量单

位是开尔文（K）。

     

       暖色光的色温在3300K以下，暖色光与白炽

灯相近，2000K上下的色温则类似烛光，红光成

分较多，能给人以温暖，健康，舒适，比较想睡

的感受。

      

      中性光的色温在3300K到5000K之间，中性

色由于光线柔和，使人有愉快，舒适，安详的感

受。

     

       冷色光的色温在5000K以上，光源接近自然

光，有明亮的感觉，使人精力集中及不容易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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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色温一般在2700K～4000K。

不同场景，推荐色温：

2700K 中式（全屋中式花梨红木沙发雕花）

3000K 新中式、日式、东南亚、欧洲宫廷式、美式

3500K 北欧、简法、现代、极简、混搭

4000K 商店，医院，办公室，餐厅

5000K、6000K 办公室，会议室，教室，展览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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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显色性

      显色性是指与参考标准光源相比较，

光源显现物体颜色的特性。

      

      光源显色性的度量是显色指数(CRI)，

简称显指。以被测光源下物体颜色和参考

标准光源下物体颜色的相符合程度来表示。

      光谱越全的光源，显色性就越好，照

出的物体就越接近真实的颜色，灯光显色

指数90以上就可以算得上是高品质的射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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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显色指数 general colour rendering index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 (CIE) 规定的第 1~8 种标准颜

色样品显色指数的平均值。通称显色指数，符号是 Ra。

      特殊显色指数 special colour rendering index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CIE) 选定的第 9"-- 15 种标准颜

色样品的显色指数，符号是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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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色品

      色品 

      用国际照明委员会 (CIE) 标准色度系统所表示的颜

色性质。由色品坐标定义的色刺激性质。

      

      色品图  

      表示颜色色品坐标的平面图。

      

      色品坐标

      每个三剌激值与其总和之比。在 色度系统中，由

三剌激值可算出色品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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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容差 

      表征一批光源中各光源与光源额定色品的偏离，用

颜色匹配标准偏差 SDCM 表示。

      

      当光源色温与标准光源坐标偏离越大，同色温下的

光斑差别越大。

      

      GB50034-2013标准中对色容差的要求是选择同

类光源SDCM小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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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光束角

      光束角就是整个灯50%的光都在这个

角度以内，光束角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角度，

是灯具出光的形状，真实的光斑会比标着

的光束角大很多。

 

      无主灯风格设计中射灯以及格栅灯等

灯具的光束角是在应用场景中影响氛围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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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束角的光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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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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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细部或目标的能力的视觉

现象。

      眩光不是一个陌生的感受，眩光无处不在，暴露在视线内的筒射灯、迎面开来的远光灯，对面幕墙反射的太阳光，都是眩光。

      或者更直白一点，让人感觉刺眼的不舒适的光，即为眩光。

      眩光是影响照明质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为了提高家居光环境的质量,必须采取合理限制或防止眩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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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照明中常用一致眩光指数

（UGR）来评测不舒适眩光，

GB50034-2013国标规定一般活动室内

空间的UGR限值一般为19。

      长期的眩光作用会造成心理和生理

上的不舒适现象，而照明现场的眩光不

但与灯具本身的配光有关，也与实践的

布灯办法和周边环境有关。因此灯具产

品上直接标注UGR<19的做法并不客观。

      造成眩光有灯具结构原因，更大程

度是灯具的合理利用。不仅灯具选择结

构防眩，更重要的是开孔位置准确，注

重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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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居空间无主灯布局

1. 客餐厅

2. 卧室

3. 厨房

4. 卫生间  

5. 衣帽间
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1.客餐厅

      客厅布灯主要分五个区域，电视

背景墙、沙发背景墙、阳台通道、餐

厅通道、客厅中央（茶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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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电视背景墙是传统家

庭里的核心区域，所以颜值非常重要，

不管是复杂背景墙还是简单背景墙或

者无电视的灯光布置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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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背景墙建议以无法直

视光源的灯具在电视两侧洗墙。

避免不开灯情况下长时间看电

视造成的不舒适。

      电视上方不需要装照射电

视的光源，以免影响看电视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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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背景墙有无照明的效果对比

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不同磁吸灯照明方式的电视背景墙

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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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背景墙洗墙的目的是

以墙面反射光给沙发区域基础

的照度，同时也可以突出挂画

或造型。避免使用直射沙发区

域的高眩光灯具，以免躺沙发

上被来自头顶的直射光源影响。

      茶几上方保留灯具以满足

茶几照度，嵌入式射灯，经过

茶几上方的轨道上的格栅灯都

是不错的选择。

    

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不同照明方式的客厅效果

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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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厅灯光主要是照餐桌和

餐桌周围的，可以在餐桌正上

方装吊线灯，或者是在餐桌上

方装3盏左右射灯保证有光源

打到食物上面，让就餐变成一

种享受；餐桌周围的墙面装饰、

柜子利用磁吸灯或射灯重点突

出。    

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卧室作为休息睡眠与休闲放松的空间，一般在灯

具选择上，是建议选择一些比较温和舒适的灯光。

      常规的吊灯、吸顶灯的光线比较明亮，可以让整

个卧室都更加明亮大方，不过这样集中的照明装在卧

室天花中间，躺在床上的时候未免会显得太过刺眼。

      所以合理的卧室灯光布置，应该是无主灯的设计，

这种灯具布置可以让卧室显得更加温馨舒适、有情

趣。。

2.卧室

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卧室生活虽然离不开光源，但是过亮、

过多的照明会让人产生睡眠障碍，人躺

在床上好的不要有强光照射的感觉，可

以用台灯，壁灯、射灯来提供局部照明，

来缓解压力，令人放松，才能安然入梦。

      床头使用吊灯壁灯台灯等照明方式，

既可做卧室氛围，也可以做阅读灯使用。

天花灯具切勿安装下照式射灯，否则躺

床上看到直射床头的光源严重影响休息。

使用可调向的深防眩嵌入式射灯或磁吸

轨道射灯，照射床头背景墙，确保床上

看不到光源。

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卧室若有电视墙，也可参考

客厅电视墙不同的照明手法，灯

具选型很重要，保证在床上看电

视时无眩光。

      在床尾上方增加2个深防眩射

灯做基础照明，在衣柜前以及飘

窗前增加射灯，既能适当减小空

间明暗比，也可做不同分路控制

达到不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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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应摒弃传统的中间区

域装筒灯或集成吊顶平板灯的

方式。厨房大部分细致的工作

区域在台面。照亮台面，操作

台没有阴影才是最合适的照明

方式。

      吊柜前台面边缘正上方，

无吊柜区域台面上方距墙

300mm处装防雾筒灯，在吊

柜下方装补充照明效果更好。

3.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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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式厨房因其更通透的

采光以及空间的整体感让越来

越多的业主青睐。

      配合磁吸线条无主灯将客

餐厅厨房连为一体更能增加空

间视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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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厨房照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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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一般家庭卫生间分为洗手区、

沐浴区、马桶区。

      洗手区在卫生间是最在意颜

值的区域，不管是它还是人。可

装嵌入式可调向射灯，斜射照射

人脸，镜中看起来会比较清晰。

两侧各一个射灯，脸部立体感更

强。也可以用暗藏灯带，壁灯，

镜前灯替代。

4.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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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区在中心远离花洒的位置

安装筒灯。若是浴缸，则在脚位

置上方安装可调向射灯，躺浴缸

内看不到光源即可。也可以用暗

槽灯带做氛围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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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桶区在马桶前300~500mm处上方安装筒射

灯，看书报杂志光线无阻。不建议在马桶正上方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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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帽间一般是不带柜门的组合衣柜，另

外位置足够会有梳妆台。

      柜内自带照明足够的情况下，只需在衣

帽间中心区域安装射灯做基础照明，且不

和柜内光斑冲突。

     

5.衣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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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帽间柜内没有自带灯光可用筒灯做

基础照明，同时兼顾柜内照明。

     也可以安装磁吸轨道泛光灯做基础照

明，磁吸射灯或折叠格栅灯照射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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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无主灯照明总结 

   1.  无主灯设计的暗装筒灯、射灯，灯带等需要暗藏的光源形式，对吊顶有一定的要求，需要根

据灯光分布来合理设计吊顶。

   2.  衣柜、书柜、鞋柜等需要在柜子里设计灯光的，前期需要仔细对接，线路开关点位，柜子灯

槽设计等要提前确定。

   3.  无主灯设计由于灯光点位比较多，所以开关点位也需要根据区域来进行细分，一个区域也会

出现多组开关控制的情况，提前规划使用开关的动线，确保同一空间可做不同的必要的灯光氛围。

   4.  无主灯设计，每一个光源背后都是各种线路，虽然单个灯的价格要比主灯便宜，但是由于灯

的数量较多，需要预留的线路也多，以及各种硬装费用，总费用会比主灯要增加较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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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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