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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教室照明光环境设计技术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教室LED黑板灯具防眩光安装方

法，所述LED黑板灯具安装在黑板前上方，所述

LED黑板灯具的安装位置满足数学关系式m＜h+n

+w-教师身高，其中，m为黑板灯具出光口面中心

与黑板面的水平距离，n为黑板灯具出光口面中

心到黑板上边缘的垂直距离，h为黑板下边缘离

讲台面的垂直距离，w为黑板自身宽度；本发明同

现有技术相比，针对当前教室照明光环境设计，

填补了当前教室中LED黑板灯具安装的方法，能

够在实现黑板照度及照度均匀度要求的同时，可

以有效的减少LED黑板灯具对教师产生的不舒适

眩光，提高了教师上课质量和课堂效率，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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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教室LED黑板灯具防眩光安装方法，所述LED黑板灯具安装在黑板前上方，其特

征在于：所述LED黑板灯具的安装位置满足数学关系式m＜h+n+w-教师身高，其中，m为黑板

灯具出光口面中心与黑板面的水平距离，n为黑板灯具出光口面中心到黑板上边缘的垂直

距离，h为黑板下边缘离讲台面的垂直距离，w为黑板自身宽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教室LED黑板灯具防眩光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LED黑板灯

具的安装位置满足数学关系式m＜h+n+w-172，式中172表示教师的平均身高为172厘米，式

中m、h、n、w的单位均为厘米。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教室LED黑板灯具防眩光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LED黑板灯

具出光下边缘点同人眼连线与水平线的夹角θ，满足π/4＜θ＜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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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室LED黑板灯具防眩光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教室照明光环境设计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教室LED黑板灯具防

眩光安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合理的教室照明环境是改善视力健康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条件之一。为此，全国各

地陆续展开了教室灯光改造的试点工作。同时，教室照明灯具产品的设计以及教室光环境

设计也引起各大厂家的重视。而教室光环境改造的主要难点就是黑板灯的设计及安装方

法，从教室现场了解可知其主要的问题在于对教师产生的眩光过大，引起教师的强烈反应。

因此，若能针对当前LED黑板灯具的特点以及黑板灯具照明所引起的眩光问题，提供一种能

够防止眩光的安装方法，满足黑板照明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减小对教师产生眩光影响，将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教室LED黑板灯具防眩光安装方

法，在实现黑板照度及照度均匀度要求的同时，能够有效的减少LED黑板灯具对教师产生的

不舒适眩光，提高了教师上课质量和课堂效率。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设计一种教室LED黑板灯具防眩光安装方法，所述LED黑板灯具安

装在黑板前上方，所述LED黑板灯具的安装位置满足数学关系式m＜  h+n+w-教师身高，其

中，m为黑板灯具出光口面中心与黑板面的水平距离，n为黑板灯具出光口面中心到黑板上

边缘的垂直距离，h为黑板下边缘离讲台面的垂直距离，w为黑板自身宽度。

[0005] 进一步地，所述LED黑板灯具的安装位置满足数学关系式m＜h+n+w-172，式中172

表示教师的平均身高为172厘米，式中m、h、n、w的单位均为厘米。

[0006] 进一步地，所述LED黑板灯具出光下边缘点同人眼连线与水平线的夹角θ，满足π/4

＜θ＜π/2。

[0007]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08] (1)本发明针对当前教室照明光环境设计，填补了当前教室中LED黑板灯具安装的

方法，同时在该安装方法的指导下可以有效的减少LED黑板灯具对教师引起的不舒适眩光；

[0009] (2)通过本发明所述安装方法可以指导灯具厂家在进行LED黑板灯具光学设计之

初考虑配光设计的思路和方向，以及在满足黑板照度国家标准要求时所要考虑的光束角大

小；

[0010] (3)本发明关系式中172代表教师的平均身高，也可以根据不同学校教师的身高来

优化关系式，做到具体情况具体优化的安装方案，灯具厂家可以为不同学校定制化设计LED

黑板灯具及安装方式；

[0011] (4)本发明关系式简单明了，结合安装示意图可以轻松完成LED黑板灯具的正确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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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综上，根据本发明所述方法来进行安装黑板灯具，能够实现黑板照度及照度均匀

度要求的同时，可以有效的减少LED黑板灯具对教师产生的不舒适眩光，提高了教师上课质

量和课堂效率，值得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人眼的垂直视野与直接眩光区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的安装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黑板灯与人眼位置关系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位置关系简化图；

[0017] 图中：m为黑板灯具出光口面中心与黑板面的水平距离、n为黑板灯具出光口面中

心到黑板上边缘的垂直距离、h为黑板下边缘离讲台面的垂直距离、w为黑板自身宽度、172

为教师的平均身高为172厘米、θ为灯具出光下边缘点同人眼连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以下进一步说明：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教室LED黑板灯具防眩光安装方法，LED黑板灯具安装在黑板前

上方，LED黑板灯具的安装位置满足数学关系式m＜h+n+w-教师身高，其中，m为黑板灯具出

光口面中心与黑板面的水平距离，n为黑板灯具出光口面中心到黑板上边缘的垂直距离，h

为黑板下边缘离讲台面的垂直距离，w为黑板自身宽度，其安装示意图见附图2。作为优选：

LED黑板灯具的安装位置满足数学关系式m＜h+n+w-172，式中172表示教师的平均身高为

172厘米，式中m、h、  n、w的单位均为厘米，此处还可以根据不同学校不同教师身高大小来定

制化对待，可以是任意一个数值；LED黑板灯具出光下边缘点同人眼连线与水平线的夹角θ，

满足π/4＜θ＜π/2，从而可避开直接眩光区，进而减小直接眩光对老师的干扰，提高了教师

上课质量和课堂效率。

[0020] 以下对本发明所述安装方法进行验证：

[0021] 眩光是一种由于视野中的亮度分布不适当或亮度变化幅度过大，以致引起不舒适

感或降低观察物体能力，具体表现在：当光源或反光面射来极高的亮度的光线，或者视野中

心与背景亮度产生较大亮度差，这种亮度差会使人的视觉机能降低并且产生不舒适感。

[0022] 如附图1所示，人眼视野指当头部不动时，眼睛直视正前方某一点时，所能看见的

空间范围。受眉毛和面颊的影响，单眼的垂直方向视角极限为130°，其中水平面上方为60°，

水平面下方为70°。从人眼的垂直视觉区域来看，人眼上方垂直视野区域为水平往上到与标

准视线夹角60°的区域，而容易产生直接眩光的区域为与标准视线夹角5°～45°的区域范围

内。

[0023] 黑板照明是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良好的黑板照明应满足以下三点要

求：①有良好的照度均匀度，避免学生受到眩光干扰；②达到足够的照度，使学生能清楚的

看见黑板上的字；③避免黑板灯产生的光对教师产生不舒适眩光。通过对部分地区学校教

室照明现状进行调研，发现教室照明环境中黑板照明的维持平均照度及照度均匀度仍存在

严重的不合格现象。老师反馈黑板灯会产生强烈的直接眩光，造成老师在上课时眼睛很不

舒适。为了避免严重的干扰眩光，老师会通过调整黑板灯原始的安装角度来减少直接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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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黑板灯的照度和照度均匀度发生改变，达不到当前国家标准的要求。

[0024] 结合上述情况，黑板灯具的光学设计和安装是优化黑板照明的主要研究参数。尽

可能的实现窄光束配光，使得黑板灯的安装距离尽可能的靠近黑板，在实现黑板照度及照

度均匀度要求的同时，减少对老师的干扰眩光。依据黑板、黑板灯与教师的位置关系，可画

出位置示意图，如附图2所示，其中，m为灯具出光后边缘与黑板面的水平距离，n为灯具出光

下边缘到黑板上边缘的垂直距离，h为黑板下边缘离讲台面的垂直距离。如图3所示，当黑板

灯距离黑板越近或者黑板灯离黑板上边缘的距离越大，即角度θ＞45°时，就可以避开直接

眩光区，从而减小直接眩光对老师的干扰。

[0025] 由于教师眼睛在水平方向上会动态变化，将教师眼睛视觉点定于黑板面上  (最极

端情况)，并将眼睛、黑板灯与黑板简化为点与线段，如附图4所示，可视作教室的左视图，以

墙角为原点，将天花板和黑板所在墙壁作为x轴和y轴，  P(m，a)为动点，F点为教师眼睛位

置，D为地面(或讲台的上边缘)，θ为黑板灯边缘光线与人眼的夹角，A点为黑板上边缘，B点

为黑板下边缘，P点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0026] 0＜m＜DE    (1)

[0027] 0＜a＜OA    (2)

[0028] 在P点所在△PGF中，满足：

[0029]

[0030] 由于人眼容易产生直接眩光的区域在水平视角以上的5°～45°，再结合黑板灯的

实际安装情况，θ需满足以下要求

[0031]

[0032] 在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的国民体质监测公报中，对20～59岁成年人的身高进行测

量，其中20～24岁成年人平均身高在所有年龄段中最高，为171.9cm[5]，考虑最不利状态时，

即黑板灯照射到到黑板下边缘的光线恰好不进入人眼，则：

[0033] DF＜172    (5)

[0034] 设BD＝h，GA＝n，AB＝w，则：

[0035] GF＝GA+AB+BD-DF    (6)

[0036] 联立式(1)～(6)，可得：

[0037] m＜h+n+w-172    (7)

[0038] 由于不同教室中黑板的尺寸和安装高度不完全一样，所以在黑板灯配光设计时需

要根据教室的现状区别对待，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装。当黑板灯的安装距离满足

式(7)时，老师眼睛不受直接眩光影响或者受到的眩光影响相对会有所减少，提高了教师上

课质量和课堂效率。

[0039] 本发明并不受上述实施方式的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

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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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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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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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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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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