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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教室照明光环境认证，包括普通教室、阅览室、实验室、多媒体教室、美术教室、计算

机教室、电子阅览室等教室照明光环境。教室优质照明光环境是指采用安全、节能的教室照明灯具，并通

过合理设计、安装以及维护，持续符合本规则要求的教室照明光环境。

本规则可适用于不同场景的教室照明光环境认证，包括传统教学场景（未开启投影仪、电子白板、一

体机、电视等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的场景）、多媒体教学场景（利用投影仪、电子白板、一体机、电视等多

媒体设备进行教学的场景）、自习场景等。

2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初次现场检测及核查+获证后监督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a.认证申请

b.初次现场检测及核查

c.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d.获证后监督

e.复审

4 认证申请

4.1 产品要求

4.1.1 教室照明产品要求

列入国家强制性认证范围的灯具应通过国家 CCC 产品认证，并取得 CCC 证书。

4.1.2 教室优质照明光环境要求

教室照明光环境应符合以下标准及表 1 要求：

GB 7793-2010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GB 50034-201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40070-2021《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GB 7000.1-2015《灯具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50099—2011《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T 5700-2008《照明测量方法》

GB/T 13379-2008《视觉工效学原则 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GB/T 36876-2018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

QB/T 5533-2020《教室照明灯具》

DB44/T 2335-2021《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技术规范》

IEEE Std 1789-2015 《为减少观察者健康风险 IEEE 推荐的高亮度 LED 调制电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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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以使用单位为认证单元，一家使用单位为一个认证单元。

不同的申请人、不同的教室照明光环境制造商、不同的使用单位应作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4.3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按照认证单元申请，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a. 正式申请书（电子签章或网络填写申请书后打印并签字盖章）

b. 教室优质照明光环境认证现场描述（参见本规则附件 1《教室优质照明光环境认证现场描述》）

c. 同一申请单元内不同教室之间的差异说明

d. 申请人注册证明

e. 光环境制造商（教室照明光环境责任方）注册证明， 及与使用单位之间的相关合同或协议副本等

证明文件（如有）

f. 使用单位注册证明

g. 使用单位对申请人及建设单位的认证授权书（如必要）

h. 一致性声明（见附件）

i. 其他需要的文件

4.4 现场检测及核查

4.4.1 样品

应是已完成照明光环境设计并安装好相应灯具的教室照明光环境。

4.4.1.1 选样原则

同一认证单元可划分为不同的检测单元，按照检测单元选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样品可划为一个检

测单元：

a. 相同的教室类型；

b. 相同的教室几何尺寸；

c. 相同的照明装置及安装（所有教室使用的教室灯及黑板灯的制造商、型号规格均分别相同，且安装

数量及安装位置（安装高度、灯间距等）相同）；

d. 相同的教室建筑表面材料（天棚和墙面材料均分别相同）；

e. 相同的桌椅材质和颜色；

f. 相同的设备设施数量及安装位置（风扇、投影仪、电子白板、一体机、电视等）。

通常情况下，申请方完成教室照明光环境设计并安装完灯具后向 CTC 提出申请，CTC 指定检测机构对

全部检测单元进行教室照明光环境现场检测，申请人须提供必要的检测条件，配合检测机构实施现场

检测。 注：如两间教室差异仅在于是否有多种照明场景设置，可划分为相同的单元，申请人在申请时及实

验室在出具检测报告时应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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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样品数量

原则上，每个检测单元选取代表性教室 1 间，如有必要，对检测单元中其他教室进行差异检测。初次

现场检测应覆盖全部检测单元的教室。

4.4.1.3 资料处置

现场检测结束并出具检测报告后，有关检测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检测机构保存。

4.4.2 依据标准、检验项目、方法及判定

4.4.2.1 依据标准

GB 7793-2010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GB 50034-201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40070-2021《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GB 7000.1-2015《灯具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50099—2011《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T 5700-2008《照明测量方法》

GB/T 13379-2008《视觉工效学原则 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GB/T 36876-2018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

QB/T 5533-2020《教室照明灯具》

DB44/T 2335-2021《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技术规范》

IEEE Std 1789-2015 《为减少观察者健康风险 IEEE 推荐的高亮度 LED 调制电流措施》

4.4.2.2 检测项目、试验方法及判定准则

同一检测单元中，主检教室的检测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见表 1。

表 1 检测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指标要求 试验方法

1
教室课桌面照

度均匀度

普通教室、阅览室、多媒

体教室、实验室
≥300lx

GB/T 5700-2008
美术教室 ≥500lx

计算机教室和电子阅览室 ≥500lx

2
教室课桌面照

度均匀度
≥0.7 GB/T 5700-2008

3
书写板面维持

平均照度
≥500lx GB/T 5700-2008

4
书写板面照度

均匀度
≥0.8 GB/T 5700-2008

5
统一眩光值

（UGR）

≤16
GB/T 5700-2008
GB 50034-2013
GB/T 13379-2008

6 照明功率密度 应符合 GB 50034-2013 的 6.3.7 的目标 GB 5003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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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要求 GB/T 5700-2008

7

教室照明光环

境的相关色温
3300K≤实测值≤5300K GB/T 5700-2008

教室照明光环

境的显色指数

一般显色指数

Ra

美术教室：≥90

GB/T 5700-2008非美术教室：≥80

使用 LED 灯具，R9 应大于 50

8 闪烁
符合 IEEE Std 1789-2015 中无显著影响

水平

IEEE Std
1789-2015

9 锐边 符合 GB 7000.1-2015 中条款 4.25 要求 GB 7000.1-2015

10 黑板灯安装要求

LED 黑板灯具距黑板平行

距离 d（mm）
≤500mm

DB44/T 2335-2021
荧光灯黑板灯具距黑板平

行距离 d（mm）

700 mm～

1000 mm

LED 黑板灯具距黑板上缘

垂直距离 h（mm）
≥200 mm

DB44/T 2335-2021
荧光灯黑板灯具距黑板上

缘垂直距离 h（mm）

100 mm～

200 mm

对于主检教室，当表 1 中包含的所有照明环境指标均符合要求，则判定该教室的照明光环境符合优质

教室照明光环境认证的要求。

如果可通过软件或物理开关对不同场景的照明灯具进行开关设置，各种场景照明灯具的设置及教室照

明光环境的技术要求见表 2：

表 2 不同照明场景设置要求及光环境技术要求

场景 灯具设置要求 光环境技术要求

传统教学场景 教室灯、黑板灯全开 表 1

多媒体教学场景
教室灯全开，关闭最靠近投影幕布、

电子白板的黑板灯
表 1

自习场景 教室灯全开，黑板灯全关
表 1 中除书写板面照度、照

度均匀度以外的其它要求

课后场景 教室灯及黑板灯全关 ——

注 1：上述四种场景为几种常见的教室照明场景，实际应用时可根据需求确定设置的种类。

注 2：上述场景中，传统教学场景为必测项，其他为选测项。

4.4.2.3 试验方法

GB 50034-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7000.1-2015《灯具第 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T 5700-2008 《照明测量方法》。

GB/T 13379-2008 《视觉工效学原则 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DB44/T 2335-2021《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技术规范》。

IEEE Std 1789-2015 《为减少观察者健康风险 IEEE 推荐的高亮度 LED 调制电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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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 现场核查内容

现场核查的内容为教室照明现场一致性检查，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a. 覆盖型号教室与申请的主检型号教室几何尺寸、基本信息、建筑表面材料的信息一致；

b. 覆盖型号教室与申请的主检型号教室中灯具安装数量、安装位置应一致；

c. 覆盖型号教室与申请的主检型号教室中所安装教室灯具和书写板灯具的制造商、型号规格及 CCC

认证检测报告一致；

d. 覆盖型号教室与申请的主检型号教室中的配置应一致。

进行一致性核查时，应覆盖所有检测单元，且每个检测单元中每间的教室进行核查。

4.4.2.5 现场检测及核查时限

现场检测周期一般为 15 天，因检测项目不合格，认证委托人进行整改和重新试验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从收到《教室优质照明光环境认证现场描述》和检测费用算起。教室照明环境现场检测与现场核查同时进

行。

4.4.2.6 判定

当认证单元中所有检测单元全部检验项目均符合要求时，则判定该认证单元所有教室照明光环境均符

合认证要求。当存在不符合项时，允许认证委托人在 CTC 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自现场检测及核查不合

格通知之日起计算），整改期限不应超过 6 个月。

4.4.2.7 现场检测及核查报告

由 CTC 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测及核查，并按规定格式出具检测及核查报告。认证批准后，检

测机构负责给认证委托人提供一份检测及核查报告。

4.4.3 教室照明光环境关键配置要求

教室照明光环境关键配置见《教室优质照明光环境认证现场描述》。

4.5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5.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CTC 对现场检测、现场核查结果进行综合合格评定，评定合格后，按认证单元向认证委托人颁发教室

优质照明光环境认证证书。

4.5.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认证申请到颁发认证证书所需要的工作日，包括现场检测及核查时间和提交报告

时间、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时间以及制证时间。

受理认证申请后，现场检测及核查时限见 4.4.2.5，完成现场检测和现场核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

一般情况下在 10 天内颁发认证证书。每一个认证单元颁发一张证书。

4.5.3 认证终止

当现场检测及核查不合格或整改不通过，CT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申请

认证，按新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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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获证后的监督

4.6.1 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

4.6.1.1 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结束后，每 12 个月应进行一次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认证机构可

根据实际情况，按年度调整监督的时间。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频次：

1）获证教室照明光环境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教室照明环境建设单位责任

的；

2）CTC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教室照明质量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认证委托人、制造商由于变更现场条件而可能影响照明环境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6.1.2 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的内容

获证教室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初次现场检测及核查时的内容基本相同，原则上，每年监督现场检测及

核查从未抽取过的教室中抽取获证教室总数量的五分之一进行一致性检查，如数量超过一间但不足五分之

一应补足，即每个检测单元应至少随机抽取 1 间教室进行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检测的项目为：教室维持

平均照度及照度均匀度、黑板维持平均照度及均匀度、相关色温和显色指数、统一眩光值，监督抽样检测

的试验方法见表 1，所有被测教室照明光环境的上述指标均应符合表 1要求。

教室现场检测及核查由 CTC 指定的检测机构在 15 天内完成检测及核查任务。

4.6.1.3 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结论

核查组负责报告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结论。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结论为不合格的，核查组直接向 CTC

报告。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存在不符合项时，教室照明环境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CTC 采取

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不通过处理，

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结论为不通过。

监督抽样检测结论为不合格的教室，申请人或教室照明环境建设单位应在 30 天内完成整改， CTC 将

重新制定抽样方案，不合格教室所属检测单元至少抽取 1 间教室，并同时进行现场检测。如果监督现场检

测结果仍不符合认证要求，则判定证书所覆盖教室不符合认证要求，监督现场检测不合格。

4.6.2 监督结果评价

CTC 组织对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结果进行综合评定，评定合格的，增加年度审核合格结论，认证证书

持续有效。当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格，按照 5.3 规定处理相关认证证书。

5 认证证书

5.1 认证证书的保持

5.1.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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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认证的变更

5.1.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内容发生变化或涉及教室照明灯具的制造商、型号规格、灯具布置及安装以及认证证书其他相关

信息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及时向 CTC 提出申请，由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测或对书面变更资料进行确

认，必要时进行现场确认。

5.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CTC 根据变更的内容对认证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需要现场检测。检测合格或经资料验

证后，对符合要求的变更予以批准。证书内容发生变化的，换发证书，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不变。

5.2 获证单元覆盖产品的扩展

5.2.1 扩展程序

持证人需增加教室时，应向 CTC 提交变更申请，如不扩展检测单元，则仅进行现场检查；如需扩展检

测单元，则由 CTC 指定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测，并进行现场检查。CTC 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教室的有效性，

监督现场检测及核查均合格后，根据持证人的要求换发认证证书。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现场检测的认证

教室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5.2.2 样品要求

持证人应先提供扩展教室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现场检测时，证书持有者应按第 4.4.2.2 检测的要求，

选取教室供现场检测。

5.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TC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持证人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教室照明光环境

达不到认证要求时，CTC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注销和撤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

告。持证人可以向 CTC 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持证人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CTC 提出恢复申请，CTC 按有

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CTC 将撤销或注销被告暂停的认证证书。

6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人必须遵守《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程序》的规定。

6.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依据《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程序》的规定。

6.2变形认证标志的使用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不允许加施任何形式的变形认证标志。

6.3加施方式

可以采用认证机构允许使用的加施方式。

6.4标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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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产品本体明显位置上加施认证标志。

7 收费

认证收费由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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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请编号：

使用单位注册名称：

使用单位注册地址：

使用单位实际地址：

一、 教室优质照明光环境认证现场描述

1、教室照明光环境描述

教室类型：■普通教室、实验室、阅览室、舞蹈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计算机教室、电子阅览室教室黑板。

请根据教室类型分别填写下表

教室几何尺寸

（长×宽×高）

（单位：米）

教室

地址

及编

号

黑板 教室建筑情况 教室配置 灯具布置情况

黑板尺寸

（长×宽）（单

位：米）及颜色

墙面材质

及颜色

天棚材质

及颜色

课桌高度

（单位：米）

桌椅材质

颜色

窗帘材质及颜色

（如安装了窗帘，

请勾选以下信息，

如没有请“/”）

设备设施

（风扇、投影仪等）

（如有，请提供以

下信息，如没有请

“/”）

照明场景模

式设置

安装位置及布置方式

（可作图说明）

灯具数量及型号规格

(功率、额定光通量、额

定色温)

长×宽×高 教 室

地址：

教 室

编号：

长×宽：

墨绿色

白色

墨绿色+白色

其他：

瓷砖

墙纸

石灰

深色

浅色

白色

其他：

石灰

吊顶

白色

其他：

如同一检测

单元中有多

种高度，请

对应教室编

号依次填写

塑料

木质

蓝色

绿色

黄色

白色

其他：

布艺

百叶窗

灰色

蓝色

银色

其他：

数量，安装位置 无 1) 黑板灯具距黑板

平行距离；

2) 黑板灯具距黑板

上沿垂直距离；

3) 黑板灯具之间的

安装间距；

4) 教室灯具下沿距

课桌面的悬挂高

度；

5) 教室灯具之间的

安装间距。

1) 黑板灯数量：

2) 黑板灯型号规格：

3) 教室灯数量：

4) 教室灯型号规格：

传统教学

多媒体教

学

自习

课后

其他



教室优质照明光环境认证实施规则 CTC/ZC-4653-15-2022

10 /11

2、灯具及关键零部件描述

教室类型 教室

型号规格

(功率、额

定光通量、

额定色温)

获证证书

（CCC 证

书）

光源型

号规格

光源制

造商

控制装

置型号

规格

控制装置

制造商

型号规格

(功率、额定

光通量、额

定色温)

获证证书

（CCC 证书）

光源型

号规格

光源制

造商

控制装置

型号规格

控制装置

制造商

普通教室、阅览

室、实验室、美

术教室、多媒体

教室、计算机教

室、电子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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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声明

光环境制造商 声明：

我公司在 XX（使用单位） 、 XX（具体教室描述） 中使用的灯具与 CTC教室优质照明光环境认证

现场检测报告中的灯具在型号规格、结构、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等方面完全一致。

我公司对上述声明完全负责。

光环境制造商：负责人签字、公司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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