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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半导体（LED）照明亦称固态照明，是继白炽灯、荧光灯之

后的又一次光源革命。因节能环保、寿命长、应用广泛，作为节

能环保产业的重要领域，被列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技术

的不断突破、节能效果的日益显现、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应用

领域的不断拓展，我国 LED 照明节能产业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

期，需对行业进行有序引导，促进 LED 照明节能产业的健康发展，

推动绿色照明工程，实现节能减排。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节能环保产

业发展规划》以及《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等有关内容，

制定本规划。本规划提出了 LED 照明节能产业到 2015 年的发展

目标、任务和措施，是近期我国 LED 照明节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性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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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与形势 

我国照明用电约占全国用电量的 13%左右，推广使用高效照

明产品，提高照明用电效率，节能减排潜力很大。我国从 1996

年启动实施绿色照明工程，2008 年开展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

推广工作，2009 年印发了《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2011

年发布了“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路线图”，推动照明产业结构优

化、持续发展。据测算，若将我国全部在用的白炽灯替换成节能

灯，每年可节电 480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近 4800 万

吨，若进一步更换为 LED 照明产品，将带来更大的节能效果。 

（一）发展现状 

1.我国照明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照明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普通照明、传统高效照明到

LED照明等新光源的发展阶段，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照明电器生产、

消费和出口国。2008 年以来累计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推广节能灯

等产品 6.8 亿只，形成年节电能力 260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

氧化碳 2600 万吨，大幅提高了高效照明产品市场占有率。2010

年，全国照明产品在用量达到 71.55 亿只，其中高效照明产品占

有率超过 70％，LED 照明产品逐步进入市场应用（见表 1）。 

表 1 2010 年我国各类用户照明产品在用量及占有率 

全  国 

产品 
居民 

（亿只）

工业 

（亿只）

商业、公共 

（亿只） 
在用量 

（亿只） 

占有率

（％）

普通照明产品 16.08 1.57 2.03 19.68 27.50 

其中：白炽灯 12.84 0.56 0.53 13.93 19.46 

        卤钨灯 1.09 0.09 0.72 1.90 2.66 

传统高效照明产品 25.73 7.47 18.53 51.73 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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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紧凑型荧光灯

（节能灯） 
19.35 2.23 7.77 29.35 41.02 

直管荧光灯 6.38 4.33 10.62 21.33 29.81 

        高压钠灯  0.09 0.03 0.12 0.17 

LED 照明产品  0.02 0.12 0.14 0.20 

合计 41.81 9.04 20.56 71.55 100 

 

2.我国 LED 照明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LED 照明技术发展迅速，成本快速下降，产品示范

应用逐步推开，节能减排效果日益明显。LED 照明产品已成为下

一代新光源的发展方向，我国 LED 照明节能产业形成了较完整的

产业链和一定的产业规模，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已成为全球

LED 照明产业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 

产业化技术不断突破。LED 芯片技术从无到有，2010 年 LED

芯片国产化率达到 60％；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硅衬底功率型 LED

器件光效超过 90 流明/瓦（lm/W），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下游应

用与国际技术水平基本同步，LED 射灯、筒灯、球泡灯等产品平

均光效超过 60 lm/W，较白炽灯有 70％以上的节能效果；LED 隧

道灯、路灯平均光效超过 80 lm/W，通过智能控制已可实现一定

节能效果。以生产型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设备（MOCVD）为

代表的关键设备进入试制阶段；部分关键原材料实现国产化。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十一五”期间，我国 LED 照明节能产业

年均增长 35%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0 年底，我国有半

导体照明企业 500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约 1000 家。全行业

年产值 1200 亿元，LED 照明应用产品产量占全球 60%以上，产值

超过 190 亿元。我国已成为 LED 功能性照明和景观照明等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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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基地。区域分布上，珠三角、长三角、闽赣三大区域集

中了 80%以上的 LED 照明企业和产值。 

标准检测认证体系逐步完善。标准、检测和认证工作取得阶

段性进展，成立了国家半导体照明标准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名

词术语、检测方法、性能要求等 21 项国家标准、11 项行业标准、

7项技术规范。建设了一批 LED 照明国家级检测机构，参与了国

际 LED 照明产品测试比对，开展了两岸 LED 照明检测机构测试比

对工作。启动了射灯、筒灯、隧道灯、路灯、球泡灯等 LED 照明

产品的节能认证工作。 

（二）面临形势 

随着技术日趋成熟和市场需求逐步启动，LED 照明节能产业

将进入新一轮增长期，朝着更高光效、更低成本、更高可靠性和

更广泛应用方向发展。  

1.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近几年，全球 LED 照明节能产业产值年增长率保持在 20%以

上。据统计，2010 年全球照明市场规模为 1340 亿美元，其中 LED

照明市场约 50 亿美元，占全球照明市场份额 3.7%左右。到 2020

年全球照明市场规模将超过 1500 亿美元，LED 照明市场有望达

到 750 亿美元，占全球照明市场份额 50%。目前，美国、日本在

LED 芯片等核心器件方面具有竞争优势；欧洲在汽车照明及功能

性照明方面具有竞争优势；我国台湾地区 LED 芯片制造、封装的

产能最大；韩国凭借大企业战略显现出后发优势。专利、标准、

人才竞争白热化，产业整合速度明显加快。 

2.我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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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LED 照明节能产业发展面临着重大历史机遇。一是我国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二是发展 LED 照

明节能产业是转变发展方式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实选择。

三是我国不断加大 LED 照明产品的应用推广力度，逐步扩大产品

应用范围，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同时，我国 LED 照明节能产业发

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

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较为严重。二是核心专利尚需突

破，研发投入有待加强，MOCVD 等关键设备仍然依赖进口。三是

市场竞争无序，产品质量有待提高。四是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

建设仍待加强，服务支撑体系尚需完善。当前，是我国 LED 照明

节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强规划引导，对促进行业有序发展，

支持企业做强做大具有重要意义。 

二、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围绕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把

LED 照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提升技术创新和产品

质量水平，加大产品应用推广，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加强行业指

导和规范，促进 LED 照明节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配置相结合。加强产业发展宏观指

导，形成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及配套环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基础作用，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推动 LED 主导产品质量逐

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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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协调发展与重点推进相结合。优化产业结构，推动

LED 照明节能产业协调发展。重点推动具有比较优势和较好基础

的地区形成特色明显、体系完整的产业集群。 

——坚持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相结合。推进 LED 照明技术创

新，突破核心关键技术。解决共性技术问题，促进企业转型和产

业升级，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坚持企业培育与应用推广相结合。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产品技术

成熟度和经济性，逐步加大 LED 照明产品推广力度。 

（三）发展目标 

到 2015 年，关键设备和重要原材料实现国产化，重大技术

取得突破。高端应用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节能效果更加明显。

LED 照明节能产业集中度逐步提高，产业集聚区基本确立，一批

龙头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研发平台和标准、检测、认证体系进

一步完善。 

1.节能减排效果更加明显,市场份额逐步扩大 

到 2015 年，60W 以上普通照明用白炽灯全部淘汰，市场占

有率将降到 10％以下；节能灯等传统高效照明产品市场占有率

稳定在 70％左右；LED 功能性照明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20%以上。

此外，LED 液晶背光源、景观照明市场占有率分别达 70%和 80%

以上。与传统照明产品相比，LED 道路照明节电 30%以上，室内

照明节电 60%以上，背光应用节电 50%以上，景观照明节电 80%

以上，实现年节电 600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2100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 60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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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规模稳步增长，重点企业实力增强 

LED 照明节能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30%左右，2015 年达到 4500

亿元（其中 LED 照明应用产品 1800 亿元）。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半导体照明产业集聚区。形成 10-15 家掌握

核心技术、拥有较多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质量竞争力强的

龙头企业。 

3.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标准检测认证体系进一步完善 

LED 芯片国产化率 80%以上，硅基 LED 芯片取得重要突破。

核心器件的发光效率与应用产品的质量达到国际同期先进水平。

大型 MOCVD 装备、关键原材料实现国产化，检测设备国产化率达

70％以上。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发、检测平台和标准、认

证体系。 

三、主要任务 

（一）逐步开展推广应用 

逐步推广应用技术成熟、节能效果明显的 LED 照明产品（见

专栏 1）。优先推广室内商业照明产品及系统，积极推广室外公

共照明产品及系统，适时推广家居照明产品，积极支持汽车、农

业、医疗等领域的创新应用。（见专栏 2） 

专栏 1 主要 LED 照明产品 

LED 筒灯 属室内照明产品，主要应用在办公楼、酒店、商场、地铁等领域，产品综合

光效≥65 lm/W，显色指数≥85。 

LED 射灯 属室内照明产品，主要应用在酒店、商场等领域，产品综合光效≥60 lm/W，

显色指数≥90。 

LED 球泡灯 属室内照明产品，主要应用在办公楼、酒店、商场及家居照明等领域，产

品综合光效≥60 lm/W，显色指数≥85。 

LED 直管灯 属室内照明产品，主要应用在办公楼、酒店、商场、地下停车场及家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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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领域，产品综合光效≥70 lm/W，显色指数≥80。 

LED 平面灯 属室内照明产品，主要应用在办公楼、酒店、商场及家居照明等领域，产

品综合光效≥60 lm/W，显色指数≥85。 

LED 路灯/隧道灯 属室外照明产品，主要应用在道路（支/次道路为主）、隧道等照明领

域，产品综合光效≥90 lm/W，显色指数≥70。 

LED 创新应用产品 主要应用在农业、医疗、通讯等领域。 

OLED 照明产品 属室内照明产品，主要应用在大面积及平面照明领域，产品综合光效

≥40 lm/W，显色指数≥85。 
 

（二）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加快 LED 照明核心材料、装备和关键技

术的研发（见专栏 2）。加强公共研发平台建设，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发挥企业技术研发

中心作用，提升 LED 照明节能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专栏 2 核心材料、装备和关键技术 

LED 照明用衬底制备技术  新型衬底材料及大尺寸衬底技术与工艺。 

核心装备制造技术  多片式 MOCVD 等生产型设备国产化关键技术。 

外延芯片产业化关键技术 大尺寸衬底高效蓝光 LED 外延、芯片技术；高效绿光、红光

及黄光 LED 外延、芯片技术；结合集成电路工艺的芯片级光源技术。 

封装及系统集成技术 高效白光 LED 器件封装关键技术、设计与配套材料开发；多功能

系统集成封装技术；荧光粉涂覆技术。 

高效、低成本 LED 驱动技术 高效、高可靠、低成本的 LED 驱动电源开发（含驱动电源

芯片）。 

室内外照明产品集成技术 高品质、低成本、多功能 LED 模组、光源、灯具标准化、系

列化研究；结构、散热、光学系统设计；新型散热材料开发。  

智能化照明系统关键技术 控制协议与标准开发；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技术的

智能化、多功能照明管理系统开发。 

LED 创新应用技术 现代农业、养殖、医疗、通讯等特殊领域应用技术及系统开发；超

越传统照明形式的系统解决方案。 

OLED照明关键技术 高效、高可靠性、低成本OLED材料开发；白光OLED器件及大尺寸OLED

照明面板开发；高效、长寿命OLED灯具的设计与开发。 

 8



 

    （三）加快完善产业服务支撑体系 

完善 LED 照明标准、检测、认证等服务支撑体系（见专栏 3）。

梳理 LED 照明相关标准，建立和完善标准体系，加快规格接口等

标准的研究制定。提升我国 LED 照明产品检测能力和水平。完善

LED 照明产品节能认证制度。建设行业技术资源和信息共享等服

务平台。开展 LED 照明产品生态评估和废旧 LED 照明产品回收问

题研究。 

专栏 3 标准检测认证等支撑体系 

LED 照明标准体系研究 梳理 LED 照明相关标准，建立和完善以设备、材料、器件、模

块、光源、灯具、照明应用、能效等为主要内容的标准体系框架；分阶段、有重点开展相关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LED 照明产品检测与评价 LED 照明产品的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包括产品失效机理、寿

命实验和可靠性评价在内的 LED 照明产品性能及照明质量的系统测试方法研究等。 

LED 照明检测平台建设及检测设备开发 检测平台和信息网络建设；产品和系统测试设

备开发；灯具在线测试系统开发；应用现场检测设备开发等。 

LED 照明节能认证 结合已制定的标准或技术规范，制定相应认证技术规范和实施规则，

开展 LED 照明产品节能认证。 

 

四、重点工程 

围绕规划目标和具体任务，结合现阶段 LED 照明产品的技术

水平、市场现状及节能效果和潜力，着力在产品示范应用、技术

研发、装备制造、标准化推进等方面实施四大重点工程。  

（一）照明产品应用示范与推广工程 

逐步加大财政补贴 LED 照明产品推广力度。在商业照明、工

业照明及政府办公、公共照明等领域，重点开展 LED 筒灯、射灯

等室内照明产品和系统的示范应用和推广。适时进入家居照明领

域。在户外照明领域，重点开展 LED 隧道灯、路灯等产品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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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应用。 

推动 LED 产品在医疗、农业、舞台、景观照明等专业和特殊

场所的示范应用。有序推进实施“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应用示

范工程。组织开展知名建筑照明应用、建筑智能照明节能改造、

缺电地区离网照明应用示范工程。积极开展绿色照明示范城市创

建活动。 

（二）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工程 

大力发展大尺寸外延芯片制备、集成封装等产业化关键技

术。优先发展基于大尺寸硅、蓝宝石、碳化硅衬底的 LED 芯片制

备技术及三维、晶圆级等新型多功能集成封装技术的研发。重点

支持 LED 照明应用的光、热、机、电、驱动、控制等产业化共性

关键技术研发和新一代 LED 光源研究，解决 LED 光源与灯具的模

块化、标准化问题。支持 LED 智能化系统管理等技术研究和 OLED

照明产品的制备技术开发。 

（三）核心装备及配套材料技术创新工程 

着力推进核心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力争实现生产

型 MOCVD 设备量产。促进生产设备、工艺装备、检测设备制造商

与材料工艺研究机构及用户间的合作。重点支持高纯金属有机化

合物（MO 源）、新型高效荧光粉、大尺寸衬底、图形衬底、封装

材料、低成本散热材料等关键材料的开发及产业化。 

（四）标准检测及认证体系建设工程 

加快制定与出台 LED 照明产品检测方法、性能、安全、规格、

接口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实施，研究制定

更高要求的技术规范。完善半导体照明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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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研究与制订。开展检测技术、检测方法研究，积极开展检测

能力验证，严格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建设若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产品检测平台。分重点、有步骤地开展 LED 照明产品的节能认

证工作，根据产品成熟度，逐步扩大产品的节能认证范围，健全

产品认证体系。 

五、保障措施 

（一）统筹协调推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贯彻落实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半导体照明

节能产业发展意见》（发改环资[2009]2441 号），强化组织实施

与部门分工协作。加强对各地区发展 LED 照明节能产业的宏观指

导，严格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研究设立 LED 照明行业准入门槛，

避免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一

批 LED 照明龙头企业；通过工业转型升级资金支持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加强市场规范与监督，提升 LED 照明产品质量水平。开展

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和专利共享机

制，建立完善专利池。 

（二）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力度 

通过 973 计划、863 计划支持 LED 照明基础技术、前沿技

术研究；通过科技支撑计划、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支持 LED 照

明应用开发及系统集成示范和产业化示范项目建设；通过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基金支持 LED 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大对半

导体照明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共性关键技术联合研发。改进重

大项目组织方式，提高攻关效率。鼓励建立以专业技术机构和企

 11



 

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合创新模式，统筹考虑现有科研布局，充分

整合利用现有科技资源，形成技术研发的长效机制，探索建设可

持续发展的国际化、开放性的公共研发平台和检测平台。 

（三）实施支持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 

实施半导体照明生产设备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的进口税收

优惠政策。建立 LED 照明产品能效“领跑者”制度，鼓励产品能

效水平不断提升。将 LED 照明产品示范应用作为节能评估工作的

重要内容。逐步扩大财政补贴推广力度，适时将球泡灯等量大面

广、技术成熟的 LED 照明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推动实施一批政府

办公楼、医院、宾馆、商厦、机场、轨道交通、道路等公共照明

应用工程。落实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政策，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带

头采用 LED 照明产品。 

（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 

加大宣传力度，面向社会宣传普及 LED 照明相关知识。通过

组织开展照明创新设计大赛、建设 LED 照明展示体验中心等活

动，培育绿色消费理念，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完善人才培养、引

进和流动机制，加大行业亟需的相关人才培养力度。鼓励开展

LED 照明方面的专业培训，重点培养一批产业技术和管理高端人

才以及专业技术工程师。    

（五）深化国际与区域交流合作 

大力实施绿色照明工程，充分利用政府间在节能环保领域的

多边、双边合作渠道，提高国际标准话语权。开展技术交流与产

业合作，并不断拓展合作的领域和范围。积极推进海峡两岸在技

术研发、标准检测、应用示范、产业化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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