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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卤化物灯电感镇流器与电子镇流器的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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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 湛江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引言

    在金卤灯电子镇流器制造技术已有了明显进步

的今天，如何来客观公正地评价欧标和美标电感镇流

器及电子镇流器的综合性能和性价比是十分重要的。

这种对比和评价必须建立在各种镇流器产品都全面

地达到现行的国际和国内安全标准，性能标准，EMC

标准的前提下才有意义。也只有对金卤灯电感镇流

器和金卤灯电子镇流器进行客观正确的评价后，才能

在实际应用中扬长避短，根据使用场合和条件的不同

正确选用相应的镇流器。本文从上述各类镇流器主

要性能比较(共包括10项内容)和价格及运行成本两

方面进行分析并且给出结论。

1 主要性能比较

    欧标、美标金卤灯电感镇流器与电子镇流器的主

要性能对比简述如表to

表1 欧标、美标金属卤化物灯用电感镇流器与电子镇流器主要性能比较

项 目 电磁兼容

命

一
年

寿

-

3

产品 \\

金卤灯电子

  镇流器

欧标金卤灯
  镇流器

美标金卤灯

  镇流器

49THD
EMS和防

雷电感应

开机浪涌

  电流

抗电压

变化
  能力

频闪

效应

自身

功耗

灯的

功率

调光

特性

镇流器

与灯的

  距离

自身

重量

执行 RoHS

  和 Weee

  指令

合格 差 约 15-30倍 好 基本无 略低

小 小 约 1.5倍 差

低，约是灯

功率的10%

一般大功率

    较低
较高

较大 较小 好 约1.3倍 较好 较明显 较高 略低

可连续

  调光

可分档

调光

可分档
调光

<3米 较轻 较困难

)20米 重 较容易

‘20米

10年

以上

5年

以上
重 较容易

    由于实际对比情况较复杂，详细对比分析如下。

1.I 电磁兼容

    金卤灯电子镇流器的内部电路特性决定了它本

身的电磁兼容特性不可能很完美，尽管其电子电路及

元件功能的进步使目前的金卤灯电子镇流器能达到

欧洲、北美以及我国对应的产品标准，但在制造成本

及自身功耗方面付出了明显的代价。

    (1)目前合格的金卤灯电子镇流器谐波总量

THD。约为12%一25%，欧标金卤灯电感镇流器THD,

仅为10%一12%;美标金卤灯(超前顶峰式)镇流器

谐波总量比较高，THD，约为25%一30%，略高于合格

的电子镇流器。

    (2)在对外骚扰(EMI )方面，金卤灯电子镇流器

通过共模和差模的复合滤波，基本能达到EN55015和

FCC的标准要求，但所配的光源功率较大，在实际安

装使用时如不注意灯具内各输人和输出的走线位置，

还是很容易因为输人和输出线之间的寄生感应而造

成EMI方面的超标现象，尤其是采用电子镇流器的

250及40O W金卤灯灯具，往往会因为其输出导线辐

射功率较强而造成上述不合格现象。欧标和美标电

感镇流器几乎不存在EMI方面问题。

    (3)在抗外部骚扰(EMS)方面，电子镇流器可能

显得更脆弱，尽管通过努力，目前金卤灯电子镇流器

也能够基本满足IEC61547要求，但除了付出较明显

的成本外，收到的实际功效还不理想。主要表现在进

行EMS方面的试验时，由于元件参数的不一致性往

往会出现产品有一定比例的不合格现象，尤其是野外

应用的金卤灯电子镇流器在抗雷电感应能力方面，由

于我国的配电网络是极性电源，即中性线(零线)接

地，当出现强雷电情况时，闪电发出的广谱电磁波被

架空的电源线吸收，由于火线和零线对地泄放的阻抗

不同而使两根供电线路间以及供电线和地线之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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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存在较高的电压差(根据测量，这种电压差可达

300()一5 OOOV )，很容易使电子镇流器内部元件发生

  击穿损坏，这也是安装在野外的HID电子镇流器常

  发生莫名其妙的损坏的主要原因。而欧标和美标电

感式镇流器几乎不存在抗外界骚扰和抗雷电感应电

压方面的问题。

      (4)开机浪涌电流

      由于电子镇流器内电源滤波电容的存在，使得开

机的瞬间浪涌电流很大，视电源内阻抗不同和相位不

同可达15一30倍的正常工作电流值，而欧标电感镇

流器开机时电流仅为正常工作电流的1.5倍左右，美

标超前顶峰式镇流器仅为正常工作电流的1.3倍左

右。虽然单个的电子镇流器开机时浪涌电流的绝对

值并不大，并且作用在电网上的时间才数百毫秒，但

由于金卤灯电子镇流器在使用时，往往是一个开关装

置控制很多个电子镇流器和灯的回路，这些接在同一

开关回路里的电子镇流器在电源接通的瞬间会产生

绝对值很大的浪涌电流。这种开机的浪涌电流完全

可能使局部电网的过流装置动作，产生断电故障。金

卤灯电子镇流器的开机浪涌电流大的特点初看起来

与现在 的 EMC方 面 的标 准 中 IEC61000-3-3/

GB17625.2(电器接人电网造成的局部电网电压的波

动和闪烁的限制要求)有关，但实际上对某只具体的

金卤灯电子镇流器来讲，即使是通过了IEC61000-3-

3/GB17625.2标准检测，在大量使用时，仍会因为开

机的浪涌电流而造成局部电网电压明显的波动甚至

过流跳闸。目前较先进和有效的方法是在金卤灯电

子镇流器的输人端加接过零导通式固态继电器，能使

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减小到正常工作时的5一6倍，但

毕竟增加了成本并且其效果不尽如人意。

1.2 抗电压变化能力

    这一指标来源于性能标准要求，但实际使用中的

要求又高于性能标准要求。由于科技进步和电器化

的普及，使我国用电量的峰谷差距越来越大，而电网

的用电峰谷调配能力较差，造成局部电网的供电电压

随用电峰谷的变化而产生较大范围的变化。据实测，

低压电网电压变化范围是210一240V，极端时达到

200 - 250V。在这种现状条件下，对照明电器的要求

明显高于产品标准的要求。

    目前我国金卤灯电子镇流器产品输人端普遍采

用有源整流滤波电路，具有很好的调节功能，好的金

卤灯电子镇流器产品，只要其内部输人端的元件耐压

裕量足够，在电源电压为160一250V时，能保持灯功

率变化-zc 3%，有效地避免电网电压高时，使灯长期处

于超功率运行而发生早期损坏。

    对于普通的欧标金卤灯电感镇流器来说，这一功

能是比较差的。当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1.1倍时，镇

流器输出给灯的功率将达到1.30一1.40倍，灯长期

在这一状态下工作将会使寿命明显缩短。但是，目前

采用镇流器抽头的方式或者对一组(约几十个)镇流

器与灯的回路集中自动控制串接电抗器的方法也能

保证电源电压在0.9一1.15倍范围变化时，灯工作在

较合适的功率范围内。

    对于美标金卤灯电感镇流器来说，由于采用了漏

磁式结构，所以具有一定的衡功率输出功能，当电网

电压在0.9一1.1倍范围内变化时，镇流器输出给灯

的功率约在0.93一1.07范围内变化，基本满足金卤

灯的工作条件。但是在电源电压升高时，美标电感镇

流器因为结构原因，其自身损耗明显上升，产生较高

的温升。

1.3 频闪效应

    对于气体放电灯，由于基本不具有钨丝灯灯丝的

热惯性，所以在灯电流过零时，都会使光输出也接近

于零输出。采用荧光粉的低气压放电灯，由于荧光粉

的余辉作用，当灯电流过零时，光输出约为正常输出

的3%一8%。对于金卤灯来说，其光输出基本按灯

功率曲线的变化而变化。金卤灯电子镇流器由于输

出给灯的电流基本为方波或梯形波，并且灯的工作频

率都在35一55kHz范围，所以几乎不会产生频闪效应

(但应排除劣质的、输出的高频电流调制很明显的电

子镇流器)。对于一些具有运动物体的场合(例如网

球场，乒乓球馆等)，采用金卤灯与电子镇流器的组合

照明将是较理想的选择。

    欧标电感镇流器，如果其伏安特性设计合理，虽

有频闪效应，但在一般的照明场合不易被人眼察觉。

    美标金卤灯由于其结构特性，使其灯电流过零时

间较长，所以其频闪情况也较欧标金卤灯明显，但普

通照明场合依然不易被人的眼睛所察觉。
1.4 自身功耗

    对于金卤灯镇流器来讲，在目前提倡绿色照明和

节能的大环境下，自身功耗无疑是一个重要指标。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都认为电子镇流器的自身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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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低的。

      实际情况是，对于EMC功能齐全并且输出功率

  足够的金卤灯电子镇流器，其自身功耗约为所配用的

灯功率的7%一9%.

      对于欧标金卤灯镇流器来说，在小功率(35

  150W)时，普通型欧标电感镇流器自身功耗约为所配

用金卤灯功率的23%一18%，节能型欧标电感镇流

器自身功耗约为所配用灯功率的18%一10%。在较

大功率时(250和400W )，普通型欧标电感镇流器自

身功耗约为灯功率的14%一10%，节能型欧标电感

镇流器自身功耗约为所配用灯功率的10%一8%.

对于1 OOOW及以上规格的欧标金卤灯镇流器，其普

通型欧标电感镇流器的自身功耗约为所配用灯功率

的9% -7%，节能型欧标电感镇流器自身功耗约为

灯功率的7%-5%0

    对于美标金卤灯镇流器来说，在150W以下时，

其结构和原理以及自身功耗与欧标金卤灯镇流器相

同。在较大功率(175一40O W)时，其自身功耗约为灯

功率的17%一13%，如果改进设计，(节能型)能做到

自身功耗约为灯功率的14%一10%。对于1 OOOW及

以上规格的美标金卤灯镇流器，普通型可做到12%

一9%，节能型可做到9%一7%0

    从本节分析可看到，在小功率段(35一150w)，电

子镇流器在自身功耗上明显小于电感镇流器。在较

大功率段(250 -- 400W )，节能型欧标电感镇流器自身

功耗已经与电子镇流器相仿，并且在40O W时已优于

电子镇流器，但美标金卤灯电感镇流器的自身功耗还

明显高于电子镇流器。在 1 000 W及以上规格时，普

通欧标电感镇流器自身功耗已与电子镇流器相等，而

节能型电感镇流器的自身功耗已明显小于电子镇流

器。1 000 W及以上节能型的美标电感镇流器在功耗

上也已接近电子镇流器的水平。

1.5 灯的效率
    这一问题初看起来，好象是由灯自身的质量好坏

所决定的，但实际上对于同一只灯来说，输人灯电流

的波形及频率的不同都会明显影响灯的电~光转换

效率。就本文涉及的3种镇流器而言，设计良好的欧

标金卤灯镇流器，其输出到灯的电流近似于正弦波，

并且过零处的电流中断时间(OT)很小。与金卤灯配

合后电~光转换效率最高。美标金卤灯镇流器由于

采用超前顶峰式结构，灯电流过零处中断时间(OT)

较大，所以在输人到灯相同功率的条件下，电~光转

换效率约比欧标金卤灯镇流器低0.5%一2%0

      电子镇流器输出到金卤灯的电流频率约在

40kHz - 50Hz，应该说其灯电流过零时的中断时间

(OT)几乎可忽略，但实验却证明高强度气体放电灯

在相同的电功率输入时，比工频相同电功率输人到同

一灯时的光效要低，尤其是在250W及以上时，这一

现象就比较明显，其电~光转换效率约低 1.5%

3%。这一现象产生的原理目前尚不清楚，但说明了

对低气压放电荧光灯，在高频下其发光效率会有约

5%一8%的提高，但在高强度气体放电领域，用高频

点灯不仅没有使灯的光效有所提高，在大功率时，灯

的效率反而有所下降。

1.6 调光特性

    为了适应各种场合不同的要求，对金卤灯进行适

当调光是有必要的，这方面无疑电子镇流器的功能最

好，能基本实现无级调光，而电感镇流器就目前比较

经济的方法，一般只能采用分级调光形式。但是灯的

调光是受到其自身特性限制的，当金卤灯处于较小的

输出功率时，由于电弧管内的压力低而使灯的发光效

率明显减小。对于石英电弧管的金卤灯来讲，灯功率

的明显调低(约50%及以下的输出时)，其发出光的

谱线中，紫外光的比例将会明显超标，这一现象一方

面使灯发出可见光的效率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必须

对灯具上的透光玻璃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才能防止

正常照明时紫外线成份不超标。所以对金卤灯而言，

虽然电子镇流器可做到 100%一20%的调光，但实际

应用时一般只适用于陶瓷金卤灯，并且考虑到其效

率，调光范围一般只可取100%一40% a

1.7 镇流器与灯的距离

    实际使用中，因为很多原因往往需要把镇流器安

装在离灯较远的地方，在这方面电感镇流器只要导线

截面积足够，导线电阻约占镇流器等效阻抗的0.5%

以下时，几乎不会影响灯的正常工作，这一距离一般

可达50m左右。而电子镇流器由于其输出的是高

频，所以输出导线的高频感抗较大，当灯与镇流器距

离达5m时，因导线高频阻抗原因会使灯的输出功率

明显下降约3%一8%，并且电子镇流器输出导线的

加长还会使对外干扰(EMI)明显上升并超过标准限

值。更重要的是，对于采用钢杆的路灯，如果电子镇

流器安装在路灯钢杆的基座内，其输出到灯的导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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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之间，以及导线与接地的钢杆之间将产生明显的容

  性泄漏电流，不仅会产生对外干扰，还会加重电子镇

  流器的负载而缩短电子镇流器寿命。

  1.8 镇流器的使用寿命

      电子镇流器生产企业对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以及

  工艺控制要比制造电感镇流器严格得多，尽管这样，

  因为电子镇流器内元件很多，其中任一元件出故障都

  将造成电子镇流器的失效，即使没有失效，但在露天

  且在雷电感应和高压脉冲“袭击”的场合仍会使不少

  电子镇流器早期失效。由于受到元器件寿命及外界

  电磁感应脉冲干扰的影响，电子镇流器平均寿命基本

在3年左右。

      电感镇流器由于其结构简单，只要绕组未发生自

身的匝间和层间短路以及对外表的击穿，一般寿命均

大于10年，在耐高温及恶劣环境条件方面，电感镇流

器的使用寿命也明显优于电子镇流器。

1.9 自身重量

      由于其结构原因并且要保持其良好的工作特性，

电感镇流器自身重量很大，一般为同类电子镇流器的

3一5倍。

1.10 执行RoHS和Weee指令

    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2002/95/EC号《关于

限制某些有害物质在电子电气设备中使用(RoHS)指

令》规定，从2006年7月1日起各成员国在电子电气

产品中禁用(除少数限用外)Q、铅、汞、PBB(多澳化

联苯)和PBDE(聚嗅联苯)。另外，又颁布了第2002/

96/EC号《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Weee)指令》，这一

指令已于2005年8月 13日执行。对照明电器在

Weee指令附件1A中规定，报废的照明电气产品回收

再利用率要达到每件器具平均重量的70%以上，对

于气体放电灯，组件、材料和物质再循环利用率将达

到灯重量的80%以上。

    我国目前是世界照明电器出口第一大国，这两个

指令的发布对我国出口欧盟的照明电器产品有非常

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应欧盟两个指令的标准也即

将出台，这两个指令本身也将对电子和电感镇流器今

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金卤灯电子镇流器和电感镇流器而言，要满足

RoHS和Weee指令，其难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电感镇流器只要在其采用的材料中，例如塑料绝

缘材料中的阻燃剂，不含PBB(多嗅化联苯)和PBDE

  (聚滨联苯)，黄铜材料中不含铅、福，电镀件中不含六

  价铬就能轻易满足RoHS指令的要求。对于电感镇

  流器来说，其报废的材料回收再循环利用率可轻易达

  到自身重量的85%以上，也完全能满足Weee指令的

要求。

      电子镇流器要达到RoHS指令要求，除了其塑料

绝缘件和黄铜材料需达到上述要求外，最困难的是采

用焊锡中铅含量问题。众所周知，当锡铅比例达到

65%/35%时焊锡特性最佳。我国目前电子线路板普

遍采用这一牌号的焊锡，为满足RoHS指令，必须放

弃这种焊锡。目前采用的其它能满足RoHS指令的

焊料除成本高以外，焊接的温度也明显提高，这使得

焊接过程中的工艺难度更大，更易损坏电子元件。在

达到Weee指令要求方面，电子镇流器也面临很大的

困难，其电子元件及线路板的回收利用是个很困难的

问题，虽说目前的技术已能使电子镇流器的回收再利

用达到Weee指令要求，但是，回收处理所付出的代

价要比电感镇流器大得多。

2 金卤灯电子镇流器与电感镇流器的性能/价格及

运行成本对比(实例)

    金卤灯电子镇流器的性能价格及实际应用成本

对比，可通过小功率金卤灯点灯系统和大功率金卤灯

点灯系统两个例子来对比。下述对比均建立在每种

镇流器全面达标的基础上。

2.1 小功率150W金卤灯系统的运行比较

    美标和欧标 150W小功率金卤结构和参数几乎

是二样的。可从如下几个因素来综合评价电子镇流

器和电感镇流器点灯系统3年的综合运行成本。

    (1)对输出功率较好的 150W金卤灯电子镇流

器，自身功率损耗约为11W，由于大多用在公共场合，

每天使用的时间以及每年使用的天数较多，设每天燃

点10h，每年使用340天，电费为0.7元//kW-h。电子

镇流器点灯系统总功率 巧0十11 =161(W),3年电费

为0.7x (10 x340 x3 x0.161)=1 149.54(元)。150W

金卤灯电子镇流器平均价格 140元/只，电子镇流器

平均使用寿命为3年，平均早期失效率1%。折合成

每只电子镇流器单价约为141.4元。所以每只150W

金卤灯电子镇流器3年平均运行费用是1 149.54十

141.4二1 290.94(元)。

    (2)对输出功率同样足够的150W金卤灯电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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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器，普通型自身功率损耗约为24W，节能型自身损

耗为17W，按上述同一计算方式:

普通型3年电费为

    0.7 x(10 x340 x3 x0.174)=1 242.36(元)。

节能型3年电费为

    0.7 x(10 x340 x3 x0.167)=1 192.38(元)。

    电感镇流器工作时需要加触发器(平均价格为

10元)，为了使点灯系统功率因数达到0.9，需加配

18迎补偿电容(平均价格为18元)，对触发器和电
容，设其工作寿命3年，早期失效率 1%，但电感镇流

器平均工作寿命为10年，所以消耗的3年价格折旧:

    普通型电感镇流器价格为65元，早期失效率为

0.01%,3年折旧价65 x1.0001 x0.3+(10+18) x

1.01二47.78(元)。

    节能型电感镇流器价格为80元，早期失效率几

乎为零，3年折旧价80x0.3+(10+18) x1.01=

52.28(元)。

    注:本文电感镇流器的价格已将铜材涨价因素考

虑在内，按2006年5月价格计算。

    每一点灯系统3年的平均运行价格(3年运行电

费加上3年折旧价):

电子镇流器点灯系统:

    1 149.54+141.4=1 290.94(元)

普通型电感镇流器点灯系统:

    1 242.36+47.78=1 290.14(元)

节能型电感镇流器点灯系统:

    1 192.38+52.28二1 244.66(元)

    从以上实例对比可看出，对于普通照明场合，节

能型金卤灯电感镇流器点灯系统的3年运行成本最

低，金卤灯电子镇流器点灯系统与普通金卤灯电感镇

流器点灯系统3年的运行成本几乎一样。另外，在南

方一些地区，一年中使用空调时间长达6个月，电子

镇流器因其自身功耗小，造成的自身发热小而使空调

系统间接产生节电，按上述计算原则，3年内累计间

接节电费用与普通型电感镇流器相比可算出:

    (24一11)x 0.001 x 0.7 x 10 x(340 x 6/12)=

15.47(元)

    3年内累计间接节电费用与节能型电感镇流器

相比可算出:

    (17一11)x0.001 x0.7 x10x(340x6/12)=7.14

(元)

    在这些场合如果考虑间接节电因素，150W金卤

灯电子镇流器点灯系统3年的运行费用低于普通型

金卤灯电感镇流器点灯系统，但仍明显高于节能型金

卤灯电感镇流器点灯系统。

    对于运动物体的照明例如乒乓球馆、羽毛球馆、

网球场以及摄影、摄像场合，由于金卤灯电子镇流器

独特的无频闪功能而使它能代替原有的低光效卤钨

灯，从而收到明显的节能效果，相同的照明条件平均

比卤钨灯系统节电达60%。应该讲这也是金卤灯电

子镇流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方向;而电感镇流

器由于频闪效应很难应用于这些具有运动物体的照

明场合。

2.2 大功率400W金卤灯系统的运行比较

    (1)对于功能齐全的400W金卤灯电子镇流器，

自身功率约28W，按上述计算公式，3年的运行电费

为0.7x (10 x340 x3 x0.428)=3055.92(元)。

    400W金卤灯电子镇流器平均价格为 260元，

400W金卤灯电子镇流器早期失效率约为2%，折合

到每只电子镇流器平均价格为260 x 1.02 = 265.2

(元)。

    40O W金卤灯电子镇流器点灯系统3年运行成本

为3 055.92+265.2=3 321.12(元)。

    (2)节能型欧标40O W金卤灯电感镇流器自身功

耗约28W，也按同一公式计算，3年的运行电费为0.7

x(10 x340 x3 x0.428)=3055.92(元)。

    节能型欧标400W金卤灯电感镇流器平均价格

为145元，早期失效率为0.01%，折合到每只40O W

欧标电感镇流器平均价格为 145 x 1.0001 = 145.02

(元)。

    由于电感镇流器具有 1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所

以3年的运行折旧费为145. 02 x 0. 3 = 43. 50(元)。

    触发器价格为16元，补偿电容43t F，价格为40
元，设两个元件平均寿命为 3年，运行费用共计为

43.50+16+40二99.50(元)。

    节能型欧标40O W金卤灯电感镇流器点灯系统3

年运行成本为3 055.92 + 99.50 = 3 155.42(元)。

    (3)对于品质较好的美标400W金卤灯电感镇流

器，由于其内部存在局部磁路的磁饱和现象，所以自

身功耗约58W，也按上述公式计算，3年的运行电费

为0.7x (10 x340 x3 x0.458)二3 270.12(元)。

    美标400W金卤灯镇流器的平均价格为220元，



俞安琪等:金属卤化物灯电感镇流器与电子镇流器的综合比较

早期失效率为0.02%，折合到每只40O W美标金卤灯

镇流器平均价格为220 x 1. 000 2 = 220. 044(元)，对于

10年使用寿命的电感镇流器来说，3年折旧费用为

220. 044 x 0. 3二66.01(元)，串联电容器36KF，价格为
36元，所以3年的运行费用共计3 270.12 + 66.01 + 36

=3 372.13(元)。
    由于40O W金卤灯基本都用于室外，所以不存在

自身发热造成的空调附加费用。

    从上述3年运行成本分析来看，对40O W金卤灯

运行系统，节能型欧标金卤灯点灯系统运行成本已明

显低于金卤灯电子镇流器的运行成本，而美标金卤灯

运行系统的费用略高于电子镇流器的运行系统。

3 结论

    经过照明电器行业广大技术人员近20年的努

力，以及部分元器件的集成化和专门化，使得电子镇

流器的制造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在低气压放电的荧光

灯领域，小功率节能灯镇流器(3一18W)，几乎完全由

电子镇流器取代了电感镇流器。在较小功率荧光灯

领域(18一58W)，电子镇流器也正在不断地扩大占有

率而逐步地挤占电感荧光灯镇流器市场。尽管欧盟

RoHS和Weee指令的实施以及这两个指令在世界各

国引起的响应会使荧光灯电子镇流器的制造工艺遇

到不少困难，并且其制造成本也会有所增加，但因为

荧光灯电子镇流器自身重量轻、功耗小、光效高，可做

到无频闪等突出优点，所以在低气压荧光灯领域，电

子镇流器仍将继续扩大它的占有率。

    在高强度气体放电灯领域，就总体运行成本来

讲，小功率金卤灯或高压钠灯电子镇流器并不占有优

势，但在一些特殊的具有运动物体的照明场合，例如

乒乓球馆、网球馆、羽毛球馆，以及摄影、摄像场合，电

子镇流器因其具有连续调光且可做到无频闪，可较好

地替代卤钨灯，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在大功率高强度气体放电灯(175W以上)领域，

由于EMI、抗干扰、开机浪涌、声共振，可靠性、满足

RoHS和Wee指令及综合运行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电

子镇流器处于明显的劣势。即使在电网电压很不稳

定的场合，例如一些地区的路灯系统，电感镇流器也

可通过一组点灯系统集中串联电抗器的自动控制系

统，来实现可靠而经济的稳定灯功率，后半夜减半运

行等多项控制功能，而使系统可靠又经济地运行。大

功率高强度气体放电灯(175W以上)领域，在较长的

时期内仍将延续以运行成本最佳的欧标节能型电感

镇流器为主的发展方向，除非电子镇流器在元器件技

术上以及集成化和专门化有重大突破。

    而美标175W以上镇流器，由于在灯电流过零时

能提供较高的瞬时开路电压Vss而能有效地延长美

标金卤灯的使用寿命，也使得它在175W及以上领域

(配用美标金卤灯)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编辑 王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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