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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D02 护眼光度笔-常见疑问解答
请 先阅读说明书第二、三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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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度笔正常工作么？（光线似乎“很亮”，光度笔却显示“偏暗/太暗”，为什么？）
答：典型原因：A.笔套未取下；B.未区分生活用灯（屋顶灯）和学习用灯(台灯），一般屋顶灯对于学习而言
都偏暗、甚至太暗。
【简单测试】用于检验光度笔是否正常工作
一、准备：取下笔套（露出半透明的采光罩，如图 1），光源开关拨至"灯光"位置，
“声音开关”拨至“开”
的位置（如图 2）。在暗室内，只开一个台灯（最好是 8-14W 的荧光节能灯，以避免可能的光源频
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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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度笔开机（不按任何按钮，光度笔处于指示模式）。指示灯闪烁 1 次，蜂鸣器响 1 次。
三、将光度笔从远处逐渐靠近台灯，被测光线逐渐变亮，看指示灯的变化。 指示灯闪烁的顺序应该是
这样的：
(1)太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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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偏暗
(3)休闲
(4)休闲 + 读写
(5)休闲 + 读写 + 精细
(6)偏亮
(7)太亮
两分钟后，指示灯熄灭，这时，按一次“模式”按钮会重新启动指示灯。
【重要提醒】
(1)根据国家标准（GB50034），近距离用眼（看书/写字）对于光线的要求要远高于日常生活。屋顶灯
对于日常生活也许很亮，但对于看书/写字而言有点偏暗、甚至太暗是很正常的。因此要区分日常
生活用灯和学习用灯。一般屋顶灯作为主光源，提供环境光，供日常生活用；而在看书/写字时采
用台灯给书本/桌面提供局部补光。
(2)看书/写字时，一定要避免书面/桌面的强反光、眩光（视野内刺眼的亮点，如灯泡/灯罩边缘）。
否则，即使台灯/屋顶灯的光线不是很亮，如果有强反光/眩光，眼睛也会不舒服。
2.

指示灯不停地变化（不稳定），光线有什么问题？
答：光度笔客观地检测光线亮度，当指示信息不稳定时，通常是两种情况，
1）光线亮度不稳定，有频闪；
2）光线亮度正好处于两个状态的中间(临界状态)。
检验办法：将光度笔稍微再靠近/远离光源（移动 2-3 厘米）。
- 如果指示信息稳定了，说明刚才光线亮度恰好处于临界状态（可以避免），而光源本身没问题。
- 如果指示信息还是不稳定，说明光线不稳定（有频闪)，不妨换一个光源（如节能灯）试一下。
频闪的测试方法参本文第 7 条（或说明书【附录】第 6、第 5 条）。

3.

指示灯闪一会就不亮了，还在测试么？
答：
（1）在指示模式，连续指示 2 分钟后自动熄灭指示灯以节能。只要按一下“模式”按钮就会重新启动指
示。
（2）在报警模式（休闲/读写/精细），如果光线合适、或者暂时处于“偏亮/偏暗”状态，那么绿灯/黄
灯闪烁 10 秒后会自动熄灭，但监测还在进行。只要按一下“模式”按钮就会重新启动指示。

4.

如何知道光度笔处于何种工作模式？
答：如有指示信息，则根据指示灯来判断模式（参照说明书表格）。
如指示灯熄灭，则按一次模式按钮，蜂鸣器发声/绿灯闪烁的次数就是当前模式的编号：
1 次：模式 1（指示）； 2 次：模式 2（休闲）； 3 次：模式 3（读写）； 4 次：模式 4（精细）
。

5.

光度笔测试结果是“偏亮”/“偏暗”状态，如何应对？
答：“偏暗”/“偏亮”属于临界状态（略有偏差，但不严重，只需要黄色灯预警）。
- 在用“指示模式”进行调光的时候，要避免“偏暗”/“偏亮”的情况。
- 在用“报警模式”
（休闲/读写/精细）进行监测时，
“偏亮/偏暗”只表示光线略微偏离正常范围，短时间是
可以接受的，但持续 10 分钟以上就会报警（黄灯和绿灯同时闪烁，并有蜂鸣器声音）。

6.

如何选择“自然光”和“灯光”的档位?
答：人眼对灯光和自然光的感觉差异很大，应该区别对待。测量时，如果是自然光（白天通常是这个情况）
，
那么将图 2 中光源开关拨向“自然光”一侧；如果是灯光（晚上通常是这个情况）、或者是灯光和自然光的
混合，那么将光源开关拨向“灯光”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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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测光源的频闪、光线的均匀度？
答：频闪的测试方法，参《说明书》附录 5，6。
一般老式日光灯（一开电源要忽闪几下才亮的灯）、一些调光台灯、劣质品牌灯的频闪比较严重，需要引起
注意。而普通的卤素灯/荧光节能灯/LED 灯的频闪则较小。严重的频闪会导致眼疲劳，不要在有严重频闪的
光源下看书/写字。
均匀度的测试方法
在指示模式（开机的默认模式）下，光度笔在照射的目标区域（如半径为 20cm 的圆内，这个范围越大越好）
缓慢移动。
- 如指示的亮度等级不变，一直是“读写”或“精细”，那么，那么光线亮度符合读写要求，且均匀度很好；
- 如亮度等级一直是“读写”和“精细”中一个，只是偶尔会变成另一个等级，那么均匀度基本符合要求。
- 否则，光线的均匀度有待改进。

8.

室内（餐厅/客厅/卧室）屋顶灯要达到什么亮度级别？
答：屋顶灯只为日常生活提供照明，对亮度要求很低（>75-100Lx 就行，几乎没有上限）。
[测试方法]：在离地板 75 厘米处，光度笔在“指示模式”下，卧室/客厅的光线亮度不低于“偏暗”等级，
而餐厅光线不低于“休闲”等级。
注意：如果在这些房间看书/写字，那么除了屋顶灯外，可能另外需要台灯/落地灯来局部补光。
另外，不必太过担心室内光线太亮，一般地，只要没有眩光（视野内刺眼的亮点，很伤眼睛），就不必担心
屋顶灯亮度。因为室内灯再亮，也远远低于白天户外的自然光。有几个数据供参考：在晚上用屋顶灯照明，
亮度低于 50-100lx 时会觉得暗；亮度在 200-400Lx 时就觉得很亮了。但是在白天，即使是阴天，窗口处亮度
也有 500-5000Lx（晴天窗户处的光线更亮），人一般都不会觉得太亮。

9.

太阳光下指示灯不明显，如何应对？
答：自然光非常强烈时，所有人工光源（包括电灯）都会显得暗淡无光。这时，可以用光度笔的“报警”模
式来监测，光度笔除了会指示“太亮”外，还有声音报警。

10. 开机时“太暗”灯快闪，并伴有蜂鸣器嘀嘀声，如何应对？

答：请重试一次，如果每次开机都是这个现象，那么表明电池电量低，请及时按说明书更换电池，否则只是
偶然的误判。
11. 光度笔“模式”的选择、各模式的工作状况

【模式选择】开机时进入“指示模式”
（即模式 1），以后每按一下“模式”按钮，就改变一次模式，依次为：
指示  休闲  读写  精细 指示，然后循环，参《说明书》图 3。
看书/写字时，一般先用“指示模式”
（无报警）进行初始调光，再用“读写模式”
（有报警）进行连续监测。
只要“读写”绿灯亮、且无红灯/黄灯即可。
【工作状况】 参《说明书》第三部分 2 个表格前后的说明
(1)在“指示模式”下，光度笔指示光线的亮度等级（太暗/偏暗/休闲/读写/精细/偏亮/太亮），无声音报警。
指示信息持续 2 分钟左右后，自动关闭指示以节能，按一次“模式”按钮可重启指示。
(2)在“报警模式”
（休闲/读写/精细）下，光度笔持续监测光线，当光线不合适时，会有黄灯/红灯/声音报
警。以“读写”模式为例，
- 如果光线合适，
“读写”绿灯闪烁 10 次，之后保持静默（无显示/声音），但监测还在进行，按“模式”按
钮可重新启动指示；
- 如果光线偏暗/偏亮，黄灯闪烁 10 次作为预警，之后光度笔保持静默，但监测还在进行，按“模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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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新启动指示；如果这种光线状态超过 10 分钟，黄灯会再次闪烁并伴有声音报警；
- 如果光线太亮/太暗，那么相应的红灯会闪烁，如果红灯闪烁 3 秒以上，就会有声音报警。
(3)任何情况下，如果指示灯熄灭，只要按一下“模式”按钮就会重新启动显示
12. 参考文档：光线与护眼
a) 如何为“阅读/书写”设置光线？
b) 近视的原因及预防
c) 光对眼睛的影响、常见问题及应对方法
d) PL-D02 护眼光度笔-商品图片
e) 护眼光度笔-官网: http://www.elehope.com/Elehope_Products_P_P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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