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团体标准

标 准 T/CALI 0802.5—2019 
 

 

 

多功能路灯技术规范 第 5部分：传感器要

求与试验 

Multifunctional Street Lighting System—Part5:Requirement and tests for sensors 

 

 

 

2021 - 09 - 29发布 2021 - 09 -29实施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发布 

 





T/CALI 0802.5—2019  

I 

目  次 

前言 ................................................................................................................................................................... Ⅲ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分类 ................................................................................................................................................................ 2 

5 技术要求 ........................................................................................................................................................ 2 

5.1 总体要求 ................................................................................................................................................. 2 

5.2 性能和安装要求 ..................................................................................................................................... 2 

5.3 可靠性要求 ............................................................................................................................................. 4 

5.4 可靠性评价 ............................................................................................................................................. 4 

6 试验方法 ........................................................................................................................................................ 5 

6.1 外观检查 ................................................................................................................................................. 5 

6.2 尺寸和重量的检查 ................................................................................................................................. 5 

6.3 可靠性试验 ............................................................................................................................................. 5 

参考文献 ............................................................................................................................................................ 7 



 

II 

 



T/CALI 0802.5—2019  

III 

前  言 

T/CALI 0802《多功能路灯技术规范》分为8个部分：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第 2 部分：管理服务平台要求与试验； 

——第 3 部分：灯杆的一般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4 部分：通信协议和公用通信接入功能要求与试验； 

——第 5 部分：传感器要求与试验； 

——第 6 部分：公共信息服务要求与试验； 

——第 7 部分：摄像头要求与试验； 

——第 8 部分：充电桩要求与试验。 

本部分为T/CALI 0802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归口。 

本部分代替 T/CALI 0802.5—2019《多功能路灯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传感器要求与试验》，与 T/CALI 

0802.5—2019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增加了可靠性要求和可靠性评价的技术条款； 

b）更改了试验方法部分条款的要求。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顺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时代之光照明

电器检测有限公司、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晶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互灵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云飞、庄晓波、黄峰、沈庆跃、陆磊、朱华荣、邱永红、赵欣翔、叶少军、

夏誉、陈聪。 

本部分及其所代替部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T/CALI 080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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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路灯技术规范 第 5部分：传感器要求与试验 

1 范围 

T/CALI 0802的本部分规定了多功能路灯系统的传感器的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及可靠性评价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城市道路、公路、园区及与其相连的特殊场所的多功能路灯系统传感器的设计、施工、

验收和运行维护，其它应用场所在技术条件相同时也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 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7665—2005 传感器通用术语 

GB/T 24986.1—202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可靠性评价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7665-2005和GB 3095-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平均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 mean operating time to first failure 

MTTFF 

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的期望值。 

3.2  

平均无故障时间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MTBF 

相邻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工作时间，它仅适用于可维修产品，产品在总的使用阶段累计工作时间与

故障次数的比值为MTBF。 

[GB/T 24986.1—2020，定义3.7] 

3.2  

使用寿命 useful life 

产品从首次使用直到由于运行和维修的经济性或废弃，不再满足用户要求的时间区间。 

注：在本内容，“首次使用”不包括先前产品移交给最终用户的测试活动。 

[GB/T 2900.99—2016，定义19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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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 

根据传感器的功能分类： 

——照度传感器； 

——红外光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 

——PM2.5 传感器； 

——噪声传感器； 

——交通流量微波传感器； 

——风速风向传感器； 

——雨量传感器； 

——水浸传感器。 

5 技术要求 

5.1 总体要求 

传感器的设计和制造应使其作为智能路灯的一部分，保证其在具体使用场所的工作条件（温度、湿

度、腐蚀性等）下正常工作的同时，必须满足相关的安全要求、性能要求、安装要求、可靠性要求和电

磁兼容要求等。 

5.2 性能和安装要求 

5.2.1 照度传感器 

a) 性能要求： 

1) 照度测量范围：（0～2000) lx； 

2) 精度：±5% （25 ℃）； 

3) 工作湿度范围：相对湿度 0%～100%； 

4) 工作温度范围：-40℃～+70℃。 

b) 安装要求： 

安装处要求无遮挡。 

5.2.2 红外光传感器 

a) 安装要求：高度 1.6 m～2.4 m； 

5.2.3 温湿度传感器 

a) 性能要求： 

1) 温度测量范围：-40 ℃～+80 ℃； 

2) 温度精度：±0.5 ℃； 

3) 湿度测量范围：相对湿度 0%～100%； 

4) 湿度精度：相对湿度±4.5% 。 

b) 安装要求： 

应安装在空气流通处，安装处避免被阳光直射，远离热源设备，安装高度1.5 m以上 

5.2.4 PM2.5 传感器 

a)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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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范围：（0～1000）μg/m
3
 ； 

2) 测试误差：±15%； 

3) 响应时间：≤10 s； 

4) 最小检感能力：0.3μg/m
3； 

5) 工作温度范围：-20 ℃～+50 ℃； 

6) 工作湿度范围：相对湿度 0%～90%。 

b) 安装要求： 

应安装在距地面高度不低于 2m 处，且应保证传感器的出风口周围 2cm 之内无遮挡，以及监

测点周围无阻碍环境空气的流通障碍物。 

5.2.5 噪声传感器 

a) 性能要求： 

1) 测量误差：±1.5 dB(A)； 

2) 测量范围：30 dB(A)～130 dB(A)； 

3) 采样速率：1 秒/次； 

4) 工作温度范围：-30 ℃～50 ℃； 

5) 测量精度：1.5 dB(A)； 

6) 分辨率：0.1 dB(A)。 

b) 安装要求： 

应安装在灯杆 1.2 m 以上高度。 

5.2.6 交通流量微波传感器 

a) 性能要求： 

1) 发射功率：<0.5 mW； 

2) 最小测量范围：5 m； 

3) 工作温度：-35 ℃～55 ℃。 

b) 安装要求： 

安装在主杆上部或者挑臂上。 

5.2.7 风速风向传感器 

a) 性能要求： 

1) 风向性能： 

——测量范围：0°～360°；  

——精确性：± 3° 。 

2) 风速性能： 

——测量范围：（0～60）m/s ； 

——精确性：±0.3 m/s 或 ±3%（0 m/s～30 m/s）, ±5% (>35 m/s) RMS。 

3) 整体性能： 

——工作湿度范围：相对湿度 0%～100%； 

——工作温度范围：-40 ℃～60 ℃（标准）,-50 ℃～80 ℃（扩展）。 

b) 安装要求： 

——抱箍式安装；为正确显示风向，传感器必须按顶端 N 指示方向朝北排列； 

——安装高度距地面至少 1.5 m； 

——传感器周围应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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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雨量传感器 

a) 性能要求： 

1) 分辨率： 0.2 mm； 

2) 工作湿度范围：相对湿度 0%～100%； 

3) 工作温度范围：-40 ℃～60 ℃。 

b) 安装要求： 

1) 安装高度距地面至少 1.5 m； 

2) 传感器周围应空旷。 

5.2.9 水浸传感器 

a) 性能要求： 

1) 工作温度范围：0 ℃～50 ℃； 

2) 工作湿度范围：相对湿度 20%～100%； 

3) 误报率：≤0.1%； 

4) 静态功耗： ≤0.5 W； 

5) 报警功耗最大：1.2 W。 

b) 安装要求： 

应放置在易浸水区域之内。 

5.3 可靠性要求 

5.3.1 耐低温 

传感器应能在制造商声称的最低工作温度（声称的最低工作温度不得高于-40°C，若无声称时采用

-40°C）稳定工作 96h。 

试验后，传感器应无明显的损坏，能正常工作。 

5.3.2 耐高温 

传感器应能在制造商声称的最高工作温度（声称的最高工作温度不得低于 50°C，若无声称时采用

50°C）稳定工作 96h。 

    试验后，传感器应无明显的损坏，能正常工作。 

5.3.3 耐湿热 

传感器应能通过温度为 40 ℃ ± 2 ℃，相对湿度为 93% ± 3%，试验时间为 96h 的恒定湿热试

验。 

试验后，传感器应无明显的损坏，能正常工作。 

5.3.4 耐腐蚀 

传感器应能通过不低于 48 h 的中性盐雾腐蚀试验。 

试验后，传感器涂层不得有松软、起泡及明显起皱，不得出现金属基体腐蚀。 

5.4 可靠性评价 

5.4.1 可靠性评价参数的选定 

传感器选用的可靠性评价参数包括：平均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MTTFF）、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使用寿命。 

为监测和验证传感器较早出现的故障，选用平均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MTTFF）作为评价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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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测和验证传感器使用寿命期内的故障情况，选用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作为评价参数。 

为监测和验证传感器的耐久性，选用使用寿命作为评价参数。 

5.4.2 分布假设 

评价传感器的平均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和平均无故障时间时，假设故障时间的分布服从指数分布。 

    评价传感器的使用寿命时，假设故障时间的分布服从威布尔分布。 

5.4.3 可靠性评价方法 

传感器采用定量统计分析法进行可靠性评价，按照 GB/T 24986.1—2020 中第 6 章的要求进行。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检查 

用目测检查传感器的标志、材料、表面加工质量、焊接件牢固性和电连接器接触可靠性等。 

6.2 尺寸和重量的检查 

用卡尺、千分尺、天平等适当量仪对传感器的外形尺寸、机械接口形式与尺寸和重量（如适用）等

进行检查。 

6.3 可靠性试验 

6.3.1 低温试验 

低温试验应按GB/T 2423.1的规定进行。传感器样品放入温度为试验室温度的试验箱内，然后将试

验箱内的温度慢慢调节到样品的最低工作温度，如制造商声称的最低工作温度低于本文件的要求，则应

采用制造商的声称；待箱内的温度达到规定值并稳定后，应持续96 h。 

试验后，从试验箱内取出样品在标准大气压下恢复2 h后进行最后检测；最后检测中样品应无明显

的损坏，且性能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如果制造商的声称性能高于本文件的要求，则应符合制造商的声称。 

6.3.2 高温试验 

高温试验应按GB/T 2423.2 的规定进行。传感器样品放入温度为试验室温度的试验箱内，然后将试

验箱内的温度慢慢调节到样品的最高工作温度，如制造商声称的最低工作温度高于本文件的要求，则应

采用制造商的声称；待箱内的温度达到规定值并稳定后，应持续96 h。 

试验后，从试验箱内取出样品在标准大气压下恢复2 h后进行最后检测；最后检测中样品应无明显

的损坏，且性能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如果制造商的声称性能高于本文件的要求，则应符合制造商的声称。 

6.3.3 恒定湿热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应按GB/T 2423.3的规定进行。传感器样品放入试验室环境条件下的试验箱中，然后

将试验箱内的温度调节到40 ℃±2 ℃，当样品的最大工作温度高于40 ℃时，试验温度按样品的最大工作

温度进行，且使样品达到温度稳定。然后在2 h内将试验箱内的相对湿度调节到93% ± 3%，达到稳定后

开始计算试验持续时间，应持续96 h。 

试验后，从试验箱内取出样品在标准大气压下恢复2 h后进行最后检测；最后检测中样品应无明显

的损坏，且性能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如果制造商的声称性能高于本文件的要求，则应符合制造商的声称。 

6.3.4 盐雾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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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雾试验应按照GB/T 2423.17进行盐雾试验。传感器样品经历连续48 h盐雾；试验后从试验箱内取

出样品按GB/T 2423.17中规定的进行恢复；试验后样品不应出现明显的损坏，且性能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如果制造商的声称性能高于本文件的要求，则应符合制造商的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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