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〇卜
(1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 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2 年 6月 14 日 （14.06.2012) WO 2012/075947 A 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518057 (CN) 。 杨毅 (YANG, Yi) [CN/CN] ；中国广东
G03B 21/14 (2 6 F21S 10/00 (2006.01) 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十二路方大大厦 3 楼林
G03B 21/00 (2006.01) 慰敏，Guangdong 5 18057 (CN )。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1 1/08365 1 (81)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保
(22) 国际申请日： 201 1年 12 月 7 日 （07. 12.201 1) 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CU,
(25) 申職 言： 中文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KE,
(26) 公布语言： 中文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ML,(30) 优先权：
NA, NG, NI, NO, NZ, OM, PE, PG, PH, PL, PT, QA, RO,201010579909.9 2010 年 12 月 8 日 （08. 12.2010) CN
RS, RU, RW,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201010624857.2 2010 年 12 月 30 日 (30. 12.2010) CN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201 110191454.8 201 1年 7 月 8 日 （08.07.201 1) CN ZA, ZM, Z

(71) 申请人 (对除美国外的所有指定国) :绎立锐光科技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保
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APPOTRONICS (CHINA)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CORPORATION) [CN/CN];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RW, SD, SL, SZ, TZ, UG, ZM, ZW), 喊亚 （AM, AZ,
区科技园南十二路方大大厦 3楼林慰敏 , Guangdong BY, KG, KZ, MD,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BG,
5 18057 (CN )。 CH,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72) 发明人；及
RO,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75) 发 明人 /申请人 （仅 对 美 国）：胡飞 （HU, Fei)
CM, GA,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

[CN/CN];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十二
路方大大厦 3 楼林慰敏，Guangdong 5 18057 (CN) 。 本国际公布：
李屹 （LI, Yi) [CN/CN];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 3))。
技 园南十二路方大大厦 3 楼林慰敏，Guangdong

(54) Title:

(54) 发明名称 ：投影系统、光源系统以及光源组件

二

图 1 /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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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提供了一种投影系统、光源系统以及光源组件。光源系统（100) 包括激发光光源（101 ) 、波长转换装置（106) 、

滤光装置 （107) 、驱动装置 （108) 以及第一光学组件。波长转换装置 （106) 包括至少一波长转换区。滤光装置

( 107 ) 与波长转换装 ( 106 ) 相对同定，且包括至少一第一滤光区。驱动装置 08 ) 驱动波长转换装 ( 106 )

和滤光装置 （107) , 以使波长转换区与第一滤光区同步运动，并且波长转换区周期性设置丁激发光的传播路径上，

进而将激发光波长转换成受激光。第一光学组件导引受激光入射到第一滤光区。第一滤光区对受激光进行过滤，以

提高受激光的色纯度。光源系统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实现以及同步性高等优点。



投影 系统 、光源系统 以及 光源组件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照明和显示用的光源技术领域 ，特别是 涉及一种投影 系

统 、光源系统 以及光源组件 。

背景技术

目前 ，投影仪广泛应用于电影播放 、会议 以及 宣传等各种应用场合 。

众所周知 ，在投影仪 的光源中，经常采用荧光 色轮来提供彩 色光序列。

其 中，将 荧光 色轮 的不 同色段轮 流且周期性设 置于激发 光的传播路径

上 ，进 而利用激发光来激发 荧光 色轮 的不 同色段上的荧光材料 ，以产生

不用颜 色的荧光。然而，由于荧光材料所产生的光谱 范围较 宽，使得部

分荧光的色纯度不足 ，进 而导致光源的色域不够大。在这种情况下，一
般需要通过滤光片来对荧光进行过滤 ，以提 高荧光的色纯度 。然而，由

于不 同颜 色的荧光的光谱 范围部分重叠，无 法利用 同一滤光 片进行过

滤，因此需要针对不 同颜 色的荧光提供不 同的滤光片。在一种现有技术

的解决方法中，在 匀光棒 的入 口设置一滤光片色轮 ，并通过 电路方式控

制滤光片色轮 的驱动装置与荧光 色轮 的驱动装置进行 同步。上述方法存

在着结构复杂、难 以实现 以 及 同步效果差等缺点。

随着投影仪产业的竟争 日益剧烈 ，生产厂 家纷纷提 高投影仪品质 ，

进而提升 自身的竟争力。本发 明人在长期积极寻求提 高投影仪品质 的过

程 中发现 ，现有技术 中投影仪光源的荧光 色轮与滤光片色轮 的同步架构

存在结构复杂、难 以实现以及 同步效果差等技术问题 。

因此 ，需要提供一种投影 系统 、光源系统以及光源组件 ，以解决现

有技 术 中投 影仪 光源的荧光 色轮 与滤光 片 色轮 的 同步架构所存在 的上

述技术问题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主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投影 系统 、光源系统以及光

源组件 ，以简化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的同步架构 ，并提 高同步效果。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 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光

源系统 ，包括激发光光源、波长转换装置 、滤光装置 、驱动装置以及第

一光学组件 。激发光光源用于产生一激发光。波长转换装置 包括至少一

波长转换 区。滤光装置与波长转换装置相对 固定 ，且 包括至少一第一滤

光 区。驱动装置用于驱动波长转换装置和滤光装置，以使 波长转换 区与

第一滤光 区同步运动 ，并且波长转换 区周期性设置于激发光的传播路径

上 ，进 而将激发光波长转换成受激光。第一光学组件用于导 引受激光入

射到第一滤光 区，第一滤光 区对受激光进行过滤 ，以提 高受激光的色纯

度 。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为同轴 固定的两个环状结构 。

其 中，驱动装置为具有一转动轴的转动装置 ，两个环状结构 同轴 固

定于转动轴上。

其 中，波长转换 区与第一滤光 区相对 两个环状结构的中心呈 180 度

设置 ，第一光学组件设置成使得激发光在波长转换装置上形成的光斑与

受激光在滤光装置上形成的光斑相对 两个环状结构 的中心呈 180 度设

置。

其 中，波长转换 区与第一滤光 区相对 两个环状结构的中心呈 0 度 角

设置 ，第一光学组件设置成使得激发光在波长转换装置上形成的光斑与

受激光在滤光装置上形成的光斑相对 两个环状结构的中心呈 0 度设置。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轴向间隔设置，第一光学组件 包括

一设置于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 区之 间的至少一光收集装置 ，光收集

装置收集受激光，并使得 受激光的入射到滤光装置的入射 角小于等于 60

度 范围内的能量 占总能量的 90% 以上。

其 中，波长转换 区设置成反射 受激光 ，以使受激光从 波长转换 区的

出射方向与激发光相对波长转换 区的入射方向相反 。

其 中，波长转换 区设置成透射 受激光 ，以使受激光从 波长转换 区的



出射方向与激发光相对波长转换 区的入射方向相 同。

其 中，第一光学组件 包括至少一光收集装置 ，光收集装置收集受激

光，并使得 受激光的入射到滤光装置的入射 角小于等于 60 度 范围内的

能量 占总能量的 90% 以 上 。

其 中，第一光学组件 包括至少一反射装置，反射装置对受激光进行

反射 ，以改变受激光的传播方向，反射装置为平面反射装置或者为呈半

椭球状或呈半球状且光反射 面朝 内的反射装置。

其 中，平面反射装置 包括二向 色镜或反射镜 。

其 中，呈半椭球状或呈半球状且光反射 面朝 内的反射装置上设置有

入光 口，激发光经入光 口入射到波长转换装置。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 包括一第一透光 区，第一透光 区在驱动装置驱

动下周期性设置于激发光的传播路径上 ，第一透光 区透射激发光。

其 中，光源系统还 包括第二光学组件 ，第二光学组件将经第一透光

区透射 的激发光与经第一滤光 区过滤的受激光进行光路合并。

其 中，滤光装置 包括第二透光 区或第二滤光 区，第一光学组件 沿与

受激光相 同的光路将经第一透光 区透射 的激发 光导 引到第二透 光 区或

第二滤光 区，以进行透射或过滤。

其 中，光源系统进一步 包括一照明光光源，照明光光源产生一照明

光，波长转换装置还 包括一第一透光 区，第一透光 区在驱动装置驱动下

周期性设置于照明光的传播路径上 ，第一透光 区透射照明光，滤光装置

进一步包括一第二透光 区或第二滤光 区，第一光学组件沿与受激光相 同

的光路将经第一透光 区透射 的照明光导 引到第二透光 区或第二滤光 区，

以进行透射或过滤。

其 中，光源系统进一步 包括一照明光光源以及第二光学组件 ，照明

光光源产生一照明光 ，第二光学组件将照明光与经第一滤光 区过滤的受

激光进行光路合并。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为一筒状结构 ，滤光装置为一环状结构 ，并与

筒状结构 同轴 固定，以在驱动装置的驱动下同轴且 同步转动。

其 中，波长转换 区设置于筒状结构 的外侧壁 ，且反射受激光，第一



滤光 区设置于环状结构上且位于筒状结构的外侧 ，以接收受激光。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为同轴 固定且相互嵌套的两个筒状

结构 ，以在驱动装置的驱动下同轴且 同步转动 ，波长转换 区和第一滤光

区分别设置于两个筒状结构的侧壁上 ，受激光经波长转换 区透射到第一
滤光 区。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为首尾相接 的两个带状结构 ，波长

转换 区和第一滤光 区并排设置于两个带状结构上 ，驱动装置驱动 两个带

状结构进行往复的线性平移 。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 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光

源组件 ，包括波长转换装置以及滤光装置。波长转换装置 包括至少一波

长转换 区。滤光装置与波长转换装置相对 固定，且 包括至少一滤光 区，

以使 波长转换 区与滤光 区在驱动装置的驱动下同步运动。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为同轴 固定的两个环状结构 。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为一筒状结构 ，滤光装置为一环状结构 ，并与

筒状结构 同轴 固定。

其 中，波长转换 区设置于筒状结构的外侧壁 ，滤光 区设置于环状结

构上 ，且位 于筒状结构的外侧 。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为同轴 固定且相互嵌套的两个筒状

结构 ，波长转换 区和滤光 区分别设置于两个筒状结构的侧壁上。

其 中，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为首尾相接 的两个带状结构 ，波长

转换 区和滤光 区并排设置于两个带状结构上。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 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采

用上述光源系统的投影 系统 。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是 ：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 明的投影 系统 、

光源系统及光源组件 中的滤光装置与波长转换装置相对 固定，并 由同一

驱动装置进行驱动 ，具有结构 简单 、易于实现以及 同步性 高等优点。

附图说 明

图1是本发 明光源系统的第一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图 1所示的光源系统中的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的主视图；

图3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图 3 所示的光源系统中的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的主视图；

图5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图 5 所示的光源系统中的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的主视图；

图7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四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五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六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10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七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11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八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12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九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13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十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14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十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15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十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16是图 15 所示的光源系统中的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的主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请参见图 1和图 2 , 图 1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

意图，图 2 是图 1所示的光源系统中的波长转换装置及滤光装置的主视

图。如图 1所示，本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100 主要包括激发光光源 101 、

二向色镜 （dichroic mirror ) 102 和反射镜 104、透镜 103 和 105、波长转

换装置 106、滤光装置 107、驱动装置 108 以及勾光装置 109。

激发光光源 101 用于产生一激发光。在本实施例中，激发光光源 101

为一紫外或近紫外激光器或者紫外或近紫外发光二极管，以产生紫外或

近紫外激发光。

如图 2 所示，波长转换装置 106 为一环状结构，包括至少一波长转

换区。在本实施例中，波长转换装置 106 包括绕其环状结构的周向分段

设置的红光转换区、绿光转换区、蓝光转换区以及黄光转换区。上述波

长转换区上分别设置有不同的波长转换材料 （例如荧光材料或纳米材



料 ）。上述 波长转换材料 能够将入射 到其上 的紫外或近 紫外激发 光波长

转换 成相应颜 色的受激光 。具体 来说 ，红光转换 区将入射到其上 的紫外

或近 紫外激发 光转换成红光受激光 ，绿光转换 区将入射到其上 的紫外或

近 紫外激发 光转换 成绿光受激光 ，蓝光转换 区将入射到其上 的紫外或近

紫外激发 光转换成蓝 光受激光 ，而黄光转换 区则将入射到其上 的紫外或

近 紫外激发 光转换成黄光受激光 。在本 实施例 中，在上述 波长转换材料

下方进 一 步设 置反 射衬底 ，进 而反 射 上述 波长转换 材料 所转换 的受激

光 ，使得 受激光从上述波长转换 区的 出射 方向与激发 光相对上述 波长转

换 区的入射 方向相反 。

如 图 2 所示 ，滤光装置 107 为一环状 结构 ，其与波长转换装置 106

同轴 固定 ，且具体设 置于波长转换装置 106 的环外侧 。在其他 实施 例 中，

滤光装置 107 也可 以设 置于波长转换装置 106 的环 内侧 。滤光装置 107

包括 至少一滤光 区。在本 实施例 中，滤光装置 107 包括绕其环状结构 的

周向分段设 置 的红光滤光 区、绿 光滤光 区、蓝 光滤光 区以及 黄光滤光 区。

上述滤光 区与波长转换装置 106 上 的各颜 色的波长转换 区对应设 置 。在

本 实施例 中，相 同颜 色的波长转换 区和滤光 区相对 波长转换装置 106 和

滤光装置 107 的环状结构 的 中心成 180 度设 置 。上述滤光 区具有 不 同的

滤光 范围，进 而对相应颜 色的受激光进行 滤光 ，以提 高受激光的 色纯度 。

当然 ，相 同颜 色的波长转换 区和滤光 区相对 波长转换 装置 106 和滤

光装置 107 的环状 结构 的 中心也可 以成其他 角度设 置 。

如 图 1 所示 ，驱动装置 108 为具有一转动轴 1081 的转动装置 ，例

如转动马达 。波长转换 装置 106 与滤光装置 107 同轴 固定于转动轴 1081

上 ，并在转动轴 1081 的驱动下 同步转动 。

在 图 1 所示的光源 系统 100 的工作过程 中，激发 光光 源 101 所产生

的紫外或近 紫外激发 光经二 向 色镜 102 透射 ，经透镜 103 进行聚光后入

射到 波长转换装置 106 上 ，并在 波长转换 装置 106 上形成如 图 2 所示 的

光斑 101A 。波长转换装置 106 和滤光装置 107 在驱动装置 108 的驱动

下 同步转动 ，进 而使得 波长转换装置 106 上 的各 波长转换 区与滤光装置

107 上 的各滤光 区同步转动 。在 波长转换装置 106 和滤光装置 107 的转



动过程 中，波长转换装置 106 上的各波长转换 区依次且周期性设置于激

发光光源 101 所产生的紫外或近紫外激发光的传播路径上，使得 紫外或

不同颜 色的受激光进一步被上述各波长转换 区反射 ，并经透镜 103 和 105

以及 二 向色镜 102 和反射镜 104 所组成的第一光学组件导引后入射到滤

光装置 107, 形成如 图 2 所示的光斑 101B 。
在第一光学组件 中，透镜 103 和 105 分别用于对受激光进行收集和

聚光，以减小受激光的发散 角。二向 色镜 102 和反射镜 104 则用于反射

受激光，以改变受激光的传播方向。在本实施例 中，二 向色镜 102 和反

射镜 104 相互呈 90 度设置，且相对受激光的入射方向呈 45 度设置。在

本实施例 中，在二向色镜 102 和反射镜 104 的反射作用下，受激光的传

播方向被平移预定距 离且反转 180 度 ，且光斑 101A 与光斑 101B 相对波

长转换装置 106 和滤光装置 107 的环状结构的中心呈 180 度设置。

此时，由于波长转换装置 106 与滤光装置 107 相对 固定，并且波长

转换装置 106 与滤光装置 107 上的相 同颜 色的波长转换 区与滤光 区同样

相对波长转换装置 106 与滤光装置 107 的环状结构的中心呈 180 度设置

且 同步转动，因此可 以确保 由波长转换装置 106 的各波长转换 区产生的

不同颜 色的受激光经二向色镜 102 和反射镜 104 作用后入射到滤光装置

107 上的相 同颜 色的滤光区上，进而由相 同颜 色的滤光 区进行滤光来提

高色纯度 。经滤光装置 107 的滤光区过滤后 的受激光进一步入射到 匀光

装置 109, 以进行 勾光处理。

在本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100 中，波长转换装置 106 和滤光装置 107

相对 固定并由同一驱动装置同步驱动，同时利用第一光学组件将相 同颜

色的波长转换 区与滤光区进行 同步，具有结构简单 、易于实现以及 同步

性高等优点。此外 ，第一光学组件 的各元件相对激发光光源保持静止 ，

避免 了随波长转换装置 106 和滤光装置 107 转动 ，因此其光学稳定性更

高。

进一步，由于通过波长转换产生的受激光一般是近似 朗伯分布，如

果该受激光直接入射到滤光 区上，则其入射 角从 0 度到 90 度都存在。



然而，滤光 区的穿透率随着入射 角的增 大而飘移 ，因此在本 实施例的第

一光学组件 中进一步设置聚光装置 （例如 ，透镜 105 ) 对受激光进行聚

光，使得受激光入射到滤光 区的入射 角较 小，进一步提 高了滤光效果。

在优选 实施例 中，通过调整第一光学组件 ，可使得 受激光的入射到滤光

装置 107 的入射 角小于等于 60 度 范围内的能量 占总能量的 90% 以上 。

在本 实施例 中，二向 色镜 102 和反射镜 104 可 以 由其他形式的平面反射

装置代替 ，而透镜 103 和 105 则可以由其他形式的光学装置所代替 。例

如 ，透镜 105 可以是 实心或者 空心的锥形导光棒 、透镜或者透镜组 、空

心或者 实心的复合型聚光器或者 曲面反射镜等各种形式的聚光装置。

此外 ，在本 实施例 中，波长转换装置 106 上的波长转换 区可以是红

光转换 区、绿光转换 区、蓝光转换 区以及黄光转换 区中的一个或多个的

任意组合 ，并选择其他适 当的光源作 为激发光光源。或者 ，本领域技术

人 员可 以根据需要设置其他颜 色的波长转换 区以及 激发光光源。此时，

滤光装置 107 上的滤光 区则根据波长转换装置 106 上的波长转换 区所产

生的受激光的颜 色进行相应 配置，本发 明对此并不作 限制 。

请参见 图 3 和 图 4 , 图 3 是本发 明光源系统的第二 实施例的结构示

意图，图 4 是 图 3 所示的光源系统 中的波长转换装置及滤光装置的主视

图。本 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200 与图 1 和 图 2 所示的光源系统 100 不同之

处在于，激发光光源 201 为一蓝光激光器或蓝光发光二极管，以产生蓝

光激发光。如 图 4 所示，在本 实施例 中，波长转换装置 206 除 了包括红

光转换 区、黄光转换 区以及绿光转换 区外 ，进一步包括一蓝光透光 区。

滤光装置 207 则 包括红光滤光 区、黄光滤光 区以及 绿光滤光 区。在本 实

施例 中，对滤光装置 207 的与波长转换装置 206 的蓝光透光 区对应 的区

域不做光学要求，但是为 了转动的平衡 ，可 以设置成配重平衡 区，进而

与其他滤光 区保持相 同或相似 的重量。在本 实施例 中，在驱动装置 208

的驱动下，波长转换装置 206 与滤光装置 207 同步转动 , 使得 波长转换

装置 206 上的各波长转换 区和蓝光透光 区依 次且周期性设置于激发光光

源 201 所产生的蓝光激发光的传播路径上 。其 中，各波长转换 区将入射

到其上的蓝光激发光转换成对应颜 色的受激光并进行反射 ，而蓝光透光



区则透射入射到其上的蓝光激发光。蓝光透光区上可设置适当的散射机

构，以破坏蓝光激发光的准直性。经波长转换装置 206 反射后的受激光

经透镜 203 和 205 以及二向色镜 202 和反射镜 204 所组成的第一光学组

件导引后入射到滤光装置 207 上的相应颜 色的滤光区，由该滤光区进行

滤光来提高色纯度。经波长转换装置 206 透射的蓝光激发光在透镜 210

和 213、反射镜 2 11 以及 二 向色镜 212 所组成第二光学组件的导引下与

经滤光装置 207 过滤后的受激光进行光路合并，并共同入射到匀光装置

209, 以进行匀光处理。

第二光学组件 中，透镜 210 和 213 分别用于对经波长转换装置 206

透射的蓝光激发光进行收集和聚光，而反射镜 2 11和二向色镜 212 则用

于对经波长转换装置 206 透射的蓝光激发光进行反射，以 改变其传播路

径。在本实施例中，反射镜 2 11和二向色镜 212 相互并行设置，且相对

蓝光激发光的入射方向呈 45 度设置，以使得蓝光激发光的传播方向被

平移预定距 离且方向保持不变。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透射方式将激发光光源 201 产生的蓝光激发光

直接作为蓝光输出。在本实施例中，反射镜 2 11和二向色镜 212 同样可

以由其他形式的平面反射装置代替，而透镜 2 10 和 2 13 则可以由其他形

式的光学装置所代替。此外，上述结构同样适用于采用其他颜 色的激发

光光源的光源系统中。

请参见图 5 和图 6 , 图 5 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三实施例的结构示

意图，图 6 是图 5 所示的光源系统中的波长转换装置及滤光装置的主视

图。本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300 与图 3 和图 4 所示的光源系统 200 不同之

处在于，光源系统 300 在激发光光源 301 的基础上进一步包括一红光照

明光源 3 15 ( 例如，红光激光器或红光发光二极管 ），以产生一红光照明

光。红光照明光源 3 15 与激发光光源 301 分别设置于波长转换装置 306

与滤光装置 307 的相对两侧。红光照明光源 3 15 产生的红光照明光经透

镜 314、二 向色镜 311 以及透镜 310 入射到波长转换装置 306, 并且其

入射方向与激发光光源 301 产生的激发光的入射方向相反。

在本实施例中，波长转换装置 306 包括红光透光区、黄光转换区、



绿光转换区以及蓝光透光区。滤光装置 307 则包括红光透光区、黄光滤

光区、绿光滤光区以及配重平衡 区。在本实施例中，在驱动装置 308 的

驱动下，波长转换装置 306 与滤光装置 307 同步转动，使得波长转换装

置 306 上的各波长转换区、红光透光区以及蓝光透光区依次且周期性设

置于激发光光源 301 所产生的蓝光激发光以及红光照明光源 3 15 所产生

的红光照明光的传播路径上。其中，各波长转换区将入射到其上的蓝光

激发光转换成对应颜 色的受激光并进行反射，蓝光透光区透射入射到其

上的蓝光激发光，红光透光区则透射入射到其上的红光照明光。蓝光透

光区和红光透光区上可设置适当的散射机构，以破坏蓝光激发光和红光

照明光的准直性。经波长转换装置 306 反射后的受激光经透镜 303 和 305

以及二向色镜 302 和反射镜 304 所组成的第一光学组件导引后入射到滤

光装置 307 上的相应颜 色的滤光区，由该滤光区进行滤光来提高色纯度。

经波长转换装置 306 透射的红光照明光经透镜 303 和 305 以及二向色镜

302 和反射镜 304 所组成的第一光学组件导引沿与受激光相同的光路入

射滤光装置 307 上的红光透光区，并经红光透光区透射。经波长转换装

置 306 透射的蓝光激发光在透镜 310 和 3 13 以及 二 向色镜 311和 312 所

组成的第二光学组件的导引下与经滤光装置 307 过滤后的受激光以及 经

滤光装置 307 透射后的红色照明光进行光路合并，并共 同入射到勾光装

置 309, 以进行匀光处理。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为了确保勾光装置 309 在某一特定时刻仅接收

到一种颜 色的光，对波长转换装置 306 的转动位置进行探测，并产生同

步信号。激发光光源 301 和红光照明光源 3 15 才艮据该同步信号采用分时

开启方式工作。具体来说，红光照明光源 3 15 仅在红光透光区设置于红

光照明光源 3 15 产生的红光照明光的传播路径上时才开启，而在黄光转

换区、绿光转换区以及蓝光透光区设置于红光照明光的传播路径上时关

闭。激发光光源 301 则是在黄光转换区、绿光转换 区以及 蓝光透光区设

置于激发光光源 301 产生的蓝光激发光的传播路径上时才开启，而在红

光透光区设置于蓝光激发光的传播路径上时关闭。此外，在另一优选实

施例中，也可以在红光透光区设置透射红光照明光且反射蓝光激发光的



分光滤光片，在黄光转换区和绿光转换区的靠近红光照明光源 315 的一

侧设置反射红光照明光的反射镜，而在蓝光透光区设置透射蓝光激发光

且反射红光照明光的分光滤光片。

在本实施例中，光源系统 300 输出的红光直接由红光照明光源 315

产生，进而避免了红光转换材料的转换效率低的问题。当然，在需要进

一步提高色纯度的情况下，可以将上述红光透光区替换成红光滤光区。

在本实施例中，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可以想到利用其他照明光源来产生

其他颜色的照明光。

请参见图 7 , 图 7 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四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本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400 与图 5 和图 6 所示的光源系统 300 不同之处在

于，本实施例的激发光光源 401 采用紫外或者蓝光激发光源。同时，本

实施例的波长转换装置 406 上设置黄光转换区、绿光转换区和红光透光

区。因此，激发光光源 401 仅用于激发黄光转换区和绿光转换区来产生

黄光受激光和绿光受激光。本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400 在激发光光源 401

和红光照明光源 415 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一蓝光照明光源 416。该蓝光

照明光源 416所产生的蓝光照明光经由透镜 417和 418以及二向色镜 419

所组成的第二光学组件与经滤光装置 407 过滤后的受激光以及 经滤光装

置 407 透射或过滤后的红色照明光进行光路合并，并共同入射到勾光装

置 409, 以进行匀光处理。在本实施例中，激发光光源 401、红光照明

光源 415、蓝光照明光源 416 同样可采用与第三实施例类似的分时开启

方式工作。

在本实施例中，光源系统 300 输出的红光直接由红光照明光源 415

产生，光源系统 300 输出的蓝光直接由蓝光照明光源 416 产生，进而避

免了波长转换材料的转换效率低的问题，同时更适于显示领域。

请参见图 8, 图 8 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五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本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500 与图 1和图 2 所示的光源系统 100 不同之处在

于，波长转换装置 506 在将激发光光源 501 产生的激发光波长转换成受

激光后透射该受激光。经波长转换装置 506 透射的受激光经透镜 503 和

505 以及反射镜 502 以及 504 所组成的第一光学组件导引后入射到滤光



装置 507 的相 同颜 色的滤光 区，并经该滤光 区进行过滤后入射到 勾光装

置 509 。

此外 ，激发光光源 501 也可以为蓝光光源，在波长转换装置 506 还

可以进一步设置一透光 区，该透光 区周期性设置于激发光光源 501 产生

的激发光的传播路径上 ，并透射该激发光。经该透光 区透射 的激发光经

透镜 503 和 505 以 及 反射镜 0 以及 504 所组成的第一光学组件 沿着与

受激光相 同的光路导 引到滤光装置 507 上的另一透光 区或滤光 区，进行

透射或过滤。

请参见 图 9 , 图 9 是本发 明光源系统的第六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本 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600 与 图 8 所示的光源系统 500 不 同之处在于，本

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600 在激发光光源 601 的基石出上 进一步设置红光照明

光源 615 , 以产生一红光照明光。红光照明光源 615 与激发光光源 601

设置于波长转换装置 606 与滤光装置 607 的同侧 。红光照明光源 615 产

生的红光照明光经二向 色镜 613 反射并经透镜 6 11聚光后与激发光光源

601 产生的激发光沿相 同方向入射到波长转换装置 606 。其 中，激发光

光源 601 产生的激发光经波长转换装置 606 上的波长转换 区波长转换成

受激光，并经波长转换装置 606 透射 。红光照明光源 615 产生的红光照

明光则经波长转换装置 606 上的红光透光 区直接透射 。经波长转换装置

606 透射后 的受激光以及红光照明光在反射镜 602 和 604 以及透镜 603

和 605 所组成的第一光学组件 的导 引下沿相 同的光路分别入射到滤光装

置 607 的滤光 区和红光透光 区。经滤光 区过滤的受激光和经红光透光 区

透射 的红光照明光进一步入射到 勾光装置 609 。此外 ，上述红光透光 区

也可以由红光滤光 区所代替 。此外 ，本 实施例 中的激发光光源 601 与红

光照明光源 615 同样可采用与第三 实施例类似 的分 时开启方式进行工

作 。

请参见 图 10, 图 10 是本发 明光源系统的第七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本 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700 与 图 9 所示的光源系统 600 不同之处在于，本

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700 在激光光光源 701 和红光照明光源 715 的基石出上

进一步设置一蓝光照明光源 716 。该蓝光照明光源 716 所产生的蓝光照



明光经透镜 717 以及二向色镜 718 所组成的第二光学组件与经滤光装置

707 过滤后的受激光以及经滤光装置 707 过滤或透射后的红色照明光进

行光路合并，并共同入射到勾光装置 709, 以进行勾光处理。本实施例

中的激发光光源 701 、红光照明光源 715 以及蓝光照明光源 716 同样可

采用与第三实施例类似的分时开启方式进行工作。

请参见图 11, 图 11是本发明光源系统的第八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本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800 与图 1和图 2 所示的光源系统 100 不同之处在

于，本实施例的激发光光源 801 产生的激发光由复眼透镜 803 和 804 以

及聚焦透镜 805 进行聚光后经反射装置 802 的入光口入射到波长转换装

置 806。经波长转换装置 806 反射的受激光经呈半椭球状或者呈半球状

且光反射面朝内的反射装置 802 反射到滤光装置 807。经滤光装置 807

过滤的受激光进一步入射到锥形导光棒 809。其中，当反射装置 802 呈

半椭球状时，反射装置 802 能够将来 自反射装置 802 的一个焦点附近的

受激光反射到反射装置 802 的另一个焦点附近。当反射装置 802 呈半球

状时，在临近球心的位置设置关于该球心对称的两对称点，反射装置 802

大致也可以把其中一对称点的受激光反射到另一对称点。此外，在其他

实施例中，反射装置 802 可 以不设置入光口，此时激发光光源 801 与反

射装置 802 分别设置于波长转换装置 806 的两侧。激发光光源 801 产生

的激发光可照射到波长转换装置 806 后所产生的受激光进一步透射到反

射装置 802 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射装置 802 的反射作用下，激光光光源 801 所

产生的激发光在波长转换装置 806 上产生的光斑与受激光在滤光装置

807 上产生的光斑相对于波长转换装置 806 和滤光装置 807 的环状结构

的中心呈 0 度设置，因此在波长转换装置 806 和滤光装置 807 上相同颜

色的波长转换 区和滤光区也需要相对于波长转换装置 806 和滤光装置

807 的环状结构的中心呈 0 度设置。

当然，在其他实施例中，通过适当的光学机构，可以调整激发光在

波长转换装置 806 上产生的光斑与受激光在滤光装置 807 上产生的光斑

相对波长转换装置 806 和滤光装置 807 的环状结构的中心呈任意角度设



置 ，因此使得 波长转换装置 806 和滤光装置 807 上 的相 同颜 色的波长转

换 区和滤光 区相对 于波长转换装置 806 和滤光装置 807 的环状结构 的 中

心呈任 意角度设 置 。

请参见 图 12, 图 12 是 本发 明光 源 系统 的第九 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本 实施例 的光 源 系统 900 与 图 11 所示 的光源 系统 800 不 同之处在 于 ，

波长转换装置 906 与滤光装置 907 由支架 908 同轴 固定 ，且 沿轴 向 间隔

设 置 。在 波长转换装置 906 与滤光装置 907 之 间设 置一锥 形导光棒 909 。

激发 光光源 901 产生 的激发 光 由复眼透镜 903 和 904 以及 聚焦透镜 905

进行 聚光后 经反射装置 902 的入 光 口入射 到波长转换装置 906 。经波长

转换 装置 906 反射 的受激光入射 到反射 装置 902 并进行反射 。经反射 装

置 902 反射 的受激光首先进入导光棒 909 。导光棒 909 对 受激光进行收

集 ，以减 小受激光的发散 角。经导光棒 909 导光后 的受激光入射 到滤光

装置 907 上 ，使得 受激光在 滤光装置 907 上 的入射 角度较 小，提 高了滤

光效果 。在本 实施例 中，导光棒 909 也可 以由其他 能够 实现上述功能的

光学装置代替 。此外 ，在本 实施例 中，波长转换装置 906 如 果是透射型 ，

反射 装置 902 可 以省略 ，此 时受激光直接 经波长转换装置 906 透射到导

光棒 909 。

如上文所描述 的，在 图 11 和 图 12 所示的实施例 中，可 以在激发 光

光源 801 和 901 的基石出上进一步增加 照明光源，例如红光照明光 源或蓝

光照 明光源。

请参见 图 13 , 图 13 是 本发 明光 源 系统 的第十 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本 实施例 的光 源 系统 1000 与 图 1 和 图 2 所示 的光源 系统 100 不 同之处

在 于 ，本 实施例 的波长转换 装置 1006 呈筒状结构 ，波长转换 区设 置于

该筒状结构 的外侧壁上 。本 实施例 的滤光装置 1007 为环状结构且该筒

状结构 同轴 固定 。波长转换装置 1006 和滤光装置 1007 进一步 同轴 固定

于驱动装置 1008 的转动轴上 ，并在驱动装置 1008 的驱动下 同轴且 同步

转动 。

在本 实施例 的光源 系统 1000 的工作 过程 中，激发 光光 源 1001 所产

生 的激发 光经二 向 色镜 1002 透射 ，并经透镜 1003 进行聚光后入射到波



长转换装置 1006 的外侧壁上 。波长转换装置 1006 的外侧壁上 的波长转

换 区将激发 光转换成 受激光 ，并反射 该受激光 。经波长转换 装置 1006

反射 的受激光经透镜 1003 和 1004 以及 二 向 色镜 1002 所组成的第一光

学组件导 引后入射到滤光装置 1007 。滤光装置 1007 上 的滤光 区设置于

波长转换装置 1006 的筒状结构 的外侧 ，进 而可 以接 收到受激光并对受

激光进行滤光来提 高色纯度 。经滤光装置 1007 的滤光 区过滤后 的受激

光进一步入射到 勾光装置 1009, 以进行 勾光处理 。在其他 实施例 中，波

长转换装置 1006 也可以将 受激光透射到滤光装置 1007 上 。

请参见 图 14, 图 14 是本发 明光源系统的第十一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本 实施例的光源 系统 1100 与 图 1 和 图 2 所示的光源 系统 100 不 同

之处在于，本 实施例的波长转换装置 1106 和滤光装置 1107 为 同轴 固定

且相 互嵌套 的两个筒状结构 ，波长转换 区和第一滤光 区分别设置于该 两

个筒状结构 的侧壁上 。其 中，滤光装置 1107 位 于波长转换装置 1106 的

外侧 。波长转换装置 1106 和滤光装置 1107 进一步 同轴 固定于驱动装置

1108 的转动轴上 ，并在驱动装置 1108 的驱动下 同轴且 同步转动 。

在本 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1100 的工作过程 中，激发光光源 1101 所产

生的激发光经反射镜 1102 反射 ，并经透镜 1103 进行聚光后入射到波长

转换装置 1106 上 。波长转换装置 1106 上 的波长转换 区将激发光转换成

受激光 ，并透射该受激光。经波长转换装置 1106 透射 的受激光经透镜

1104 所组成 的第一光学组件导 引后入射到滤光装置 1107 。滤光装置 1107

上的滤光 区对 受激光进行滤光来提 高色纯度 。经滤光装置 1107 的滤光

区过滤后 的受激光进一步入射到 匀光装置 1109, 以进行 匀光处理 。

请参见 图 15 和 图 16, 图 16 是本发 明光源系统的第十二 实施例的结

构示意 图，图 16 是 图 15 所示的光源 系统 中的波长转换装置与滤光装置

的主视 图。本 实施例的光源系统 1200 与 图 3 和 图 4 所示的光源系统 200

不 同之处在 于，本 实施例的波长转换装置 1206 和滤光装置 1207 为首尾

相连 的两个带状结构 ，波长转换 区和第一滤光 区并排设置于该 两个带状

结构上 。在本 实施例 中，波长转换装置 1206 进一步 包括并排且从上到

下依序设置的红光转换 区、绿光转换 区、蓝光透光 区以及黄光转换 区，



滤光装置 1207 则 包括并排且从上到下依序设 置的红光滤光 区、绿光滤

光 区、空置 区以及 黄光滤光 区。

在 波长转换装置 1206 和滤光装置 1207 在适 当的驱动装置 （例如 ，

线形 马达 ）的驱动 下进行往 复 的线性平移 ，以使得 波长转换 装置 1206

上 的红光转换 区、绿 光转换 区、蓝光透光 区以及黄光转换 区周期性设 置

于激发 光光 源 1201 所产生 的蓝光激发 光 的传播路径上 。其 中，各 波长

转换 区将入射 到 其上 的蓝 光激发 光转换 成对应颜 色的受激 光并进行反

射 ，而蓝光透 光 区则透射入射 到其上 的蓝光激发 光 。蓝光透光 区上可设

置适 当的散射机构 ，以 破坏蓝 光激发 光的准直性 。经波长转换 装置 1206

反射后 的受激光经透镜 1203 和 1205 、 二 向 色镜 1202 以 及 反射镜 1204

所组成 的第一光学组件导 引后入射 到滤光装置 1207 上 的相应颜 色的滤

光 区，由该滤光 区进行滤光来提 高 色纯度 。经波长转换装置 1206 透射

的蓝 光激发 光在透镜 1210 和 1213 、反射镜 121 1 和二 向 色镜 1212 所组

成第二光学组件 的导 引下与经滤光装置 1207 过滤后 的受激光进行光路

合 并 ，并共 同入射到 勾光装置 1209, 以进行 勾光处理 。本 实施例 的波长

转换 装置 1206 和滤光装置 1207 的结构 同样 可 以应 用于上文描述 的其他

实施 例 中，在此不再贅述 。

本发 明进一 步提供 一种 由上述 实施 例 中的波长转换 装 置 以及 滤光

装置所构成 的光源组件 。

综上所述 ，本发 明的光 源 系统及 光源组件 中的滤光装置与波长转换

装置相对 固定 ，并 由同一驱动装置进行驱动 ，具有 结构 简单 、易于 实现

以 及 同步性 高等优 点 。

以 上所述仅 为本发 明的实施例 ，并非 因此 限制本发 明的专利范围，

凡是 利用本发 明说 明书及 附 图内容所作 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 变换 ，或

直接 或 间接运 用在其他相 关的技 术领域 ，均 同理 包括在本发 明的专利保

护 范 围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系统 包括：

激发光光源，用于产生一激发光；

波长转换装置 ，所述波长转换装置 包括至少一波长转换 区；

滤光装置，所述滤光装置与所述波长转换装置相对 固定，且 包括至

少一第一滤光 区；

驱动装置，用于驱动所述波长转换装置和所述滤光装置，以使所述

波长转换 区与所述第一滤光 区同步运动 ，并且所述波长转换 区周期性设

置于所述激发光的传播路径上 ，进而将所述激发光波长转换成受激光；

第一光学组件 ，用于导 引所述受激光入射到所述第一滤光 区，所述

第一滤光 区对所述受激光进行过滤，以提 高所述受激光的色纯度 。

2 . 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装

置与所述滤光装置为 同轴 固定的两个环状结构 。

3 . 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为

具有一转动轴 的转动装置 ，所述 两个环状结构 同轴 固定于所述转动轴

上 。

4 . 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 区

与所述第一滤光 区相对所述两个环状结构 的中心呈 180 度设置，所述第

一光学组件设 置成使得 所述激发 光在所述波长转换装置上形成 的光斑

与所述受激光在所述滤光装置上形成 的光斑相对所述 两个环状结构 的

中心呈 180 度设置。

5. 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 区

与所述第一滤光 区相对所述两个环状结构 的中心呈 0 度设置，所述第一

光 学组件设 置成使得 所述激发 光在 所述波长转换装置上形成 的光斑与

所述受激光在 所述滤光装置上形成 的光斑相对所述 两个环状结构 的 中

心呈 0 度设置。

6. 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装

置与所述滤光装置轴向间隔设置 ，所述第一光学组件 包括一设置于所述



波长转换装置与所述滤光装置 区之 间的至少一光收集装置 ，所述光收集

装置收集所述受激光，并使得所述受激光的入射到所述滤光装置的入射

角小于等于 60 度 范围内的能量 占总能量的 90% 以上 。

7. 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 区

设置成反射所述受激光，以使所述受激光从所述波长转换 区的出射方向

与所述激发光相对所述波长转换 区的入射方向相反 。

8. 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 区

设置成透射所述受激光，以使所述受激光从所述波长转换 区的出射方向

与所述激发光相对所述波长转换 区的入射方向相 同。

9 . 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光学组

件 包括至少一光收集装置 ，所述光收集装置收集所述受激光 ，并使得所

述受激光的入射到所述滤光装置的入射 角小于等于 60 度 范围内的能量

占总能量的 90% 以上 。

10. 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光学

组件 包括至少一反射装置 ，所述反射装置对所述受激光进行反射 ，以改

变所述受激光的传播方向，所述反射装置为平面反射装置或者为呈半椭

球状或呈半球状且光反射 面朝 内的反射装置。

11. 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平面反射

装置 包括二向 色镜或反射镜 。

12. 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呈半椭球

状或呈半球状且光反射 面朝 内的反射装置上设置有入光 口，所述激发光

经所述入光 口入射到所述波长转换装置。

1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

装置 包括一第一透光 区，所述第一透光 区在所述驱动装置驱动下周期性

设置于所述激发光的传播路径上 ，所述第一透光 区透射所述激发光。

14.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系统

还 包括第二光学组件 ，所述第二光学组件将经所述第一透光 区透射 的所

述激发光与经所述第一滤光 区过滤的所述受激光进行光路合并。

15.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滤光装置



包括第二透光 区或第二滤光 区，所述第一光学组件 沿与所述受激光相 同

的光路将经所述第一透 光 区透射 的所述激发 光导 引到所述第二透 光 区

或所述第二滤光 区，以进行透射或过滤。

16.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系统

进一步包括一照明光光源，所述照明光光源产生一照明光 ，所述波长转

换装置还 包括一第一透光 区，所述第一透光 区在所述驱动装置驱动下周

期性设 置于所述照明光 的传播路径上 ，所述第一透光 区透射 所述照明

光 ，所述滤光装置进一步包括一第二透光 区或第二滤光 区，所述第一光

学组件 沿与所述受激光相 同的光路将经所述第一透光 区透射 的所述照

明光导 引到所述第二透光 区或所述第二滤光 区，以进行透射或过滤。

17.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系统

进一步包括一照明光光源以及第二光学组件 ，所述照明光光源产生一照

明光，所述第二光学组件将所述照明光与经所述第一滤光 区过滤的所述

受激光进行光路合并。

18. 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

装置为一筒状结构 ，所述滤光装置为一环状结构 ，并与所述筒状结构 同

轴 固定，以在所述驱动装置的驱动下同轴且 同步转动。

19. 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

区设置于所述筒状结构的外侧壁 ，且反射所述受激光，所述第一滤光 区

设 置于所述环状结构上且位 于所述 筒状结构 的外侧 ，以接 收所述 受激

光。

20.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

装置与所述滤光装置为 同轴 固定且相互嵌套的两个筒状结构 ，以在所述

驱动装置的驱动下 同轴且 同步转动 ，所述波长转换 区和所述第一滤光 区

分别设置于所述两个筒状结构的侧壁上 ，所述受激光经所述波长转换 区

透射到所述第一滤光 区。

21.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光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

装置与所述滤光装置为首尾相接 的两个带状结构 ，所述波长转换 区和所

述第一滤光 区并排设置于所述两个带状结构上 ，所述驱动装置驱动所述



两个带状 结构进行往 复 的线性平移 。

22. 一种 光 源组件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光 源组件 包括 ：

波长转换 装置 ，所述 波长转换 装置 包括 至 少一 波长转换 区；

滤光装置 ，所述滤光装 置与所述 波长转换 装置相对 固定 ，且 包括 至

少一滤光 区，以使 所述 波长转换 区与所述滤光 区在驱动装 置 的驱动 下 同

步运 动 。

23. 根据权 利要 求 22 所述 的光 源组件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波长转换

装 置与所述 滤光装 置为 同轴 固定 的 两个环状 结构 。

24. 根据权 利要 求 22 所述 的光 源组件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波长转换

装 置为一 筒状 结构 ，所述 滤光装置为一环状 结构 ，并与所述 筒状 结构 同

轴 固定 。

25. 根据权 利要 求 24 所述 的光 源组件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波长转换

区设 置于所述 筒状 结构 的外侧壁 ，所述滤光 区设 置于所述环状 结构上 ，

且 位 于所述 筒状 结构 的外侧 。

26. 根据权 利要 求 22 所述 的光 源组件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波长转换

装 置与所述滤光装 置为 同轴 固定且相 互嵌套 的两个筒状 结构 ，所述 波长

转换 区和所述滤光 区分别设 置于所述 两个筒状 结构 的侧壁上 。

27. 根据权 利要 求 22 所述 的光 源组件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波长转换

装 置与所述 滤光装 置为首尾相接 的 两个带状 结构 ，所述 波长转换 区和所

述 滤光 区并排设 置 于所述 两个带状 结构上 。

28. 一种投 影 系统 ，其特征在 于 ，包括如权 利要 求 1-21 任 意一 项所

述 的光 源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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