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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

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包括高度可调节的固定平

台、带有角度示数盘的测量臂和光纤头固定组

件，所述固定平台安装于底座的固定支架上，所

述测量臂通过支撑架安装于底座上，所述光纤头

固定组件固定于测量臂上。本发明还公开LED台

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方法。本发

明有如下优点：将光纤光谱仪引入到LED台灯照

度均匀度的检测中，可在检测LED台灯照度均匀

度的同时，对所用光源的光谱特性进行检测与分

析；设计的测量平台可适用于不同外形台灯的测

量，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引入光纤光谱仪在一定

程度上可提高测量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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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高度可调节的固

定平台、带有角度示数盘的测量臂和光纤头固定组件，所述固定平台安装于底座的固定支

架上，所述测量臂通过支撑架安装于底座上，所述光纤头固定组件固定于测量臂上,所述测

量臂由水平转臂、角度示数盘和支撑杆三部分组成；所述支撑杆安装于所述水平转臂的一

端下方，所述水平转臂另一端固定于支撑架上，所述角度示数盘安装在所述水平转臂下的

底座上。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固定平台安装于高度调节装置上，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固定于底座上。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光纤头固定组件安装于所述水平转臂的安装孔上。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光纤头固定组件包括针孔固定座、针孔和套筒，所述针孔设置于针孔固定座上，所

述针孔固定座安装于套筒上，在所述套筒内设置光纤。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光纤与套筒之间设置橡胶垫。

6.一种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于权利要求1

所述的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其包括的步骤如下：

(1)将测量臂的转角调节为0°；

(2)将LED台灯固定在平台上；

(3)确定台灯光管的几何中心及其在被照面上的垂直投影点，调节台灯的位置使垂直

投影点与测量臂的转动中心重合；

(4)调节台灯灯管的高度，使台灯灯管平面到光纤入光孔平面的高度为400mm；

(5)开启光纤光谱仪测量软件进行测量，根据光纤光谱仪信号的强弱选择不同孔径的

针孔；

(6)调节光纤头的位置，对准(0，1)点进行测量，旋转测量臂，依次测量(1，1)，(1，2)，

(1，-1)，(1，-2)点；

(7)测量臂回到0°，调节光纤头的位置，使其对准(2，0)点进行测量，旋转测量臂，依次

测量(2，1)，(2，2)，(2，-1)，(2，-2)点；

(8)按照第7步的测量步骤测量其余测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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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源检测设备领域，具体为一种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的检测与

分析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LED光源以其体积小、能耗低、使用寿命长、亮度高等优点已广泛应用于照明显示

等领域。由于LED光源属于朗伯发射体，在不同的空间角度光强相差很多，发散角较大，使得

光能很难照射到较远的被照面上，造成大量光能的浪费。因此在路灯、照明、车用灯具等照

明中，必须对它的发散角进行控制，即要对LED光源进行二次光学设计。同样在台灯照明中，

单颗LED光源往往难以满足照度的需求，常采用多颗LED堆叠来实现，由于堆叠方式以及LED

光源之间的距离直接影响被照面的均匀度，因此需要对被照面的均匀度进行评估。此外由

于光源的光谱特性会对人眼的视觉有一定的影响，需要对光源的光谱特性进行检测和评

估。

[0003] 现有的LED台灯性能检测和评估是将照度测量和光谱测量分开进行。具体为：

[0004] ①照度和照度均匀度的检测：测量点的设定按国家标准GB/T9743-2008进行，以灯

具出光口的几何中心的垂直投影点为圆心，位于眼睛的正前方，在灯具的投射范围内，离圆

心的半径距离为500mm的三分之一范围内，以30°为间隔，在半径线上进行照度测量，测试间

隔为100mm，包括圆心；在测量点利用照度计对该点的照度进行测量，并通过比较得到设定

测量范围内的均匀度。这一方法可以给出测量点的照度并对测量的数据分析处理后可得到

台灯的均匀度，但这一方法中没有给出LED台灯光源的光谱特性。

[0005] ②LED台灯所用光源的光谱特性测量:由于光纤光谱仪的模块化和灵活性等优点，

光纤光谱仪用于LED光源光学特性的测量中；微型光纤光谱仪的测量速度非常快，可以用于

在线分析；而且由于采用了低成本的通用探测器，降低了光谱仪的成本，也降低了整个测量

系统的造价。这一测量方案可以对LED光源的光谱特性进行综合评估，但不适合于LED台灯

被照面的均匀度的检测和评价。

[0006] 可见，现有的LED台灯照度均匀度的检测常采用照度计在国家标准(GB/T9743-

2008)所规定的测量点进行测量，给出测量点的照度并对测量的数据分析处理后得到台灯

的均匀度，但这一方法中没有给出LED台灯的光谱特性。LED台灯所用的光源的光谱特性可

通过光谱仪进行测量分析，现有LED光谱方法仅给出光源的光谱特性，没有对被照面的均匀

度进行检测和评价。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以上所述的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可以结合照度

均匀度和光源光谱特性检测为一体的，结构简单、可有效提高检测效率的LED台灯照度均匀

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及测量方法。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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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装置，包括高度可调节的固定平台、带有角度示数盘的测量臂和光纤头固定组件，所述固

定平台安装于底座的固定支架上，所述测量臂通过支撑架安装于底座上，所述光纤头固定

组件固定于测量臂上。

[0009] 所述测量臂由水平转臂、角度示数盘和支撑杆三部分组成。所述支撑杆安装于所

述水平转臂的一端下方，所述水平转臂另一端固定于支撑架上，所述角度示数盘安装在所

述水平转臂下的底座上；所述水平转臂控制光纤头固定组件的测量坐标；角度示数盘可显

示水平转臂旋转的角度；支撑杆可细微调节测量臂的水平。

[0010] 所述固定平台安装高度调节装置上，可以有效地调节高度，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固

定于底座上。

[0011] 所述光纤头固定组件安装于所述水平转臂的安装孔上。

[0012] 所述光纤头固定组件包括针孔固定座、针孔和套筒，所述针孔设置于针孔固定座

上，所述针孔固定座安装于套筒上，在所述套筒内设置光纤。

[0013] 所述光纤与套筒之间设置橡胶垫。

[0014] 所述光纤头固定组件通过螺纹与水平转臂连接。由于光纤光谱仪的光谱响应灵

敏，直接对准台灯的光管测量时，会使光纤光谱仪的输出信号饱和，无法进行测量，因此需

要选择不同孔径的限光针孔对入射到光纤的光能量进行限制；光纤头套筒和紧固螺丝可固

定光纤头并对光纤头的角度进行细微的调节。

[0015] 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方法，其包括的步骤如下：

[0016] (1)将测量臂的转角调节为0°；

[0017] (2)将LED台灯固定在平台上；

[0018] (3)确定台灯光管的几何中心及其在被照面上的垂直投影点，调节台灯的位置使

垂直投影点与测量臂的转动中心重合；

[0019] (4)调节台灯灯管的高度，使台灯灯管平面到光纤入光孔平面的高度为400mm；

[0020] (5)开启光纤光谱仪测量软件进行测量，根据光纤光谱仪信号的强弱选择不同孔

径的针孔；测量并存储数据；

[0021] (6)调节光纤头的位置，对准(0，1)点进行测量，旋转测量臂，依次测量(1，1)，(1，

2)，(1，-1)，(1，-2)点；

[0022] (7)测量臂回到0°，调节光纤头的位置，使其对准(2，0)点进行测量，旋转测量臂，

依次测量(2，1)，(2，2)，(2，-1)，(2，-2)点；

[0023] (8)按照第7步的测量步骤测量其余测量点；

[0024] (9)数据分析并给出测量结果；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的设计。将光纤光谱仪测量数

据进行分析，并根据一定的算法给出测量结果。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如下优点：将光纤光谱仪引入到LED台灯照度均匀性的

检测中，可以检测LED台灯均匀度的同时，对所用光源的光谱特性进行检测与分析。设计的

测量平台可适用于不同外形台灯的测量，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引入光纤光谱仪在一定程度

上可提高测量的灵敏度。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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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2为本发明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的俯视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的角度示数盘示意

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的光纤头固定组件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31] 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装置，如图1-4所示，包括高度可调节

的固定平台6、带有角度示数盘的测量臂和光纤头固定组件4，所述固定平台6安装于底座8

上，所述测量臂通过支撑架3安装于底座8上，所述光纤头固定组件4固定于测量臂上。其中，

所述测量臂由水平转臂2、角度示数盘5和支撑杆1三部分组成。所述支撑杆1安装于所述水

平转臂2的一端下方，所述水平转臂2另一端固定于支撑架3上，所述角度示数盘5安装在所

述水平转臂2下的底座8上。所述水平转臂2控制光纤头固定组件4的测量坐标9；所述角度示

数盘5可显示水平转臂旋转的角度；所述支撑杆1可细微调节测量臂的水平。所述固定平台6

安装高度调节装置7上，可以有效地调节高度，所述高度调节装置7固定于底座8上。所述光

纤头固定组件4安装于所述水平转臂2的螺孔12上。所述光纤头固定组件4包括针孔固定座

13、针孔14和套筒17，所述针孔14设置于针孔固定座13上，所述针孔固定座13安装于套筒17

上，在所述套筒17内设置光纤18。所述光纤18与套筒17之间设置橡胶保护垫16，紧固螺丝15

可压紧和调节光纤头。由于光纤光谱仪的光谱响应灵敏，直接对准台灯的光管测量时，会使

光纤光谱仪的输出信号饱和，无法进行测量，因此需要选择不同孔径的限光针孔对入射到

光纤的光能量进行限制；光纤头套筒和紧固螺丝可固定光纤头并对光纤头的角度进行细微

的调节。将光纤光谱仪测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一定的算法给出测量结果。

[0032] LED台灯照度均匀度和光谱特性检测与分析方法，其包括的步骤如下：

[0033] (1)将测量臂的转角调节为0°；

[0034] (2)将LED台灯固定在固定平台上；

[0035] (3)确定台灯光管的几何中心及其在被照面上的垂直投影点，调节台灯的位置使

垂直投影点与测量臂的转动中心重合；

[0036] (4)调节台灯灯管的高度，使台灯灯管平面到光纤入光孔平面的高度为400mm；

[0037] (5)开启光纤光谱仪测量软件进行测量，根据光纤光谱仪信号的强弱选择不同孔

径的针孔，测量并存储数据；

[0038] (6)调节光纤头的位置，对准(0，1)点进行测量，旋转测量臂，依次测量(1，1)，(1，

2)，(1，-1)，(1，-2)点；

[0039] (7)测量臂回到0°，调节光纤头的位置，使其对准(2，0)点进行测量，旋转测量臂，

依次测量(2，1)，(2，2)，(2，-1)，(2，-2)点；

[0040] (8)按照第7步的测量步骤测量其余测量点；

[0041] (9)数据分析并给出测量结果；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的设计。将光纤光谱仪测量数

据进行分析，并根据一定的算法给出测量结果。

[0042] 尽管本发明是参照具体实施例来描述，但这种描述并不意味着对本发明构成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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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参照本发明的描述，所公开的实施例的其他变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都是可以预料

的，这种的变化应属于所属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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