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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LED发光装置，包括：多个LED灯具（1）及

LED发光控制器（2），其中，所述LED发光控制器

（2）包括LED控制面板（3）、声音收集装置、数据处

理单元和控制单元；LED发光控制器（2）通过控制

单元发送RGB色彩信号和亮度信号给所述多个

LED灯具（1）以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1）的色彩

和亮度。本发明提供的LED发光装置能够随意调

节LED灯的颜色、亮度和闪烁以生产不同的显示

效果，满足人们在不同场合下的氛围渲染需求。

在阅读、工作时可使用户缓解视力疲劳、提供工

作效率；在消遣休闲时灯光可配合主题意境，提

高娱乐效果；在夜间还可实现震慑窃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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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ED发光装置，包括：多个LED灯具（1）及LED发光控制器（2），其特征在于：所述

LED发光控制器（2）包括LED控制面板（3）和控制单元；LED发光控制器（2）通过控制单元发送

RGB色彩信号和亮度信号给所述多个LED灯具（1）以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1）的色彩和亮

度；

所述LED发光装置还包括声音收集装置和数据处理单元；所述LED控制面板（3）上有电

影模式、音乐模式、护眼模式、防盗模式和随机变幻模式可供选择；所述声音收集装置用于

收集环境声音和用户声音，并将采集到的声波的模拟值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将模拟

值转换为数字值，当收集到大笑声、尖叫声或音乐声时，将左声道信号、右声道信号和低音

信号发送给所述数据处理单元；所述数据处理单元将声音数据转换为驱动所述多个LED灯

具（1）发光的电信号；所述控制单元按照DMX512总线协议将驱动LED发光的RGB色彩信号和

亮度信号发送给所述多个LED灯具（1）；

电影模式分为恐怖、言情、喜剧和自定义四种情景，音乐模式分为KTV、音乐会和跳舞三

种情景；当用户想在电视（4）或电脑上播放影片时，可根据影片类型事先选定情景，当影片

播放时，根据选定情景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1）的色彩和亮度变化；恐怖情景下，所述多个

LED灯具（1）一闪一闪快速闪烁营造更加恐怖的氛围；言情情景下，所述多个LED灯具（1）发

出柔和渐变的灯光营造更加温馨的氛围；喜剧情景下，所述多个LED灯具（1）发出色彩夸张

亮丽变幻快速的光线；自定义情景下，用户可在网络上预先下载特定影片对应的灯光控制

程序；当用户想在电视（4）或电脑上唱歌或听歌时，可事先选定情景，根据选定情景控制所

述多个LED灯具（1）的色彩和亮度变幻；KTV情景下，使所述多个LED灯具（1）模拟KTV包房的

效果昏暗且滚动闪烁；音乐会情景下，使所述多个LED灯具（1）模拟舞台灯光亮丽炫动；跳舞

情景下，使所述多个LED灯具（1）模拟舞厅效果动感快闪；当用户在阅读、工作或休息视力时

选择护眼模式，所述多个LED灯具（1）在该模式下保持色彩和亮度不变；当用户夜晚休息时

选择防盗模式，所述多个LED灯具（1）不规则休眠和快闪以震慑窃贼；当用户选择随机变幻

模式，所述多个LED灯具（1）随机变幻出新奇的光影效果来娱乐用户；

该LED发光装置进一步还包括生理信号采集器，用于捕获人体的表情、心跳、呼吸、脑波

或肌电生理参数，将采集到的所述生理参数发送给所述数据处理单元，所述数据处理单元

根据所述生理参数生成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1）的控制信号；

所述生理信号采集器采用头戴式、腕戴式、手持式或贴附式；所述多个LED灯具为RGB三

色LED；所述数据处理单元为单片机、DSP或ARM处理器；所述LED发光控制器（2）采用RS485、

RS232或USB接口；从而能够随意调节所述多个LED灯具（1）的颜色、亮度和闪烁以生产不同

的显示效果，满足人们在不同场合下的氛围渲染需求；在阅读、工作时可使用户缓解视力疲

劳、提供工作效率；在消遣休闲时灯光可配合主题意境，提高娱乐效果；在夜间还可实现震

慑窃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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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发光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灯光控制领域，其涉及娱乐用灯光变幻系统，尤其涉及一种LED发光装

置。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大部分消费者对家用灯光的认识仅停留在照明层次上，没有考虑到如何使照明满

足人的心理需求，如色彩、色温、照度对人情绪的影响，缺乏渲染氛围的效果。随着生活质量

的提升，现代人在照明环境中，需要能够依照氛围而变幻的灯光装置，射灯和灯带应运而

生，然而传统射灯和灯带为了实现不同场景的光效，需要安装大量的灯具系统，成本高，且

频繁地启动、关断，对灯具的损害大，大大缩短了灯具的使用寿命。

[0005] 在照明不断发展过程中，LED  (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在光色展示

艺术化上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LED是一种把电能直接转换成光的固态电子器件，具有效

率高、无污染、体积小、寿命长以及可靠性高等诸多优良特性。LED照明技术被认为是21世纪

最有可能进入普通照明领域的新型固体冷光源和最具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领域之一。LED

新光源促使照明灯具设计开发的革新，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照明观念。同时随着数

字化技术的突飞猛进，数字化家庭逐渐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光源如白炽灯、荧光

灯由于自身的技术缺陷，无法实现数字化控制，而LED用作光源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较大

的驱动电流范围内仍能维持其流明效率和光色参数，可以实现照明的数字化控制。

[0006] LED照明产品的控制方式一般采用总线控制方式和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围设备接口)级联控制方式。SPI控制方式下，灯具逐个级联，任何灯具的

损坏会直接影响后级灯具的使用，可靠性低。总线方式一般采用DMX512总线协议进行控制。

DMX512总线协议是USITT(美国剧场技术协会)在1986年发布的一种舞台灯光控制协议，现

已成为国际通用的标准协议，被各种灯光控制系统广泛采用。

[0007] 现代数字化家庭中急需高度智能化的LED发光装置，可随意调节LED灯的颜色、亮

度和闪烁以生产不同的显示效果，满足人们在不同场合下的氛围渲染需求。

[0008]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提供一种LED发光装置。

[0010] 本发明提供的LED发光装置，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1] 一种LED发光装置，包括：多个LED灯具及LED发光控制器，其中，所述LED发光控制

器包括LED控制面板和控制单元；LED发光控制器通过控制单元发送RGB色彩信号和亮度信

号给所述多个LED灯具以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的色彩和亮度。

[0012] 优选地，所述LED发光装置还包括声音收集装置和数据处理单元；所述LED控制面

板上有电影模式、音乐模式、护眼模式、防盗模式、随机变幻模式可供选择；所述声音收集装

置用于收集环境声音和用户声音，并将采集到的声波的模拟值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将模拟值转换为数字值，当收集到大笑声、尖叫声或音乐声时，将左声道信号、右声道信号

和低音信号发送给所述数据处理单元；所述数据处理单元将声音数据转换为驱动所述多个

LED灯具发光的电信号；所述控制单元按照DMX512总线协议将驱动LED发光的RGB色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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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亮度信号发送给所述多个LED灯具。

[0013] 优选地，电影模式分为恐怖、言情、喜剧和自定义四种情景，音乐模式分为KTV、音

乐会和跳舞三种情景；当用户想在电视或电脑上播放影片时，可根据影片类型事先选定情

景，当影片播放时，根据选定情景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的色彩和亮度变化；恐怖情景下，所

述多个LED灯具一闪一闪快速闪烁营造更加恐怖的氛围；言情情景下，所述多个LED灯具发

出柔和渐变的灯光营造更加温馨的氛围；喜剧情景下，所述多个LED灯具发出色彩夸张亮丽

变幻快速的光线；自定义情景下，用户可在网络上预先下载特定影片对应的灯光控制程序；

当用户想在电视或电脑上唱歌或听歌时，可事先选定情景，根据选定情景控制所述多个LED

灯具的色彩和亮度变幻；KTV情景下，使所述多个LED灯具模拟KTV包房的效果昏暗且滚动闪

烁；音乐会情景下，使所述多个LED灯具模拟舞台灯光亮丽炫动；跳舞情景下使所述多个LED

灯具模拟舞厅效果动感快闪；当用户在阅读、工作或休息视力时选择护眼模式，所述多个

LED灯具在该模式下保持色彩和亮度不变；当用户夜晚休息时选择防盗模式，所述多个LED

灯具不规则休眠和快闪以震慑窃贼；当用户选择随机变幻模式，所述多个LED灯具随机变幻

出新奇的光影效果来娱乐用户。

[0014] 优选地，该LED发光装置还进一步包括生理信号采集器，用户捕获人体的表情、心

跳、呼吸、脑波或肌电生理参数，将采集到的所述生理参数发送给所述数据处理单元，所述

数据处理单元根据所述生理参数生成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的控制信号。

[0015] 优选地，所述生理信号采集器采用头戴式、腕戴式、手持式或贴附式。

[0016] 优选地，所述多个LED灯具为RGB三色LED。

[0017] 优选地，所述数据处理单元为单片机、DSP或ARM处理器。

[0018] 优选地，所述LED发光控制器采用RS485、RS232、USB接口。

[0019] 本发明提供的LED发光装置的有益效果在于：可随意调节LED灯的颜色、亮度和闪

烁以生产不同的显示效果，满足人们在不同场合下的氛围渲染需求。在阅读、工作时可使用

户缓解视力疲劳、提供工作效率；在消遣休闲时灯光可配合主题意境，提高娱乐效果；在夜

间还可实现震慑窃贼的作用。

[0020]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所提供的LED发光装置的LED控制面板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所提供的LED发光装置在家居生活中使用的示意图。

[0023] 其中附图标记1－LED灯具；2－LED发光控制器；3－LED控制面板；4－电视。

[002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现结合附图将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6] 如图1示出了本发明所提供的LED发光装置的LED控制面板。图2示出了本发明所提

供的LED发光装置在家居生活中使用的示意图。

[0027] 一种LED发光装置，包括：多个LED灯具（1）及LED发光控制器（2），其特征在于：所述

LED发光控制器（2）包括LED控制面板（3）和控制单元；LED发光控制器（2）通过控制单元发送

RGB色彩信号和亮度信号给所述多个LED灯具（1）以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1）的色彩和亮

度。

[0028] 优选地，所述LED发光装置还包括声音收集装置和数据处理单元；所述LED控制面

板（3）上有电影模式、音乐模式、护眼模式、防盗模式和随机变幻模式可供选择；所述声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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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置用于收集环境声音和用户声音，并将采集到的声波的模拟值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

（FFT），将模拟值转换为数字值，当收集到大笑声、尖叫声或音乐声时，将左声道信号、右声

道信号和低音信号发送给所述数据处理单元；所述数据处理单元将声音数据转换为驱动所

述多个LED灯具（1）发光的电信号；所述控制单元按照DMX512总线协议将驱动LED发光的RGB

色彩信号和亮度信号发送给所述多个LED灯具（1）。

[0029] 优选地，电影模式分为恐怖、言情、喜剧和自定义四种情景，音乐模式分为KTV、音

乐会和跳舞三种情景；当用户想在电视（4）或电脑上播放影片时，可根据影片类型事先选定

情景，当影片播放时，根据选定情景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1）的色彩和亮度变化；恐怖情景

下，所述多个LED灯具（1）一闪一闪快速闪烁营造更加恐怖的氛围；言情情景下，所述多个

LED灯具（1）发出柔和渐变的灯光营造更加温馨的氛围；喜剧情景下，所述多个LED灯具（1）

发出色彩夸张亮丽变幻快速的光线；自定义情景下，用户可在网络上预先下载特定影片对

应的灯光控制程序；当用户想在电视（4）或电脑上唱歌或听歌时，可事先选定情景，根据选

定情景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1）的色彩和亮度变幻；KTV情景下，使所述多个LED灯具（1）模

拟KTV包房的效果昏暗且滚动闪烁；音乐会情景下，使所述多个LED灯具（1）模拟舞台灯光亮

丽炫动；跳舞情景下，使所述多个LED灯具（1）模拟舞厅效果动感快闪；当用户在阅读、工作

或休息视力时选择护眼模式，所述多个LED灯具（1）在该模式下保持色彩和亮度不变；当用

户夜晚休息时选择防盗模式，所述多个LED灯具（1）不规则休眠和快闪以震慑窃贼；当用户

选择随机变幻模式，所述多个LED灯具（1）随机变幻出新奇的光影效果来娱乐用户。

[0030] 优选地，该LED发光装置进一步还包括生理信号采集器，用户捕获人体的表情、心

跳、呼吸、脑波或肌电生理参数，将采集到的所述生理参数发送给所述数据处理单元，所述

数据处理单元根据所述生理参数生成控制所述多个LED灯具（1）的控制信号。

[0031] 优选地，所述生理信号采集器采用头戴式、腕戴式、手持式或贴附式。因此可以方

便用户使用，另外，所述生理信号采集器还可根据需要设置一个或多个。

[0032] 优选地，所述多个LED灯具（1）为RGB三色LED。RGB三色LED色温调节范围大，能组合

出多种不同颜色的混合光。

[0033] 优选地，所述数据处理单元为单片机、DSP或ARM处理器。

[0034] 优选地，所述LED发光控制器（2）采用RS485、RS232、USB接口。由于使用通用的标准

接口，因此适用于与其它系统互联。

[0035] 本发明提供的LED发光装置，可随意调节LED灯的颜色、亮度和闪烁以生产不同的

显示效果，满足人们在不同场合下的氛围渲染需求。在阅读、工作时可使用户缓解视力疲

劳、提供工作效率；在消遣休闲时灯光可配合主题意境，提高娱乐效果；在夜间还可实现震

慑窃贼的作用。

[0036] 当然，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本发明并非局限于上述实施例和实施

方法。相关技术领域的从业者可在本发明的技术思想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不同的变化及实

施，故凡依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

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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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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