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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

用生长灯的方法，分别制备激光二极管模组，电

源部分和转光器，最后将其与光纤连接制备主体

部分，本发明解决了传统灯具功率小，寿命低，成

本高，安装麻烦，适用范围有限等核心问题，采用

光纤铺设，电源部分和主体部分制作简易，安装

便捷，仅靠一个光源即可大面积且广范围地照射

植物，不仅节能环保，照射效果好，大大降低了人

工成本，而且使用寿命高，损坏后可直接更换光

源或者转光器，有利于节约使用成本，此外，针对

不同植物的不同光合作用，可通过更改光源的波

长促进植物生长，操作便捷，适用范围广，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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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分别制备激光二极管模

组，电源部分和转光器，最后将其与光纤连接制备主体部分，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1)激光二极管模组的制备：

激光二极管模组由圆柱形铜制外壳，激光二极管和聚焦镜片制备而成，利用数控机床

加工激光二极管模组的圆柱形铜制外壳，将聚焦镜片安装于圆柱形铜制外壳内部的一侧，

将激光二极管与圆柱形铜制外壳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激光二极管为双波长激光二极

管；

(2)电源部分的制备：

利用数控机床加工电源部分的圆柱形铝制外壳，再利用冲床按照给定模具在圆柱形铝

制外壳上冲出若干圆柱形孔洞，用于放置由步骤(1)制备的激光二极管模组，在电源用电路

板上按照圆柱形铝制外壳所冲压出的圆柱形孔洞位置制作单颗激光二极管的驱动，形成三

并三串或其他组合形式；

(3)转光器的制备：

转光器由圆柱形铝制外壳，2个扩光镜片和1个转折镜片制备而成，利用数控机床加工

转光器的圆柱形铝制外壳，在圆柱形铝制外壳内部的一侧依次安装2个扩光镜片和1个转折

镜片，2个扩光镜片之间的距离为3mm，转折镜片与2个扩光镜片的距离分别为5mm和2mm；

(4)主体部位的制备：

首先将由步骤(1)制备的激光二极管模组安装于由步骤(2)制备的电源部分的圆柱形

孔洞内，再将安装有激光二极管模组的电源部分通过硅胶与光纤主体相连接，从光纤主体

牵引出若干光纤次体，按照实际需求在光纤次体上每隔相应距离安装一颗由步骤(3)制备

的转光器，直至光纤次体末端，在光纤次体末端安装光纤帽，用于阻挡多余激光损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激光二极管模组圆柱形铜制外壳的长度与直径分别为16.97mm和7.78mm。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激光二极管模组聚焦镜片的直径与焦距分别为7.7mm和16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激光二极管模组的激光二极管为单波长5mw  405nm蓝紫光，7mw  650nm近红光与10mw 

785nm远红外组合，或者7mw  650nm/785nm双波长激光二极管与5mw  405nm蓝紫光组合，所述

激光二极管需要根据植物生长需求进行选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转光器圆柱形铝质外壳的长度，内径和外径分别为33.99mm，16.06mm和18.03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转光器扩光镜片的直径为16mm。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转光器转折镜片的直径为16mm。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光纤帽为帽状，外径为38mm，内径为30mm。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光纤主体的内径和外径分别为250mm和260mm，所述光纤次体的内径和外径分别为25mm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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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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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激光照明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光照是地球上生物赖以生存与繁衍的基础，作物的光合作用离不开光照，光照条

件的好坏直接影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自然界中，太阳的光照随地理纬度、季节和天气的不

同而变化。高纬度地区冬季日长变短以及其他地区冬春季节连阴、雨、雪、雾天气等特定气

候条件下，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不足的现象时有发生。农作物长期的弱光生长会导致植株

营养体不健壮、落花落果严重、果实发育缓慢、含糖量降低、产量下降、品质变劣及病虫害蔓

延等问题。因此，在现代植物生产系统中(如温室，大棚，露天大田等)人工补光已经成为高

效生产的重要手段。此外，密闭式人工光生产系统，如植物工厂，组培车间，育苗工厂等，采

用完全人工光进行光合作用，离不开对人工照明光源的需求。

[0003] 根据中国期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2010年第18版1125-1129页刊出《近期激光

对植物生长调节效应的研究进展》一文，分析了激光对植物生长调节效应。指出了激光可以

提高植物抗UV-B胁迫能力，增强UV-B辐射能引起植物细胞膜脂过氧化，体内产生大量活性

氧自由基，能修复幼苗的细胞膜脂过氧化损伤。此外，激光还能提高植物抗干旱能力和抗冷

冻能力。

[0004] 而中国专利103644534B中所述红蓝色激光植物灯中虽然照射空间大，但不能保证

每棵植物所得到的光照相等，且只能适用于部分植物，局限性较大。中国专利205026532U中

所述LED植物生长灯，相对于激光，LED的耗能较大，不利于环保。

[0005]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解决了传统灯

具功率小，寿命低，成本高，安装麻烦，适用范围有限等核心问题，采用光纤铺设，电源部分

和主体部分制作简易，安装便捷，仅靠一个光源即可大面积且广范围地照射植物，不仅节能

环保，照射效果好，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使用寿命高，损坏后可直接更换光源或者转

光器，有利于节约使用成本。此外，针对不同植物的不同光合作用，可通过更改光源的波长

促进植物生长，操作便捷，适用范围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分别制备激光二极管模组，电源部分和转光器，最后将其与光纤连接制备主体

部分，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激光二极管模组的制备：

[0009] 激光二极管模组由圆柱形铜制外壳，激光二极管和聚焦镜片制备而成，利用数控

机床加工激光二极管模组的圆柱形铜制外壳，将聚焦镜片安装于圆柱形铜制外壳内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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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将激光二极管与圆柱形铜制外壳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0010] (2)电源部分的制备：

[0011] 利用数控机床加工电源部分的圆柱形铝制外壳，再利用冲床按照给定模具在圆柱

形铝制外壳上冲出若干圆柱形孔洞，用于放置由步骤(1)制备的激光二极管模组，在电源用

电路板上按照圆柱形铝制外壳所冲压出的圆柱形孔洞位置制作单颗激光二极管的驱动，形

成三并三串或其他组合形式；

[0012] (3)转光器的制备：

[0013] 转光器由圆柱形铝制外壳，2个扩光镜片和1个转折镜片制备而成，利用数控机床

加工转光器的圆柱形铝制外壳，在圆柱形铝制外壳内部的一侧依次安装2个扩光镜片和1个

转折镜片，2个扩光镜片之间的距离为3mm，转折镜片与2个扩光镜片的距离分别为5mm和

2mm；

[0014] (4)主体部位的制备：

[0015] 首先将由步骤(1)制备的激光二极管模组安装于由步骤(2)制备的电源部分的圆

柱形孔洞内，再将安装有激光二极管模组的电源部分通过硅胶与光纤主体相连接，从光纤

主体牵引出若干光纤次体，按照实际需求在光纤次体上每隔相应距离安装一颗由步骤(3)

制备的转光器，直至光纤次体末端，在光纤次体末端安装光纤帽，用于阻挡多余激光损失。

[0016] 优选地，所述激光二极管模组圆柱形铜制外壳的长度与直径分别为16 .97mm和

7.78mm。

[0017] 优选地，所述激光二极管模组聚焦镜片的直径与焦距分别为7.7mm和16mm。

[0018] 优选地，所述激光二极管模组的激光二极管为单波长5mw  405nm蓝紫光，7mw 

650nm近红光与10mw  785nm远红外组合，或者7mw  650nm/785nm双波长激光二极管与5mw 

405nm蓝紫光组合，所述激光二极管需要根据植物生长需求进行选择。

[0019] 优选地，所述转光器圆柱形铝质外壳的长度，内径和外径分别为33.99mm，16.06mm

和18.03mm。

[0020] 优选地，所述转光器扩光镜片的直径为16mm。

[0021] 优选地，所述转光器转折镜片的直径为16mm。

[0022] 优选地，所述光纤帽为帽状，外径为38mm，内径为30mm。

[0023] 优选地，所述光纤主体的内径和外径分别为250mm和260mm，所述光纤次体的内径

和外径分别为25mm和40mm。

[002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采用光纤铺设，电源部分和整体部分制作简易，安装便捷，按照实际需求

在光纤每隔任意距离上安装转光器，使从光源发射出来的光能够充分地照射到植物。光纤

铺设的激光植物灯不需要大量普通植物激光生长灯，仅靠一个光源即可大面积且广范围地

照射植物，不仅节能环保，照射效果好，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使用寿命高，损坏后可直

接更换光源或者转光器，有利于节约使用成本，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26] 2.本发明针对不同植物的不同光合作用，可通过更改光源的波长促进植物生长，

操作便捷，适用范围广。采用双波长激光二极管代替单波长激光二极管，可使模拟出来的光

谱更加贴近太阳光。对于植物生长的促进作用贴近植物阳光下的光合作用，可减少植物的

生长灾害，缩短植物的生长周期，提高产量，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率，其应用将是未来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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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一大技术革命。

[0027] 3.本发明打破了日光温室，玻璃联动温室，光伏温室等对种植作物品种选择的限

制，突破了制约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创造性地解决了由于天气、雾霾、光伏组件遮

挡造成的弱光环境对作物生长的影响，为实现作物优质、安全、高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

撑，对农业生产方面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制备的主体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制备的激光二极管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

[0031] 1.激光二极管  2.聚焦镜片  3.圆柱形铜制外壳  4.激光二极管模组  5.电路板  6.

圆柱形铝制外壳  7 .扩光镜片  8.转折镜片  9.光纤帽  10.圆柱形铝制外壳  11 .电源部分 

12.转光器  13光纤次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以助于理解本发明的内容。

[0033] 一种制备基于植物培育工厂用生长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分别制备激光二极管

模组4，电源部分11和转光器12，最后将其与光纤连接制备主体部分，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4] (1)激光二极管模组4的制备：

[0035] 激光二极管模组4由圆柱形铜制外壳3，激光二极管1和聚焦镜片2制备而成，利用

数控机床加工激光二极管模组4的圆柱形铜制外壳3，将聚焦镜片2安装于圆柱形铜制外壳3

内部的一侧，将激光二极管1与圆柱形铜制外壳3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0036] (2)电源部分11的制备：

[0037] 利用数控机床加工电源部分11的圆柱形铝制外壳6，再利用冲床按照给定模具在

圆柱形铝制外壳6上冲出若干圆柱形孔洞，用于放置由步骤(1)制备的激光二极管模组4，在

电源用电路板5上按照圆柱形铝制外壳6所冲压出的圆柱形孔洞位置制作单颗激光二极管1

的驱动，形成三并三串或其他组合形式；

[0038] (3)转光器12的制备：

[0039] 转光器12由圆柱形铝制外壳10，2个扩光镜片7和1个转折镜片8制备而成，利用数

控机床加工转光器12的圆柱形铝制外壳10，在圆柱形铝制外壳10内部的一侧依次安装2个

扩光镜片7和1个转折镜片8，2个扩光镜片7之间的距离为3mm，转折镜片8与2个扩光镜片7的

距离分别为5mm和2mm；

[0040] (4)主体部位的制备：

[0041] 首先将由步骤(1)制备的激光二极管模组4安装于由步骤(2)制备的电源部分11的

圆柱形孔洞内，再将安装有激光二极管模组4的电源部分11通过硅胶与光纤主体相连接，从

光纤主体牵引出若干光纤次体13，按照实际需求在光纤次体13上每隔相应距离安装一颗由

步骤(3)制备的转光器12，直至光纤次体13末端，在光纤次体13末端安装光纤帽9，用于阻挡

多余激光损失。

[0042] 优选地，所述激光二极管模组4圆柱形铜制外壳3的长度与直径分别为16.97mm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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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mm。

[0043] 优选地，所述激光二极管模组4聚焦镜片2的直径与焦距分别为7.7mm和16mm。

[0044] 优选地，所述激光二极管模组4的激光二极管1为单波长5mw  405nm蓝紫光，7mw 

650nm近红光与10mw  785nm远红外组合，或者7mw  650nm/785nm双波长激光二极管与5mw 

405nm蓝紫光组合，所述激光二极管1需要根据植物生长需求进行选择。

[0045] 优选地，所述转光器12圆柱形铝质外壳10的长度，内径和外径分别为33 .99mm，

16.06mm和18.03mm。

[0046] 优选地，所述转光器12扩光镜片7的直径为16mm。

[0047] 优选地，所述转光器12转折镜片8的直径为16mm。

[0048] 优选地，所述光纤帽9为帽状，外径为38mm，内径为30mm。

[0049] 优选地，所述光纤主体的内径和外径分别为250mm和260mm，所述光纤次体13的内

径和外径分别为25mm和40mm。

[0050]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发明构思进行了详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

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该

发明构思的前提下，所做的任何显而易见的修改、等同替换或其他改进，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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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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