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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灯包括壳体、驱动电路和由驱动电

路驱动的多个LED晶粒，所述多个LED晶粒包括可

以是采用以下至少一个比率的薄荷色LED晶粒、

超红色LED晶粒和蓝色LED晶粒：15个薄荷色LED

晶粒比5个超红色LED晶粒比4个蓝色LED晶粒，以

及1个薄荷色LED晶粒比1个超红色LED晶粒比1个

蓝色LED晶粒。驱动电路可以操作LED晶粒，使得

由蓝色LED晶粒的相对峰强度在超红色LED晶粒

的峰强度的80％-90％或90％-100％的范围内，

以及薄荷色LED晶粒的相对峰强度在超红色LED

晶粒的峰强度的50％-60％或30％-40％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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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调谐的led灯(100)，包括：

壳体(115)；

驱动电路(117)，设置在所述壳体(115)内和用于与电源电连接；以及

多个LED晶粒，安装在支承装置上，所述支承装置与所述壳体(115)相连，其中所述多个

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所述驱动电路(117)电连接并由所述驱动电路(117)驱动；

其中所述多个LED晶粒包括采用以下比率的薄荷色LED晶粒、超红色LED晶粒和蓝色LED

晶粒：15个薄荷色LED晶粒比5个超红色LED晶粒比4个蓝色LED晶粒；以及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光，所述光控制观察者中的褪黑

激素抑制；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蓝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

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光的峰强度的80％至90％的范围内；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薄荷色LED晶粒发射的光

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30％至40％的范围内；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6202K的色温的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晶粒串联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

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至少90的显色指数的光。

4.一种调谐的led灯(100)，包括：

壳体(115)；

驱动电路(117)，设置在所述壳体(115)内和用于与电源电连接；以及

多个LED晶粒，安装在支承装置上，所述支承装置与所述壳体(115)相连，其中所述多个

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所述驱动电路(117)电连接并由所述驱动电路(117)驱动；

其中所述多个LED晶粒包括采用以下比率的薄荷色LED晶粒、超红色LED晶粒和蓝色LED

晶粒：1个薄荷色LED晶粒比1个超红色LED晶粒比1个蓝色LED晶粒；以及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光，所述光控制观察者中的褪黑

激素抑制；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蓝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

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光的峰强度的80％至90％的范围内；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薄荷色LED晶粒发射的光

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30％至40％的范围内；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6202K的色温的光。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晶粒包括7个薄

荷色LED晶粒、7个超红色LED晶粒和7个蓝色LED晶粒。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薄荷色LED晶粒串联连

接，所述超红色LED晶粒串联连接，以及所述蓝色LED晶粒串联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采

用以下比率来递送功率到所述多个LED晶粒：6.9瓦特到所述薄荷色LED晶粒比3.2瓦特到所

述超红色LED晶粒比2.0瓦特到所述蓝色LED晶粒。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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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至少90的显色指数的光。

9.一种调谐的led灯(100)，包括：

壳体(115)；

驱动电路(117)，设置在所述壳体(115)内和用于与电源电连接；以及

多个LED晶粒，安装在支承装置上，所述支承装置与所述壳体(115)相连，其中所述多个

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所述驱动电路(117)电连接并由所述驱动电路(117)驱动，其中所述

多个LED晶粒包括至少一个蓝色LED晶粒、至少一个超红色LED晶粒和至少一个薄荷色LED晶

粒；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蓝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

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光的峰强度的80％至90％的范围内；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薄荷色LED晶粒发射的光

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30％至40％的范围内；

其中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操作所述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6202K的色温的光。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晶粒包括以下

比率的薄荷色LED晶粒、超红色LED晶粒和蓝色LED晶粒：15个薄荷色LED晶粒比5个超红色

LED晶粒比4个蓝色LED晶粒；以及

其中所述多个LED晶粒串联连接。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晶粒包括以下

比率的薄荷色LED晶粒、超红色LED晶粒和蓝色LED晶粒：1个薄荷色LED晶粒比1个超红色LED

晶粒比1个蓝色LED晶粒；以及

其中所述多个LED晶粒包括串联连接的所述薄荷色LED晶粒、串联连接的所述超红色

LED晶粒和串联连接的所述蓝色LED晶粒。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LED晶粒包括7个

薄荷色LED晶粒、7个超红色LED晶粒和7个蓝色LED晶粒。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调谐的led灯(100)，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117)用于采

用以下比率来递送功率到所述多个LED晶粒：6.9瓦特到所述薄荷色LED晶粒比3.2瓦特到所

述超红色LED晶粒比2.0瓦特到所述蓝色LED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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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产生生物调节的光的三通道调谐的LED灯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申请是2014年1月27日提交的题目为用于产生生物调节的光的可调谐的LED灯

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号为14/165198(律师案号：588.00059)的部分连续案并在35U.S.C.§120

下要求其权益，美国专利申请序号为14/165198进而是2011年12月5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

序号为13/311300(现在是美国专利号8686641)的题目为用于产生生物调节的光的可调谐

的LED灯(律师案号：588.00013)的连续案，其内容通过引用以它们的整体合并于此，除了其

中公开的与本文的公开不一致的以外。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涉及用于提供发射光的照明装置的系统和方法，所述光具有对于观察者的

各种生物效应。

背景技术

[0004] 提供该背景信息以揭示申请人认为可能与本发明相关的信息。不一定意图，也不

应该理解，任何前述信息构成了针对本发明的现有技术。

[0005] 褪黑激素是夜间由松果体分泌的激素。褪黑激素调节睡眠模式，并有助于维持身

体的昼夜节律。抑制褪黑激素导致睡眠障碍，扰乱昼夜节律，并且还可能导致诸如高血压，

心脏病，糖尿病和/或癌症的病症。已经显示蓝光和多色光的蓝光成分抑制褪黑激素的分

泌。此外，褪黑激素抑制已被证明是波长相关的，并且在约420nm和约480nm之间的波长处的

峰值。因此，当使用具有蓝光(420nm-480nm)成分的多色光源时，患有睡眠障碍或昼夜节律

紊乱的个体继续恶化其状况。

[0006] 图1的曲线A示出了褪黑激素抑制的作用光谱。如曲线A所示，在约460nm附近的波

长处经历预测的最大抑制。换句话说，预期具有约420nm和约480nm之间的光谱分量的光源

将导致褪黑激素抑制。图1还示出了传统光源的光谱。例如，曲线B示出了白炽光源的光谱。

曲线B证明，白炽光源会导致低量的褪黑激素抑制，因为白炽光源缺乏主要的蓝色成分。示

出荧光光源的光谱的曲线C显示出主要的蓝色成分。因此，预测荧光光源比白炽光源引起更

多的褪黑激素抑制。示出白色发光二极管(LED)光源的光谱的曲线D显示比荧光或白炽光源

更大量的蓝色成分光。因此，与荧光或白炽光源相比，白光LED光源被预测会导致更多的褪

黑激素抑制。

[0007] 随着一次普遍存在的白炽灯泡被荧光光源(例如，紧凑型荧光灯泡)和白色LED光

源所取代，更多的个体可能开始遭受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紊乱和其他生物系统中断。一个解

决方案可能是简单地滤出光源的所有蓝色成分(420nm-480nm)。然而，这种简单的方法将产

生具有不可接受的显色性质的光源，并且会对用户的明视反应产生负面影响。

发明内容

[0008] 考虑到上述情况，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光源，并且更具体地涉及用于产生生物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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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光的发光二极管(LED)灯。

[0009] 本文提供了调谐的LED灯的示例性实施例，其包括壳体，设置在壳体内并用于与电

源电连接的驱动电路，以及安装在与壳体相连的支承装置上的多个LED晶粒。多个LED晶粒

中的每一个与驱动电路电连接并由驱动电路驱动。多个LED晶粒可以包括薄荷色LED晶粒，

超红色LED晶粒和蓝色LED晶粒，其比率为15个薄荷色LED晶粒比5个超红色LED晶粒比4个蓝

色LED晶粒。此外，多个LED晶粒可以串联连接。

[0010] 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蓝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相对峰强度

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90％至100％的范围内，以及由薄荷色LED晶粒发

射的光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50％至60％的范围内。此外，

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至少6200K的色温的光。此外，驱动电路可

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至少90的显色指数的光。

[001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可以是调谐的LED灯，其包括壳体，设置在壳体内并且用

于与电源电连接的驱动电路，以及安装在与电源相连的支承装置上的多个LED晶粒。多个

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驱动电路电连接并由驱动电路驱动。此外，多个LED晶粒可以包括薄

荷色LED晶粒，超红色LED晶粒和蓝色LED晶粒，其比率为1个薄荷色LED晶粒比1个超红色LED

晶粒比1个蓝色LED晶粒。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蓝色LED晶粒发射

的光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80％至90％的范围内，并且由

薄荷色LED发射的光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30％至40％的

范围内。此外，多个LED晶粒可以包括7个薄荷色LED晶粒，7个超红色LED晶粒和7个蓝色LED

晶粒。此外，多个LED晶粒可以包括串联连接的薄荷色LED晶粒，串联连接的超红色LED晶粒，

和串联连接的蓝色LED晶粒。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驱动电路可以用于采用以下比率将功率递送到多个LED晶粒：

6.9瓦特到薄荷色LED晶粒比3.2瓦特到超红色LED晶粒比2.0瓦特到蓝色LED晶粒。

[001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可以是调谐的LED灯，其包括壳体，设置在壳体内并且用

于与电源电连接的驱动电路，以及安装在与电源相连的支承装置上的多个LED晶粒。多个

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驱动电路电连接并由驱动电路驱动。此外，多个LED晶粒可以包括至

少一个蓝色LED晶粒，至少一个超红色LED晶粒和至少一个薄荷色LED晶粒。此外，驱动电路

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至少一个蓝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至少

一个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90％至100％的范围内，以及由至少一个薄荷色

LED晶粒发射的光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50％至60％的范

围内。在一些实施例中，多个LED晶粒包括15个薄荷色LED晶粒比5个超红色LED晶粒比4个蓝

色LED晶粒的比率。此外，多个LED晶粒可以串联连接。

[0015] 下面描述各种方面和备选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16] 图1示出了与用于多色光的预测褪黑激素抑制作用光谱相比较的传统光源的光

谱。

[0017] 图2是根据本文提出的一个实施例的LED灯的立体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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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3是图2的LED灯的分解视图。

[0019] 图4是图2的LED灯的一部分的分解视图。

[0020] 图5是图2的LED灯的一部分的分解视图。

[0021] 图6是图2的LED灯的一部分的分解视图。

[0022] 图7是图2的LED灯的一部分的分解视图。

[0023]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LED灯的示意过程图。

[0024] 图9示出了本文提出的一个实施例中使用的薄荷色LED晶粒的相对辐射功率曲线。

[0025] 图10A和10B示出了本文提出的一个实施例中使用的薄荷色LED晶粒的色站数据。

[0026] 图11示出了在提出的一个实施例中使用的红色LED晶粒，青色LED晶粒和蓝色LED

晶粒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0027] 图12示出了根据提出的另一实施例的采用预睡眠配置的LED灯的功率谱分布。

[0028] 图13示出了根据提出的一个实施例的采用相移配置的LED灯的功率谱分布。

[0029] 图14示出了根据提出的一个实施例的采用一般照明配置的LED灯的功率谱分布。

[0030] 图15是根据提出的另一个实施例的LED灯的分解视图。

[0031] 图16示出了采用预睡眠配置的LED灯的备选功率谱分布。

[0032] 图17示出了采用相移配置的LED灯的备选功率谱分布。

[0033] 图18示出了采用一般照明配置的LED灯的备选功率谱分布。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褪黑激素是夜间由松果体分泌的激素。褪黑激素调节睡眠模式，有助于维持身体

的昼夜节律。抑制褪黑激素导致睡眠障碍，扰乱昼夜节律，并且还可能导致诸如高血压，心

脏病，糖尿病和/或癌症的病症。已经显示蓝光和多色光的蓝光成分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

此外，褪黑激素抑制已被证明是波长相关的，并且在约420nm和约480nm之间的波长处的峰

值。因此，当使用具有蓝光(420nm-480nm)成分的多色光源时，患有睡眠障碍或昼夜节律紊

乱的个体继续恶化其状况。

[0035] 图1的曲线A示出褪黑激素抑制的作用光谱。如曲线A所示，在约460nm附近的波长

处经历预测的最大抑制。换句话说，预期具有约420nm和约480nm之间的光谱分量的光源将

导致褪黑激素抑制。图1还示出了传统光源的光谱。例如，曲线B示出了白炽光源的光谱。曲

线B证明，白炽光源会导致低量的褪黑激素抑制，因为白炽光源缺乏主要的蓝色成分。示出

荧光光源的光谱的曲线C显示出主要的蓝色成分。因此，预测荧光光源比白炽光源引起更多

的褪黑激素抑制。示出白色发光二极管(LED)光源的光谱的曲线D显示比荧光或白炽光源更

大量的蓝色成分光。因此，与荧光或白炽光源相比，白光LED光源被预测会导致更多的褪黑

激素抑制。

[0036] 由于一次普遍存在的白炽灯泡被荧光光源(例如，紧凑型荧光灯泡)和白色LED光

源所代替，更多的个体可能开始患有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紊乱和其他生物系统中断。一个解

决方案可能是简单地滤出光源的所有蓝色成分(420nm-480nm)。然而，这种简单的方法将产

生具有不可接受的显色性质的光源，并且会对用户的明视反应产生负面影响。

[0037] 另一方面，因为通常暴露于光，特别是蓝光，可以通过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来降低

嗜睡水平，因此可以采用暴露于光在需要时保持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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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另外，暴露于增强的蓝光强度可以帮助重置或转移个体的昼夜节律的阶段。因此，

当需要重置个体的内部身体时钟时，相移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有用。示例包括：避免在大陆旅

行之后发生冲突，或保持从事夜班工作的班轮工人的警觉性。虽然可以通过简单的滤波来

实现改变光源的蓝色光谱成分的强度，但是这种滤波导致非最佳照明环境。

[0039] 因此，本文提出具有商业上可接受的显色性质的LED灯，其可被调谐以产生变化的

光输出。在一个实施例中，光输出产生最小的褪黑激素抑制，因此对自然睡眠模式和其他生

物系统具有最小的影响。LED灯还可以被调谐以产生适合于给定情况的不同水平的蓝光，同

时在每种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光质量和高CRI。LED灯也可以用于“自调谐”以生成适当的光输

出光谱，这取决于诸如灯的位置，使用，周围环境等的因素。

[0040] 提出的LED灯可实现的光输出状态/配置包括：预睡眠配置，相移配置和一般照明

配置。在预睡眠配置中，为了提供足够的工作环境，灯生成减少的蓝光水平，同时显著减轻

褪黑激素的抑制。由采用预睡眠配置的灯产生的光的光谱提供适于准备睡眠的环境，同时

仍保持光质量。在相移配置中，灯生成增加的蓝光水平，从而大大减少褪黑激素产生。由采

用相移配置的灯产生的光的光谱提供使个体的昼夜节律或内部身体时钟的阶段改变的环

境。在一般照明配置中，灯生成与典型光谱(例如，日光)一致的正常水平蓝光。然而，在所有

州中，灯保持高视觉质量和CRI，以提供充分的工作环境。

[0041] 在一个实施例中，通过采用不同颜色的LED晶粒的特定组合并且以各种电流驱动

LED晶粒以实现期望的光输出来提供调谐或调节光输出的能力。在一个实施例中，LED灯采

用红色LED晶粒，蓝色LED晶粒，青色LED晶粒和薄荷色LED晶粒的组合，使得晶粒的组合产生

期望的光输出，同时保持高质量的光和高CRI。

[0042] 附图的以下详细描述参考附图，其示出用于产生生物调节赛维光输出的可调谐的

LED灯的示例性实施例。其他的实施例是可能的。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

可以对本文所述的实施例进行修改。因此，下面的详细描述并不意味着限制。

[0043] 图2是根据本文提出的一个实施例的LED灯(或灯泡)100的立体视图。通常，LED灯

100被适当地设计成产生生物调节的光，同时仍保持商业上可接受的色温和商业上可接受

的显色性质。

[0044] 术语“生物调节的光”旨在表示“已被修改以管理对用户的生物效应的光”。术语

“生物效应”旨在表示“光源对自然发生的功能或过程的任何影响或改变”。例如，生物效应

可以包括激素分泌或抑制(例如褪黑激素抑制)，细胞功能的改变，自然过程的刺激或破坏，

细胞突变或操作等。

[0045] 如图2所示，LED灯100包括基座110，散热装置120和光学装置130。如下所述，LED灯

100还包括一个或多个LED芯片和专用电路

[0046] 基座110优选为爱迪生型螺接-m壳。基座110优选地由诸如铝的导电材料形成。在

备选实施例中，基座110可以由诸如银，铜，金，导电合金等的其他导电材料形成。内部电引

线(未示出)附接到基座110以用作标准灯插座(未示出)的接触。另外，基座110可以适合于

本领域已知的任何类型的灯座，包括但不限于卡口，双柱，双针和楔形基座。

[0047] 如本领域已知的，LED芯片的耐久性通常受温度影响。因此，散热装置120和与其等

同的结构充当用于从LED灯100内的一个或多个LED芯片进行热耗散的装置。如图2所示，散

热装置120包括翅片以增加散热装置的表面积。备选地，散热装置120可以由任何配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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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形状形成，其中一般意图是从LED灯100内的LED芯片进行热汲取。散热装置120优选地由

导热材料形成，例如铝，铜，钢等。

[0048] 提供光学装置130以围绕LED灯100内的LED芯片。如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围绕”或

“正围绕”旨在部分地或完全地包围。换句话说，光学装置130通过部分地或完全地覆盖一个

或多个LED芯片来围绕LED芯片，使得由一个或多个LED芯片产生的光通过光学装置130传

送。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光学装置130呈球形。然而，光学装置130可以由备选形式，形状或尺

寸形成。在一个实施例中，光学装置130通过引入扩散技术用作光学漫射元件，例如美国专

利号7,319,293(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中所描述。在这样的实施例中，光学装置

130和与其等同的结构充当用于消除来自LED芯片的光的装置。在备选实施例中，光学装置

130可以由光漫射塑料形成，可以包括光漫射涂层，或者可以具有附着或嵌入其中的漫射颗

粒。

[0049] 在一个实施例中，光学装置130包括施加到其上的滤色器。滤色器可以在光学装置

130的内部或外部表面上。滤色器用于修改来自一个或多个LED芯片的光输出。在一个实施

例中，滤色器是ROSCOLUX#4530CALCOLOR  30YELLOW。在备选实施例中，滤色器可以用于具有

约75％的总透射率，约50微米的厚度，和/或可以由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基底上的深

染聚酯膜形成。

[0050] 在又一个实施例中，滤色器可以用于根据下表在一个或多个波长处具有在+/-

10％内的透射百分比：

[0051]

[0052] 图3是LED灯100的分解视图，示出了灯的内部部件。图4-7是LED灯100的部分的分

解视图。图3-7还用于说明如何组装LED灯100。如图所示，除了上述部件之外，LED灯100还至

少包括壳体115，印刷电路板(PCB)117，一个或多个LED芯片200，保持装置125，弹簧线连接

器127和螺钉129。

[0053] 如参照图8更详细地描述的，PCB  117包括专用电路，例如电源450，驱动器电路440

和输出选择控制器445。PCB  17上的电路及其等同物充当用于驱动LED芯片200(或单独LED

晶粒)以产生生物调节的光输出的装置。

[0054] 如本文所使用的，术语“LED芯片(多个)”旨在广泛地包括可以或可以不被处理(例

如，具有施加的荧光体)的具有或不具有封装和反射器的LED晶粒(多个)。然而，在所示的实

施例中，每个LED芯片200包括多个LED晶粒。在一个实施例中，LED芯片200包含包括多个LED

晶粒的LED封装件，具有至少两种不同的颜色，其以变化的电流驱动以产生期望的光输出和

光谱功率密度。优选地，每个LED芯片200包括两个红色LED晶粒，三个青色LED晶粒，四个薄

荷色LED晶粒和三个蓝色LED晶粒。图9示出了本文提出的一个实施例中使用的薄荷色LED晶

粒的相对辐射功率曲线。图10A和10B示出了在本文给出的一个实施例中使用的薄荷色LED

晶粒的色站数据。图11示出了在给出的一个实施例中使用的红色(或备选地，红橙色)LED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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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青色LED晶粒和(两个备选)蓝色LED晶粒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其中备选等同的LED晶粒

也在本发明的范围内)。通过这种独特的晶粒组合，以及与用于驱动LED芯片的装置一起，可

以获得上述生物有效状态/配置(例如，预睡眠，相移和/或一般照明)中的每一个具有良好

的显色性质。

[0055]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调谐的LED灯采用预睡眠配置来操作，使得由晶粒发射的辐射

功率采用以下比率：由薄荷色LED晶粒生成的约1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红橙色LED晶粒生成

的约0.5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青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1瓦特的辐射功率。在该实施例中，可

调谐的LED灯采用一般照明配置来操作，使得由晶粒发射的辐射功率采用以下比率：由薄荷

色LED晶粒生成的约1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红橙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3瓦特的辐射功率比

由青色LED晶粒生成约0.4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蓝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2瓦特的辐射功率。

在该实施例中，可调谐的LED灯采用相移配置来操作，使得由晶粒发射的辐射功率采用以下

比率：由薄荷色LED晶粒生成的约1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红橙LED晶粒生成的约0.1瓦特的辐

射功率比由青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2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蓝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4瓦特

的辐射功率。

[0056]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可调谐的LED灯采用预睡眠配置来操作，使得由晶粒发射的辐

射功率采用以下比率：由薄荷色LED晶粒生成的约1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红橙色LED晶粒生

成的约0.8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青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3瓦特的辐射功率。在该实施例中，

可调谐的LED灯采用一般照明配置来操作，使得由晶粒发射的辐射功率采用以下比率：由薄

荷色LED晶粒生成的约1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红橙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2瓦特的辐射功率

比由蓝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2瓦特的辐射功率。在该实施例中，可调谐的LED灯采用相移配

置来操作，使得由晶粒发射的辐射功率采用以下比率：由薄荷色LED晶粒生成的约1瓦特的

辐射功率比由红橙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1瓦特的辐射功率比由蓝色LED晶粒生成的约0.5

瓦特的辐射功率。

[0057] 例如，为了实现预睡眠配置，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

380nm和约485nm之间的可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小于在约485nm以上的可

见光谱输出中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0％。在一个实施例中，驱动器电路440驱动

多个LED晶粒，使得约150mA的电流被递送到四个薄荷色LED晶粒；约360mA的电流被递送到

两个红色LED晶粒；并且约40mA的电流被递送到三个青色LED晶粒。在另一实施例中，其中使

用如上所述的滤色器，通过配置驱动器电路440将大约510MA的电流递送到4个薄荷色LED晶

粒来实现预睡眠配置。

[0058] 为了实现相移配置，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455nm和

约485nm之间的可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大于在约485nm以上的可见光谱

输出中的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25％(或大于约150％；或大于约200％)。相移配

置中的显色指数可以大于80。在一个实施例中，驱动器电路440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

51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18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约40mA的电

流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以及约10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

[0059] 为了实现一般照明配置，驱动器电路440可用于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380nm

和约485nm之间的可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介于在约485nm以上的可见光

谱输出中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00％至约20％之间。一般照明配置中的显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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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可以大于85。在一个实施例中，驱动器电路440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450mA的电流被

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23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约110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

色LED晶粒；以及约6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

[0060] 在一个实施例中，驱动器电路440用于以大于200Hz的频率的纹波电流来驱动LED

芯片200。选择频率高于200Hz的纹波电流可以避免在低于200Hz的频率下由纹波电流引起

的生物效应。例如，研究表明，一些个体对200Hz以下的轻微光闪烁敏感，以及在某些情况

下，会出现恶化的头痛，癫痫发作等。

[0061] 如图4所示，基座110被胶合或压接到壳体115上。PCB  17安装在壳体115内。绝缘

和/或灌封化合物(未示出)可用于将PCB  17固定在壳体115内。PCB117上的电引线与基座

110相连以形成LED灯100的电输入引线。

[0062] 在一些实施例中，基座110可以适于基于从基座10可以附接到的灯座接收电信号

来促进LED灯的操作。例如，如本领域已知的那样，基座10可以适于从三路灯的插座接收电

信号。此外，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类似地适于以这样的方式接收来自基座110的电信号，以便

使用来自三路灯的电信号作为要发射的哪个发射配置的指示。三路灯的操作模式在本领域

中是已知的。基座110和驱动器电路440可以适于在从三路灯的插座接收到第一电信号时引

起相移配置的发射，在从三路灯接收到第二电信号时引起一般照明配置的发射，并且在从

三路灯接收到第三电信号时引起预睡眠配置的发射。

[0063] 更具体地，如本领域已知的那样，基座110可以包括第一端(未示出)和第二端(未

示出)，第一端用于与三路装置的低瓦数触点电连接，并且第二端用于与三路装置的中瓦数

触点电连接。驱动器电路440可以定位成与基座110的第一和第二端中的每个电通信。当基

座110在第一端处而不在第二端处接收到电信号时，驱动器电路440可以对此进行检测并可

以根据相移配置，一般照明配置和预睡眠配置中的一个来引起光的发射。当基座110在第二

端处而不在第一端处接收到电信号时，驱动器电路440可以对此进行检测并且可以根据相

移配置，一般照明配置和预睡眠配置中的一个(但与在第一端处而不在第二端处检测到电

信号时的配置不同)来引起光的发射。最后，基座110在第一端和第二端处都接收到电信号，

驱动器电路440可以对此进行检测并且可以根据相移配置，一般照明配置和预睡眠配置中

的一个(但与仅在基部110的第一或第二端处之一检测到电信号时所进行发射的配置不同)

来引起光的发射。

[0064] 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基于由基座110接收并由驱动器

电路440检测的电信号的波形来引起根据如上所述的任何配置的光的发射。例如，在一些实

施例中，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引起响应于TRIAC信号的光的发射。TRIAC信号是操纵对波

形进行选择性地“斩波”的AC信号的波形的方法，使得只有角度范围内的波形的某些周期被

传送到电装置，并且用于照明。

[0065] 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响应于TRIAC信号的变化范围，根据光的各种配置之一引

起光的发射。TRIAC信号的范围可以被认为是连续的，未改变的AC信号的一部分。第一TRIAG

信号范围可以是AC信号的大于约0％至约33％的范围。该范围可以对应于AC信号的单个周

期的总角度测量的百分比。因此，在AC信号的单个周期大约为2π弧度的情况下，第一范围可

以大于大约0到大约0.67π弧度。可以设想，TRIAC信号的角度测量仅是限定TRIAC信号的特

性范围的一种方法。其他特性包括但不限于相位角，电压，RMS电压和电信号的任何其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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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驱动器电路440可以包括确定接收信号的相位角，电压和RMS电压中任何一个所需

的电路。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检测TRIAC信号并确定其落在该范围内，并且还可以用于

根据相移配置，一般照明配置和预睡眠配置之一来引起光的发射。第二TRIAC信号范围可以

是AC信号的约33％至约67％，其可对应于从约0.67π至约1.33π弧度的范围。驱动器电路440

可以用于检测TRIAC信号并确定其落在该范围内，并且还可以用于根据相移配置，一般照明

配置和预睡眠配置之一(但不是当驱动器电路确定TRIAC信号在第一TRIAC信号范围内时发

射的配置)引起光的发射。第三TRIAC信号范围可以是AC信号的约67％至约100％，其可以对

应于约1.33π至约2π弧度的范围。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检测TRIAC信号并确定其落在该

范围内，并且还可以用于根据相移配置，一般照明配置和预睡眠配置之一(但不是驱动电路

确定TRIAC信号在第一TRIAC信号范围或第二TRIAC信号范围内时发射的配置)引起光的发

射。

[0066] 在另一实施例中，第一TRIAC信号范围可以是AC信号的约0％至约25％，对应于在

约0至约0.5π弧度的范围内。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检测TRIAC信号并确定其是否落在该

范围内，并且还可以用于不发射光。第二TRIAC信号范围可以是AC信号的约25％至约50％，

对应于在约0.5π至约1.0π弧度的范围内。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检测TRIAC信号并确定其

是否落在该范围内，并且还可以用于根据相移配置，一般照明配置和预睡眠配置之一引起

光的发射。第三TRIAC信号范围可以是AC信号的约50％至约75％，对应于在约1.0π至约1.5π

弧度的范围内。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于检测TRIAC信号并确定其是否落在该范围内，并且

还可以用于根据相移配置，一般照明配置和预睡眠配置之一(但不是当驱动器电路确定

TRIAC信号在第二TRIAC信号范围内时发射的配置)引起光的发射。第四TRIAC信号范围可以

是AC信号的约75％至约100％，对应于从约1.5π至约2.0弧度的范围。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用

于检测TRIAC信号并确定其是否落在该范围内，并且还可以用于根据相移配置，一般照明配

置和预睡眠配置之一(而不是当驱动器电路确定TRIAC信号在第二或第三TRIAC信号范围内

时发射的配置)引起光的发射。

[0067] 为了能够响应诸如无线信号或TRIAC信号的电信号的LED灯100的操作，可能需要

配置LED灯100的电源以提供电信号以便控制LED灯100的操作。因此，在一些实施例中，当

LED灯100与由壁式开关控制的照明装置电连接时，或者当LED灯100直接电连接到壁式开关

时，本发明还可以包括改装的壁挂式开关(未示出)。在这样的实施例中，改装的壁挂式开关

可以基本上像本文所述的输出选择装置和用户输入装置一样操作。如现有技术中已知的那

样，改装的壁挂式开关可用于替换用于控制灯具的标准墙壁开关。改进的壁挂式开关可以

用于生成或操纵信号以便控制LED灯100的操作。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改装的壁挂式开关

可以用于生成由LED灯100接收的无线信号，其可导致如上所述的LED灯100的操作。而且，在

一些实施例中，改装的壁挂式开关可以用于操纵电源，改装的壁挂式开关与该电源电连接，

以生成TRIAC信号，LED灯100可以响应地作为如上所述。在这样的实施例中，改装的壁挂式

开关可以在电源和LED灯100之间电定位。

[0068] 在一些实施例中，基座110可以用于限定为中间基座的LED灯100的可移除地附接

的构件。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中间基座还可以另外包括在基座110中。中间基座110可以包

括便于将中间基座110附接到LED灯100的一部分的结构元件和特征。例如，中间基座110可

以适于与壳体115的特征或结构配合，以便将中间基座110可移除地附接到其上。例如，当中

说　明　书 8/17 页

11

CN 106999723 B

12



间基座110具有适于符合用于这种基座的标准螺纹的螺纹的爱迪生型基座时，壳体115可以

包括用于与中间基座110的螺纹接合的螺纹部分(未示出)以便与中间基座110可移除附接。

另外，中间基座110和LED灯100中的每一个可以包括电触点，以便当附接中间基座110时将

LED灯100与中间基座110电连接。这种电触点的尺寸，位置和配置可以根据LED灯100和中间

基座110之间的附接方法而变化。

[0069] 另外，中间基座110可以包括促进LED芯片200在各种配置(即，预睡眠配置前，相移

配置和一般照明配置)之间转换的元件。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中间基座110可以包括适于

从用户接收输入的用户输入装置(未示出)。来自用户的输入可以使中间基座110与驱动器

电路440和LED灯100的电源电路中的至少一个交互，以使得LED芯片200根据本文所述的任

何配置发射光。

[0070]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输入可以使LED灯100从当前发射配置转变到所选择的发射

配置，或停止发光。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输入可以使LED灯100根据限定的进程从一个发射

配置进入另一个发射配置。这种进程的示例可以是从不发光的初始状态到发射相移配置，

到发射一般照明配置，到发射预睡眠配置，到停止照明。这样的进程仅是示例性的，并且各

种发射配置的任何组合和置换被考虑并且包括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基座110可以包括从用

户接收输入和与LED灯100的各种元件电通信以实现这种功能所需的电路。

[0071]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输入装置可以是当基座110附接到LED灯100时以及当LED灯

100安装在照明装置中时由用户物理访问的装置。例如，用户输入装置可以是可操作地连接

到由基座110包括的电路的灯转动旋钮，以影响上述的转换。灯转动旋钮仅是示范性实施例

并且可以考虑并包括在本发明的范围内的任何能够基于用户的电和/或机械操纵或操作从

用户接收输入的任何其他结构或装置。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输入装置可以是包括用于从

用户接收无线信号作为输入的无线通信装置的电子通信装置。这样的用户输入装置可以适

于以红外信号，可见光通信(VLC)信号，诸如Wi-Fi，蓝牙，Zigbee，蜂窝数据信号，近场通信

(NFC)信号等无线电信号的形式以及本领域已知的任何其他无线通信标准或方法来接收用

户输入。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输入装置可以适于经由有线连接(包括但不限于以太

网，通用串行总线(USB)等)从用户接收电子信号。此外，在用户输入装置适于建立以太网连

接的情况下，用户输入装置可以适于从符合以太网供电(PoE)标准的以太网连接接收电力。

在这样的实施例中，由用户输入装置接收的功率可以为LED灯100提供电力，从而实现其操

作。

[0072]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想到，如本文所述的任何照明装置可以与照明器具一体地

形成，其中LED灯100不可移除地附接到照明器具。更具体地，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排除包

括以允许照明装置对单独生产的照明器具的可附接性的本文所述的照明装置的那些方面，

并且针对根据可以包括如本文所述的各种照明配置的发光功能的那些方面。例如，在本实

施例中，可以排除基座110，并且驱动器电路440可以直接与外部电源或其上的电导体电连

接。此外，光学装置130，散热装置120，LED芯片200以及LED灯100的所有其他元件的几何配

置可以适于促进一体形成的照明器具的期望配置。

[0073] 如图5所示，散热装置120围绕壳体115设置。如图6所示，两个LED芯片200安装在支

承表面上(或直接安装到散热装置120)，并由保持装置125保持在适当位置。虽然示出了两

个LED芯片200，但备选实施例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LED芯片(即，一个或更多)或任何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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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安装的LED晶粒。螺钉129用于将保持装置125固定到散热装置120。螺钉129可以是本领

域已知的任何螺钉。弹簧线连接器127用于将LED芯片200连接到PCB  177上的驱动器电路

440。在备选实施例中，LED芯片200(有或没有封装)可以直接附接到散热装置120而不使用

保持装置125，螺钉129或连接器127。然后，如图7所示，光学装置130然后安装在散热装置

120上并附接到散热装置120。

[0074]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LED灯的示意过程图。图8还用于描绘安装在PCB  17上的功能

部件，或以其他方式与LED灯100相关联。在实践中，电源450用于向驱动器电路440提供电

力。电源450可以例如将AC电力转换成DC电力，以用于驱动LED晶粒。驱动器电路440从电源

450接收电力输入，并从输出选择控制器445接收方向输入。进而，驱动器电路440提供适当

的电流供应，以根据期望的频谱输出来驱动LED晶粒。因此，控制器445用于控制LED  200的

驱动，并且可以基于以下因素来控制光输出：诸如一天时间，环境光，实时输入，温度，光学

输出，灯的位置等。

[0075] 操作期间的温度变化可导致各个晶粒的光谱偏移。在实施例中，包括光传感器860

以监视LED  200的光输出，以确保一致性和均匀性。监视LED  200的输出允许每个晶粒的实

时反馈和控制以维持期望的输出光谱。光传感器860也可用于识别环境光条件。因此光传感

器860向控制器445提供输入。

[0076] 在另一实施例中，热传感器855用于测量LED晶粒和/或支承LED晶粒的板的温度。

由于晶粒的光输出是已知的温度函数，所以测量的温度可用于确定每个晶粒的光输出。热

传感器855也可用于测量环境温度条件。因此，热传感器855向控制器445提供另一输入。

[0077]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GPS芯片870和/或时钟875被包括并且与控制器445对接。由于

灯被运送到世界各地到其最终位置，所以确定预期/实际环境光，每日光循环和季节性光循

环变化的能力在可以生成光刺激或改变昼夜节律的任何灯中是重要的。GPS芯片870和/或

时钟875向控制器445提供输入，使得控制器445可以考虑一天时间，季节性和其他因素来相

应地控制灯输出。例如，通过基于位置知道一天时间，可以在一天的稍后几个小时期间生成

灯的预睡眠的光谱。

[0078]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提供用户界面865以允许用户选择所需的配置。用户界面865

可以采用旋钮，开关，数字输入或等同装置的形式。因此，用户界面865向控制器445提供另

外的输入。

[0079] 在一个实施例中，预睡眠配置光谱包括在强度上减少(例如，切口/陷波)的光谱的

一部分。该波谷定中心在约470nm(或者备选约470-480nm之间，约460-480nm之间，约470-

490nm之间，或约460-490nm之间)。这种波长范围可能是抑制褪黑激素的最重要的贡献者，

也是最有效的。因此，在预睡眠阶段期间将这种波长带中的暴露最小化将是有效的。在一个

实施例中，使用具有特定输出光谱的磷光体涂覆的薄荷色LED获得预睡眠光谱的切口，以在

预睡眠光谱内完成切口。薄荷色LED本身可以包括在470-480nm(或460-490nm范围)中具有

最小值的切口/波谷，并且可以通过这些波长范围中的最大强度作为薄荷色LED峰强度的分

数百分比来表征(例如，470-480发射的最大值小于峰强度的约2.5％；在约460-490nm之间

的最大值小于峰强度的约5％)。

[0080] 再次参考图9，示出了在提出的一个实施例中使用的薄荷色LED晶粒的相对辐射功

率曲线。如本文所使用的，术语“薄荷色LED”或“薄荷色LED晶粒”或“薄荷晶粒”应被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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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任何LED源，LED芯片，LED晶粒(在晶粒上具有或不具有光转换材料)或配置或能够产生

图9所示的相对辐射功率曲线的任何等同光源，或与其等同的相对辐射功率曲线。所示相对

辐射功率曲线特别感兴趣的是在约460-490nm之间，以及更具体地在约470-480nm之间的光

谱“陷波”。所述光谱陷波提供相对于峰强度的相对强度，其允许LED晶粒(或等同光源)的组

合以实现其期望的结果(即期望的输出配置)。在一个实施例中，薄荷色LED在约460-490nm

之间的最大强度小于峰强度的约5％。在备选实施例中，薄荷色LED在约460-490nm之间的最

大强度小于峰强度的约7.5％，或约10％，或约15％，或约20％。此外，在一个实施例中，薄荷

色LED在约170-480nm之间的最大强度小于峰强度的约2.5％。在备选实施例中，薄荷色LED

在约470-480nm之间的最大强度小于峰强度的约3.5％，5％，10％或20％。

[0081] 图12，13和14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分别对应于LED灯的预睡眠配置，

相移配置和一般照明配置的功率谱分布。本实施例中的LED灯相应地包括具有3：3：2：1的青

色晶粒，薄荷色晶粒，红色晶粒和皇家蓝色晶粒的LED板。根据每种配置的灯的光谱输出通

过如下所述从多个晶粒产生辐射通量来调节。

[0082] 图12示出了根据提出的另一实施例的采用预睡眠模式的LED灯的功率谱分布。图

13所示的预睡眠配置以3：3：2：1比率的LED晶粒阵列来产生，驱动如下：(1)三个青色LED驱

动为7.65V，66mA，0.16679辐射通量；(2)三个薄荷色LED驱动并联驱动为11.13V，951mA，

1.8774辐射通量；(3)两个红橙色LED驱动为4.375V，998mA，0.96199辐射通量；和(4)一个皇

家蓝色LED驱动为2.582V，30mA，0.0038584辐射通量。总光通量为1.024e+003  1m。总辐射通

量为3.023ge+000W。主波长为580.3nm。一般CRI为87.30。色温为2871K。1931坐标(2°)为x：

0.4649，y：0.4429。每个辐射瓦特的发光功率为每个辐射瓦特338流明。

[0083] 图13示出了根据提出的一个实施例的采用相移配置的LED灯的功率谱分布。图14

所示的相移配置14以3：3：2：1比率的LED晶粒阵列产生，驱动如下：(1)以8.19V，235mA，

0.47233辐射通量驱动的三个青色LED；(2)以11.14V，950mA，1.9047辐射通量并联驱动的三

个薄荷色LED；(3)以3 .745V，147mA，0 .1845辐射通量驱动的两个红橙色LED；和(4)以

2.802V，525mA，0.69093辐射通量驱动的一个皇家蓝色LED。总光通量为9.87ge+002  1m。总

辐射通量为3.2138e+000W。主波长为495.6nm。峰波长为449.7nm。一般CRI为87.42。色温为

6599K。1931坐标(2°)为x：0.3092，y：0.3406。每个辐射瓦特的发光功率为每个辐射瓦特307

流明。

[0084] 在备选实施例中，在相移配置中，455nm至485nm范围内的蓝色成分的强度水平优

选地大于高于485nm的可见光谱中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25％。在备选实施例

中，455nm到485nm范围内的蓝色成分可以优选大于约150％；或约175％；或约200％；或约

250％；或约300％的高于485nm的可见光谱中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率。显色指数优选大

于80。通过改变一个或多个晶粒的辐射通量，例如通过改变由晶粒汲取的电流，蓝色成分相

对于大于485nm的其他光谱峰的强度可以调整到所需的水平。

[0085] 图14示出了根据提出的一个实施例的采用一般照明配置的LED灯的功率谱分布。

图15所示的一般照明配置以3：3：2：1比率的LED晶粒阵列产生，驱动如下：(1)以8.22V，

211mA，0.44507辐射通量驱动的三个青色LED；(2)以10.06V，499mA，1.1499辐射通量并联驱

动的三个薄荷色LED；(3)以3.902V，254mA，0.34343辐射通量驱动的两个红橙色LED；和(4)

以2.712V，190mA，0.27280辐射通量驱动的一个蓝色LED。总光通量为7.192e+002  1m。总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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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通量为2.2248e+000W。主波长为566.2nm。峰波长为625.9nm。一般CRI为93.67。色温为

4897K。1931坐标(2°)为x：0.3516，y：0.3874。每个辐射瓦特的发光功率为每个辐射瓦特323

流明。

[0086] 在备选实施例中，在一般照明配置中，380nm至485nm范围内的蓝色成分的强度水

平优选在高于485nm的可见光谱中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00％。在备选实施例

中，380nm至485nm范围内的蓝色成分的强度水平优选小于约100％；或小于约90％；或小于

约80％；或者在约20％至约100％之间的高于485nm的可见光谱中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

率。显色指数优选大于85。

[0087] 图15是根据提出的另一实施例的LED灯的分解视图。图15示出可应用本发明的另

外的形状因子。例如，图15示出了具有LED  1610阵列的灯1600。如上所述，LED  1610可以采

用3：3：2：1的比率设置青色：薄荷色：红橙色：蓝色。

[0088]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上所述，LED  1610可以采用3：3：2：3的比率设置青色：薄荷

色：红橙色：蓝色。LED安装在可用作散热装置的支撑框1620上。LED电路1630用于以适当的

驱动电流来驱动LED1610，以实现两个或更多输出配置(例如，预睡眠配置，相移配置和一般

照明配置)。提供输出选择控制器1640(和关联的旋钮)以允许终端用户选择期望的输出配

置。在LED  1610的前面设置光学装置1650，以提供扩散效果。形状因子可以通过用诸如螺钉

和/或螺母和螺栓的装置来固定部件而实现，如图所示。

[0089] 另外的实施例

[0090] 图16，17和18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分别对应于LED灯的预睡眠配置，

相移配置和一般照明配置的功率谱分布。本实施例中的LED灯相应地包括具有3：3：2：3比率

的青色晶粒，薄荷色晶粒，红色晶粒和蓝色晶粒的的LED板。根据每种配置的灯的光谱输出

通过如下所述从多个晶粒生成辐射通量来调节。

[0091] 图16示出了根据提出的另一实施例的采用预睡眠配置的LED灯的功率谱分布。图

13所示的预睡眠配置以3：3：2：3比率的LED晶粒阵列来产生，驱动如下：(1)以7.83V，91mA驱

动的三个青色LED，以生成0.2048辐射瓦特；(2)以9.42V，288mA，0.6345辐射瓦特并联驱动

的三个薄荷色LED；(3)以4.077V，490mA，0.5434辐射瓦特驱动的两个红橙色LED。主波长为

581.4nm。一般CRI为71。色温为2719K。每个辐射瓦特的发光功率为每个辐射瓦特331流明。

效能为91流明/瓦特。

[0092] 图17示出了根据提出的另一实施例的采用相移配置的LED灯的功率谱分布。图18

所示的相移配置以3：3：2：3比率的LED晶粒阵列产生，驱动如下：(1)以11.27V，988mA，1.679

辐射瓦特并联驱动的三个薄荷色LED；(2)以3.78V，180mA，1.971辐射驱动的两个红橙色

LED，和(3)以9.07V，296mA，0.8719辐射瓦特驱动的三个蓝色LED。主波长为476.9nm。一般

CRI为88。色温为6235K。每个辐射瓦特的发光功率为每个辐射瓦特298流明。功效为63流明/

瓦特。

[0093] 图18示出了根据提出的另一实施例的采用一般照明配置的LED灯的功率谱分布。

图19所示的一般照明配置19以3：3：2：3比率的LED晶粒阵列产生，驱动如下：(1)以8.16V，

218mA驱动的三个青色LED，以生成0.4332辐射瓦特；(2)以11.23V，972mA，1.869辐射瓦特并

联驱动的三个薄荷色LED；(3)以3.89V，295mA，0.3520辐射瓦特驱动的两个红色LED。主波长

为565.6nm。一般CRI为90。色温为4828K。每个辐射瓦特的发光功率为每个辐射瓦特335流

说　明　书 12/17 页

15

CN 106999723 B

16



明。功效为68流明/瓦特。

[0094] 在另一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可调谐的LED灯，用于产生具有高于70的显色指数的

生物调节的光输出。该LED灯包括：基座；附接到基座的壳体；功率电路，设置在所述壳体内

并且具有附接到所述基座的电引线；驱动器电路，设置在所述壳体内并与所述功率电路电

连接；以及设置在壳体周围的散热装置。LED灯还包括：多个LED晶粒，安装在与壳体相连的

支承装置上，其中多个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驱动器电路电连接并由驱动器电路驱动。多个

LED晶粒包括两个红色LED晶粒，三个青色LED晶粒，四个薄荷色LED晶粒和三个蓝色LED晶

粒。LED灯还包括：输出选择控制器，与驱动器电路电连接以对驱动器电路进行编程，以驱动

采用多个光输出配置之一的LED晶粒。多个光输出配置包括预睡眠配置，相移配置和一般照

明配置。

[0095] 输出选择控制器可以包括允许用户选择光输出配置的用户输入界面。LED灯还包

括与输出选择控制器电连接的输入传感器，以提供用于选择光输出配置的输入变量。输入

传感器可以是热传感器，光传感器和/或GPS芯片。输入变量可以选自环境温度，支承温度，

LED晶粒温度，壳体温度，由灯产生的光输出，环境光，每日光循环，灯的位置，预期环境光，

季节性光循环变化，一天时间，及其任何组合和/或等同物。

[0096] 在预睡眠配置中，驱动器电路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380nm和约485nm之间的

可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小于约485nm以上的可见光谱输出中的任何其他

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0％。例如，驱动器电路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150mA的电流

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36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并且约40mA的电流被递送

到青色LED晶粒。

[0097] 在相移配置中，驱动器电路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455nm和约485nm之间的可

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大于约485nm以上的可见光谱输出中的任何其他峰

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25％。相移配置中的显色指数可以大于80。例如，驱动器电路可以驱

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51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180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

色LED晶粒；约40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并且约10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

粒。

[0098] 在一般照明配置中，驱动器电路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380nm至约485nm之间

的可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在约485nm以上的可见光谱输出中的任何其他

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约380nm至约85nm之间的约100％至约20％。一般照明配置中的显色指数

可以大于85.例如，驱动电路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45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

LED晶粒；约23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约110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并

且约6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

[0099]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LED灯，包括壳体；驱动器电路，设置在所述壳体内

并且用于与电源电连接；以及安装在与所述壳体相连的支承装置上的多个LED晶粒，其中所

述多个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所述驱动器电路电连接并由所述驱动器电路驱动。LED灯还包

括与驱动器电路电连接的输出选择控制器以编程驱动器电路，以驱动采用多个光输出配置

之一的LED晶粒。输出选择控制器还可以包括允许用户选择光输出配置的用户输入界面。

[0100] 多个光输出配置包括预睡眠配置和一般照明配置。多个光输出配置还可以包括相

移配置。多个LED晶粒可以包括红色LED晶粒，青色LED晶粒，薄荷色LED晶粒和蓝色LED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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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LED晶粒比青色LED晶粒比蓝色LED晶粒的比率分别为2：3：4：3。LED灯可以是可调谐的，

以产生具有显色指数高于70的生物调节的光输出。

[0101] LED灯还可以包括与输出选择控制器电连接的输入传感器，以提供用于在选择光

输出配置中的输入变量。输入传感器可以是热传感器，光传感器和/或GPS芯片。输入变量可

以选自环境温度，支承温度，LED晶粒温度，壳体温度，由灯产生的光输出，环境光，每日光循

环，灯的位置，预期环境光，季节性光循环变化，一天时间，及其任何组合和/或等同物。

[0102] 在预睡眠配置中，驱动电路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380nm和约485nm之间的可

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小于高于约485nm的可见光谱输出的任何其他峰的

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0％。例如，驱动器电路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150mA的电流被递

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36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并且约40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

色LED晶粒。

[0103] 在相移配置中，驱动器电路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455nm和约485nm之间的可

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大于约485nm以上的可见光谱输出中的任何其他峰

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25％(或大于约150％；或大于约200％)。相移配置中的显色指数可以

大于80。例如，驱动器电路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51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LED

晶粒；约18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约40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并且约

10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

[0104] 在一般照明配置中，驱动器电路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380nm至约485nm之间

的可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在约485nm以上的可见光谱输出中的任何其他

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00％至约20％之间。一般照明配置中的显色指数可以大于85。例

如，驱动器电路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45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

23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约10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并且约60mA的电

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

[0105]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可调谐的LED灯，用于产生具有高于70的显色指数

的生物调节的光输出，其包括基座；附接到基座的壳体；功率电路，设置在所述壳体内并且

具有附接到所述基座的电引线；驱动器电路，设置在所述壳体内并与所述功率电路电连接；

围绕所述壳体设置的散热装置；安装在与壳体相连的支承装置上的多个LED晶粒，其中多个

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驱动电路电连接并由驱动器电路驱动，并且其中多个LED晶粒包括以

下比率的LED晶粒：两个红橙色LED晶粒比三个青色LED晶粒比三个薄荷色LED晶粒比一个蓝

色LED晶粒；以及输出选择控制器，与所述驱动器电路电连接以编程所述驱动器电路，以驱

动采用多个光输出配置之一的所述LED晶粒，其中所述多个光输出配置包括预睡眠配置，相

移配置和一般照明配置。在预睡眠配置中，驱动器电路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950mA

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100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橙色LED晶粒，约65mA的电流

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并且约3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在相移配置中，驱动器电

路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95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150mA的电流被

递送到红橙色LED晶粒，约235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并约525mA的电流被递送到

蓝色LED晶粒。在一般的照明配置中，驱动电路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500mA的电流

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25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橙色LED晶粒，约210mA的电流被递送

到青色LED晶粒，并且约19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在其他实施例中，可以递送备

说　明　书 14/17 页

17

CN 106999723 B

18



选电流以改变辐射通量并实现期望的光谱输出。

[0106]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一种制造可调谐的LED灯的方法，用于产生具有高于70的

显色指数的生物调节的光输出。该方法包括：(a)将基座附接到壳体；(b)将所述壳体内的功

率电路的引线与所述基座电连接；(c)将设置在壳体内的驱动电路与功率电路电连接；(d)

将多个LED晶粒安装在与壳体相连的支承装置上，使得多个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驱动电路

电连接并由驱动电路驱动，并且其中多个LED晶粒包括两个红色LED晶粒，三个青色LED晶

粒，四个薄荷色LED晶粒和三个蓝色LED晶粒；以及(e)配置所述驱动器电路以驱动采用多个

光输出配置之一的所述LED晶粒，其中所述多个光输出配置包括预睡眠配置，相移配置和一

般照明配置。

[0107] 该方法还可以包括：(f)配置驱动器电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380nm和约

485nm之间的可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小于约485nm以上的可见光谱输出

中的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10％；(g)配置驱动器电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在

约455nm和约485nm之间的可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度水平大于约485nm以上的可

见光谱输出的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25％；和/或(h)配置所述驱动器电路以驱

动所述多个LED晶粒，使得在约380nm至约485nm之间的可见光谱输出范围内的蓝色输出强

度水平在约485nm以上的可见光谱输出中的任何其他峰的相对光谱功率的约100％至约

20％之间。

[0108] 该方法还可以包括：(i)配置驱动器电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150mA的电流

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36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以及约40mA的电流被递送

到青色LED芯片；(j)配置驱动器电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51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

荷色LED晶粒，约18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约40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以及

约10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和/或(k)配置驱动器电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

约45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23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约110mA的

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以及约6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

[0109]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LED灯，其包括壳体，设置在壳体内并用于与电源

电连接的驱动器电路，以及安装在与壳体相连的支承装置上的多个LED晶粒。多个LED晶粒

中的每一个可以与驱动器电路电连接并由驱动器电路驱动；以及输出选择控制器，与所述

驱动器电路电连接以编程所述驱动器电路，以驱动采用多个光输出配置之一的所述LED晶

粒，其中所述多个光输出配置包括预睡眠配置和一般照明配置。多个LED晶粒包括红橙色

LED晶粒，青色LED晶粒，薄荷LED晶粒和蓝色LED晶粒。多个LED晶粒相应地包括红橙色LED晶

粒比青色LED晶粒比薄荷色LED晶粒比蓝色LED晶粒为2：3：3：1的比率。

[0110]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一种制造可调谐的LED灯的方法，用于产生具有高于70的

显色指数的生物调节的光输出，包括：将基座附接到壳体；将壳体内的功率电路的引线与基

座电连接；将设置在壳体内的驱动器电路与功率电路电连接；将多个LED晶粒安装在与壳体

相连的支承装置上，使得多个LED晶粒中的每一个与驱动器电路电连接并由驱动器电路驱

动，并且其中多个LED晶粒包括两个红橙色LED晶粒，三个青色LED晶粒，三个薄荷色LED晶粒

和一个蓝色LED晶粒；以及配置所述驱动器电路以驱动采用多个光输出配置之一的LED晶

粒，其中所述多个光输出配置包括预睡眠配置，相移配置和一般照明配置。在预睡眠配置

中，该方法还可以包括配置驱动器电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950mA的电流被递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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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色LED晶粒，约100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橙色LED晶粒，约65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

晶粒，以及约3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在相移配置中，该方法还可以包括配置驱

动器电路以驱动多个LED晶粒，使得约95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150mA的电

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约235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以及约525mA的电流被递

送到蓝色LED晶粒。在一般照明配置中，该方法还可以包括配置驱动电路以驱动多个LED晶

粒，使得约50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薄荷色LED晶粒，约250mA的电流被递送到红色LED晶粒，约

210mA的电流被递送到青色LED晶粒，以及约190mA的电流被递送到蓝色LED晶粒。

[0111]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可以采用其他晶粒配置或电流方案来实现用

于产生生物调节的光的LED灯的期望光谱输出。

[0112]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LED灯，其包括壳体，设置在壳体内并且用于与电

源电连接的驱动器电路，以及安装在与壳体相连的支承装置上的多个LED晶粒。多个LED晶

粒中的每一个可以与驱动器电路电连接并由驱动器电路驱动。多个LED晶粒可以包括薄荷

色LED晶粒，超红色LED晶粒和蓝色LED晶粒。在一些实施例中，多个LED晶粒相应地包括薄荷

色LED晶粒比超红色LED晶粒比蓝色LED晶粒为15：5：4的比率。

[011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有多个LED晶粒可以串联连接。此外，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

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蓝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

峰强度的90％至100％的范围内，和由薄荷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相对峰强度在超红色LED

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50％至60％的范围内。

[0114] 另外，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至少6200K的色温的光。更

具体地，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以发射色温为6240K的光。

[0115] 另外，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至少90的显色指数的光。更

具体地，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LED晶粒以具有显色指数为92.2。

[0116]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LED灯，包括壳体，设置在壳体内并且用于与电源

电连接的驱动器电路，以及安装在与壳体相连的支承装置上的多个LED晶粒。多个LED晶粒

中的每一个可以与驱动器电路电连接并由驱动器电路驱动。多个LED晶粒可以包括薄荷色

LED晶粒，超红色LED晶粒和蓝色LED晶粒。在一些实施例中，多个LED晶粒分别包括薄荷色

LED晶粒比超红色LED晶粒比蓝色LED晶粒为1：1：1的比率。此外，多个LED晶粒可以包括7个

薄荷色LED晶粒，7个超红色LED晶粒和7个蓝色LED晶粒。

[0117] 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类似颜色的LED晶粒可以串联连接。也就是说，薄荷色LED晶

粒可以串联连接，超红色LED晶粒可以串联连接，蓝色LED晶粒可以串联连接。此外，驱动电

路可以用于不均等地将功率引导到各种串联LED晶粒。在一些实施例中，驱动器电路可以采

用以下比率将功率递送到多个LED晶粒：6.9瓦特到薄荷色LED晶粒比3.2瓦特到超红色LED

晶粒比2.0瓦特到蓝色LED晶粒。

[0118] 在一些实施例中，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使得由蓝色LED晶粒发射

的光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光的峰强度的80％至90％的范围内，并且由薄

荷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相对峰强度在由超红色LED晶粒发射的光的峰强度的30％至40％

的范围内。

[0119] 此外，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至少6200K的色温的光。更

具体地，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6202K的色温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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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 另外，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多个LED晶粒以发射具有至少90的显色指数的光。更

具体地，驱动电路可以用于操作LED晶粒以具有显色指数为91.3。

[0121] 结论

[0122] 已经出于说明和描述的目的呈现了本发明的前述描述。它不是穷举的或将本发明

限制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根据上述教导，其他修改和变化是可能的。选择和描述实施例以

便最好地解释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实际应用，并且由此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在各种实施

例中进行最佳利用本发明，并适用于所考虑的具体用途的各种修改。旨在将所附权利要求

解释为包括本发明的其他备选实施例；包括等同结构，组件，方法和装置。

[0123] 应当理解，具体实施方式部分而不是发明内容和摘要部分旨在用于解释权利要

求。发明内容和摘要部分可以阐述本发明人所想到的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但不是全部的示

例性实施例，因此并不意图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和所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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