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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包括光源模块的投射灯具，

所述光源模块包括多个光源和多个集光器，其中

所述集光器收集来自所述光源的光且将所收集

到的光转换成多个源光束。所述源光束集中在布

置有光束整形物体的光门处，且投射系统被构造

成沿着主光轴投射穿过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光。

所述光源和集光器布置在多个群组中，所述多个

群组各自提供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照明，其中

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所述照明是不同的。所述

灯具包括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被构造成相对于彼

此改变所述不同照明的强度，从而可提供大量新

的灯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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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投射灯具，其包括：

光源模块，其包括多个光源和多个集光器，所述集光器收集来自所述光源中的至少一

个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源光束，所述源光束至少部分沿着主光轴传播；

投射系统，其沿着所述主光轴定位，所述投射系统收集由所述光源产生的光的一部分，

所述投射系统沿着所述主光轴投射所述所收集到的光；和

光门，其定位在所述光源模块与所述投射系统之间，其中至少一个光束整形物体布置

在所述光门附近；

其中所述多个光源和所述多个集光器布置在以下群组中：

第一群组，其包括至少一个第一光源和至少一个第一集光器，所述第一集光器收集来

自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光源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至少一个第一源光束；所述至少一

个第一源光束提供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第一照明；

第二群组，其包括至少一个第二光源和至少一个第二集光器，所述第二集光器收集来

自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光源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第二源光束；所述第二源光束提供

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第二照明；

其中所述第一照明和所述第二照明是不同的且其中所述投射灯具包括至少一个控制

器，所述控制器被构造成通过相对于彼此改变所述第一光源的强度和所述第二光源的强

度，以及

其中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可相对于所述第一源光束和所述第二源光束移动，且其中所述

控制器被构造成关于相对于彼此改变所述第一光源的所述强度和所述第二光源的强度来

协调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控制器被构造成基于至少一个强度函数

相对于彼此改变所述第一光源的所述强度和所述第二光源的所述强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控制器被构造成相对于彼此交替地开启

和关闭所述第一光源和所述第二光源，使得所述第一光源在所述第二光源关闭时开启且所

述第一光源在所述第二光源开启时关闭。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第一照明与所述第二照明是

不同的，这是因为所述主光轴与所述至少一个第一源光束之间的角度与所述主光轴与所述

至少一个第二源光束之间的角度是不同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主光轴与所述至少一个第一源光束之间

的所述角度小于角度下限，且其中所述主光轴与所述至少一个第二源光束之间的所述角度

大于所述角度下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第一照明与所述第二照明是不同的，这是

因为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光源光束和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光源光束照明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

不同区域。

7.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第一照明与所述第二照明是

不同的，这是因为在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处，源自所述第一光源的光的光分布不同于源自所

述第二光源的光的光分布。

8.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集光器包括增强光学组件，

所述增强光学组件可在非增强位置与增强位置之间移动，其中在所述增强位置中，所述增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05402641 B

2



强光学组件增强所述第一照明与所述第二照明之间的差异。

9.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集光器包括最小化光学组

件，所述最小化光学组件可在非最小化位置与最小化位置之间移动，其中在所述最小化位

置中，所述最小化光学组件使所述第一照明与所述第二照明之间的差异最小化。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灯具包括至少一个光修改

组件，所述至少一个光修改组件可相对于所述源光束移动且可在所述源光束中布置在局部

位置，其中所述局部位置中的所述光修改组件至少部分布置在至少所述第一源光束中且布

置在所述第二源光束之外。

11.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投射灯具包括可相对于所

述第一源光束和所述第二源光束旋转的棱镜，且其中所述控制器被构造成关于相对于彼此

改变所述第一光源的所述强度和所述第二光源的所述强度来协调所述棱镜的旋转。

12.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包括纹理化

玻璃图案片，所述纹理化玻璃图案片包括多个折射元件。

13.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投射灯具，其中所述多个光源和所述多个集光

器布置在正数数目个额外群组中，其中所述额外群组中的每一个包括至少一个光源和至少

一个集光器，所述集光器收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光源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额外源

光束；所述额外源光束提供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额外照明；其中所述额外照明中的每一

个是不同的，且其中所述控制器被构造成以协调方式相对于彼此控制所述第一光源和所述

第二光源和所述额外光源中的每一个的强度。

14.一种创造灯光效果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光束整形物体布置在投射灯具的光门附近；

使用多个光源和多个集光器照明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其中所述集光器收集来自所述光

源中的至少一者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源光束，其中所述源光束至少部分沿着主光

轴传播且集中在所述光门处；

使用投射系统沿着主光轴投射所述源光束，其中所述投射系统被构造成收集由所述光

源产生且穿过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光的部分且沿着所述主光轴投射所述所收集到的光；

其中照明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所述步骤包括在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处提供多个不同照

明且相对于彼此改变所述多个不同照明的强度的步骤，以及

其中所述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相对于所述源光束移动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和

相对于控制所述多个照明的所述强度的所述步骤来协调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移动。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相对于彼此改变所述多个不同照明的所述强度

的所述步骤是基于至少一个强度函数。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相对于彼此改变所述多个不同照明的所述强度

的所述步骤包括相对于彼此交替地开启和关闭不同照明使得第一照明在第二照明关闭时

开启的步骤。

17.根据权利要求14至16中任一项所述的创造灯光效果的方法，其中提供对所述光束

整形物体的不同照明的所述步骤包括以下步骤：

使用包括至少一个第一光源和至少一个第一集光器的第一群组提供对所述光束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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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第一照明，所述第一集光器收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光源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

转换成至少一个第一源光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第一源光束提供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第

一照明；

使用包括至少一个第二光源和至少一个第二集光器的第二群组提供对所述光束整形

物体的第二照明，所述第二集光器收集来自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光源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

转换成第二光束；所述至少一个第二源光束提供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第二照明；

且其中控制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所述多个不同照明包括相对于彼此控制所述第一

光源和所述第二光源的强度的步骤。

18.一种投射灯具，其包括：

光源模块，其包括多个光源和多个集光器，所述集光器收集来自所述光源中的至少一

个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源光束，所述源光束至少部分沿着主光轴传播；所述多个

光源和所述多个集光器布置在以下群组中：

第一群组，其包括至少一个第一光源和至少一个第一集光器，所述第一集光器收集来

自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光源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至少一个第一源光束；所述至少一

个第一源光束提供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第一照明；

第二群组，其包括至少一个第二光源和至少一个第二集光器，所述第二集光器收集来

自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光源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第二源光束；所述第二源光束提供

对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第二照明；

投射系统，其沿着所述主光轴定位，所述投射系统收集由所述光源产生的光的一部分，

所述投射系统沿着所述主光轴投射所述所收集到的光；

光门，其定位在所述光源模块与所述投射系统之间，其中至少一个光束整形物体布置

在所述光门附近；

其中所述第一照明和所述第二照明是不同的且其中所述投射灯具包括至少一个控制

器，所述控制器被构造成个别地控制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光源和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光源，并

且

其中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可相对于所述第一源光束和所述第二源光束移动，且其中所述

控制器被构造成关于相对于彼此改变所述第一光源的强度和所述第二光源的强度来协调

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移动，所述灯具包括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个：

增强光学组件，其中所述增强光学组件可在非增强位置与增强位置之间移动，其中在

所述增强位置中，所述增强光学组件增强所述第一照明与所述第二照明之间的差异；和

最小化光学组件，所述最小化光学组件可在非最小化位置与最小化位置之间移动，其

中在所述最小化位置中，所述最小化光学组件使所述第一照明与所述第二照明之间的所述

差异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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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对光束整形物体的动态照明的投射灯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和一种投射灯具，其中光门由光源模块照明且其中投射系统被构造成沿

着主光轴投射穿过所述光门的光。光束整形物体布置在所述光门附近且被构造成修改光

束。

背景技术

[0002] 为结合演唱会、现场表演、电视节目、体育赛事或作为建筑安装灯具的一部分创造

各种灯光效果和情境照明，创造各种灯光效果正越来越多地用于娱乐产业中。通常来说，娱

乐灯具创造具有束宽和发散度的光束，且可以是(例如)创造相对宽的光束的洗墙灯具/泛

光灯具或其可以是被构造成将图像投射到目标表面上的投射灯具。

[0003] 投射灯具包括由光源模块照明的光门且光学投射系统被构造成收集沿着主光轴

穿过所述光门的光。光束整形物体通常布置在光门处且用于整形光束。光束整形物体可用

于创造半空效果(由于光在空气中的烟雾/薄雾中散射或在空气中的烟雾/薄雾上散射而可

见)，其中光束在半空中的形状由光束整形物体界定，且/或光束整形物体可创造被投射到

且成像在目标表面上的光图案。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可以是能够修改光束的任何物体且可以

是(例如)图案片(GOBO)、动画盘、雾镜、滤色镜、棱镜、取景片、可变光圈、纹理化玻璃等等。

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可用作布置在光束中的静止物体，且/或可用作相对于光束移动以便创

造动态灯光效果的可移动物体。此外，已知将数字成像装置(例如，DMD、LCD或类似装置)用

作光束整形物体，从而被投射光束可用作数字投影仪以便(例如)投射图形图像和/或视频

信号。

[0004] 灯光设计师和节目编排人员希望得到照明设备中的尽可能多的效果，这是因为这

在灯光设计师和节目编排人员创作灯光表演时给予所述灯光设计师和节目编排人员许多

选项。然而，因为每一种灯光效果组件在照明设备中占据空间，所以难以提供带有许多效果

的照明设备。尤其难以在光投射装置中提供许多灯光效果，这是因为光成形元件需要定位

在光学系统的焦点(光门)中，而典型光学系统仅能够在非常有限的区域中聚焦。同时，还期

望具有轻巧且紧凑的灯具，这是因为这些灯具更易于操纵。此外，灯光设计师和节目编排人

员还希望得到可用于创作灯光表演的新的灯光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创造新的灯光效果的紧凑型投射灯具。这可通过投

射灯具来实现。在对说明本发明的图示的详细描述中公开本发明的益处和优点，以及本发

明的不同实施方案。

附图说明

[0006] 图1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的结构图；

[0007] 图2a和图2b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的另一实施方案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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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图3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的另一实施方案的结构图；

[0009] 图4a-4d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的光源和集光器的可行布置；

[0010] 图5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的另一实施方案的结构图；

[0011] 图6a-6d说明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的光源模块的不同实施方案；

[0012] 图7a-7c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的另一实施方案；

[0013] 图8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创造灯光效果的方法；

[0014] 图9说明用作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中的光束整形物体的示范性图案片；

[0015] 图10a-10c说明通过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且使用图9中的图案片作为光束整形

物体来产生的照明；

[0016] 图11a-11h说明通过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且使用图9中的图案片作为光束整形

物体来产生的照明；

[0017] 图12a-12g说明通过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且使用纹理化玻璃图案片作为光束整

形物体来产生的照明；

[0018] 图13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的另一实施方案的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鉴于仅意在说明本发明的原理的示范性实施方案而描述本发明。技术人员将能够

提供若干实施方案。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所说明的光束和光学组件确实仅用于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而非说明准确和精确的光束和光学组件。在本描述各处，提供类似效果的类似

元件的参考数字已被给予相同的最后两个数字。

[0020] 图1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101的结构图。所述灯具包括光源模块103、投射系

统105和布置在光源模块103与投射系统105之间的光门107。所述光门界定某一区域，在所

述区域中，所述光源模块被构造成集中且聚焦源光束。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光门被指示

为孔隙，然而，应理解，可省略物理孔隙且光束整形装置也可构成孔隙。至少一个光束整形

物体106(例如，图案片、动画盘、雾镜、取景片、可变光圈、滤色镜或棱镜)可布置在光门附

近。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布置在光门附近意味着所述光束整形物体布置在光束的聚焦区中。

聚焦区构成沿着主光轴的光束集中在其中的范围。光束整形物体106被构造成修改穿过所

述光束整形物体的光。所述投射系统包括正数数目个光学组件且所述投射系统被构造成收

集由所述光束整形物体修改的光且沿着主光轴投射所收集到的光。所述投射系统可被构造

成调整离开所述投射系统的光束的束宽和/或发散度且可被调整成将布置在光门附近的光

束整形物体成像在目标表面处。此外，所述投射装置可包括光学变焦群组和/或光学聚焦群

组。所述光学变焦群组包括至少一个光学组件且被构造成调整光束的发散度和/或宽度。所

述光学聚焦群组包括至少一个光学组件且被构造成沿着主光轴聚焦光束整形物体在目标

表面处的图像。所述投射系统还可提供为具有预定义聚焦和变焦性质的固定光学组件群

组。光学变焦群组和/或光学聚焦群组的至少一个光学组件可以是光学技术中已知的任何

光学组件，例如透镜、棱镜、反射镜等等。还应注意，所述光学组件中的一些可相对于主光轴

移动。

[0021] 光源模块103可包括多个光源109a、109b和多个集光器111a、111b。每一集光器被

构造成收集来自光源中的至少一个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源光束113a、113b且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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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沿着主光轴115(以点划线说明)传播。因此，多个源光束被创造且沿着主光轴115传播。

[0022] 多个光源和多个集光器布置在第一群组和第二群组中，其中每一群组包括至少一

个光源和至少一个集光器。每一群组因此提供至少一个源光束。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第

一群组包括至少一个第一光源109a和至少一个第一集光器111a，其中第一集光器111a收集

来自第一光源109a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第一源光束113a(以虚线说明)。第一源光

束沿着主光轴传播且提供对光门的第一照明。所述第一源光束提供对光门的第一照明意味

着第一源光束传播通过光门的至少一部分。

[0023] 类似地，第二群组包括至少一个第二光源109b和至少一个第二集光器111b，其中

第二集光器111b收集来自第二光源109b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第二源光束113b(以

点线说明)。第二源光束沿着主光轴传播且提供对光门的第二照明。所述第二源光束提供对

光门的第二照明意味着第二源光束传播通过光门的至少一部分。

[0024] 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第一和第二群组中的每一个包括一个光源和收集来自所

述光源的光的一个集光器。然而，如在后面的图中所展示，应理解，每一群组可包括任何正

数数目个光源和任何正数数目个集光器。此外，应理解，每一集光器可被构造成收集来自任

何正数数目个光源的光且所述集光器因此可适于收集来自单个光源或多个光源的光。

[0025] 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第一和第二光源是LED(发光二极管)，然而，技术人员意

识到，可使用任何种类的可控光源，例如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PLED(聚合物发光二极

管)、放电灯、白炽灯、等离子灯。

[0026] 投射灯具包括控制器117，其被构造成个别地控制第一光源(或光源群组)和第二

光源(或光源群组)。所述控制器包括处理器119和存储器121。所述处理器被构造成分别通

过通信线123a和123b控制第一光源群组109a和第二光源群组109b。所述处理器因此可在不

控制另一光源群组的情况下控制光源群组中的一个。举例来说，所述处理器可适于控制光

源的颜色和/或强度且可基于闪电技术中已知的任何类型的通信信号(例如，PWM、AM、FM、二

进制信号等等)。第一光源群组109a和第二光源群组109b因此可被个别且独立地控制且因

此可被视为两个个别且独立的光源群组。应理解，每一群组的个别光源可由同一控制信号

控制、被供应个别控制信号且/或分组在子群组中，其中每一子群组接收同一控制信号。通

信线123a和123b被说明为到第一群组和到第二群组的个别通信线，其中控制器117被构造

成产生用于每一光源的启用信号。然而，技术人员将能够提供所述控制器与所述光源之间

的许多种类的通信构件，例如，通过提供基于来自控制器的控制信号产生用于光源的启用

信号的驱动器。两个光源群组可连接到同一数据总线且由所述控制器通过数据总线使用寻

址来控制。在其中第一群组和/或第二群组包括多个光源的实施方案中，应理解，每一群组

的光源可基于来自控制器的同一控制信号来控制或可由同一驱动器控制。

[0027] 所述控制器可适于分别基于第一光源控制参数和第二光源控制参数来控制第一

群组和第二群组。所述第一光源控制参数和第二光源控制参数指示定义应如何控制第一群

组和第二群组的至少一个参数。举例来说，所述光源参数可指示光源的强度/调光、存储频

率等等。

[0028] 控制器可以预编排图案/灯光表演的形式从存储器121获得第一和第二光源参数。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控制器被构造成从自外部源接收的输入信号125接收第一光源参数和

第二光源参数。输入信号125可以是能够传达参数的任何信号且可基于(例如)以下协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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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USITT  DMX  512、USITT  DMX  512  1990、USITT  DMX  512-A、DMX-512-A(包括由ANSI 

E1.11和ANSI  E1.20标准涵盖的RDM)、无线DMX、Artnet或ACN(指示用于控制网络的架构)；

ANSI  E1.17、E1.31。光源控制参数还可从实施为投射灯具的一部分或在外部控制器上实施

的用户输入构件产生，所述外部控制器通过输入信号将光源控制参数发送到投射灯具。

[0029] 由第一群组提供的第一照明与由第二群组提供的第二照明是不同的。举例来说，

这是因为第一和第二源光束在光门处具有相对于主光轴的不同角度、第一源光束和第二源

光束在光门处照明不同区域、第一和第二源光束在光门处提供不同光分布。

[0030] 通过将光源布置到不同地照明光门的第一群组和第二群组中且同时提供能够个

别地控制第一和第二群组的控制器使得可提供大量灯光效果。灯光效果通过个别地控制第

一群组和第二群组来提供且由此还通过控制对光束整形物体的照明来提供，这是因为对光

束整形物体的不同照明导致不同光图案被投射系统投射。因此，可通过控制由哪个光源群

组来照明光门而提供不同光图案。举例来说，当使用第一群组来照明光束整形物体时创造

第一光图案，且当使用第二群组来照明光束整形物体时创造第二光图案。此外，可通过使用

第一群组和第二群组两者来照明光束整形物体而提供第一光图案和第二光图案的组合。可

通过相对于彼此改变第一群组和第二群组的强度来提供第一光图案和第二光图案的大量

组合。在其中第一群组和/或第二群组包括颜色可调光源(例如，RGB三合一LED或RGBW四合

一LED)的实施方案中，还可通过相对于彼此控制第一群组的颜色和第二群组的颜色来提供

第一光图案和第二光图案的组合。如将结合其它实施方案描述，还可组合被构造成修改光

束的其它光修改组件(例如，棱镜效应、变焦/聚焦、动画盘、滤色镜、可变光圈、取景模块等

等)来提供灯光效果。可通过相对于彼此控制第一光源和第二光源的强度(例如，通过交替

地开启和关闭第一光源和第二光源、通过使用各种强度函数(例如，正弦函数、预定义调光

模式、锯齿形函数、随机函数等等)改变第一和第二光源的强度)来相对于彼此改变不同照

明的强度。

[0031] 第一照明与第二照明可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主光轴与至少一个第一源光束之间

的角度与主光轴与至少一个第二源光束之间的角度是不同的。这导致以下事实：由第一群

组和光束整形物体创造的第一光束图案和由第二群组和光束整形物体创造的第二光束图

案将在离开投射灯具时相对于彼此移位。举例来说，如果投射系统将布置在光门附近的图

案片成像在目标表面处，那么导致以下事实：使用第一群组创造的图像和使用第二群组创

造的图像在目标表面处彼此偏移。应注意，所述图像可部分重叠。在其中第一群组和第二群

组包括多个光源和集光器且每一群组提供多个源光束的一个实施方案中，第一源光束中的

一些与第二源光束中的一些可能具有相对于主光轴的相同角度。因此，应理解，只要第一光

源光束具有与相对于主光轴的第二源光束角度不同的相对于主光轴的角度，第一照明与第

二照明就可不同。

[0032]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第一群组和第二群组已被布置使得主光轴与第一源光束之间

的角度小于角度下限且使得主光轴与第二源光束之间的角度大于所述角度下限。这可通过

将第一群组布置成相对于第二群组更接近于主光轴来实现。在图4a-4d中展示此类实施方

案的变型。

[0033] 第一照明和第二照明可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第一个光源光束中的至少一个和第

二光源光束中的至少一个照明所述光门的不同区域。这导致可提供对光门的不同部分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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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事实且因此可控制光束整形物体的哪些部分被照明。举例来说，如果投射系统将布置

在光门附近的图案片成像在目标表面处，那么可通过相对于彼此控制第一群组和第二群组

来控制图像的不同部分。举例来说，这可用于提供具有图像的不同部分的动态变化的灯光

效果。

[0034] 第一照明与第二照明可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由至少一个第一源光束在光束整形

物体处提供的第一光分布与由至少一个第二源光束在光束整形物体处提供的第二光分布

是不同的。由至少一个第一源光束提供的光束整形物体处的第一光分布定义穿过光束整形

物体的光密度即是穿过光束整形物体的光强度。由至少一个第二源光束提供的光束整形物

体处的类似第二光分布定义穿过光束整形物体的光密度即是穿过光门的光强度。

[0035] 图2a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201的结构图，且图2b说明如从光门107观察到的

光源模块203的前视图。图2a中的结构图的说明光源模块203、光门107、光束整形装置106和

投射系统105的部分对应于图2b中指示的贯穿线A-A的横截面图。图2a和图2b用于说明根据

本发明的投射灯具的进一步特征。

[0036] 投射灯具201类似于图1中说明的投射灯具101，且类似特征已使用相同参考数字

来标记且将不再赘述。投射灯具201包括光源模块203、投射系统105和布置在光源模块203

与投射系统105之间的光门107。至少一个光束整形物体106(例如，图案片、动画盘、雾镜、取

景片、可变光圈、滤色镜、棱镜等等)布置在光门附近。光束整形装置被构造成修改光门附近

的光。

[0037] 如同图1的光源模块103，光源模块203包括多个光源209a-209g和多个集光器

211a-211g。在这个实施方案中，多个光源和集光器布置在七个群组中，其中每一群组包括

至少一个光源和至少一个集光器且每一群组提供至少一个源光束213a-213c(未展示第4到

第7个群组的源光束)。

[0038] 每一群组的至少一个源光束沿着主光轴传播且提供对光门附近的光束整形装置

的照明。所述多个光源和集光器被构造使得对光门的七个照明是不同的。所述七个照明可

以如结合图1描述的方式彼此不同。因此，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光源模块可在光门处提

供七个不同的照明，且可通过控制器117来控制所述七个不同的照明。可据此提供大量灯光

效果，这是因为对光束整形物体的七个照明中的每一个提供可用于产生灯光效果的不同光

图案。此外，可创造其它动态灯光效果，这是因为可以大量方式相对于彼此控制对光束整形

装置的七个照明，举例来说，通过交替地开启/关闭七个照明、通过组合任何数目的照明、相

对于彼此对所述照明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调光。此外，在其中可相对于彼此改变不同照明的

颜色的实施方案中，还可改变光图案的颜色。举例来说，这可在光源实施为四合一RGBW  LED

或三合一RBW  LED(其中LED包括不同颜色的LED裸片)的情况下进行。

[0039] 在图2b中，属于同一群组的光源已被给予相同的填充物/影线且可以看到每一群

组包括一个光源和一个对应集光器，然而，应理解，每一群组可包括任何正数数目个光源和

集光器且图2a和图2b主要用于说明光源和集光器可布置在两个以上群组中的可能性。在其

它实施方案中，光源和集光器的群组可包括一个以上光源和对应集光器使得每一群组提供

一个以上源光束。举例来说，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光源209a-209c和对应集光器211a-

211c可分组为第一群组，其中光源209a-209c以相同方式控制；光源209d-209e和对应集光

器211d-211e可分组为第二群组，其中光源209d-209e以相同方式控制且光源209f-209g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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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集光器211f-211g可分布为第三群组，其中光源209f-209g以相同方式控制。

[0040] 投射系统105被构造成收集由光束整形物体106修改的光且沿着主光轴115投射所

述光。在这个实施方案中，投射系统包括光学变焦群组227和光学聚焦群组229。

[0041] 光学变焦群组227包括至少一个光学组件，所述光学组件可沿着主光轴移动以便

调整光束的发散度和/或宽度。控制器117还被构造成通过通信线131控制光学变焦群组沿

着主光轴的位置。举例来说，可通过由控制器控制的致动器来移动光学变焦群组。光学聚焦

群组229包括至少一个光学组件且可沿着主光轴移动且被构造成沿着主光轴将光束整形物

体的图像成像在目标表面处。控制器117还被构造成通过通信线133控制光学聚焦群组沿着

主光轴的位置。举例来说，可通过由控制器控制的致动器来移动光学聚焦群组。

[0042] 所述控制器可被构造成基于第一变焦级别参数来控制光学变焦群组，其中所述第

一变焦级别参数指示被投射光束的变焦级别。所述变焦级别参数可从存储器121获得、从输

入信号125获得或从用户接口获得。所述控制器还可被构造成基于聚焦参数来控制光学聚

焦群组。聚焦参数可指示应聚焦光束整形物体的图像的距离、基于变焦级别参数来确定且/

或指示是否将提供离焦图像。所述控制器还可被构造成基于变焦级别参数确定聚焦级别参

数(例如)以便在变焦操作期间维持相同聚焦。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光学聚焦群组可在聚焦

位置与离焦位置之间移动，其中在聚焦位置中，光学聚焦群组被构造成沿着主光轴将光束

整形物体成像在目标表面处，且其中在离焦位置中，光学聚焦群组被构造成提供光束整形

物体的离焦图像。这导致可提供被投射光图案的模糊图像的效果，所述效果导致可结合通

过个别地控制不同群组而提供的不同光图案来使用的进一步灯光效果选项。

[0043] 图3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301的结构图。所述投射灯具包括与图1和图2a中

说明的投射灯具相同的基本组件且提供类似效果的类似元件已在图3中被给予相同的最后

两个数字且将不予以详细描述。

[0044] 所述灯具包括形成为布置在散热器335上的LED的多个光源309、多个集光器311、

光门307和投射系统305。所述光源和散热器布置在灯具的灯罩337的底部且其它组件布置

在灯罩337之内。集光器311被构造成收集来自LED  309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沿着

光轴315传播的多个源光束313(点线)。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集光器包括若干小透镜，其

各自收集来自LED中的一个的光且将所述光转换成对应源光束。然而，应注意，所述集光器

还可体现为单个光学透镜、菲涅尔透镜、若干TIR透镜(全反射透镜)、若干光棒等等或其组

合。应理解，沿着光轴传播的光束含有以与光轴所成的某个角度(例如，小于45度的角度)传

播的光线。

[0045] 如先前描述，投射系统305被构造成收集通过光门传输的光束的至少一部分且沿

着主光轴投射所述光且可别构造成将光门307成像到某个物体(例如，屏幕(例如，演唱会舞

台上的屏幕或区域))上。某个图像(例如，提供在透明窗上的某个不透明图案、不透明材料

中的开放图案)或成像物体(例如，娱乐照明领域中已知的图案片)可布置在光门307附近，

使得被照明图像可通过光学投射系统成像。因此，灯具301可用于娱乐照明。

[0046] 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光由集光器311沿着光轴315引导且在通过前透镜339离

开灯具之前穿过若干灯光效果组件。所述灯光效果组件创造各种灯光效果，且可以是(例

如)智能/娱乐照明技术中已知的任何灯光效果组件。举例来说，所述灯光效果组件可以是

CMY混色系统341、滤色镜343、图案片345、动画效果347、可变光圈349、棱镜效应351、光学聚

说　明　书 6/15 页

10

CN 105402641 B

10



焦群组329、光学变焦群组327、取景效果(未展示)或娱乐照明技术中已知的任何其它灯光

效果组件。布置在光门307附近的灯光效果组件和光修改组件在本申请案各处称为光束整

形物体，这是因为这些灯光效果组件通常用于提供对光束的某种光束整形且投射系统被构

造成沿着光轴成像光束整形物体。所提及的灯光效果组件仅用于说明用于娱乐照明的照明

装置的原理，且娱乐照明技术领域中的技术人员将能够使用额外或较少灯光效果组件构造

其它变型。此外，应注意，可改变灯光效果组的次序和位置。

[0047] 如同结合图1和图2描述的光源模块，多个光源和集光器布置在多个群组中，其中

每一群组包括至少一个光源和至少一个集光器且提供至少一个源光束313。不同的群组提

供对光门的不同照明。图4a-4c说明光源和集光器的不同分组方式。

[0048] 所面对的图4a-4d说明可用于图3的投射灯具中的光源模块403a-403d的不同实施

方案的前视图(从光门观察)。光源模块包括带有对应集光器411(仅标记出一个但说明为圆

形)的多个光源409(仅标记出一个但说明为四边形)。

[0049] 在图4a中，光源和集光器布置在圆形图案中且布置在第一群组408a、第二群组

408b、第三群组408c和第四群组408d中。所述四个群组的界限已通过粗实圆形说明且来自

同一群组的光源具有相同的影线。第一群组408a包括中央光源和中央集光器且由第二群组

408b围绕，第二群组408b包括布置在围绕第一群组的圆形中的6个光源和对应集光器。第三

群组包括12个光源和对应集光器且布置在围绕第一群组和第二群组的环形中。最终，第四

群组408d包括布置在围绕第一、第二和第三群组的环形中的18个光源和对应集光器。这个

设置使得可将光修改器部分插入到源光束中，使得所述光修改器被来自某些群组的源光束

击中且可将由光修改器提供的灯光效果应用到所述群组中的一些。举例来说，可将光修改

器插入到光中使得当被从光束的侧面插入时其仅被来自第四群组的源光束击中。

[0050] 在图4b中，光源和集光器布置在圆形图案中且布置在第一群组408a、第二群组

408b、第三群组408c和第四群组408d中。所述四个群组的界限已通过粗实线说明且来自同

一群组的光源具有相同影线。第一群组408a包括七个中央光源和对应集光器。第一群组

408a由第二群组408b、第三群组408c和第四群组408d中的每一个部分围绕。第二群组408b、

第三群组408c和第四群组408d中的每一个围绕第一群组的大约三分之一且包括10个光源

和对应集光器。这个设置使得可产生光束整形物体的四个图像，所述四个图像在目标表面

处相对于彼此偏移。举例来说，第一群组可提供中央图像且第二、第三和第四群组可提供光

束整形物体的偏移图像。这在第一群组提供围绕主光轴对称的源光束且第二、第三和第四

群组提供相对于主光轴不对称地分布的源光束(这导致由第二、第三和第四群组提供的图

像将相对于两个光轴偏移的事实)时实现。

[0051] 在图4c中，光源和集光器布置在六边形图案中且布置在第一群组408a、第二群组

408b、第三群组408c、第四群组408d和第五群组408e中。所述五个群组的界限已通过粗实线

说明且来自同一群组的光源具有相同影线。实现如结合图4b描述的类似优点，然而，已提供

添加额外效果选项的额外群组。此外，光源中的一些属于两个不同群组且因此可与两个群

组一起启用。属于两个不同群组的光源已被给予不同的反向影线。这是针对以下光源的情

况：光源409a+b，其形成第一和第二群组两者的一部分；光源409a+c，其形成第一和第三群

组两者的一部分；光源409a+d，其形成第一和第四群组两者的一部分；和光源409a+e，其形

成第一和第五群组两者的一部分。在其中至少两个不同群组共享光源的实施方案中，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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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拥有在使用灯具时选择光源应属于哪个群组的选项且还拥有在灯具的操作期间选择群

组的选项。此外或替代地，控制器还可被构造成提供共用光源追随两个群组中的哪一个的

预定义排序。举例来说，在共用光源在第一群组有效时追随第一群组且因此仅在第一群组

无效(关闭)时追随其它群组的情况下，第一群组可被视为最重要的。共用光源还可被构造

成追随已指示为具有最亮强度或最小强度的群组。

[0052] 在图4d中，光源和集光器布置在4x4图案中且布置在第一群组408a、第二群组

408b、第三群组408c和第四群组408d中。所述四个群组的界限已通过粗实线说明且来自同

一群组的光源具有相同影线。在这个实施方案中，四个群组定义为4x4图案中的一行。这使

得可产生从顶部移动到底部或在相反方向上移动的动态灯光效果。应理解，所述群组还可

定义为4x4图案中的一列且可提供任何数目的行和列。

[0053] 应理解，图4a-d中说明的光源模块仅用于说明将光源布置在群组中的原理且可提

供许多其它组合、数目、形状和形式的光源群组。

[0054] 返回参看图3，投射灯具301包括至少一个控制器317，控制器317如先前描述那样

被构造成个别地控制光源和集光器的多个群组。此外，如智能照明技术中所知，控制器317

被构造成控制灯具中的灯光效果组件，例如通过控制CMY混色系统341的CMY挡光片如何插

入到光束中、控制哪些滤色镜343布置在光束中、控制图案片345和图案片在光束中的移动、

控制动画效果盘347的旋转速度和方向、控制可变光圈349的大小、控制取景片在光束内的

位置等等。控制器317可基于从输入信号325、从用户接口或从存储在存储器中的程序接收

的至少一个灯光效果参数来控制灯光效果组件。通常来说，灯光效果参数指示与灯光系统

中的不同灯光效果相关的至少一个灯光效果参数。控制器317被构造成通过内部通信线(未

展示)将命令和指令发送到投射灯具的不用子系统。内部通信系统可基于各种类型的通信

网络/系统。还应注意，控制器317可体现为一个以上控制器。投射灯具从外部电力供应器

(未展示)接收电力355。所述电力由内部电力供应器353接收，内部电力供应器353调适电力

且通过内部电力线(未展示)将电力分配到摇头灯的子系统。内部电力系统可以许多不同方

式构造，例如，通过将所有子系统连接到同一电力线。然而，技术人员将意识到，投射灯具中

的子系统中的一些需要不同种类的电力且还可使用接地线。举例来说，在大多数应用中，光

源将需要与用于移动机械组件的步进电机和驱动电路种类不同的电力。替代地或除使用灯

控制器来与灯具通信之外，投射灯具还可包括使得用户能够直接与投射灯具交互的用户接

口(未展示)。举例来说，用户接口可包括底部、操纵杆、触摸垫、键盘、鼠标、显示器、触摸屏

等等。

[0055]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投射灯具包括至少一个光修改组件，所述光修改组件可相对

于源光束移动且可在源光束中布置在局部位置。在所述局部位置中，光修改组件至少部分

布置在来自光源和集光器群组中的至少一个的源光束中，且同时布置在来自其它光源和集

光器群组中的至少一个的源光束之外。因此，光修改组件将修改来自至少一个光源和集光

器群组的源光束同时不修改来自另一光源和集光器群组的源光束。因此，可将光修改组件

应用到来自所述群组中的至少一个的源光束同时不将光修改组件应用到来自所述群组中

的另一个的源光束。控制器可个别地控制所述群组从而在其中将光修改组件应用到第一源

光束且不将光修改组件应用到第二源光束的灯光效果之间切换。所述光修改组件布置在来

自光源和集光器群组中的一个的源光束之外意味着击中光修改组件的总光量的最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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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期望处于光修改组件之外的源光束。因此，应理解，由于实际原因，来自光修改组件之

外的源光束的较小光量可击中处在所述局部位置中的光修改。然而，击中光修改组件的光

的至少90％必须源自被设计成击中处在所述局部位置中的光修改组件的源光束。

[0056] 举例来说，在其中光源和集光器布置在第一群组中且布置在第二群组中的实施方

案中，光修改组件因此处在至少部分布置在第一源光束中且布置在第二源光束之外的局部

位置中。

[0057] 举例来说，可部分布置在源光束中的光修改组件可以是光束整形物体(例如，图案

片、动画盘、取景片、纹理化玻璃等等)且由光束整形物体创造的灯光效果因此可应用到来

自一个光源群组的源光束且不应用到另一光源群组。所述修改组件还可以是滤色组件，例

如，可部分布置在源光束中的彩色挡光片。还可提供可部分布置在源光束中的两个光修改

组件，举例来说使得光修改组件中的第一个布置在来自第一群组的源光束中而光修改组件

中的第二个布置在来自第二群组的源光束中。

[0058] 举例来说，在图3中说明的所说明投射灯具中，CMY挡光片341可部分布置在源光束

中，从而可将滤色效果应用到源光束的外部，且在其中光源布置在至少一个内群组和至少

一个外群组(例如，图4a、4b和4c中说明的群组)的实施方案中过滤效果可应用到外群组。

[0059] 应注意，投射灯具301还可整合为摇头灯具的头部，所述摇头灯具包括可旋转地连

接到叉臂的头部，其中所述叉臂可旋转地连接到底座。所述摇头灯具包括用于相对于底座

旋转叉臂的平转组件和用于相对于叉臂旋转头部的斜转组件。技术人员将意识到，所述平

转和斜转构件可使用机械组件(例如，电机、轴杆、齿轮、线缆、链条、传动系统、轴承等等)以

许多不同方式构造。在移动头灯具中，可将控制器317和/或内部电力供应器353布置在叉臂

或布置在底座中。

[0060] 图5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501的结构图。投射灯具501类似于图1中说明的投

射灯具101，且类似特征已使用相同参考数字来标记且将不再赘述。在这个实施方案中，投

射灯具包括可在非增强位置与增强位置之间移动的至少一个增强组件557，其中增强位置

中的增强光学组件被构造成增强由第一群组提供的第一照明与由第二群组提供的第二照

明之间的差异。所述增强光学组件可被构造成通过增大第一源光束与第二源光束之间的角

度差异、通过引导第一源光束和第二光束朝向光束整形物体的不同区域(例如，通过减少被

照明区域中的重叠)且/或通过增大第一源光束和第二源光束在光束整形物体处的光分布

的差异来增大第一照明与第二照明之间的差异。因此，增强光学组件使得可增大由不同光

源群组产生的不同光图案之间的差异，从而导致可提供更多不同灯光效果和光图案的事

实。

[0061] 所述增强光学组件可以是可插入到源光束中且可改变来自第一群组和/或第二群

组的光在光门处的照明的任何光学组件。举例来说，所述增强光学器件可体现为：透镜或多

个透镜，其被构造成改变源光束的发散度或束宽；棱镜，其被构造成使源光束在所要方向上

折射；设计漫射体，其被构造成改变源光束的光分布；等等。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增强光

学组件557体现为一对棱镜，其将第一和第二源光束折射成第一折射源光束559a(以粗虚线

说明)且折射成第二折射源光束559b(以粗点线说明)。第一和第二源光束的折射导致以下

事实：第一源光束与第二源光束之间在光门处的重叠区域被减小，且对光束整形物体的第

一照明与第二照明之间的差异被如此增大。因此，被投射的光图案之间的差异被增大。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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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光束113a和113b分别以相对细的虚线和相对细的点线说明。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将

增强光学组件插入到源光束中以便增强对光束整形物体的第一照明与第二照明之间的差

异，且其中当从源光束移除增强光学组件时第一照明与第二照明之间的差异被减小。增强

光学组件的移动可由如此项技术中已知的任何机械组件和致动器提供。

[0062] 在实施方案中，光投射灯具可包括最小化光学组件，所述最小化光学组件被构造

成(例如)通过减小第一源光束与第二源光束之间的角度差异、通过引导第一源光束和第二

光束朝向光束整形物体的相同区域(例如，通过增大被照明区域中的重叠)且/或通过提供

第一源光束和第二源光束在光束整形物体处的类似光分布来最小化第一照明与第二照明

之间的差异。因此，最小化光学组件使得可最小化由不同光源群组创造的不同光图案之间

的差异，从而导致以下事实：当由不同光源和集光器群组产生的光图案非常类似时，这在将

光源群组用作一个共用光源以便增大总光强度时提高投射系统的成像质量。将最小化光学

组件插入到光源光束中以在将最小化光学组件插入到源光束时最小化第一照明与第二照

明之间的差异。因此可在源光束之内的最小化位置与源光束之外的非最小化位置之间移动

最小化光学组件。

[0063] 图6a-6d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光投射灯具601a-601d的不同实施方案的结构图。分别

在图6a-6d中说明的投射灯具601a-601d类似于图1和图2a中说明的投射灯具，且类似特征

已被给予相同参考数字且将不再赘述。图6a-6d说明投射灯具的光源模块603a-603d的不同

实施方案。投射灯具601a-601d包括光源模块603a-603d、投射系统105和布置在光源模块

603a-603d与投射系统105之间的光门107。至少一个光束整形物体106(例如，图案片、动画

盘、雾镜、取景片、可变光圈、滤色镜、棱镜、纹理化图案片等等)布置在光门附近。所述光束

整形物体被构造成修改穿过所述光门的光。未在图6a-6d中说明控制器，然而，应理解，类似

于先前说明的控制器的控制器被构造成控制照明装置601a-601d的不同组件，且所述控制

器被构造成个别地控制至少两个光源群组且所述至少两个群组被构造成照明不同地照明

光束整形装置。

[0064] 图6a说明其中集光器已被体现为多个混光棒659的一个实施方案，其中来自光源

609的光在一端进入混光棒且被传输到另一端，在所述另一端处，所述光离开所述混光棒。

棱镜661被构造成收集来自混光棒的光且引导所收集到的光朝向光门107和光束整形物体

106。在其中光源已被体现为多个裸片LED(例如，RBG、RGBW等等)的实施方案中，如混光棒技

术中所知，混光棒用于混合来自LED的不同裸片的光且传出光因此被混合成均匀光束。在所

说明的实施方案中，针对每一混光棒存在一个透镜，然而，应理解，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透镜

可从多个混光棒接收光。

[0065] 图6b说明其中集光器已被体现为多个混光棒659的实施方案，其中来自光源609的

光在一端进入混光棒且被传输到另一端，在所述另一端处，所述光离开所述混光棒。在这个

实施方案中，混光棒的出口表面663已被构造成(例如)通过构造出口表面的折射性质来引

导离开的光朝向光门和光束整形物体106。

[0066] 图6c说明其中集光器已被体现为TIR(全内反射)透镜665的实施方案。TIR透镜被

构造成收集来自光源609的光且引导所收集到的光朝向光门107和光束整形物体107。TIR透

镜包括外围部件，所述外围部件收集由光源产生的光的外围部分且引导光的外围部分朝向

光门。在外围部件中，使用外围部件的外壁处的全内反射来前向反射所收集到的光。TIR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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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包括中央部件，所述中央部件被构造成收集由光源产生的光的中央部分且引导所述光的

中央部分朝向光门和光束整形物体。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光源和TIR透镜已相对于彼此

成角度，以便将源光束聚焦在其处布置有光束整形物体的光门。然而，应理解，光源和TIR透

镜无需相对于彼此倾斜，这是因为外围部件和中央部件的出口表面可被构造成偏转源光束

且将源光束聚焦在光门处，并且如图6a中展示的透镜可用于引导光朝向光门。

[0067] 图6d说明其中光源模块603d包括红色光源模块603R、绿色光源模块603G和蓝色光

源模块603B和彩色立方体667的实施方案。所述红色光源模块包括多个红色光源609R，所述

绿色光源模块603G包括多个绿色光源609G且所述蓝色光源模块603B包括多个蓝色光源

609B。来自所述红色、绿色和蓝色光源的光使用彩色立方体的选色镜组合成共同光束。彩色

立方体667包括适于反射红光且透射其它颜色的“红色”选色镜669R和适于反射蓝光且透射

其它颜色的“蓝色”选色反射体669B。因此，红光和蓝光将分别被红色选色镜669R和蓝色选

色镜669B反射，而绿光将直接穿过彩色立方体。结果是根据加色混合规则呈现为白色的输

出光束。

[0068] 红色光源模块包括被构造成收集来自红色光源609R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

成红色源光束613(说明虚线)的多个红色集光器611R。多个红色光源和多个红色集光器布

置在多个群组中，其中每一群组包括至少一个红色光源和至少一个红色集光器且提供对光

门附近的光束整形装置的红色照明，且其中对光束整形物体的多个红色照明是不同的。控

制器如先前描述那样被构造成个别地控制多个红色群组。应注意，红色光源和红色集光器

可如上文描述的实施方案中的任何一个那样被分组、控制且提供。

[0069] 绿色光源模块包括被构造成收集来自绿色光源609G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

成绿色源光束613G(说明为点线)的多个绿色集光器611G。多个绿色光源和多个绿色集光器

布置在多个群组中，其中每一群组包括至少一个绿色光源和至少一个绿色集光器且提供对

光门附近的光束整形物体的绿色照明，且其中对光门的多个绿色照明是不同的。控制器如

先前描述那样被构造成个别地控制多个绿色群组。应注意，绿色光源和绿色集光器可如上

文描述的实施方案中的任何一个那样被分组、控制且/或提供。

[0070] 蓝色光源模块包括被构造成收集来自蓝色光源609B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

成蓝色源光束613B(说明为点划线)的多个蓝色集光器611B。多个蓝色光源和多个蓝色集光

器布置在多个群组中，其中每一群组包括至少一个蓝色光源和至少一个蓝色集光器且提供

对光门附近的光束整形物体的蓝色照明，且其中对光束整形装置的多个蓝色照明是不同

的。控制器如先前描述那样被构造成个别地控制多个蓝色群组。应注意，蓝色光源和蓝色集

光器可如上文描述的实施方案中的任何一个那样被分组、控制且/或提供。

[0071] 这个实施方案使得可提供如先前描述的类似灯光效果，另外，可使用彩色立方体

系统中三原色中的每一个提供灯光效果且原色中的每一个的强度较高。

[0072] 图7a-7c说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701的实施方案，其中图7a说明分解图，图7b

说明俯视图且图7c说明移除掉集光器的光源模块703的光源模块703的前视图。图7a-7c仅

说明投射灯具的主要组件且已为简单起见省略若干组件。举例来说，已省略例如载流薄板、

电组件和致动器等等的结构组件。

[0073] 所述投射灯具包括与图1、2、3中说明的投射灯具相同的基本组件，且提供类似效

果的类似元件已在图7a-7c中被给予与图1、2和3中相同的最后两个数字且所述组件布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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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罩(未展示)中。

[0074] 所述投射灯具包括：光源模块703，其包括布置在LED  PCB  771上的多个LED  709；

和集光器，其包括多个小透镜761。小透镜761中的每一个被构造成收集来自对应LED  709的

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沿着主光轴715传播的对应源光束。投射系统705被构造成收集

所述光束的至少一部分且沿着主光轴715投射所收集到的光束。LED  709和小透镜如先前描

述那样布置在多个群组中且因此可创造对光门的多个不同照明。

[0075] 图7c说明LED  PCB  771的前视图。所述LED  PCB包括布置在圆形图案中的90个LED。

所述LED布置在四个群组中且每一群组的LED串联连接在一串中。每一串的引线以不同类型

的线说明。所述串中的每一个通过连接器772连接到电力供应器/驱动器(未展示)。所述电

力供应器/驱动器被构造成将电力输送到LED，从而可通过控制供应到LED的电力来控制强

度。举例来说，控制器可被构造成通过使用PWM信号或DC信号来指示电力供应器/驱动器控

制LED串中的每一个的LED的光强度。已使用粗线说明第一LED群组708a、第二LED群组708b、

第三LED群组708c和第四LED群组708d的界限。然而，应理解，可提供许多分组。

[0076] 在所说明的实施方案中，光由集光器711沿着光轴715引导且在通过前透镜739离

开灯具之前穿过大量光学效果组件。在这个实施方案中，投射灯具701包括CMY混色系统

741、色轮773、旋转图案盘775、固定图案盘777、可变光圈749、光学聚焦群组729、棱镜751和

光学变焦群组727。

[0077] CMY混色系统741包括一对青绿色挡光片779C、一对品红色挡光片779M和一对黄色

挡光片779Y，其可由致动器(未展示)插入到源光束中且提供滤色效果。因此，可使用减色混

合来控制源光束的颜色。CMY挡光片可部分插入到源光束中且因此可布置在源自群组中的

一个的光中，而来自另一群组的光不会击中CMY挡光片。因此，可提供其中源自一个光源群

组的光的颜色不同于来自另一光源群组的光的颜色的彩色灯光效果。举例来说，在这个实

施方案中，CMY挡光片可部分布置在光源光束中，使得源自第一群组708a和第四群组708d的

光击中CMY挡光片，而来自第二和第三群组的光不会击中CMY挡光片。应注意，CMY挡光片和

移动CMY挡光片的机械结构可以如娱乐灯具技术中已知的许多方式体现。

[0078] 色轮773包括多个不同颜色的滤色镜743，所述色轮可通过致动器(未展示)围绕中

心轴旋转且所述滤色镜可据此插入到源光束中。所述色轮还包括开口区段781，开口区段

781可插入到源光束中且从而所述色轮不将任何色彩效果应用到源光束。所述色轮和所述

滤色镜可以如娱乐照明技术中已知的任何方式体现。

[0079] 旋转图案盘775包括多个图案片743，其中所述图案片中的每一个布置在图案片固

持器783中，从而使得所述图案片能够围绕其中心轴旋转。所述图案片中的每一个布置在轴

承中，所述轴承包括与中心齿轮(未展示)啮合的齿轮，且所述中心齿轮的旋转导致旋转图

案片固持器的旋转。也可旋转图案盘以便将不同图案片布置在源光束中且所述图案盘也可

包括不具有图案片的开口区段781。在这个实施方案中，光门由旋转图案盘的图案片和开口

区段界定。所述旋转图案盘、图案片固持器和图案滤光片可以如娱乐照明技术中已知的任

何方式体现。

[0080] 所述投射灯具还包括固定图案盘777，其包括多个固定图案片743和开口区段781。

可旋转所述固定图案盘以便将图案片布置在源光束中。所述固定图案盘可以如娱乐照明技

术中已知的任何方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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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可变光圈749已布置在固定图案盘之后且可用于限定源光束。所述可变光圈可以

如娱乐照明技术中已知的任何方式体现。

[0082] 光学聚焦群组729可由致动器(未展示)沿着主光轴移动，且所述光学聚焦群组因

此可用于沿着主光轴在目标表面处提供图案片的清晰图像。然而，如果需要，还可将光学聚

焦群组布置在非聚焦位置中。可沿着主光轴移动光学变焦群组727以便改变光束的大小和/

发散度。多面棱镜布置在棱镜臂787中，棱镜臂787可移动所述棱镜使其进出源光束。此外，

所述棱镜臂包括一个机构，所述机构可使所述棱镜在被布置在源光束中时围绕其自身中央

轴旋转。如娱乐照明技术中所知，棱镜的面使源光束偏转且创造源光束的若干“副本”。面的

数目确定副本的数目，例如，三面棱镜将创造源光束的三个副本，且在图像投射系统中将创

造彼此偏移的三个相同图像。所述光学聚焦群组、所述光学变焦群组和所述棱镜可以如娱

乐照明技术中已知的任何方式提供。所述控制器可被构造成相对于对光束整形物体的不同

照明的变化来协调棱镜的旋转。这使得可相对于主光轴旋转光图案的“副本”且同时通过改

变不同照明的强度来改变光图案。

[0083] 图8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创造灯光效果的方法890的简化流程图。所述方法包括将光

束整形物体布置在投射灯具的光门附近的步骤891、使用光照明光束整形物体的步骤892和

沿着主光轴投射穿过光束整形物体的光的步骤893。

[0084] 可通过将图1、2、5和图6a-6d中展示的投射灯具的光束整形物体106中的任何一个

布置在通过由光源模块103、603a-d创造的源光束界定的光门附近来执行将光束整形物体

布置在光门附近的步骤891。这个步骤还可通过将图3中的投射灯具301的图案片345、动画

效果347和/或可变光圈349布置在源光束中来执行。类似地，所述步骤还可通过将旋转图案

盘775的图案片中的一个、固定图案盘777的固定图案片中的一个和/或可变光圈749布置在

图7a-7b中说明的投射灯具的源光束中来执行。

[0085] 可通过使用多个光源和多个集光器来执行使用光照明光束整形物体的步骤892，

其中所述集光器收集来自所述光源中的至少一个的光且将所收集到的光转换成源光束，所

述源光束至少部分沿着主光束传播。这可通过使用图1、2、3、5、图6a-6d、图7a-7c中说明的

投射灯具的光源模块中的任何一个来进行。

[0086] 可通过使用投射系统来执行沿着主光轴投射穿过光束整形物体的光的步骤893，

其中所述投射系统被构造成收集由所述光源产生且穿过所述光束整形物体的光的一部分。

所述投射系统可以是任何光学投射系统，例如先前结合图1、2、3、5、图6a-6d、图7a-7c的投

射灯具描述的光学系统中的任何一个。

[0087] 此外，照明光束整形物体的步骤892包括在光束整形物体处提供多个不同照明的

步骤894和相对于彼此改变多个不同照明的强度的步骤895。

[0088] 根据本发明的创造灯光效果的方法890使得能够提供大量新的灯光效果。通过使

用多个不同照明来照明光束整形物体且相对于彼此控制不同照明的强度使得可创造大量

灯光效果，这是因为每一不同照明创造其自身的灯光效果且通过改变不同照明的强度使得

可创造非常多的新的灯光效果。可相对于彼此动态改变不同照明的强度，从而可创造动画

灯光效果。实际上，可在不相对于源光束移动光束整形物体的情况下提供动画灯光效果，这

在现有技术中是常见的。然而，还可组合不同照明的强度的变化与光束整形物体的移动，这

导致甚至更多的新的灯光效果。因此，所述方法任选地还可包括相对于源光束移动光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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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物体的步骤896和关于相对于彼此改变不同照明的强度的步骤来协调光束整形物体的移

动的步骤899。

[0089] 图9说明用于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中的光束整形物体的实例。所述光束整形物

体体现为图案片945，图案片945包括光可穿过的四个圆形开口946。所述图案片体现为其中

开口设置为开孔的金属板，如具有围绕开口的屏蔽涂层的玻璃板。

[0090] 图10a-10c说明可由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使用图9中说明的图案片作为光束整

形物体来创造的不同照明1097a-1097c。图10a-10c中的照明由具有光源模块的投射灯具创

造，所述光源模块可创造对图案片945的两个不同照明。所述光源模块因此包括两个光源和

集光器群组且可(例如)如图1和5中展示那样分组。

[0091] 图10a说明照明1097a，其中第一光源群组以最高强度驱动且第二群组关闭。图10b

说明照明1097b，其中第一群组关闭且第二群组以最高强度驱动。可以看到，开口1098的图

像取决于光源群组中的哪些群组开启而相对于彼此移位；这是由于两个群组创造对图案片

的不同照明的事实。图10c说明以下情形：其中两个群组同时以最高强度驱动，且可以看到，

两个照明1097a和1097b叠加。

[0092] 图11a-11h说明可由根据本发明的投射灯具使用图9中说明的图案片来创造的不

同照明1197a-h。照明1197a-1197h由具有光源模块的投射灯具创造，所述光源模块可创造

图案片945的四个不同照明。所述光源模块因此包括四个光源和集光器群组且所述群组如

图4b中展示那样布置。图11a-11d说明照明1197a-1197d，其中第一光源群组408a、第二光源

群组408b、第三光源群组408c和第四光源群组408d分别以最大强度驱动而其它群组关闭。

图11e说明照明1197e，其中所有光源群组以最大强度驱动。图11f说明照明1197f，其中第一

光源群组408a、第二光源群组408b和第四光源群组408d以最大强度驱动而第三群组408c关

闭。图11g说明照明1197g，其中第三光源群组408c和第四光源群组408d以最大强度驱动，而

第一群组408a和第二群组408b关闭。图11h说明一个实施方案，其中第一群组408a以最大强

度驱动，而第二群组408b、第三群组408c和第四群组408d以50％的强度驱动。因此，照明的

中心圆比周围部分更明亮，这是因为周围部分不具有与其它照明的任何重叠部分。这已通

过以下事实说明：由第二、第三和第四群组提供的圆形已被加阴影。应理解，已仅说明8个照

明组合且可通过相对于彼此改变四个群组的强度来产生许多其它照明。

[0093] 图12a-12g说明通过使用图7a-c中展示的照明装置中的纹理化玻璃图案片创造的

不同照明，其中投射系统已将纹理化图案片的表面聚焦在目标表面处。所述纹理化图案片

包括多个折射元件。已通过使用光圈和快门设置相同的相机对目标表面的照明进行拍照且

接着将照片饱和到黑色和白色来记录所述照明。通过相对于彼此不同地驱动四个群组

708a-708d来提供不同照明。图12a-12d说明其中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群组已分别以最大

强度驱动而其它群组已关闭的照明。图12e说明其中第一和第四群组以最大强度驱动而第

二和第三群组关闭的照明。图12f说明相反情形，其中第二和第三群组以最大强度驱动而第

一和第四群组关闭。最终，图12g说明其中所有四个群组已以最大强度驱动的照明。

[0094] 在图12a-12g各处可以看到，通过控制不同光源群组的强度，可改变目标表面处的

照明。因此，可简单地通过相对于彼此改变光源的强度来创造许多光图案。应注意，在这个

实施方案中，照明的差异可主要被视为纹理化玻璃图案处的阴影的变化。此外，因为人眼对

照明的变化非常敏感，所以当动态改变不同群组的强度时所述效果的可见性非常高，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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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类观察者将清楚地看到这个效果。

[0095] 图13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投射灯具1301的结构图且其中投射系统包括扫描镜

1312。投射灯具1301类似于图1中说明的投射灯具101，且类似特征已使用相同参考数字来

标记且将不再赘述。在此实施方案中，投射灯具1301包括扫描镜1312，扫描镜1312被构造成

相对于主光轴115反射被投射光。举例来说，所述扫描镜可通过若干致动器(未展示)移动，

且所述致动器可被构造成相对于主光轴旋转扫描镜且/或相对于主光轴使扫描镜倾斜，从

而可控制被反射光束的方向。如娱乐光学扫描仪技术中所知，控制器可被构造成通过通信

线1314控制扫描镜的移动。此外，所述控制器可被构造成相对于第一照明和第二照明的强

度来协调扫描镜的移动。因此，可创造其它灯光效果。使用扫描镜的一个优点是以下事实：

可非常迅速地改变被投射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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