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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调光装置，包括：调光信

号接口模块，其包括光耦合模块；及模拟-数字转

换器模块，其输入端与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输

入端相连接，其输出端与该光耦合模块相选择性

连接；其中，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被构造为能够

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该模拟-数字转换器

模块被构造为：当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该输入

端接收到该模拟信号时，将该模拟信号转换为方

波信号并将其输出到该光耦合模块；当该调光信

号接口模块的该输入端接收到该数字信号时，该

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该输出端与该光耦合模

块断开连接。本发明的调光装置可以接收数字信

号和模拟信号这两种控制信号用于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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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调光装置，包括：

调光信号接口模块，其包括光耦合模块；及

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其输入端与所述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输入端相连接，其输出端

与所述光耦合模块选择性连接；

其中，所述调光信号接口模块被构造为能够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所述模拟-数字

转换器模块被构造为：当所述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所述输入端接收到所述模拟信号时，将

所述模拟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并将其输出到所述光耦合模块；当所述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

所述输入端接收到所述数字信号时，将所述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出端与所述光

耦合模块断开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数字信号包括DALI信号，所述模拟

信号包括模拟电压信号或模拟电阻信号。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波信号包括预先设定的与所述模

拟信号对应的频率信号或PWM信号。

4.如权利要求2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光装置还包括连接到所述调光接口模块

的所述输入端的镜像电流源，当所述调光接口模块接收到所述模拟电阻信号时，所述模拟

电阻信号经过所述镜像电流源产生所述模拟电压信号。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电压信号为0-10V直流电。

6.如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数字转换模块包括电压-

频率转换模块，所述电压-频率转换模块用于将所述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所述频率信号。

7.如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数字转换模块包括电压-

占空比转换模块，所述电压-占空比转换模块用于将所述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PWM信号。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光装置还包括控制模块，所述控

制模块被构造为：识别所述数字信号，当所述调光接口模块的所述输入端接收到所述数字

信号时，所述控制模块控制所述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出端与所述光耦合模块断

开连接；当所述调光接口模块的所述输入端接收到所述模拟信号时，所述控制模块控制所

述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出端与所述光耦合模块相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光装置还包括识别模块，所述识

别模块包括稳压二极管，第一开关管和第二开关管；其中，所述稳压二极管的负极与所述调

光信号接口模块的所述输入端相连，正极与所述第一开关管的栅极相连；所述第一开关管

的漏极与所述所述模拟-数字转换模块的控制端口相连接，所述第一开关管的源极接地，所

述模拟-数字转换模块的所述输出端通过所述第二开关管与所述光耦合模块相连接。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当所述调光接口模块的所述输入端接

收到所述数字信号时，所述稳压二极管被击穿，所述第一开关管导通，所述第二开关管断

开，所述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出端与所述光耦合模块断开连接。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当所述调光接口模块的所述输入端接

收到所述模拟信号时，所述稳压二极管不被击穿，所述第一开关管断开，所述第二开关管导

通，所述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出端与所述光耦合模块相连接。

12.一种调光装置，包括：

调光信号接口模块，其包括第一光耦合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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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其输入端与所述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输入端选择性相连接；及

第二光耦合模块，其输入端与所述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输出端相连接；

其中，所述调光信号接口模块被构造为能够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所述模拟-数字

转换器模块被构造为：当所述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所述输入端接收到所述模拟信号时，将

所述模拟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并将其输出到所述第二光耦合模块；当所述调光信号接口模

块的所述输入端接收到所述数字信号时，将所述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出端与所

述调光接口模块断开连接。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调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光装置还包括控制模块，所述

控制模块被构造为：识别所述数字信号，当所述调光接口模块的所述输入端接收到所述数

字信号时，所述控制模块控制所述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出端与所述调光接口模

块断开连接；当所述调光接口模块的所述输入端接收到所述模拟信号时，所述控制模块控

制所述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出端与所述调光接口模块相连接。

14.一种灯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到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调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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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调光装置及灯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大体涉及照明装置，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智能调光装置及具有该调光装置

的灯具。

背景技术

[0002] 节能环保已成为世界面临研究的新课题，引发世界照明革命的LED照明应运而生。

2010年，欧美各国陆续出台逐渐淘汰白炽灯的规定，我国将在2016年禁止使用白炽灯，LED

将成为照明的主要灯具。通过用LED光源替换传统光源，可以实现一次节能；而智能照明的

引入，可以在一次节能的基础上，实现LED的二次节能及照明管理方式的转变。

[0003] 智能照明的核心理念包括感知化、互联化、物联化和智能化。要体现智能照明的优

势，必须具备反应灵敏、功能丰富、安全可靠的照明终端。一个LED智能照明系统里的照明终

端由LED光源、LED驱动器和调光控制器构成。调光控制器通过输出PWM信号或0～10V模拟信

号来控制LED驱动器，LED驱动器根据调光信号输出不同等级的电流到LED光源，从而使LED

产生不同的亮度。

[0004] DALI(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协议，全称为数字可寻址照明

接口协议，是照明领域内一种国际通用的开放标准。DALI协议具有高效节能、结构灵活、易

于维护、功能强大等特点，而基于DALI协议的调光系统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因而DALI协议

在欧美地区广泛流行，越来越多的灯具厂家也开始生产能与DALI协议兼容的各种灯具。

[0005] 然而，现有技术中的调光装置接口通常被设计为只能单独接收DALI信号或者0～

10V模拟信号，不能同时兼容两种控制信号。使得调光控制器成本较高，用户使用不便。

[0006] 现有技术中还有一种可以接收DALI信号和0～10V模拟信号这两种控制信号的调

光装置，但是这两种控制信号要通过不同的信号输入端被调光装置接收。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使调光装置实现了多功能，但是要使用多个信号输入端输入调光信号还是造成了较高的

元器件成本。

[0007]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以解决如上所述的至少一个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调光装置，其包括：调光信号接口模块，其

包括光耦合模块；及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其输入端与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输入端相连

接，其输出端与该光耦合模块相选择性连接；其中，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被构造为能够接收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被构造为：当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该输入

端接收到该模拟信号时，将该模拟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并将其输出到该光耦合模块；当该

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该输入端接收到该数字信号时，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该输出端

与该光耦合模块断开连接。

[0009] 可选地，该数字信号包括DALI信号，该模拟信号包括模拟电压信号或模拟电阻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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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可选地，该方波信号包括预先设定的与该模拟信号对应的频率信号或PWM信号。

[0011] 可选地，该调光装置还包括连接到该调光接口模块的该输入端的镜像电流源，当

该调光接口模块接收到该模拟电阻信号时，该模拟电阻信号经过该镜像电流源产生该模拟

电压信号。

[0012] 可选地，该模拟电压信号为0-10V直流电。

[0013] 可选地，该模拟-数字转换模块包括电压-频率转换模块，该电压-频率转换模块用

于将该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该频率信号。

[0014] 可选地，该模拟-数字转换模块包括电压-占空比转换模块，该电压-占空比转换模

块用于将该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该PWM信号。

[0015] 可选地，该调光装置还包括控制模块，该控制模块被构造为：当该调光接口模块的

该输入端接收到该数字信号时，该控制模块控制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与该调光装置断

开连接；当该调光接口模块的该输入端接收到该模拟信号时，该控制模块控制该模拟-数字

转换器模块与该调光装置相连接。

[0016] 可选地，该调光装置还包括识别模块，该识别模块包括稳压二极管D1，第一开关管

M1和第二开关管M2；其中，该稳压二极管的负极与该输入端相连，正极与该第一开关管的栅

极相连；该第一开关管的漏极与该所述模拟-数字转换模块的控制端口相连接，该模拟-数

字转换模块的输出端通过该第二开关管与该光耦合模块相连接。

[0017] 可选地，当该调光接口模块的该输入端接收到该数字信号时，该稳压二极管D1被

击穿，该第一开关管M1导通，该第二开关管M2断开，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与该调光装置

断开连接。

[0018] 可选地，当该调光接口模块的该输入端接收到该模拟信号时，该稳压二极管D1不

被击穿，该第一开关管M1断开，该第二开关管M2导通，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与该调光装

置相连接。

[0019]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在于提供了一种调光装置，其包括：调光信号接口模块，其包

括第一光耦合模块；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其输入端与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输入端选择

性相连接；及第二光耦合模块，其输入端与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输出端相连接；其中，

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被构造为能够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被

构造为：当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该输入端接收到该模拟信号时，将该模拟信号转换为方

波信号并将其输出到该第二光耦合模块；当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的该输入端接收到该数字

信号时，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出端与该调光接口模块断开连接。

[0020] 可选地，该调光装置还包括控制模块，该控制模块被构造为：当该调光接口模块的

该输入端接收到该数字信号时，该控制模块控制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该输出端与该

调光接口模块断开连接；当该调光接口模块的该输入端接收到所述模拟信号时，该控制模

块控制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该输出端与该调光接口模块相连接。

[0021]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在于提供一种灯具，其包括上述任一项所述的调光装置。

[0022] 通过上述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可以看出，当该调光装置接收到DALI信号时，无

需通过模拟-数字转换模块即可作用于该调光装置；当该调光装置接收到模拟信号时，通过

模拟信号转换将该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并利用该方波信号驱动该调光装置。使得本发明

的调光装置能够利用统一信号输入端接收不同的调光控制信号，节约了生产制造成本，方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7920402 B

5



便了用户。

[0023] 通过下面的详细描述、附图以及权利要求，其他特征和方面会变得清楚。

附图说明

[0024] 当参照附图阅读以下详细描述时，本发明的这些和其它特征、方面及优点将变得

更好理解，在附图中，相同的元件标号在全部附图中用于表示相同的部件，其中：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总体结构框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调光装置的第一实施方式的一个具体示例的示意图；及

[0027] 图3是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总体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确切地理解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主题，下面结合附

图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在以下对这些具体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中，本说明书

对一些公知的功能或构造不做详细描述以避免不必要的细节而影响到本发明的披露。

[0029] 除非另作定义，本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技术术语或者科学术语应当为

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内具有一般技能的人士所理解的通常意义。本说明书以及权利要求书

中所使用的“第一”、“第二”以及类似的词语并不表示任何顺序、数量或者重要性，而只是用

来区分不同的组成部分。“一个”或者“一”等类似词语并不表示数量限制，而是表示存在至

少一个。“包括”或者“具有”等类似的词语意指出现在“包括”或者“具有”前面的元件或者物

件涵盖出现在“包括”或者“具有”后面列举的元件或者物件及其等同元件，并不排除其他元

件或者物件。“连接”或者“相连”等类似的词语并非限定于物理的或者机械的连接，而是可

以包括电性的连接，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0030] 图1示出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总体结构框图。现在参照图1，调光装置101包括调光

信号接口模块1，调光信号接口模块1包括光耦合模块3；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其输入端

IN与调光信号接口模块1的输入端L相连接，其输出端OUT与光耦合模块2的输入端L1选择性

连接；其中：调光信号接口模块1被构造为能够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模拟-数字转换器

模块2被构造为：当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1的该输入端(L、N)接收到该模拟信号时，将该模拟

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并将该方波信号输出到光耦合模块3；当调光信号接口模块1的输入端

(L、N)接收到该数字信号时，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与光耦合模块3断开连接。

[0031] 在本发明中，该数字信号包括DALI信号，该模拟信号包括模拟电压信号或模拟电

阻信号。该方波信号包括预先设定的与该模拟信号对应的频率信号或PWM信号。该模拟电压

信号为0-10V直流电信号。

[0032] 调光装置101还可以包括连接到调光接口模块1的输入端L的镜像电流源4，当该调

光接口模块1接收到该模拟电阻信号时，该模拟电阻信号经过该镜像电流源产生该模拟电

压信号。

[0033] 模拟-数字转换模块2包括电压-频率转换模块VFC (voltage-frequency 

converter)，该电压-频率转换模块2用于将该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该频率信号。可选地，模

拟-数字转换模块2也可以包括电压-占空比转换模块，该电压-占空比转换模块用于将该模

拟电压信号转换为占空比信号，公知常识，该占空比信号属于PWM信号。当光耦合模块3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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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频率信号或者占空比信号的高电平，导通，反之，则截止。

[0034] 再次参见图1，该调光装置101还可以包括控制模块5，控制模块5包括单片机电路

(图中未示出)。控制模块5被构造为：当该调光接口模块1的该输入端(L、N)接收到该数字信

号时，该控制模块5能够识别该数字信号并且控制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与该光耦合模

块3断开连接；当该调光接口模块1的该输入端(L、N)接收到该模拟信号时，该控制模块5控

制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与该光耦合模块3相连接。

[0035] 图2是本发明调光装置的第一实施方式的一个具体示例的示意图。如图2所示，调

光装置101还包括识别模块21，识别模块21包括稳压二极管D1，第一开关管M1和第二开关管

M2；其中，稳压二极管D1的负极与输入端L相连，正极与第一开关管M1的栅极相连；第一开关

管M1的漏极与该模拟-数字转换模块2的控制端口Enable/Disable相连接，第一开关管的源

极接地，该模拟-数字转换模块2的输出端OUT通过第二开关管M2与光耦合模块5相连接。

[0036] 具体地，该识别模块21还可以包括分压和滤波电路，其包括电阻R1、R2、R3、R4、二

极管D2、电容C1。电阻R1的一端与模拟-数字转换模块1的输入端IN相连接，另一端与电阻R2

相连接，二极管D2的负极与电阻R1和R2的中点相连，电阻R2的另一端与二极管D2的正极相

连接并且接地。该电路用于接收输入端IN接收到的该模拟电压信号并且实现分压功能。电

阻R3的一端与模拟-数字转换模块1的输入端IN相连接，另一端与稳压二极管D1的负极和电

容C1的一端相连接，电容C1的另一端与电阻R4的一端以及而家管D8的正极相连接并且接

地。稳压二极管D1的正极与电阻R4的另一端以及第一开关管M1的栅极相连接。

[0037] 继续参见图2，当该调光接口模块2的输入端L接收到该数字信号，如DALI信号时，

稳压二极管D1被击穿，第一开关管M1导通，第二开关管M2断开，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与

调光装置101断开连接。此时，DALI信号流经调光接口模块2并直接传输至光耦合模块3。光

耦合模块3能够识别该DALI信号，并根据该DALI信号的控制导通或者截止。

[0038] 此外，当调光接口模块1的输入端L接收到模拟信号时，稳压二极管D1不被击穿，第

一开关管M1断开，第二开关管M2导通，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与调光装置101相连接。此时，

模拟信号流经模拟-数字转换模块2，被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转换为频率信号或者该PWM信

号并且被传输至光耦合模块3。光耦合模块3能够识别该频率信号或者该PWM信号，并根据上

述频率信号或者占空比信号的控制导通或者截止。

[0039] 图3是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总体结构框图。如图3所示，调光装置201，其包括调

光信号接口模块221，其包括第一光耦合模块223；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22，其输入端IN与

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221的输入端选择性相连接；及第二光耦合模块223’，其输入端L2与该

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22的输出端OUT相连接；其中，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221被构造为能

够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22被构造为：当该调光信号接口模

块221的该输入端(L、N)接收到该模拟信号时，将该模拟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并将其输出到

该第二光耦合模块223’；当该调光信号接口模块221的该输入端(L、N)接收到该数字信号

时，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的所述输入端IN与该调光接口模块221断开连接。

[0040] 继续参见图3，该调光装置201还包括控制模块225，该控制模块225被构造为：当该

调光接口模块221的该输入端(L、N)接收到该数字信号时，该控制模块225控制该模拟-数字

转换器模块222的该输出端IN与该调光接口模块221断开连接；当该调光接口模块221的该

输入端(L、N)接收到所述模拟信号时，该控制模块225控制该模拟-数字转换器模块222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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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端IN与该调光接口模块221相连接。具体地，控制模块通过控制位于该调光接口模块输

入端L与该模拟-数字转换模块的输入端IN之间的开关管的通断来控制上述两个模块的输

入端之间的连接或断开。当该调光接口模块的输入端L接收到数字信号，如DALI信号时，该

控制模块控制该开关管断开，从而使得该模拟-数字转换模块与该调光接口模块断开连接；

当该调光接口模块的输入端(L、N)接收到模拟信号时，该控制模块控制该开关管导通，从而

使得该模拟-数字转换模块与该调光接口模块相连接。

[0041]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可以提供一种灯具，其包括上述调光装置101或201。

[0042] 本发明的调光装置，由于具有上述模拟-数字转换模块，因此可以利用相同的信号

输入端接收数字信号或者模拟信号用于调光。当该调光装置接收到DALI信号时，无需通过

通过模拟-数字转换模块即可作用于该调光装置；当该调光装置接收到模拟信号时，通过模

拟信号转换将该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并利用该方波信号驱动该调光装置。使得本发明的

调光装置具有统一的、多功能的调光信号接口，节约了调光装置的生产制造成本，为用户实

现了多用途地使用目的。

[0043] 本发明的灯具，由于具有上述调光装置，使得本发明的灯具具有统一的、多功能的

调光信号接口，节约了调光装置的生产制造成本，为用户实现了多用途地使用目的。

[0044] 虽然结合特定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对本发明可以作出许多修改和变型。因此，要认识到，权利要求书的意图在于覆盖

在本发明真正构思和范围内的所有这些修改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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