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538710.5

(22)申请日 2021.03.12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合联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

道塘头社区松白路三联工业区同高厂

房2栋三楼、5栋一楼B号

(72)发明人 张中奎　毛强民　刘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维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08

代理人 吴珊

(51)Int.Cl.

H05B 45/30(2020.01)

H05B 45/10(2020.01)

H05B 45/325(2020.01)

H05B 45/20(2020.01)

H05B 45/395(2020.01)

H05B 47/175(2020.01)

H05B 47/19(2020.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灯光调节电路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包括输入模

块、控制模块以及亮度调节模块，所述输入模块

用于输入灯光调节信号，所述控制模块与输入模

块相耦接、用于接收灯光调节信号并输出控制信

号，所述亮度调节模块包括驱动电源以及与驱动

电源相耦接的发光件，所述亮度调节模块与控制

模块相耦接；所述控制模块包括PWM信号发生器

与控制单元，所述PWM信号发生器用于接收控制

信号并输出占空比信号，所述控制单元与PWM信

号发生器相耦接、用于接收占空比信号并控制经

过发光件的电流增大或减小，以使发光件的亮度

增大或减小。本申请具有实现稳定可靠的调节灯

光亮度，减少灯光的闪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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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输入模块（2）、控制模块（1）以及亮度调节模块

（4），所述输入模块（2）用于输入灯光调节信号，所述控制模块（1）与输入模块（2）相耦接、用

于接收灯光调节信号并输出控制信号，所述亮度调节模块（4）包括驱动电源（41）以及与驱

动电源（41）相耦接的发光件（42），所述亮度调节模块（4）与控制模块（1）相耦接；

所述控制模块（1）包括PWM信号发生器（12）与控制单元（13），所述PWM信号发生器（12）

用于接收控制信号并输出占空比信号，所述控制单元（13）与PWM信号发生器（12）相耦接、用

于接收占空比信号并控制经过发光件（42）的电流增大或减小，以使发光件（42）的亮度增大

或减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亮度调节模块（4）上耦

接有色温调节单元（5），所述色温调节单元（5）包括用于发出暖光的暖光件（51），所述暖光

件（51）与驱动电源（41）相耦接，所述色温调节单元（5）与控制单元（13）相耦接，所述控制单

元（13）与PWM信号发生器（12）相耦接、用于接收占空比信号并控制经过暖光件（51）的电流

增大或减小，以使暖光件（51）的亮度增大或减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13）包括亮度

控制子单元（131）与色温控制子单元（132），所述亮度控制子单元（131）、色温控制子单元

（132）分别与发光件（42）、暖光件（51）相耦接；

所述亮度控制子单元（131）包括MOSFET管U3、第五电阻器R5以及第六电阻器R6，所述

MOSFET管U3的漏极与发光件（42）相耦接，栅极通过第五电阻器R5与PWM信号发生器（12）的

输出端相耦接，源极接地，所述MOSFET管U3的栅极还通过第六电阻器R6接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通信单元（11），所述

通信单元（11）的发送端耦接于输入模块（2）上，接收端耦接于所述控制模块（1）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1）上耦接有

电源模块（3），所述电源模块（3）的输入端与外部电源电连接，所述电源模块（3）的输出端与

控制模块（1）相耦接，所述电源模块（3）用于控制模块（1）的供电。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模块（2）上设置有

启停开关（21），所述启停开关（21）耦接于电源模块（3）的输入端与外部电源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模块（2）上设置有

亮度调节开关（22）与色温调节开关（23），所述亮度调节开关（22）与色温调节开关（23）用于

输入灯光调节信号至通信单元（11）的发送端。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件（42）

两端分别耦接有第一电阻器R1、第二电阻器R2，所述第一电阻器R1的另一端连接于驱动电

源（41）的输出端，所述第二电阻器R2的另一端与控制模块（1）相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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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灯光调节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电路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灯光调节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灯光既可以根据环境的明暗进行调节，也可以起到烘

托氛围的作用，例如在卧室中需要不同亮度或色温的灯光，以达到提高家居生活中舒适度

的效果，同时在不需要强光时调暗灯光，也能实现环保节能。

[0003] 相关的一种调光技术采用可控硅调光，可控硅通过调节内部电阻的分压比，改变

输出电压有效值，从而实现调光功能。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申请人认为存在有以下缺陷：可控硅调光破坏了正弦波

的波形，会产生干扰信号，从而导致调节过程中存在闪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实现稳定可靠的调节灯光亮度，减少灯光的闪烁，本申请提供一种灯光调节

电路。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灯光调节电路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包括输入模块、控制模块以及亮度调节模块，所述输入模块用

于输入灯光调节信号，所述控制模块与输入模块相耦接、用于接收灯光调节信号并输出控

制信号，所述亮度调节模块包括驱动电源以及与驱动电源相耦接的发光件，所述亮度调节

模块与控制模块相耦接；

[0008] 所述控制模块包括PWM信号发生器与控制单元，所述PWM信号发生器用于接收控制

信号并输出占空比信号，所述控制单元与PWM信号发生器相耦接、用于接收占空比信号并控

制经过发光件的电流增大或减小，以使发光件的亮度增大或减小。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输入模块输入所需的灯光调节信号，控制模块接收后改

变输出的控制信号，以此调整PWM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占空比信号；控制单元受控于PWM信号

发生器发出的占空比信号，依据占空比信号控制发光件回路的电流增大或减小，能使发光

件的亮度随之增大或减小，从而达到了线性调光的目的，减少了发光件灯光的闪烁，且稳定

可靠，调光效果好。

[0010] 可选的，所述亮度调节模块上耦接有色温调节单元，所述色温调节单元包括用于

发出暖光的暖光件，所述暖光件与驱动电源相耦接，所述色温调节单元与控制单元相耦接，

所述控制单元与PWM信号发生器相耦接、用于接收占空比信号并控制经过暖光件的电流增

大或减小，以使暖光件的亮度增大或减小。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色温调节单元的设置增加了色温调节功能，能根据需要

调节灯光的冷暖，以达到提高家居生活中舒适度的效果；暖光件与发光件共用相同的驱动

电源、控制模块，能简化电路结构，便于电路的应用，同时节省了成本。

[0012] 可选的，所述控制单元包括亮度控制子单元与色温控制子单元，所述亮度控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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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色温控制子单元分别与发光件、暖光件相耦接；

[0013] 所述亮度控制子单元包括MOSFET管U3、第五电阻器R5以及第六电阻器R6，所述

MOSFET管U3的漏极与发光件相耦接，栅极通过第五电阻器R5与PWM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相

耦接，源极接地，所述MOSFET管U3的栅极还通过第六电阻器R6接地。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发光件、暖光件分别通过亮度控制子单元、色温控制子单

元控制，能实现亮度、色温的单独调节或同时调节，增加了适用范围；MOSFET管是电压控制

型器件，其导通时导通压降小，且低功耗、性能稳定，能控制输入回路的电场效应来控制输

出回路电流，进一步提高了线性调光的稳定性，减少了发光件灯光的闪烁。

[0015] 可选的，还包括通信单元，所述通信单元的发送端耦接于输入模块上，接收端耦接

于所述控制模块上。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信单元的设置便于控制模块、输入模块的独立安装，在

实际应用中，通信单元可采用有线通信或无线通信的方式，发送端与接收端可分开安装在

较远的位置，以此合理设置输入模块的位置，从而便于使用者使用。

[0017] 可选的，所述控制模块上耦接有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的输入端与外部电源电

连接，所述电源模块的输出端与控制模块相耦接，所述电源模块用于控制模块的供电。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电源模块的设置为控制模块提供电能，直接连接于外部

电源，有利于提高供电的稳定性。

[0019] 可选的，所述输入模块上设置有启停开关，所述启停开关耦接于电源模块的输入

端与外部电源之间。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启停开关的通断能控制电源模块的开启或关闭，当电源

模块不工作时，无控制信号输出，发光件不工作，便于整体灯光的管理与使用，在不使用可

以节省电能。

[0021] 可选的，所述输入模块上设置有亮度调节开关与色温调节开关，所述亮度调节开

关与色温调节开关用于输入灯光调节信号至通信单元的发送端。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亮度调节开关、色温调节开关以及启停开关统一设置于

一个输入模块上，便于统一管理，有利于操作者使用并控制灯光。

[0023] 可选的，所述发光件两端分别耦接有第一电阻器R1、第二电阻器R2，所述第一电阻

器R1的另一端连接于驱动电源的输出端，所述第二电阻器R2的另一端与控制模块相耦接。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电阻器R1、第二电阻器R2起到分压的作用，有利于发

光件的稳定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电路工作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电路原理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1、控制模块；11、通信单元；12、PWM信号发生器；13、控制单元；131、

亮度控制子单元；132、色温控制子单元；2、输入模块；21、启停开关；22、亮度调节开关；23、

色温调节开关；3、电源模块；4、亮度调节模块；41、驱动电源；42、发光件；5、色温调节单元；

51、暖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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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申请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申请，并不

用于限定本申请。

[0028]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灯光调节电路。

[0029] 参照图1，一种灯光调节电路包括控制模块1、输入模块2、以及亮度调节模块4，输

入模块2用于输入灯光调节信号，控制模块1与输入模块2相耦接、用于接收灯光调节信号并

输出控制信号，亮度调节模块4与控制模块1相耦接。当需要调节灯光的亮度或色温时，通过

输入模块2输入灯光调节信号，再通过控制模块1控制亮度调节模块4改变灯光的亮度。

[0030] 参照图1，为了便于控制模块1的供电，在控制模块1上耦接有电源模块3，电源模块

3的输出端与控制模块1相耦接，电源模块3的输入端耦接有启停开关21，启停开关21耦接于

电源模块3的输入端与外部电源之间，电源模块3可采用交直流电源转换器，如型号为

ABL2REM24015K的电源转换器，输入电压AC100~240V，输出DC24V，能将外部电源转换为适合

控制模块1使用的直流电。启停开关21可采用继电器，继电器的通断能控制电源模块3的开

启或关闭，当电源模块3未通电时，控制模块1不工作，无控制信号输出，亮度调节模块4也不

工作，便于整体灯光的管理与使用，在不使用可以节省电能。

[0031] 参照图1，启停开关21设置在输入模块2上，输入模块2上还设置有亮度调节开关22

与色温调节开关23，亮度调节开关22与色温调节开关23用于输入灯光调节信号，输入模块2

可采用86型面板开关，能适应大多数地区工程和家装中的墙壁开关尺寸。亮度调节开关22、

色温调节开关23以及启停开关21统一设置于一个输入模块2上，便于统一管理，有利于操作

者使用并控制灯光。

[0032] 参照图1，为了便于输入模块2与控制模块1之间的通信，灯光调节电路上还设置有

通信单元11，通信单元11的发送端耦接于输入模块2上，接收端耦接于控制模块1上。在本实

施例中，通信单元11采用无线通信的方式，具体可采用2.4GHz或433MHz的无线接收器，发送

端与接收端可分开安装在较远的位置，以此合理设置输入模块2的位置，从而便于使用者使

用，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采用有线通信，利用信号导线连接通讯单元的发送端与接收端。

[0033] 参照图1，具体的，亮度调节模块4包括驱动电源41与发光件42，亮度调节模块4上

耦接有色温调节单元5，色温调节单元5包括用于发出暖光的暖光件51，发光件42、暖光件51

与驱动电源41相耦接，驱动电源41可采用DV24V电源，应当理解，驱动电源41的电压等级应

依据实际需要，并根据不同的发光件42、暖光件51来选择。

[0034] 参照图1，在本实施例中，发光件42由3个串联的LED灯组成，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

采用白炽灯等发光器件，同时LED灯的个数也可以是2个，3个等，发光件42两端分别串联有

第一电阻器R1、第二电阻器R2，第一电阻器R1的另一端连接于驱动电源41的输出端，第二电

阻器R2的另一端与控制模块1相耦接。暖光件51由3个串联的暖光灯组成，暖光灯色温在

3000K以下，暖光件51两端分别串联有第三电阻器R3、第四电阻器R4，第四电阻器R4的另一

端连接于驱动电源41的输出端，第三电阻器R3的另一端与控制模块1相耦接，第一电阻器

R1、第二电阻器R2、第三电阻器R3以及第四电阻器R4起到分压的作用，有利于发光件42、暖

光件51的稳定工作。

[0035] 参照图1，控制模块1包括PWM信号发生器12与控制单元13，控制单元13包括亮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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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子单元131与色温控制子单元132，PWM信号发生器12设置有两个，分别与亮度控制子单元

131与色温控制子单元132相耦接。PWM信号发生器12接收控制信号后，输出占空比信号，亮

度控制子单元131与PWM信号发生器12相耦接、用于接收占空比信号并控制经过发光件42的

电流增大或减小，能使发光件42的亮度增大或减小，色温控制子单元132与PWM信号发生器

12相耦接、用于接收占空比信号并控制经过暖光件51的电流增大或减小，能使暖光件51的

亮度增大或减小，以此实现灯光亮度及色温的线性调节，减少了发光件42灯光的闪烁，且稳

定可靠，调光效果好。

[0036] 参照图1，具体的，亮度控制子单元131包括MOSFET管U3、第五电阻器R5以及第六电

阻器R6，MOSFET管U3的漏极与第二电阻器R2相耦接，栅极通过第五电阻器R5与PWM信号发生

器12的输出端相耦接，源极接地，MOSFET管U3的栅极还通过第六电阻器R6接地；色温控制子

单元132包括MOSFET管U4、第七电阻器R7以及第八电阻器R8，MOSFET管U4的漏极与第三电阻

器R3相耦接，栅极通过第七电阻器R7与PWM信号发生器12的输出端相耦接，源极接地，

MOSFET管U4的栅极还通过第八电阻器R8接地。MOSFET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其导通时导通

压降小，且低功耗、性能稳定，能控制输入回路的电场效应来控制输出回路电流，进一步提

高了线性调光的稳定性。

[0037]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灯光调节电路的实施原理为：轻触ON/OFF按键，启停开关21接

通，电源模块3开始供电，控制模块1开始工作，发光件42开始发亮。短按输入模块2上的亮度

调节开关22或色温调节开关23，输入对应的灯光调节信号，控制模块1接收后改变输出的控

制信号，以此调整PWM信号发生器12输出的占空比信号，亮度控制子单元131与色温控制子

单元132受控于PWM信号发生器12发出的占空比信号，依据占空比信号控制发光件42、暖光

件51回路的电流增大或减小，能使发光件42、暖光件51的亮度随之增大或减小，从而达到了

线性调节发光亮度及色温的目的，减少了发光件42灯光的闪烁，且稳定可靠，调光效果好。

[0038]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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