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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光LED灯电路，通过

设置模式设置电路和可控分压电路，模式设置电

路能够设置三种调光调色模式，并且在每一种模

式存在至少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可

控分压电路通过调节可调光恒流电路接入的电

压来控制可调光恒流电路输出的两路电流大小，

从而对第一LED发光电路的亮度和第二LED发光

电路的亮度进行调节；优点是有多种调光调色模

式可供用户选择，用户通过连续的开关操作，可

以在这三种模式中，选取一种模式下的一种亮度

色温对应变化关系作为实际使用的一种亮度色

温对应变化关系，且在连续调节亮度的时候，色

温按照选定的亮度色温对应变化关系也能连续

随着亮度变化或保持不变，色温调节的灵活性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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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光LED灯电路，包括用于将市电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压输出的整流电路、高

色温的第一LED发光电路、低色温的第二LED发光电路及可调光恒流电路，所述的整流电路

具有火线输入端、零线输入端、输出端和接地端，所述的第一LED发光电路和所述的第二LED

发光电路分别具有正极和负极，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具有输入端、第一控制端、第二控制

端、第一输出端、第二输出端和接地端，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输入端、所述的第一LED发

光电路的正极和所述的第二LED发光电路的正极均与所述的整流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接入

所述的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和所述的第一LED

发光电路的负极连接，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和所述的第二LED发光电路的

负极连接，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输出控制所述的第一LED发光电路发光强

度的第一路电流，所述的第一路电流的大小受到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接入

的电压大小的调节，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输出控制所述的第二LED发光电

路发光强度的第二路电流，所述的第二路电流的大小受到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控

制端接入的电压大小的调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光LED灯电路还包括模式设置电路和

可控分压电路，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具有正极、检测端、第一控制端、第二控制端和接地端，

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具有输入端、第一控制端、第二控制端、第一输出端、第二输出端和接

地端，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检测端与所述的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或零线输入端连接，

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正极、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输入端分别和所述的整流电路的输出

端连接，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控制端和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控制端连接，所

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二控制端和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控制端连接，所述的可控分

压电路的第一输出端和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控制端连接，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

第二输出端和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控制端连接，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接地端、

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接地端、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接地端和所述的整流电路的接地

端连接。

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用于设置调光调色模式，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能够设置三种调光

调色模式，并且在每一种调光调色模式存在至少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三种调

光调色模式为：在调节亮度时色温不变模式、在调节亮度时色温随亮度增加呈线性递增模

式以及在调节亮度时色温随亮度增加呈线性递减模式，通过对调光器的开关进行操作来对

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模式进行设定，在调光器开关闭合的状态下，如果先把开关断开，然

后在设定时间内再把开关闭合，认为进行了一次模式设定操作，每进行一次模式设定操作，

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设置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切换一次，在进行模式设定操作

时，如果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当前设置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为某一模式下的最后

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此时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切换为下一模式中第一

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否则，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调整为当前模式中当前

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的下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并将切换后的亮度和色

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作为默认关系保存，当切换到第三种调光调色模式下的最后一种亮度和

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后，再进行模式设定操作时，将再次切换到第一种模式下的第一种亮

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周而复始，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根据其当前模式

输出相应的第一控制电压，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根据其当前模式输出相应的

第二控制电压，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中分别设置有第一控制端电压和其第一输出端输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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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之间的线性关系以及第二控制端电压和其第二输出端输出的电压之间的线性关系，所

以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第二输出端的输出电压，分别根据从模式设置电路的输出端

接入的电压，随着所述的整流电路输出端的有效电压大小，分别呈现各自的对应变化。根据

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设定的模式，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输出对应的电压调节

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输出的第一路电流来调节所述的第一LED发光电路的

亮度，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输出端输出对应的电压调节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

二输出端输出的第二路电流来调节所述的第二LED发光电路的亮度，从而实现实现色温设

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光的LED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包

括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一电容和第一芯片，所述的第一芯片型号为S4223M，，所述的第一

芯片的第6脚为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所述的第一芯片的第1脚为所述的模式

设置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所述的第一芯片的第3脚和所述的第二电阻的一端连接，所述的第

二电阻的另一端为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正极，所述的第一芯片的第4脚和所述的第一电

容的一端连接，所述的第一芯片的第5脚和所述的第一电阻的一端连接，所述的第一电阻的

另一端为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检测端，所述的第一芯片的第2脚和所述的第一电容的另

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接地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光的LED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包

括第三电阻、第四电阻、第五电阻、第六电阻、第七电阻和第一二极管，所述的第一二极管为

稳压二极管，所述的第三电阻的一端为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所述的第四电

阻的一端为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所述的第三电阻的另一端和所述的第六电

阻的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输出端，所述的第四电阻的另一端

和所述的第七电阻的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输出端，所述的第

六电阻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七电阻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五电阻的一端和所述的第一二极管

的负极连接，所述的第五电阻的另一端为所述的可控分压电阻的输入端，所述的第一二极

管的正极为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接地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光的LED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

包括第八电阻、第九电阻、第十电阻、第十一电阻、第十二电阻、第二电容、第三电容、第二芯

片和第三芯片，所述的第二芯片的型号为SM088，所述的第三芯片的型号为RM9012D，所述的

第八电阻的一端和所述的第九电阻的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输

入端，所述的第八电阻的另一端和所述的第二芯片的第1脚连接，所述的第二芯片的第3脚、

所述的第二电容的一端、所述的第三电容的一端、所述的第十电阻的一端、所述的第十一电

阻的一端、所述的第十二电阻的一端和所述的第三芯片的底部电极连接，所述的第三芯片

的第1脚和所述的第二电容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控制

端，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3脚和所述的第三电容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可调光

恒流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2脚和所述的第十电阻的另一端连接，所述的

第三芯片的第4脚和所述的第十一电阻的另一端连接，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5脚为所述的可

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6脚为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

出端，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8脚和所述的第九电阻的另一端连接，所述的第二芯片的第2脚

和所述的第十二电阻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接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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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光的LED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整流电路采用全

桥整流桥堆实现，所述的全桥整流桥堆的第1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所述的全

桥整流桥堆的第3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零线输入端，所述的全桥整流桥堆的第2脚为所述

的整流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的全桥整流桥堆的第4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接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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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光LED灯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LED灯电路，尤其是涉及一种可调光LED灯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LED灯技术的不断提高，在不改变的外接线路的情况下，可调光LED灯可以直

接代替白炽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调光LED灯主要通过调光器来调节亮度。常用的调光

器是通过对市电的正弦波进行斩波，使输入灯具的有效电压发生改变，从而使灯具的发光

亮度发生变化。此类调光器具有开关和调节器两个功能，有两个连接端口。在具体的应用线

路中，调光器的一个连接端口连接市电的火线，另一个连接端口连接至少一个可调光LED灯

的火线接入端，可调光LED灯的零线接入端连接到市电的零线。当调光器的开关断开时，可

调光LED灯没有市电接入不发光，而当调光器的开关闭合时，可调光LED灯接入市电，此时通

过调光器的调节器可调节可调光LED灯的有效输入电压，可调光LED灯发出对应于有效输入

电压的亮度。

[0003] 现有的可调光LED灯在具有调光功能的基础上通常还具有色温调节功能。因为调

节色温可以营造不同的光照气氛，所以这种同时具有调光功能和色温调节功能的可调光

LED灯，越来越受到用户的喜爱。该可调光LED灯内部设置的LED发光模块，至少具有一组高

色温LED发光电路和一组低色温LED发光电路。当流过LED发光模块的总电流大小发生改变

时，LED发光模块的发光亮度也随着变化。而当流过高色温LED发光电路和低色温LED发光电

路的电流大小比例发生变化时，由于高色温LED发光电路和低色温LED电路的发光亮度和流

过其的电流大小成正比，此时LED发光模块的发光色温也随着变化。故此，现在的可调光LED

灯通过调节流过LED发光模块的电流大小进行亮度调节，而通过调节流过高色温LED发光电

路和低色温LED发光电路的电流大小比例，进行色温调节。

[0004] 当前，根据色温调节方式，可调光LED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调光LED灯色温不可设

置，其亮度和色温一起变化，该类可调光LED灯每个亮度只有唯一的色温，第二类可调光LED

灯通过操作调光器的开关，先选择几种色温的其中的一种色温，然后在设定的色温下，可调

节亮度，该类可调光LED灯每个亮度有几种不同的色温可供选择。虽然第二可调光LED灯相

对与第一类调光LED灯，给不同用户的提供了不同色温需求，但是其是在设定色温条件下去

调节亮度，色温调节的灵活性不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多种调光调色模式可供用户选择，且

色温调节的灵活性较高的可调光LED灯电路。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可调光LED灯电路，包括用于

将市电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压输出的整流电路、高色温的第一LED发光电路、低色温的第二

LED发光电路及可调光恒流电路，所述的整流电路具有火线输入端、零线输入端、输出端和

接地端，所述的第一LED发光电路和所述的第二LED发光电路分别具有正极和负极，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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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光恒流电路具有输入端、第一控制端、第二控制端、第一输出端、第二输出端和接地端，

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输入端、所述的第一LED发光电路的正极和所述的第二LED发光电

路的正极均与所述的整流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接入所述的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所述

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和所述的第一LED发光电路的负极连接，所述的可调光恒

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和所述的第二LED发光电路的负极连接，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

一输出端输出控制所述的第一LED发光电路发光强度的第一路电流，所述的第一路电流的

大小受到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接入的电压大小的调节，所述的可调光恒流

电路的第二输出端输出控制所述的第二LED发光电路发光强度的第二路电流，所述的第二

路电流的大小受到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接入的电压大小的调节，所述的可

调光LED灯电路还包括模式设置电路和可控分压电路，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具有正极、检测

端、第一控制端、第二控制端和接地端，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具有输入端、第一控制端、第二

控制端、第一输出端、第二输出端和接地端，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检测端与所述的整流电

路的火线输入端或零线输入端连接，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正极、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

输入端分别和所述的整流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控制端和所述的

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控制端连接，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二控制端和所述的可控分压电

路的第二控制端连接，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输出端和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

控制端连接，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输出端和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控制端连

接，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接地端、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接地端、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

的接地端和所述的整流电路的接地端连接。

[0007] 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用于设置调光调色的模式，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能够设置三

种模式，并且在每一种模式存在至少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三种模式为：在调节

亮度时色温不变模式、在调节亮度时色温随亮度增加呈线性递增模式以及在调节亮度时色

温随亮度增加呈线性递减模式，通过对调光器的开关进行操作来对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

模式进行设定，在调光器开关闭合的状态下，如果先把开关断开，然后在设定时间内再把开

关闭合，认为进行了一次模式设定操作，每进行一次模式设定操作，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设

置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切换一次，在进行模式设定操作时，如果所述的模式设置

电路当前设置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为某一模式下的最后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

变化关系，此时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切换为下一模式中第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

化关系，否则，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调整为当前模式中当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

关系的下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并将切换后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作为

默认关系保存，当切换到第三种调光调色模式下的最后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

后，再进行模式设定操作时，将再次切换到第一种模式下的第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

关系，周而复始，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根据其当前模式输出相应的第一控制

电压，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根据其当前模式输出相应的第二控制电压，所述

的可控分压电路中分别设置有第一控制端电压和其第一输出端输出的电压之间的线性关

系以及第二控制端电压和其第二输出端输出的电压之间的线性关系，所以所述的可控分压

电路的第一第二输出端的输出电压，分别根据从模式设置电路的输出端接入的电压，随着

所述的整流电路输出端的有效电压大小，分别呈现各自的对应变化。根据所述的模式设置

电路设定的模式，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输出对应的电压调节所述的可调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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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输出的第一路电流来调节所述的第一LED发光电路的亮度，所述的可

控分压电路的第二输出端输出对应的电压调节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输出

的第二路电流来调节所述的第二LED发光电路的亮度，从而实现实现色温设定。

[0008] 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包括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一电容和第一芯片，所述的第一

芯片型号为S4223M，所述的第一芯片的第6脚为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所述的

第一芯片的第1脚为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所述的第一芯片的第3脚和所述的

第二电阻的一端连接，所述的第二电阻的另一端为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正极，所述的第

一芯片的第4脚和所述的第一电容的一端连接，所述的第一芯片的第5脚和所述的第一电阻

的一端连接，所述的第一电阻的另一端为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检测端，所述的第一芯片

的第2脚和所述的第一电容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的接地端。

[0009] 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包括第三电阻、第四电阻、第五电阻、第六电阻、第七电阻和

第一二极管，所述的第一二极管为稳压二极管，所述的第三电阻的一端为所述的可控分压

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所述的第四电阻的一端为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所述的

第三电阻的另一端和所述的第六电阻的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

一输出端，所述的第四电阻的另一端和所述的第七电阻的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可

控分压电路的第二输出端，所述的第六电阻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七电阻的另一端、所述的第

五电阻的一端和所述的第一二极管的负极连接，所述的第五电阻的另一端为所述的可控分

压电阻的输入端，所述的第一二极管的正极为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接地端。该电路的第

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的输出电压不但和其输入端的电压波形有关，还分别和其第一控制

端和第二控制端接入的状态有关，当第一控制端和第二控制端接入的状态不一样时，第一

控制端和第二控制端在输入端的不同电压波形时，输出不同的电压大小比例，从而实现可

调光恒流电路两路输出电流的控制，结构简单，可靠性高。

[0010] 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包括第八电阻、第九电阻、第十电阻、第十一电阻、第十二

电阻、第二电容、第三电容、第二芯片和第三芯片，所述的第二芯片的型号为SM088，所述的

第三芯片的型号为RM9012D，所述的第八电阻的一端和所述的第九电阻的一端连接且其连

接端为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输入端，所述的第八电阻的另一端和所述的第二芯片的第

1脚连接，所述的第二芯片的第3脚、所述的第二电容的一端、所述的第三电容的一端、所述

的第十电阻的一端、所述的第十一电阻的一端、所述的第十二电阻的一端和所述的第三芯

片的底部电极连接，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1脚和所述的第二电容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

为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3脚和所述的第三电容的另

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2脚和

所述的第十电阻的另一端连接，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4脚和所述的第十一电阻的另一端连

接，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5脚为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

6脚为所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所述的第三芯片的第8脚和所述的第九电阻的

另一端连接，所述的第二芯片的第2脚和所述的第十二电阻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

述的可调光恒流电路的接地端。该电路是一种线性可调光恒流电路，具有电路简单，成本低

的优点。

[0011] 所述的整流电路采用全桥整流桥堆实现，所述的全桥整流桥堆的第1脚为所述的

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所述的全桥整流桥堆的第3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零线输入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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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全桥整流桥堆的第2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的全桥整流桥堆的第4脚为所

述的整流电路的接地端。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通过设置模式设置电路和可控分压电路，模

式设置电路用于设置调光调色的模式，所述的模式设置电路能够设置三种模式，并且在每

一种模式存在至少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三种模式为：在调节亮度时色温不变

模式、在调节亮度时色温随亮度增加呈线性递增模式以及在调节亮度时色温随亮度增加呈

线性递减模式，通过对调光器的开关进行操作来对模式设置电路的模式进行设定，在调光

器开关闭合的状态下，如果先把开关断开，然后在设定时间内再把开关闭合，认为进行了一

次模式设定操作，每进行一次模式设定操作，模式设置电路设置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

关系切换一次，在进行模式设定操作时，如果模式设置电路当前设置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

变化关系为某一模式下的最后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此时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

化关系切换为下一模式中第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否则，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

化关系调整为当前模式中当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的下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

化关系，并将切换后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作为默认关系保存，当切换到第三种模

式下的最后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后，再进行模式设定操作时，将再次切换到第

一种模式下的第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周而复始，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控制端

根据其当前模式输出相应的第一控制电压，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根据根据其当前模

式输出相应的第二控制电压，可控分压电路中分别设置有第一控制端电压和其第一输出端

输出的电压之间的线性关系以及第二控制端电压和其第二输出端输出的电压之间的线性

关系，所以所述的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第二输出端的输出电压，分别根据从模式设置电路

的输出端接入的电压，随着所述的整流电路输出端的有效电压大小，分别呈现各自的对应

变化。根据模式设置电路设定的模式，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输出对应的电压调节可

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输出的第一路电流来调节第一LED发光电路的亮度，可控分压

电路的第二输出端输出对应的电压调节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输出的第二路电流

来调节第二LED发光电路的亮度，从而实现色温设定，由此本发明在实际使用中，有多种调

光调色模式可供用户选择，用户通过连续的开关操作，可以在这三种模式中，选取一种模式

下的一种亮度色温对应变化关系作为实际使用的一种亮度色温对应变化关系，且在连续调

节亮度的时候，色温按照选定的亮度色温对应变化关系也能连续随着亮度变化或保持不

变，色温调节的灵活性较高。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可调光LED灯电路的结构框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可调光LED灯电路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6] 实施例：如图1所示，一种可调光LED灯电路，包括用于将市电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压输出的整流电路、高色温的第一LED发光电路、低色温的第二LED发光电路及可调光恒流

电路，整流电路具有火线输入端、零线输入端、输出端和接地端，第一LED发光电路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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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发光电路分别具有正极和负极，可调光恒流电路具有输入端、第一控制端、第二控制端、

第一输出端、第二输出端和接地端，可调光恒流电路的输入端、第一LED发光电路的正极和

第二LED发光电路的正极均与整流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接入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可调

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和第一LED发光电路的负极连接，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

和第二LED发光电路的负极连接，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输出控制第一LED发光电路

发光强度的第一路电流，第一路电流的大小受到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控制端接入的电压

大小的调节，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输出控制第二LED发光电路发光强度的第二路

电流，第二路电流的大小受到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接入的电压大小的调节，其特

征在于可调光LED灯电路还包括模式设置电路和可控分压电路，模式设置电路具有正极、检

测端、第一控制端、第二控制端和接地端，可控分压电路具有输入端、第一控制端、第二控制

端、第一输出端、第二输出端和接地端，模式设置电路的检测端与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或

零线输入端连接，模式设置电路的正极、可控分压电路的输入端分别和整流电路的输出端

连接，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控制端和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控制端连接，模式设置电路的第

二控制端和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控制端连接，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输出端和可调光恒流电

路的第一控制端连接，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输出端和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控制端连接，

模式设置电路的接地端、可控分压电路的接地端、可调光恒流电路的接地端和整流电路的

接地端连接；模式设置电路用于设置调光调色模式，模式设置电路能够设置三种调光调色

模式，并且在每一种调光调色模式存在至少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亮度和色温

的对应变化关系根据设计要求预先设定)，三种调光调色模式为：在调节亮度时色温不变模

式、在调节亮度时色温随亮度增加呈线性递增模式以及在调节亮度时色温随亮度增加呈线

性递减模式，通过对调光器的开关进行操作来对模式设置电路的模式进行设定，在调光器

开关闭合的状态下，如果先把开关断开，然后在设定时间内再把开关闭合，认为进行了一次

模式设定操作，每进行一次模式设定操作，模式设置电路设置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

系切换一次，在进行模式设定操作时，如果模式设置电路当前设置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

化关系为某一模式下的最后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此时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

关系切换为下一模式中第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否则，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

关系调整为当前模式中当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的下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

关系，并将切换后的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作为默认关系保存，当切换到第三种调光

调色模式下的最后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后，再进行模式设定操作时，将再次切

换到第一种模式下的第一种亮度和色温的对应变化关系，周而复始，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

控制端根据其当前模式输出相应的第一控制电压，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二控制端根据其当前

模式输出相应的第二控制电压，可控分压电路中分别设置有第一控制端电压和其第一输出

端输出的电压之间的线性关系以及第二控制端电压和其第二输出端输出的电压之间的线

性关系，所以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第二输出端的输出电压，分别根据从模式设置电路的输

出端接入的电压，随着整流电路输出端的有效电压大小，分别呈现各自的对应变化。根据模

式设置电路设定的模式，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输出对应的电压调节可调光恒流电路

的第一输出端输出的第一路电流来调节第一LED发光电路的亮度，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输

出端输出对应的电压调节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输出的第二路电流来调节第二LED

发光电路的亮度，从而实现实现色温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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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模式设置电路包括第一电阻R1、第二电阻R2、第一电容C1

和第一芯片U1，第一芯片U1型号为S4223M，，第一芯片U1的第6脚为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一控

制端，第一芯片U1的第1脚为模式设置电路的第二控制端，第一芯片U1的第3脚和第二电阻

R2的一端连接，第二电阻R2的另一端为模式设置电路的正极，第一芯片U1的第4脚和第一电

容C1的一端连接，第一芯片U1的第5脚和第一电阻R1的一端连接，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为模

式设置电路的检测端，第一芯片U1的第2脚和第一电容C1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模式

设置电路的接地端。

[0018] 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可控分压电路包括第三电阻R3、第四电阻R4、第五电阻

R5、第六电阻R6、第七电阻R7和第一二极管D1，第一二极管D1为稳压二极管，第三电阻R3的

一端为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控制端，第四电阻R4的一端为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控制端，第

三电阻R3的另一端和第六电阻R6的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一输出端，第

四电阻R4的另一端和第七电阻R7的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可控分压电路的第二输出端，第

六电阻R6的另一端、第七电阻R7的另一端、第五电阻R5的一端和第一二极管D1的负极连接，

第五电阻R5的另一端为可控分压电阻的输入端，第一二极管D1的正极为可控分压电路的接

地端。

[0019] 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可调光恒流电路包括第八电阻R8、第九电阻R9、第十电阻

R10、第十一电阻R11、第十二电阻R12、第二电容C2、第三电容C3、第二芯片U2和第三芯片U3，

第二芯片U2的型号为SM088，第三芯片U3的型号为RM9012D，第八电阻R8的一端和第九电阻

R9的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可调光恒流电路的输入端，第八电阻R8的另一端和第二芯片U2

的第1脚连接，第二芯片U2的第3脚、第二电容C2的一端、第三电容C3的一端、第十电阻R10的

一端、第十一电阻R11的一端、第十二电阻R12的一端和第三芯片U3的底部电极连接，第三芯

片U3的第1脚和第二电容C2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控制端，第

三芯片U3的第3脚和第三电容C3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控制

端，第三芯片U3的第2脚和第十电阻R10的另一端连接，第三芯片U3的第4脚和第十一电阻

R11的另一端连接，第三芯片U3的第5脚为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二输出端，第三芯片U3的第6

脚为可调光恒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第三芯片U3的第8脚和第九电阻R9的另一端连接，第二

芯片U2的第2脚和第十二电阻R12的另一端连接且其连接端为可调光恒流电路的接地端。

[0020] 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整流电路采用全桥整流桥堆DB实现，全桥整流桥堆DB的

第1脚为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全桥整流桥堆DB的第3脚为整流电路的零线输入端，全桥

整流桥堆DB的第2脚为整流电路的输出端，全桥整流桥堆DB的第4脚为整流电路的接地端。

[0021] 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第一LED发光电路由n个高色温LED发光体采用串联方式

连接而成，第二LED发光电路由n个低色温LED发光体采用串联方式连接而成，n为大于等于1

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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