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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波长转换装置、光源系统及投影

设备，所述波长转换装置的其中一表面设置有光

转换区及光路转换区，所述光路转换区包括第一

区段与第二区段，所述第一区段及所述第二区段

用于交替接收激发光，并将所述激发光分别引导

至不同的预设光路上，所述光转换区设置有波长

转换材料以接收其中一个区段出射的激发光，并

将接收到的激发光转换为与所述激发光波长不

同的至少一种波长范围的受激光后出射。所述光

源系统采用所述波长转换装置，从而减小了所述

激发光的损失，提高了出光的均匀性。另外，所述

光源系统结构紧凑，有利于所述投影设备的小型

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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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波长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装置的其中一表面设置有光转换区

及光路转换区，所述光路转换区包括第一区段与第二区段，所述第一区段及所述第二区段

用于交替接收激发光，并将所述激发光分别引导至不同的预设光路上，所述光转换区设置

有波长转换材料以接收其中一个区段出射的激发光，并将接收到的激发光转换为与所述激

发光波长不同的至少一种波长范围的受激光后出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波长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区段设置有第一反射部，

所述第二区段设置有第二反射部，所述第一反射部与所述第二反射部分别设置有用于反射

所述激发光的第一反射面与第二反射面，其中，所述第一反射面与所述第二反射面不在同

一平面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波长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反射面与所述波长转换装

置的其中一表面平行，所述第二反射面与所述第一反射面所在的平面呈预设倾斜角度。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波长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反射面为散射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波长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装置表面呈圆形，所

述光转换区与所述光路转换区为同心且具有不同半径的两个环形区域。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波长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转换区、所述第一区段及所

述第二区段均为扇环形，其中，所述光转换区与所述第一区段形状相同且分别沿同一轴线

对称，所述第二区段相对于所述第一区段远离所述光转换区所在扇环形的缺口设置。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波长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装置还包括能够透光

的透射区。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波长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透射区为与所述光转换区同心

且具有相同的半径的环形区域，所述透射区与所述第二区段的形状相同且分别沿所述同一

轴线对称。

9.一种光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系统包括激发光源、第一光引导装置、第二光

引导装置、第一分光合光元件及如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波长转换装置，其中，

所述激发光源用于产生所述激发光，所述激发光入射至所述波长转换装置的光路转换

区；

所述光路转换区用于接收所述激发光，并至少交替出射沿第一预设光路及第二预设光

路传输的激发光，其中，所述第一预设光路与所述第二预设光路分离；

所述第一光引导装置用于将沿第一预设光路出射的激发光引导至所述波长转换装置

的光转换区，并将所述光转换区产生的受激光引导至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

所述第二光引导装置用于引导沿第二预设光路出射的激发光照射至所述第一分光合

光元件；

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用于引导所述第一光引导装置和第二光引导装置出射的光线

沿同一光路出射。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光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光引导装置包括第一反射元

件、第二分光合光元件及邻近所述波长转换装置设置的收集透镜组，所述第二分光合光元

件用于反射所述激发光透射所述受激光，所述激发光沿所述第一预设光路依次经过所述第

一反射元件及第二分光合光元件反射、所述收集透镜组会聚后照射至所述光转换区，所述

光转换区产生的受激光依次经所述收集透镜组准直、第二分光合光元件透射后入射至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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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光合光元件。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光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激发光源包括第一会聚透镜，部

分所述激发光经所述第一会聚透镜会聚后聚焦于所述第一反射元件附近。

12.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光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光引导装置包括第二反射元

件与匀光器件，沿所述第二预设光路出射的激发光依次经过所述第二反射元件反射、所述

匀光器件匀光后入射至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所述匀光器件还调整入射激发光直径，使

得入射至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的激发光与受激光具有相同的光束直径。

13.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光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波长转换装置还包括能够透光的

透射区，所述光源系统包括第二光源，所述第二光源设置于所述波长转换装置的一侧并用

于产生第二光，所述第二光经过所述透射区出射至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并与所述激发光

合光。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光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光源包括LED光源，所述第二

光与所述激发光为波长不同的同一颜色光。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光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用于反射所述

激发光，并透射所述第二光及所述受激光。

16.一种投影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投影设备应用如权利要求9-15任意一项所述的光

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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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转换装置、光源系统及投影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投影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波长转换装置、光源系统及投影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本部分旨在为权利要求书中陈述的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提供背景或上下文。此

处的描述不因为包括在本部分中就承认是现有技术。

[0003] 投影技术领域，通常使用激光激发荧光粉来得到受激光。光源用于产生激发光，在

波长转换装置上用散射粉对激发光进行散射，使其转换为朗伯形式的光，利用散射后的激

发光与入射的激发光的扩展量不同进行分光，分光的实现需要区域镀膜，而区域镀膜会损

失激发光并且影响激发光的均匀性。

[0004] 然而，在不使用区域镀膜的情况下则需要对波长转换装置出射的激发光及受激光

光路进行区分。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可以有效区分激发光与受激光光路的波长转换装置，

本发光还提供一种光源系统及投影设备。

[0006] 一种波长转换装置，所述波长转换装置的其中一表面设置有光转换区及光路转换

区，所述光路转换区包括第一区段与第二区段，所述第一区段及所述第二区段用于交替接

收激发光，并将所述激发光分别引导至不同的预设光路上，所述光转换区设置有波长转换

材料以接收其中一个区段出射的激发光，并将接收到的激发光转换为与所述激发光波长不

同的至少一种波长范围的受激光后出射。

[0007] 一种光源系统，所述光源系统包括激发光源、第一光引导装置、第二光引导装置、

第一分光合光元件及上述的波长转换装置，其中，

[0008] 所述激发光源用于产生所述激发光，所述激发光入射至所述波长转换装置的光路

转换区；

[0009] 所述光路转换区用于接收所述激发光，并交替出射沿第一预设光路及第二预设光

路传输的激发光，其中，所述第一预设光路与所述第二预设光路分离；

[0010] 所述第一光引导装置用于将沿第一预设光路出射的激发光引导至所述波长转换

装置的光转换区，并将所述光转换区产生的受激光引导至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

[0011] 所述第二光引导装置用于引导沿第二预设光路出射的激发光照射至所述第一分

光合光元件；

[0012] 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用于引导所述第一光引导装置和第二光引导装置出射的

光线沿同一光路出射。

[0013] 一种投影设备，应用如上所述的光源系统。

[0014] 本发明提供的波长转换装置、光源系统及投影设备，避免了使用区域镀膜来实现

波长转换装置出射的激发光与受激光的合光，减小了所述激发光的损失，提高了出光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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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性。另外，本发明提供的光源系统结构紧凑，减小了所述光源系统所占据的空间体积，有

利于应用所述光源系统的投影设备的小型化设计。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光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如图1所示的波长转换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如图2所示的所述波长转换装置的沿III-III线剖视图。

[0018] 图4为如图2所示的所述波长转换装置的沿IV-IV线剖视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提供的光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第三实施例中提供的光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如图6所示的波长转换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如图6所示的第一分光合光元件的透光率曲线及入射至第一分光合光元件

光线的波长曲线。

[0023]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24]

光源系统 100、200、300

激发光源 110、210

会聚透镜 212、232

补充光源 320

第一光引导装置 130、230

第一反射元件 131、231

第二分光合光元件 133、233、333

收集透镜组 135、335

第二光引导装置 150

第二反射元件 151

匀光器件 153

波长转换装置 170、270、370

基板 171

光路转换区 172

第一区段 172a

第二区段 172b、372b

光转换区 173、373

红光段 173a

绿光段 173b

透射区 374

驱动单元 176

第一分光合光元件 180、380

第一预设光路 L1、M1、N1

第二预设光路 L2、M2、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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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 h、h'

[0025]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请一并参阅图1-图2，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光源系统100的结构示意

图，图2为如图1所示的波长转换装置170的俯视结构示意图。应用于投影设备的光源系统

100包括激发光源110、第一光引导装置130、第二光引导装置150、波长转换装置170及第一

分光合光元件180。其中，所述激发光源110用于产生激发光，所述激发光入射至所述波长转

换装置170，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高速旋转并交替出射沿第一预设光路L1及第二预设光路

L2传输的激发光，其中，所述第一预设光路L1与所述第二预设光路L2分离。所述第一光引导

装置130用于将沿第一预设光路L1出射的激发光引导至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的光转换区

173，并将所述光转换区173产生的受激光引导至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180。所述第二光引

导装置150用于引导沿第二预设光路L2出射的激发光照射至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180。所

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180用于引导所述第一光引导装置130和第二光引导装置150出射的光

线沿同一光路出射。

[0027] 具体地，所述激发光源110可以为蓝光光源，发出蓝光激发光。可以理解的是，所述

激发光源110不限于蓝光光源，所述激发光源110也可以是紫光光源、红光光源或绿光光源

等。所述激发光源110包括用于产生所述激发光的发光体。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发光体为蓝

光激光器，用于发出蓝光激光作为所述激发光，可以理解，激发光源110可以包括一个、两个

或多个蓝光激光器，具体其激光器的数量可以依据实际需要选择。

[0028] 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包括基板171及设置于所述基板171底部的驱动单元176。所

述基板171在所述驱动单元176的带动下绕所述驱动单元176高速旋转。本实施例中，所述驱

动单元176为电机。

[0029] 如图2所示，所述基板171的顶面设置有光路转换区172及光转换区173。所述波长

转换装置170顶面为圆形平面，所述光路转换区172与光转换区173为同心且具有不同半径

的两个环形区域。本实施例中，所述光转换区173呈扇环形，所述光转换区173相较于所述光

路转换区172邻近所述基板171的边缘，即所述光转换区173的半径大于所述光路转换区172

的半径。可以理解的是，在其他实施例中，光路转换区172相较于光转换区173可以邻近所述

基板171的边缘，即所述光路转换区172的半径可以大于所述光转换区173的半径。

[0030] 具体地，所述光路转换区172包括第一区段172a与第二区段172b，所述第一区段

172a及所述第二区段172b均为扇环形区域，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区段172a与所述第二区

段172b连接。可以理解的是，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区段172a与所述第二区段172b可以

间隔设置。

[0031] 进一步地，所述光转换区173与所述第一区段172a形状相同且分别沿同一轴线h对

称，所述第二区段172b相对于所述第一区段172a远离所述光转换区173所在扇环形的缺口

设置。

[0032] 所述第一区段172a设置有第一反射部，所述第二区段172b设置有第二反射部，所

述第一反射部与所述第二反射部均设置有用于反射所述激发光的第一反射面与第二反射

面。所述第一反射面与所述第二反射面均由镜面反射材料制成，比如高反铝、银等高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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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二反射面为散射面，比如高斯散射面。当激发光照射至所述

第二反射面时，散射后的激发光相干性减小，散斑现象得到缓解。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高

速旋转的过程中，所述激发光照射不同的散射区域会形成不同的散斑图案，所述第二反射

面转动过程中，不同的散斑图案将经过人眼积分，进而形成均匀的蓝光激发光。

[0033] 在其它实施方式中，光路转换区172还可以包括三个或三个以上区段，以对应将激

发光引导至沿不同的光路。比如，光路转换区172包括三个区段，分别为第一区段、第二区段

和第三区段，第一、第二、第三区段交替接收光源发出的激发光，并将激发光分别引导至三

个不同的预设光路上，即第一区段将激发光引导至第一预设光路，第二区段将激发光引导

至第二预设光路，第三区段将激发光引导至第三预设光路。或者，也可以是其中两个区段将

激发光引导至相同的预设光路，另一区段将激发光引导至另一预设光路。比如，第一、第二

区段将激发光引导至第一预设光路，第三区段将激发光引导至第二预设光路。当光路转换

区172包括四个、五个或更多的区段时，其原理与上述的类似。

[0034] 请结合图1进一步参阅图3-图4，图3为如图2所示的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的沿

III-III线剖视图，图4为如图2所示的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的沿IV-IV线剖视图。如图3所

示，所述第一区段172a中的第一反射面与所述基板171表面平行，所述第一反射面与所述第

二反射面不在同一平面上。如图4所示，所述第二区段172b中的第二反射部的截面呈直角梯

形，其中直角梯形的斜边为反射面，所述第二反射部包括一个第二反射面及多个与所述第

二反射面相连接的侧壁，所述多个侧壁均垂直于所述基板171的表面，所述第二反射面远离

所述基板171设置，并与至少一所述侧壁不垂直。所述第一区段172a及所述第二区段172b用

于接收所述激发光，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高速旋转的过程中，所述第一区段172a与所述第

二区段172b交替位于激发光所在的光路上，并交替将所述激发光分别反射至不同的预设光

路。具体地，当所述第一区段172a位于所述激发光所在的光路上时，所述第一区段172a将所

述激发光反射至第一预设光路L1并入射至所述第一光引导装置130；当所述第二区段172b

位于所述激发光所在的光路上时，所述第二区段172b将所述激发光反射至第二预设光路L2

并入射至所述第二光引导装置150。

[0035] 如图2所示，所述光转换区173设置有波长转换材料以接收所述第一区段172a及所

述第二区段172b中的其中一个区段出射的激发光，并将接收到的激发光转换为与所述激发

光波长不同的至少一种颜色的受激光后出射。本实施例中，所述光转换区173设置有红光段

173a与绿光段173b。所述红光段173a设置有红色荧光粉以在所述激发光的激发下产生红光

受激光，所述绿光段173b设置有绿色荧光粉以在所述激发光的激发下产生绿光受激光，本

实施例中，所述红光段173a与所述绿光段173b形状与大小相同。可以理解的是，在其他实施

例中，可以根据需要改变所述红光段173a与所述绿光段173b对应圆心角的大小以改变产生

红光受激光与绿光受激光的比例。另外，在其他实施例中，光转换区173还可以设置其他颜

色的荧光粉以产生其他颜色的受激光，比如，在光转换区173分别设置绿色荧光粉和黄色荧

光粉；或者，在光转换区173仅设置黄色荧光粉以产生黄光受激光。

[0036] 请结合图2进一步参阅图1，所述第一光引导装置130包括第一反射元件131、第二

分光合光元件133及收集透镜组135。

[0037] 具体地，所述第一反射元件131用于对沿所述第一预设光路L1传输的激发光进行

反射，并将其引导至所述第二分光合光元件133。所述第二分光合光元件133用于反射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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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光，还用于透射所述受激光，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分光合光元件133设置有反蓝透黄

膜。所述收集透镜组135邻近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设置，所述收集透镜组135将所述第二分

光合光元件133出射的沿所述第一预设光路L1传输的激发光会聚至所述光转换区173，并将

所述光转换区173产生的受激光准直后沿所述第一预设光路L1穿过所述第二分光合光元件

133入射至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180。当然，在其它的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光引导装置130

也可以不包括收集透镜组135，从第二分光合光元件133出射的光直接进入至波长转换装置

170，从波长转换装置170出射的光经第二分光合光元件133引导出射。在其他实施例中，第

一光引导装置130可以包括第一模块与第二模块，所述第一模块用于将沿第一预设光路L1

出射的激发光引导至波长转换装置170的光转换区173；所述第二模块将所述光转换区173

产生的受激光引导至第一分光合光元件180。在该种情况下，仅采用第一光引导装置即可将

不同预设光路的光引导至所对应的光学器件上。

[0038] 所述第二光引导装置150包括第二反射元件151与匀光器件153。所述第二反射元

件151用于对沿所述第二预设光路L2传输的激发光进行反射，并将其引导至所述匀光器件

153。所述匀光器件153对入射的激发光进行匀光并引导所述激发光入射至所述第一分光合

光元件180，及调整所述激发光直径，使得入射至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180的激发光与受

激光具有相同的光束直径，从而提高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180的出光均匀性。

[0039] 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180用于反射所述激发光，并透射所述受激光。本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180与所述第二分光合光元件133的结构与功能相同。

[0040] 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提供的光源系统100包括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所述波长转

换装置170的光路转换区172将所述激发光源110发出的激发光分时引导至所述第一预设光

路L1与所述第二预设光路L2。沿所述第一预设光路L1出射的激发光经过所述第一光引导装

置130后照射至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上的光转换区173从而产生所述受激光；沿所述第二

预设光路L2出射的激发光经过所述第二光引导装置150后出射，沿所述第一预设光路L1出

射的受激光与沿所述第二预设光路L2出射的激发光光路分离，避免了使用区域镀膜来实现

所述激发光与所述受激光的合光，减小了所述激发光的损失，提高了出光的均匀性。另外，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光源系统100完全在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的平台上，其结构紧凑，减

小了所述光源系统100所占据的空间体积，有利于应用所述光源系统100的投影设备的小型

化设计。

[0041] 请参阅图5，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提供的光源系统200的结构示意图。本实施例

中的光源系统200与所述光源系统100的区别在于，所述光源系统200中的激发光源210与第

一光引导装置230中分别设置有用于对光线进行会聚的会聚透镜212与会聚透镜232。本实

施例中其他的部分与第一实施例中的相同，不做赘述。

[0042] 具体地，所述激发光源210中的会聚透镜212用于对激发光进行会聚。所述会聚透

镜212的焦距较长，所述激发光依次经过所述会聚透镜212及波长转换装置270的第一区段

(图未示)反射后仍处于会聚的状态，并沿所述第一预设光路M1聚焦于第一反射元件231附

近。

[0043] 所述第一光引导装置230中的会聚透镜232设置于所述第一反射元件231与第二分

光合光元件233之间，以对沿所述第一预设光路M1传输的激发光进行会聚。

[0044] 经所述会聚透镜212会聚后的激发光光束宽度较小，并且相应地所述第一反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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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31的尺寸可以设置的很小，使得所述第一预设光路M1与第二预设光路M2有足够的分离

空间，大大降低了相互干涉的可能，有利于所述光源系统200及应用所述光源系统200的投

影设备的小型化设计。

[0045] 与第一实施例相同的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中提供的光源系统200避免了使用区

域镀膜来实现激发光与受激光的合光，减小了激发光的损失，提高了出光的均匀性。另外，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光源系统200结构紧凑，减小了所述光源系统200所占据的空间体积，

有利于应用所述光源系统200的投影设备的小型化设计。

[0046] 请参阅图6，为本发明第三实施例中提供的光源系统300的结构示意图。本实施例

中的光源系统300与第一实施例的光源系统100的区别在于，光源系统300中包括补充光源

320以发出补充光，另外本实施例中的波长转换装置370与第一实施例中的波长转换装置

170结构不同。本实施例中的其他部分与第一实施例中的相同，不做赘述。当然，本实施例也

可以在第二实施例的基础上增加补充光源320以及与补充光源相对应的其它结构。

[0047] 请参阅图7，为如图6所示的波长转换装置370的俯视结构示意图。所述波长转换装

置370在所述波长转换装置170结构的基础上还包括能够透光的透射区374。所述透射区374

填充有高折射率的减反射玻璃。所述透射区374为与光转换区373同心且具有相同的半径的

环形区域，所述透射区374与第二区段372b的形状相同且分别沿同一轴线h'对称。

[0048] 如图7所示，所述补充光源320设置于所述波长转换装置370的一侧并用于产生所

述补充光。所述补充光源320相对于所述波长转换装置370上的荧光光斑远离收集透镜组

335，所述透射区374出射的补充光沿第一预设光路N1经收集透镜组335与第二分光合光元

件333出射至第一分光合光元件380。所述补充光经过高折射率的透射区374从而减小所述

补充光通过所述透射区374的光程，提高所述收集透镜组335收集所述补充光的效率。

[0049] 所述补充光源320包括LED光源，所述补充光与所述激发光为波长不同的同一颜色

光。请参阅图8，为如图6所示的第一分光合光元件380的透光率曲线及入射至第一分光合光

元件380光线的波长曲线。本实施例中，激发光源为蓝光激光器，发出波长为445nm的蓝光激

发光；补充光源320为蓝光LED，发出波长为463nm-475nm的蓝光补充光。所述第一分光合光

元件380及所述第二分光合光元件333结构与功能相同，均用于反射所述激发光，并透射所

述补充光及所述受激光。

[0050] 所述补充光与沿第二预设光路N2传输的激发光在所述第一分光合光元件380处进

行合光，从而进一步消除光源系统300出射激发光的散斑现象。

[0051] 与第一实施例相同的是，本发明第三实施例中提供的光源系统300避免了使用区

域镀膜来实现激发光与受激光的合光，减小了所述激发光的损失，提高了出光的均匀性。另

外，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光源系统300结构紧凑，减小了所述光源系统300所占据的空间体

积，有利于应用所述光源系统300的投影设备的小型化设计。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491187 A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0

CN 109491187 A

10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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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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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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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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