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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及其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

灯，包括电源电路模块、LED控制模块、COB光源、

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蓝色LED驱

动模块；所述的电源电路模块与所述的LED控制

模块和COB光源连接；所述的LED控制器与所述的

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

驱动模块连接；所述的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

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均与所述的COB

光源连接；还包括MP3播放器和用于与无线智能

设备进行无线通信的WIFI模块；所述的MP3播放

器和WIFI模块均与所述的LED控制模块连接。该

全彩LED灯可以通过WIFI来控制，操作十分方便，

不用通过遥控器来控制，用户使用手机便可以调

节，给用户使用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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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包括电源电路模块、LED控制模块、COB光源、红色LED

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蓝色LED驱动模块；所述的电源电路模块与所述的LED控制模

块和COB光源连接；所述的LED控制器与所述的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

LED驱动模块连接；所述的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均与所

述的COB光源连接；其特征在于：还包括MP3播放器和用于与无线智能设备进行无线通信的

WIFI模块；所述的MP3播放器和WIFI模块均与所述的LED控制模块连接；

该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的控制方法，所述的全彩LED灯的调色控制模式包括以下几

种：

①、单色静态控制模式；

a1、开启单色静态控制模式；

b1、在色环中选取全彩LED灯所要呈现的颜色；所述的色环是在彩色光谱中所见的长条

形的色彩序列，将首尾连接在一起，使红色连接到另一端的紫色，一共包括12种不同的颜

色；

c1、无线智能设备将控制信号发送给全彩LED灯；

d1、全彩LED灯的WIFI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传送给LED控制模块；

e1、LED控制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发送控制指令给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

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使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根据

控制指令对COB光源进行调光；

f1、COB光源静态呈现所调制的光的色彩；

②、动态控制模式；

a1、开启动态控制模式；

b1、在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单色”或“全彩”选项；若选择“单色”选项，在色环中选

取全彩LED灯所要呈现的颜色；

c1、在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渐变”或“闪频”选项；

d1、无线智能设备将控制信号发送给全彩LED灯；

e1、全彩LED灯的WIFI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传送给LED控制模块；

f1、LED控制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发送指令给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

和蓝色LED驱动模块，使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根据控制

指令对COB光源进行调光；

g1、COB光源渐变或闪频呈现所调制的光的色彩；

③、音乐动态控制模式；

a1、开启音乐动态控制模式；

b1、在音乐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单色”或“全彩”选项；若选择“单色”选项，在色环

中选取全彩LED灯所要呈现的颜色；

c1、在音乐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渐变”或“闪频”选项；

d1、在音乐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所要播放的音乐；

e1、无线智能设备将控制信号发送给全彩LED灯；

f1、全彩LED灯的WIFI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传送给LED控制模块；

g1、LED控制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发送指令给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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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蓝色LED驱动模块，使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根据控制

指令对COB光源进行调光；

h1、COB光源根据所播放的音乐的频率渐变或闪频呈现所调制的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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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照明技术领域，更确切地说涉及一种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及其控

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半导体发光二极管(LED)照明产品是目前国家大力推广的环保节能产品，LED灯具

有发光效率高、使用寿命长、驱动电压低、反应速度快及耗电量低的优势，市场和应用前景

十分广阔。随着经济的发展，室内照明、景观照明及建筑照明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照明从最开始的只注重亮度，到现代在追求亮度的同时追求美感，不同场景，不同的应用环

境对LED灯的色彩照射，以起到渲染环境等作用，因此，需要LED灯能够随时随地的显示需要

的色彩或者色彩变化。全彩LED灯就能满足以上需求，但是目前全彩LED灯控制较麻烦，需要

人为地通过按钮来设定，操作十分不方便。或者是通过空外遥控的方式来控制全彩LED灯，

这样，每个全彩LED灯都需要配备一个遥控器，遥控器容易丢失，同样会给用户带来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该全彩LED灯可

以通过WIFI来控制，操作十分方便，不用通过遥控器来控制，用户使用手机便可以调节，给

用户使用带来便利。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提供一种具有以下结构的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包

括电源电路模块、LED控制模块、COB光源、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蓝色LED驱

动模块；所述的电源电路模块与所述的LED控制模块和COB光源连接；所述的LED控制器与所

述的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连接；所述的红色LED驱动模

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均与所述的COB光源连接；还包括MP3播放器和用

于与无线智能设备进行无线通信的WIFI模块；所述的MP3播放器和WIFI模块均与所述的LED

控制模块连接。

[0005] 采用以上结构后，本发明的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

优点：

[0006] 由于本发明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还包括MP3播放器和用于与无线智能设备进

行无线通信的WIFI模块，MP3播放器可播放音乐，WIFI模块可以使全彩LED灯与WIFI模块进

行无线通信，这样通过无线智能设备就可与全彩LED灯进行控制，无需配备遥控器，使用非

常方便，给用户带来便利。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的控制方法，

该控制方法，通过无线智能设备可以对全彩LED灯进行控制，操作十分方便，而且对全彩LED

灯的控制模式较丰富，调光较灵活，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需要对全彩LED灯进行

控制，给用户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

[0008]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提供一种具有以下结构的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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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一、在无线智能设备上安装全彩LED灯调色应用软件；

[0010] 步骤二、在无线智能设备上启动全彩LED灯调色应用软件，使无线智能设备与全彩

LED灯建立连接；

[0011] 步骤三、在全彩LED灯调色应用软件的界面上选择调色控制模式，所述的调色控制

模式包括以下几种：

[0012] ①、单色静态控制模式；

[0013] a1、开启单色静态控制模式；

[0014] b1、在色环中选取全彩LED灯所要呈现的颜色；

[0015] c1、无线智能设备将控制信号发送给全彩LED灯；

[0016] d1、全彩LED灯的WIFI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传送给LED控制模块；

[0017] e1、LED控制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发送控制指令给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

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使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

根据控制指令对COB光源进行调光；

[0018] f1、COB光源静态呈现所调制的光的色彩；

[0019] ②、动态控制模式；

[0020] a1、开启动态控制模式；

[0021] b1、在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单色”或“全彩”选项；若选择“单色”选项，在色环

中选取全彩LED灯所要呈现的颜色；

[0022] c1、在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渐变”或“闪频”选项；

[0023] d1、无线智能设备将控制信号发送给全彩LED灯；

[0024] e1、全彩LED灯的WIFI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传送给LED控制模块；

[0025] f1、LED控制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发送指令给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

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使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根据

控制指令对COB光源进行调光；

[0026] g1、COB光源渐变或闪频呈现所调制的光的色彩；

[0027] ③、音乐动态控制模式；

[0028] a1、开启音乐动态控制模式；

[0029] b1、在音乐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单色”或“全彩”选项；若选择“单色”选项，在

色环中选取全彩LED灯所要呈现的颜色；

[0030] c1、在音乐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渐变”或“闪频”选项；

[0031] d1、在音乐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所要播放的音乐；

[0032] e1、无线智能设备将控制信号发送给全彩LED灯；

[0033] f1、全彩LED灯的WIFI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传送给LED控制模块；

[0034] g1、LED控制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发送指令给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

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使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根据

控制指令对COB光源进行调光；

[0035] h1、COB光源根据所播放的音乐的频率渐变或闪频呈现所调制的光的色彩。

[0036] 采用以上结构后，本发明的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的控制方法，与现有技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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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具有以下优点：

[0037] 本发明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的控制方法通过无线智能设备对全彩LED进行调

光控制，操作十分方便，给用户使用带来便利。无线智能设备控制时可选取单色静态控制模

式、动态控制模式和音乐动态控制模式三种控制模式，而且每种模式中可以自行选择发光

颜色和形态，控制模式丰富且调光较灵活，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需要对全彩LED

灯进行控制，给用户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

附图说明

[0038] 图1是本发明的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的电路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0] 请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的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包括电源电路模块、LED控制

模块、COB光源、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蓝色LED驱动模块、MP3播放器和用于

与无线智能设备进行无线通信的WIFI模块。所述的电源电路模块与所述的LED控制模块和

COB光源连接。所述的LED控制器与所述的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

动模块连接。所述的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均与所述的

COB光源连接。所述的MP3播放器和WIFI模块均与所述的LED控制模块连接。

[0041] 一种带WIFI功能的全彩LED灯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步骤一、在无线智能设备上安装全彩LED灯调色应用软件。

[0043] 步骤二、在无线智能设备上启动全彩LED灯调色应用软件，使无线智能设备与全彩

LED灯建立连接。

[0044] 步骤三、在全彩LED灯调色应用软件的界面上选择调色控制模式，所述的调色控制

模式包括以下几种：

[0045] ①、单色静态控制模式。

[0046] a1、开启单色静态控制模式。

[0047] b1、在色环中选取全彩LED灯所要呈现的颜色。所述的色环时在彩色光谱中所见的

长条形的色彩序列，将首尾连接在一起，使红色连接到另一端的紫色，一共包括12种不同的

颜色。

[0048] c1、无线智能设备将控制信号发送给全彩LED灯。

[0049] d1、全彩LED灯的WIFI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传送给LED控制模块。

[0050] e1、LED控制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发送控制指令给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

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使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

根据控制指令对COB光源进行调光。

[0051] f1、COB光源静态呈现所调制的光的色彩。

[0052] ②、动态控制模式。

[0053] a1、开启动态控制模式。

[0054] b1、在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单色”或“全彩”选项。若选择“单色”选项，在色环

中选取全彩LED灯所要呈现的颜色。所述的全彩包括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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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c1、在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渐变”或“闪频”选项。

[0056] d1、无线智能设备将控制信号发送给全彩LED灯。

[0057] e1、全彩LED灯的WIFI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传送给LED控制模块。

[0058] f1、LED控制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发送指令给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

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使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根据

控制指令对COB光源进行调光。

[0059] g1、COB光源渐变或闪频呈现所调制的光的色彩。

[0060] ③、音乐动态控制模式。

[0061] a1、开启音乐动态控制模式。

[0062] b1、在音乐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单色”或“全彩”选项。若选择“单色”选项，在

色环中选取全彩LED灯所要呈现的颜色。

[0063] c1、在音乐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渐变”或“闪频”选项。

[0064] d1、在音乐动态控制模式界面上选取所要播放的音乐。

[0065] e1、无线智能设备将控制信号发送给全彩LED灯。

[0066] f1、全彩LED灯的WIFI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传送给LED控制模块。

[0067] g1、LED控制模块接收控制信号之后，发送指令给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

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使红色LED驱动模块、绿色LED驱动模块和蓝色LED驱动模块根据

控制指令对COB光源进行调光。

[0068] h1、COB光源根据所播放的音乐的频率渐变或闪频呈现所调制的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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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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