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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照明装置，其包括布置在至

少第一组光源和第二组光源中的一些光源，其中

所述第一组光源和所述第二组光源可单独控制。

光学装置收集来自所述第一组光源和所述第二

组光源的光并将所述收集的光转换为一些第一

光束和第二光束。所述照明装置包括其它变焦装

置，所述变焦装置适于分别改变所述第一光束和

所述第二光束的光束发散和/或宽度；和旋转装

置，所述旋转装置适于改变所述光源光束相对于

主光轴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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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照明装置，其包括：

·多个多芯片LED，其中所述多芯片LED中的每个都包括发射不同颜色的光的多个LED

芯片；

·多个光混合器，其被构造来接收来自所述多芯片LED的光并将所述光转换并混合为

多个光源光束，所述多个光源光束沿主光轴传播；

·前透镜，其包括多个光学前透镜，所述光学前透镜中的每个都被构造来接收所述光

源光束中的一个并调整所述光源光束的发散和/或光束宽度；

·变焦致动器，其适于使所述前透镜沿所述主光轴并相对于所述多芯片LED和所述光

混合器移动；

·旋转致动器，其适于使所述前透镜绕所述主光轴并相对于所述多芯片LED和所述光

混合器旋转；

其中，所述旋转致动器布置在移动滑架上且所述变焦致动器连接至所述移动滑架，并

且其中所述变焦致动器被构造来使所述移动滑架沿所述主光轴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控制器适于彼此独立地控制所述变焦致动器

和所述旋转致动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控制器适于同时控制所述变焦致动器和所述

旋转致动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所述移动滑架由至少一个支撑轨道支撑并被

构造来沿所述至少一个支撑轨道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中心变焦轴连接所述移动滑架和前透镜且所

述旋转致动器适于使所述中心变焦轴绕所述主光轴旋转。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所述中心变焦轴由中心支撑轴承和滑架支撑

轴承支撑，其中所述中心支撑轴承布置在所述照明装置的支撑结构处且其中所述滑架支撑

轴承布置在所述移动滑架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所述多个光学前透镜适于沿所述主光轴以一

定距离对光源或所述光混合器的出射表面成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所述多个多芯片LED、所述多个光混合器和所

述多个光学前透镜布置在包括多芯片LED、光混合器和光学前透镜的第一组和包括多芯片

LED、光混合器和光学前透镜的第二组中，其中所述第一组提供第一组光源光束并且其中所

述第二组提供第二组光源光束。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所述第二组多芯片LED、光混合器和光学前透

镜布置在围绕所述第一组多芯片LED、光混合器和光学前透镜的至少一个同心环中。

10.根据权利要求8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所述第一组的所述光学前透镜

和所述第二组的所述光学前透镜被提供为两个独立部分，并且其中：

·所述变焦致动器适于使所述第一组的所述光学前透镜沿所述主光轴并相对于所述

第一组的所述多芯片LED和所述光混合器移动；并且

·所述旋转致动器适于使所述第一组的所述光学前透镜绕所述主光轴并相对于所述

第一组的所述多芯片LED和所述光混合器旋转；

并且其中所述照明装置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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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旋转致动器，其适于使所述第二组的所述光学前透镜绕所述主光轴并相对于所

述第二组的所述多芯片LED和所述光混合器旋转。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所述第二旋转致动器布置在所述移动滑架

上。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所述第二旋转致动器布置在第二移动滑架

处并且其中第二变焦致动器被构造来使所述第二移动滑架沿所述主光轴移动。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所述第二组的所述光学前透镜设置在围绕

所述第一组的所述光学前透镜的圆形环上且其中所述第二旋转致动器适于接合所述圆形

环的外周边缘。

14.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照明装置，其中控制器被构造来单独控制所述第一组的所述

多芯片LED和所述第二组的所述多芯片LED。

15.一种创造灯光效果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创造多个光源光束，其通过使用多个多芯片LED和多个光混合器沿主光轴传播，其中

所述多芯片LED中的每个都包括发射不同颜色的光的多个LED芯片，并且其中所述光混合器

中的每个都被构造来接收来自所述多芯片LED中的一个的光并将所述光转换并混合为所述

多个光源光束；

·通过使用变焦致动器使前透镜沿所述主光轴移动来调整所述多个光源光束的发散

和/或光束宽度，其中所述前透镜包括多个光学前透镜，所述光学前透镜中的每个都被构造

来接收所述光源光束中的一个并调整所述光源光束的发散和/或光束宽度；

·通过使用旋转致动器使所述前透镜绕所述主光轴旋转来使所述光源光束相对于所

述主光轴折射；

其中使用所述变焦致动器使所述前透镜沿所述主光轴移动的所述步骤包括通过使移

动滑架沿所述主光轴移动而使所述旋转致动器沿所述主光轴移动的步骤，其中所述旋转致

动器被布置在所述移动滑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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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旋转变焦透镜的照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照明装置，该照明装置包括多个光源和布置在壳体中的多个光学

装置。多个光学装置适于收集来自光源中的至少一个的光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多个光束

且光束从壳体发射。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创造与演唱会、现场表演、TV节目、体育赛事或作为建筑安装的一部分相关的

各种灯光效果和情景照亮，创造各种效果的灯具在娱乐行业使用的越来越多。通常娱乐灯

具创造具有光束宽度和散度的光束且可例如是创造具有均匀光分布的相对较宽光束的洗

墙/泛光灯具或者其可以是适于将图像投射到目标表面上的轮廓灯具。

[0003] 由于其相对较低能耗或高效率、长寿命和电子调光的能力，发光二极管(LED)越来

越多地结合照亮应用使用。LED用于一般照明的照亮应用，诸如洗墙/泛光灯，以用于照明大

面积或用于产生宽光束，例如用于娱乐行业和/或建筑安装。例如像在由申请人Martin 

Professional  A/S提供的MAC101TM、MAC301TM、MAC401TM、MAC  AuraTM、Stagebar2TM、

EasypixTM、ExtubeTM、TripixTM、Exterior  400TM系列的产品中那样。此外LED也合并到透射系

统中，在该系统中，创造图像并使该图像透射向目标表面，例如像也是由申请人Martin 

Professional提供的产品MAC  350EntourTM或Exterior  400Image  ProjectorTM那样。

[0004] WO  2006/113745公开了一种照明装置，该照明装置包括具有面板框的灯面板，和

固定至面板框的多个LED或其它灯元件。通过例如将透镜/过滤器移动至框的不同时隙位置

来以与灯元件的距离调整透镜和/或过滤器，以改变发射光的特性。聚焦透镜、漫射透镜和

滤色器可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复合透镜包括具有以图案布置的不同聚焦特性的透镜元

件，该透镜元件可布置在LED前面且复合透镜的移动会引起不同透镜元件相对于LED的同步

移动。其结果是，由不同透镜元件改变的光的焦点或传播将同时改变。通过灯元件的强度的

组合式控制，不同特性被突显或不再突显。

[0005] WO  2007/049176公开了具有相关联的二次光学器件的多个发光二极管(LED)，其

产生不同光分布图案、被组合以产生具有期望照明图案的高效光源。通过举例的方式，第一

LED可包括在中心产生具有最大强度的光分布图案的透镜，而第二LED可使用产生具有围绕

由第一LED产生的图案的最大强度的最大强度的光分布图案的透镜。来自LED的光可然后被

组合以产生期望照明图案。在需要时，可使用附加LED和透镜(例如，具有不同光分布图案)。

此外，可使用可变电流驱动器以将电流量改变为不同LED，使得组合照明图案可根据需要改

变。

[0006] WO  2010/084187公开了一种聚光灯，该聚光灯包括发光二极管模块，其中每个LED

模块都包括具有不同光发射光谱的至少两个发光二极管和光混合器，其中每个光混合器都

与分配的LED模块配合布置在光混合器的一侧，且每个光混合器都被构造来混合所分配的

LED模块的至少两个LED的不同光发射光谱以形成光束，并且其中光混合器的另一侧上的出

射表面彼此邻近地布置在其光混合器的光束形成共同光束和用于聚焦共同光束的聚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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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元件的矩阵中。

[0007] 常见的是将空中灯光效果合并为灯光表演。空中效果通过创造良好限定的光束

(其部分由雾气或烟雾粒子在空气散射，由此观众可在空中看到光束)来创造。通常在移动

头部的灯具(其中头部可旋转连接至其可旋转连接至底座的磁轭)的头部创造空中光束，且

因此光束可在周围的空气中移动。通常，空中灯光效果由包括投射系统的轮廓移动头部(因

为这些头部会产生良好限定的光束)或由投射系统或通常称为光束系统的洗墙系统的混合

装置来创造。通常光束系统像投射系统一样具有聚焦特性，然而，光束系统中的聚焦不像专

用投射系统那样锐利，且光束系统会创造比洗灯更窄的光束。现在有很多不同产品(例如由

Martin  Professional  A/S提供的MAC  250BeamTM或MAC  2000BeamTM)，该产品能够提供这样

的光束且这些产品中的许多可产生具有可变光束发散的光束和/或具有可变光束直径的准

直光束。在光束系统中，可通过将具有多个面的棱镜合并到光学系统中或通过合并具有多

个较小孔的挡光板将光束分为很多个光束。其结果是，多个光束基本上相同。此外，因为空

中效果需要具有相对较窄光束特性的非常明亮光束，且以前在产生光束系统时不使用LED，

所以其它光束系统基于传统光源。

[0008] WO  2013/060329  A1公开了一种照明装置，该照明装置包括布置在至少第一组光

源和第二组光源中的多个光源，其中所述第一组光源和所述第二组光源可单独控制。第一

光学装置和第二光学装置收集来自第一组光源和第二组光源的光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

一些第一光束和第二光束。照明装置包括其它第一变焦光学装置和第二变焦光学装置，所

述变焦光学装置适于分别改变第一光束和第二光束的光束发散和/或宽度，且照明装置能

够单独控制第一变焦光学装置和第二变焦光学装置。这种设置使得可能独立地控制第一光

束和第二光束的变焦级别且同时控制由第一组光源和第二组光源产生的光。其结果是，由

于提供了多种颜色光束(其中不同颜色的光束部分的发散和/或光束宽度可动态地并相对

于彼此改变)，所以可创造新的有趣空中灯光效果。假设两个或更多个独立变焦系统增加了

这类产品的成本，则唯一可能的是控制光束的发散。

[0009] EP2428720公开了一种灯具，该灯具具有多个照明元件，诸如眼球LED照明元件，其

安装在支撑板上。通过与引导板的机械接合，该灯具能够在其平面上直线或平移移动，每个

LED照明元件可同时旋转以在相同方向上并以相同角度移动每个照明元件的光束轴(A)，从

而引导灯具光束轴(F)。公开了第二实施方案，在该实施方案中，照明元件可借助于可旋转

凸轮板(其使照明元件旋转，使得它们的光轴在从中心聚焦点延伸的径向平面上移动)以汇

聚和发散的方式移动。本发明提供了用于使可移动照明元件引导或聚焦在灯具中的方便低

轮廓机制。

[0010] WO07007271公开了一种照明系统，该照明系统具有以预先确定的方式布置在第一

平面上的光源的阵列，其中dsource是光源在第一平面中的空间布置的特征尺寸。相关联的透

镜阵列以基本相同的预先确定的方式布置在第二平面上。每个透镜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焦距

flens。透镜阵列设置在与光源阵列的平面距离dplane处。平面距离dplane基本等于透镜的焦距

flens。照明系统具有位移装置，该位移装置用于使透镜阵列相对于光源阵列位移，以便获得

多个定向光束，该定向光束将光点投射到布置在与照明系统的投射距离dprojection处的投影

面板上，其中dprojection＝10x  dsource且dprojection＝10x  dplane

[0011] US  2012/021244公开了一种可变焦照明器，该可变焦照明器包括光源阵列，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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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定位在光源阵列前面的可移动透镜板。透镜板包括多个透镜，这些透镜重新引导由光源

产生的光，使得透镜板的不同位置引起由可变焦照明器照射的场地的不同大小。透镜板可

平移、旋转或平移和旋转地移动。可变焦照明器也可包括可移动透镜板前面的盖板，该盖板

也可包括多个盖板透镜。可变焦照明器可变焦，或者可包括变焦能力。可变焦照明器可以是

包括相机的系统的一部分，且该系统还可包括摇摄/倾斜机制。透镜板具有模制到其外周边

缘的齿轮齿，和电机，该电机具有小齿轮安装在其上的轴，且被构造来在小齿轮与透镜板的

齿轮齿接合时使透镜板旋转。一些导销从透镜板径向突出且接合带角槽。在透镜板旋转时，

导销在带角槽中移动并使透镜板也移向或远离LED。其结果是，透镜板相对于LED的平移和

旋转被绑定在一起。

[0012] 一般而言，灯设计师和生产商不断尝试在灯光表演中创造并使用新的有趣灯光效

果，且因此对照明装置引入新的可控灯光效果具有要求，由此灯设计人员可创造他们自己

的新灯光效果。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与现有技术相关的上述限制并提供可创造新的有趣空中效

果且还可基于LED的光束系统。这通过如独立权利要求中描述的照明装置和方法来实现。从

属权利要求描述了本发明的可能实施方案。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描述了本发明的优

点和益处。

附图说明

[0014] 图1a和图1b示出根据现有技术的移动头部灯具的一个实施例；

[0015] 图2a至图2h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

[0016] 图3a至图3d示出由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在目标表面上创造的简化照明；

[0017] 图4a至图d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的另一实施方案；

[0018] 图5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的结构图；

[0019] 图6a和图6b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

[0020] 图7a至7d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的另一实施方案；

[0021] 图8a至8d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的另一实施方案；

[0022] 图9a至图9c示出图8a至图8d中所示的照明装置的变焦和旋转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鉴于包括产生光束的很多LED的移动头部灯具来描述本发明，然而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应认识到，本发明涉及使用任何种类的光源(诸如放电灯、OLED、PLED、等离子体光源、

卤素光源、荧光光源等，和/或它们的组合)的照明装置。应理解，所示的实施方案被简化且

示出本发明的原理，而不是示出确切的实施方案。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应理解，本发明可以

许多不同方式来实施且也包括除了所示的组件外的其它组件。

[0024] 图1a至图1b示出根据现有技术的照明装置，其中图1a是透视图且图1b是分解图。

照明装置是移动头部灯具101，该灯具包括底座103、可旋转连接至底座的磁轭105和可旋转

连接至磁轭的头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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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在所示的实施方案中，头部包括多个光源和布置在头部壳体111中的多个光收集

装置109。光收集装置收集来自光源中的至少一个的光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多个光源光

束113(仅示出一个)，且这些光从壳体射出。

[0026] 在所示的实施方案中，头部壳体107是“桶”形头部壳体111，显示器115(从头部的

后侧可见)、主PCB  117(印刷电路板)、风扇119、头部散热器121、LED  PCB  123和透镜组件堆

叠在该壳体中。LED  PCB  123包括多个LED124且透镜组件包括透镜保持器125和透镜阵列，

在该透镜阵列中，透镜构成光收集装置109。每个光收集装置都适于收集来自每个LED的光

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光源光束113。头部由两个倾斜轴承127(其由磁轭105支撑)可旋转

连接至磁轭。倾斜电机129适于通过连接至倾斜轴承127中的一个的倾斜带131来旋转头部。

磁轭包括安装至磁轭架134的两个互锁磁轭外壳部分132，倾斜轴承、倾斜电机、平移电机和

平移轴承布置在所述磁轭架上。LED  PCB  123包括多个LED，这些LED发光且与透镜阵列中的

光收集装置109合作产生多个光源光束。主PCB包括控制电路和用于如照明装置的领域已知

的控制LED的驱动电路(未示出)。主PCB还包括多个开关(未示出)，这些开关延伸通过头部

壳体111中的多个孔。开关和显示器充当用户接口，以允许用户与移动头部灯具通信。

[0027] 磁轭连接至可旋转连接至底座103的平移轴承133。平移电机135适于通过连接至

平移轴承133的平移带137来旋转磁轭。底座包括5-Pin  XLR阳连接器139和阴连接器141，以

用于娱乐照明的领域中已知的DMX信号；输入功率连接器143和输出功率连接器145；电源

PCB(未示出)和风扇(未示出)。风扇迫使空气通过通风孔147进入底座。

[0028] 该现有技术的照明装置使用多个LED来代替如现有技术中已知的引入LED组件的

单个光源作为广泛使用的光源。然而，由于多个光源现在暴露于观看者且光从较大区域发

射，所以这样的照明装置会改变其可见外观。如果照明器是具有单个颜色的LED的颜色混合

版本，那么所使用的所有LED颜色是可见的。然而，一些客户不喜欢多个光点的样子。反而要

求更均匀平均的光射出，以避免由于极端量光源而看起来像廉价的“游乐场”外观。光束合

并为一个共同光束，与光收集装置有一定距离。当涉及到空中效果时，这样的照明装置只能

创造具有相同颜色的良好限定的光束。应指出，一些现有技术的照明系统(像图1a和图1b中

的照明系统)可包括使用户能够调整光束的发散的变焦系统。图1a和图1b中所示的照明装

置仅是现有技术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例且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认识到，由大量制造商提供

的大量不同实施方案存在。

[0029] 图2a至图2d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201的简化实施方案。图2a、图2c、图2e、图

2g示出俯视图且图2b、图2d、图2f、图2h分别示出沿图2a、图2c、图2e、图2g中的线A-A的横截

面图。

[0030] 照明装置201包括布置在第一组光源203(示为黑色四边形)和第二组光源205(示

为白色四边形)中的多个光源。在该实施方案中，光源是安装在PCB  207(印刷电路板)上的

LED且两组光源可由控制器(未示出)单独且独立地控制，如智能照明的领域中已知的。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认识到，每组光源也可分为多个子组，这些子组也可单独地控制且也可能单

独地控制每个单光源。

[0031] 多个光学装置209适于收集来自光源的光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多个光源光束。

第一组光源和相关联的光学装置产生多个第一光源光束且第一光源光束的外周由实线213

指示。类似地，第二组光源和相关联的光学装置产生多个第二光源光束且第二光束的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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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虚线215指示。光源光束沿光轴212传播。

[0032] 所提到的组件布置在壳体210中且第一光束和第二光束从壳体发射。光学装置可

实施为任何光学组件，该光学组件能够收集来自光源的光并将该光转换为光束且可例如是

光学透镜、光混合器、TIR透镜等。

[0033] 照明装置包括变焦装置217，该变焦装置适于使光学装置209沿主光轴212且相对

于光源移动，由此光束的发散变化。图2a至图2d示出其中变焦装置217已经将光学装置布置

在与光源具有一定距离处(其中产生窄光源光束)的设置。图2e至图2f示出其中变焦装置

217已经将光学装置布置在与光源具有一定距离处(其中产生宽光源光束)的设置。

[0034] 照明装置包括旋转装置218，该旋转装置适于使光学装置209相对于光源旋转。图

2a、图2b、图2e、图2f示出其中旋转装置已经将光学装置布置在其中每个光学装置的光轴已

经布置在对应光源的光轴上方(或与其对准)的位置处的设置。图2c、图2d、图2g、图2h示出

其中旋转装置218已经将光学装置布置在其中每个光学装置的光轴已经相对于对应光源的

光轴位移的位置处的设置。

[0035] 其结果是，由于可通过使光学装置相对于光源旋转来提供花效果，所以可创造新

的有趣灯光效果。这在光学装置绕主光轴212旋转时光源光束相对于光轴折射来实现。由此

可在光源光束投射到其上的目标表面上创造大量图案。旋转装置可绕光轴连续地旋转光学

装置，由此使光源光束相对于主光轴212动态地移动。通过将光源分为至少第一组光源和第

二组光源，使得可能提供多种颜色的光源光束，这再次使得可能产生新的灯光效果。第二组

光源布置在围绕第一组光源的至少一个同心环中，这使得可能创造花效果，其中来自每组

光源的光束相对于主光轴以类似方式被折射且由此可创造对称图形。

[0036] 图3a至图3d示出远离照明装置一定距离(+5米)处的所得光束的光点，其中图3a示

出图2a和图2f中的设置的光点；图3b示出图2c和图2d中的设置的光点；图3c示出图2e和图

2f中的设置的光点，且图3d示出图2g和图2h中的设置的光点。实心圆313示出由来自第一组

光源的第一光源光束创造的光点且虚线圆315示出由来自第二组光源的第二光源光束创造

的光点。图3a示出，在窄设置中且通过光源上方的光学装置，产生小光点且光源光束远离照

明装置来将投射到大约相同的区域。图3b示出，在窄设置中且通过相对于光源位移的光学

装置，光源光束的光点分离且可被看作是单独光点。使光学装置相对于光源旋转提供其中

光源的光点移动的动态光效果。图3c和图3d示出使光源光束的光点增加的宽设置中的光学

装置的类似效果。

[0037] 其结果是，有可能通过(使用旋转装置)使光学装置相对于光源旋转来移动光源光

束的光点且同时也通过(使用变焦装置)使光学装置相对于光源沿光轴移动来改变光点的

大小。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认识到，照明装置也可用于创造新的空中效果。本领域技术人员还

应认识到，第一光源光束和第二光源光束可在某些区域中重叠且观察者将观察到这些区域

作为第一光源光束的颜色和第二光源光束的颜色的组合，如附加颜色混合的技术领域中已

知。例如，在第一源光束是绿色且第二源光束是红色且它们都在(人所观察到的)大约相同

强度下运行的情况下，接下来人类观察者将看到重叠区域是黄色。这可用于将共同光束分

为具有混合颜色的其它区域。如果需要，也可能通过以高于其它的强度来驱动光束中的一

个来最小化混合区域/区段的外观，因为最强烈光束现在将是主要的且较不强烈光束将只

能在非重叠区域中观察到。光学装置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将能够限定光学装置，使得例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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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计第一光学装置和第二光学装置来使得第一灯光和第二灯光在整个变焦范围内基本

上彼此相邻对准来最小化重叠区域的量。

[0038] 图4a至图4d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401的另一简化实施方案。图4a和图4c示

出俯视图且图4b和图4d分别示出沿图4a和图4c的线A-A的横截面图。照明装置与图2a至图

2h中所示的照明装置基本相同，且基本相同的特征以相同参考数字标识且不会结合图4a至

图4d来描述。

[0039] 在该实施方案中，光学装置包括光收集装置402、404和变焦光学装置406。光收集

装置402、404适于收集来自光源的光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多个中间光束，且变焦光学装

置406适于收集中间光束并将中间光束衍射为从壳体射出的光源光束。第一光收集装置402

适于收集来自第一组光源203的光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第一中间光束，并且其中变焦光

学装置406接收来自第一光收集装置402的第一中间光束。类似地，第二光收集装置404适于

收集来自第二组光源205的光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第二中间光束，并且其中光学装置406

接收来自第二光收集装置404的第二中间光束。第一光收集装置和第二光收集装置的出射

表面在图4a和图4c中由虚线圆指示。其结果是，会创造多个第一光源光束413和第二光源光

束415。第一光收集装置402和第二光收集装置404可实施为任何光学组件，该光学组件能够

收集来自光源的光并将该光转换为光束且可例如是光学透镜、光混合器、TIR透镜等。第一

光收集装置402和第二光收集装置404可收集来自光源的许多光并形成多个中间光束，这些

中间光束可如上所述由光学装置调整。在光源是具有发射不同颜色的芯片的多个芯片LED

的情况下，光收集装置可实施为光混合器，该光混合器能够将来自不同芯片的光混合为均

匀光束。在该实施方案中，变焦装置217适于使变焦光学装置406沿主光轴212并相对于第一

光收集装置402和第二光收集装置404移动。此外，旋转装置218适于使变焦光学装置406相

对于第一光收集装置402和第二光收集装置404旋转，由此可创造与结合图2a至图2h描述的

类似灯光效果。

[0040] 图5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501的框图。类似于图4a至图4b中所示的照明装置

401，照明装置501包括布置在第一组光源503(黑色)和第二组光源505(白色)中的多个光

源。第一光收集装置502和第二光收集装置504布置在光源和变焦光学装置506之间。第一组

光源被布置为围绕第二组光源的环。第一组光源和第二组光源中的每个都实施为多个芯片

LED，所述多个芯片LED包括发射不同颜色的多个芯片(例如发射红色光的红色芯片、发射蓝

色光的蓝色芯片、发射绿色光的绿色芯片和发射白色光的白色芯片)，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

应认识到，可使用这种多芯片LED的多种组合。光收集器被实施为光混合器，该光混合器将

来自每个多芯片LED的光混合为均匀光束。光混合器可例如被实施为本领域中已知的任何

光混合器，例如多边形或圆形光棒、锥形光混合器或如于2010年12月23日提交的题为

“OPTICAL  LIGHT  MIXER  PROVIDING  A  HOMOGENIZED  AND  UNNIFORM  LIGHT  BEAM”的丹麦专

利申请DK  PA  2010  70580或于2011年11月25日提交且公布为WO  2012/083957的题为

“OPTICAL  LIGHT  MIXER  PROVIDING  A  HOMOGENIZED  AND  UNNIFORM  LIGHT  BEAM”的PCT专

利申请PCT/DK2011/050450。两个申请已经由申请人提交并通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变焦

光学装置506连接至中心轴523，该中心轴可由旋转致动器521旋转并由变焦致动器522沿光

轴移动。

[0041] 照明装置还包括控制单元514，该控制单元包括处理器516和存储器519。处理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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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控制装置且适于分别通过通信装置524(虚线)和525(实线)控制第一组光源503和第二组

光源505。因此，在不控制另一组光源的情况下，处理装置可控制几组光源中的一组。控制装

置可例如适于控制光源的颜色和/或强度且可基于灯具领域中已知的任何类型的通信信

号，例如PWM、AM、FM、二进制信号等。第一组光源503和第二组光源505因此可单独且独立地

控制且因此可被视为两个单独和独立组光源。应理解，每组的单独光源可由相同控制信号

控制、被提供有单独控制信号和/或以子组(其中每个子组都接收相同控制信号)分组。通信

装置524和525被示为被分为单独光源的三个连接，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能够构建通信装

置的许多实施方案，例如，一组光源可串联或并联耦接。或者两组光源可连接至相同数据总

线并使用寻址通过数据总线由控制器控制。此外，控制装置适于通过将指示发送至旋转和

变焦致动器来分别通过通信装置526(点划线)和527(二点划线)控制旋转致动器521和变焦

致动器522。这些指示可指示变焦致动器来移动光学装置，由此光源光束的发散可改变。此

外指示可指示旋转致动器以绕光轴旋转光学装置，由此光源光束相对于光轴被折射。如上

所述，照明装置因此能够创造许多新的有趣空中效果且还可在光束被投射在其上的表面上

提供有趣灯光效果。

[0042] 控制装置可适于基于第一变焦级别参数控制变焦致动器522。变焦级别参数指示

光源光束的变焦级别且可例如被存储在存储器中或基于参数来确定。变焦级别参数也可如

下所述通过输入信号528接收。类似地，控制装置可适于基于旋转参数控制旋转致动器521。

旋转参数可指示光学装置的旋转速度、光学装置相对于光源的角位置或参考位置、旋转的

方向等。旋转参数可例如被存储在存储器中或基于其它参数来确定。旋转参数也可如在本

申请其它地方描述的通过输入信号528接收。在所示的实施方案中，控制装置适于基于变焦

和旋转参数启用变焦致动器522和旋转致动器521，由此光学装置可沿光轴并相对于光源和

或光收集器旋转并移动。

[0043] 此外，控制装置可适于基于第一颜色参数控制第一组光源并基于第二颜色参数控

制第二组光源。第一颜色参数可例如指示第一组光源将产生的颜色，例如RGB值、颜色图中

的颜色坐标等。类似地，第二颜色参数可指示第二组光源将产生的颜色，例如RGB值、颜色图

中的颜色坐标等。或者，控制装置可适于基于第一颜色参数控制第二组光源，由此第二组光

源可适于产生与由第一组光源产生的颜色基本相同的颜色，以这种方式，光束将具有相同

颜色并显示为一个共同光束，且照明装置可因此用作现有技术的照明装置。然而，也有可能

整合颜色方案，使得第二阵列的颜色被调整，使得第二组光源的颜色不同，但美感根据预定

颜色方案彼此匹配。类似地，可基于第二颜色参数来控制第一组光源。

[0044]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控制装置适于基于指示娱乐照明的领域中已知的多个控制参

考的输入信号528控制第一组光源、第二组光源、变焦致动器和旋转致动器。输入信号528可

以是能够通信参数的任何信号且可例如基于以下协议USITT  DMX  512、USITT  DMX  512 

1990、USITT  DMX  512-A、DMX-512-A(包括由ANSI  E1.11和ANSI  E1.31标准或无线DMX覆盖

的RDM)中的一个。ACN指定用于控制网络体系的架构；ANSI  E1.17-2006)或ArtNet。输入信

号例如可指示第一变焦级别参数；第二变焦级别参数；第一颜色参数和/或第二颜色参数。

[0045] 一些预定效果功能也可存储在存储器中且例如包括关于第一变焦光学装置和第

二变焦光学装置的变焦级别如何相对于彼此调节的多个指示。这些预定效果功能可例如分

别在题为“METHOD  OF  PRIORTIZING  EFFECT  FUNCTIONS  IN  AN  ILLUMINATION  DEVIC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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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F  SYNCHRONIZING  EFFECT  FUNCTIONS  IN  AN  ILLUMINATION  DEVICE”的丹麦专

利申请DK  PA  2011  00665和DK  PA  2011  00666中描述的那样执行并组合。两个申请都由申

请人于2011年9月2日提交并通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或者替代地如在申请人于2012年8

月31日提交的题为“PRIORTIZING  AND  SYNCHRONIZING  EFFECT  FUNCTIONS”并公布为

WO2013029630的PCT专利申请PCT/DK2012/050326中所描述，且该申请通过引用的方式并入

本文。

[0046] 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还可与如在由申请人于2011年4月5日第5位提交的题为

“LED  LIGHT  FIXTURE  WITH  BACKGROUND  LIGHTING”的专利申请PCT/2011/050110(WO 

2011/131197)中描述的照明装置整合，且该申请通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在这样的实施

方案中，附加组的背景光源可适于照射光束之间的区域中的漫射装置。背景光源可通过多

个光导装置在光束之间提供背景光，如由申请人于2011年4月5日第5位提交的题为“LED 

LIGHT  FIXTURE  WITH  BACKGROUND  LIGHT  EFFECTS”的专利申请PCT/2011/050112(WO 

2011/131199)中所描述。或者，背景光源可以构成背景显示器中的像素，如由申请人于2011

年4月5日第12位提交的题为“LED  LIGHT  FIXTURE  WITH  BACKGROUND  DISPLAY  EFFECTS”的

专利申请PCT/2011/050120(WO  2011/131200)中所描述。

[0047] 应指出，第一组光源和第二组光源可的光源可不同且第一光学装置和第二光学装

置的光学特性也可不同，且光学装置的领域的技术人员可根据规定要求选择和/或这些组

件。

[0048] 当观看照明装置的出射表面时，新的有趣绚烂效果可通过提供根据本发明的具有

一组背景光源的照明装置来创造，所述照明装置适于照射变焦光学装置209、406、506的光

学透镜之间的区域，如在前面段落中提到的专利申请中所描述。在图2a、图2bm、图2e、图2f

中所示的设置中，照明装置将像在前面段落中提到的专利申请中描述的照明装置那样作

用。然而，当使光学装置(变焦光学装置)相对于第一背景光源和第二背景光源旋转时，光学

装置的透镜将开始收集来自背景光源的光，由此光学装置的透镜将由来自背景光源的灯光

点亮。这可用于例如通过以第一颜色运行第一光源和第二光源并以第二颜色运行背景光源

来创造新绚烂效果，由此绚烂效果将通过使光学装置相对于光源旋转来动态地改变。

[0049] 图6a和图6b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601的另一实施方案。图6a示出其中光学

装置609布置在第一组光源603和第二组光源605上方的第一设置和产生第一宽光源光束

613和第二宽光源光束615的宽变焦设置(对应于与图2e、图2f、图3c所示的相同的设置)中

的照明装置。图6b示出其中光学装置609已经相对于光轴612位移的设置和产生第一窄光源

光束613和第二窄光源光束615的窄设置(对应于与图2c、图2d、图3b中所示相同的设置)。第

一组光源603和第二组光源605布置在LED  PCB  607上并如上所述独立地控制。

[0050] 在该实施方案中，旋转致动器621已经耦接至中心轴623，该中心轴附连至光学装

置609的中心部分。中心轴基本布置在光轴612上。使用带机制629使旋转致动器耦接至中心

轴，其中可使用耦接机制(诸如齿轮、带齿的轮、链条等)。旋转致动器621可因此使中心轴相

对于光轴旋转，由此光学装置609相对于光源旋转。在该实施方案中，旋转致动器621和中心

轴623已经布置在移动滑架630上。移动滑架可由至少一个支撑轨道631支撑，然而，在所示

的实施方案中，两个轨道支撑移动滑架631。变焦致动器(未示出)适于使移动滑架530相对

于轨道531移动，由此中心轴将使光学装置沿光轴并相对于两个光源移动。变焦致动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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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机制(例如已知的那些中的任何)使移动滑架从光轴沿轨道移动，其中变焦透镜相对于前

透镜移动并且其中变焦透镜安装在可移动滑架(其由至少一个轨道可移动地支撑)上。或

者，变焦致动器可布置在滑架处且适于与轨道互动。

[0051] 应指出，光学装置可被分为第一组光学装置和第二组光学装置，这两个光学装置

可分别相对于第一组光源和第二组光源彼此独立地旋转。由此，有可能控制第一光源光束

相对于光轴的折射和第二光源光束彼此独立的折射。此外，可能为两组光学装置提供单独

变焦装置，例如如由申请人于2012年10月19日提交的题为“ILLUMINATION  DEVICE  WITH 

MULTI-COLORED  LIGHT  BEAM”的专利申请PCT/DK2012/050388(WO  2013/060329)中所描述

[0052] 图7a至图7d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701的另一简化实施方案且其中光学装置

被分为两部分(其可沿光轴单独旋转并移动)。图7a和图7c示出俯视图且图7b和图7d分别示

出沿图7a和图7c中的线A-A的横截面图。该照明装置与图4a至图4d中所示的照明装置基本

相同且基本相同的特征以相同参考数字标识且不会结合图7a至图7d来描述。在该实施方案

中，变焦光学装置已被分为第一变焦光学装置734和第二变焦光学装置735。

[0053] 第一变焦光学装置734适于收集来自第一组光源的光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第一

光源光束413。第一变焦装置适于使第一变焦光学装置734沿光轴212并相对于第一组光源

移动。第一旋转装置适于使第一变焦光学装置734绕光轴212并相对于第一组光源旋转。第

一变焦光学装置734、第一变焦装置和第一旋转装置因此如先前在本申请中所描述那样作

用。变焦装置包括连接至第一光学装置734的中心变焦轴752和适于使中心变焦轴752沿主

光轴移动的第一变焦致动器739。第一旋转装置包括适于使中心变焦轴绕主光轴旋转的旋

转致动器736。第一旋转致动器739和所述中心变焦轴752布置在移动滑架上且移动滑架适

于沿至少一个支撑轨道移动，且变焦致动器适于使移动滑架沿支撑轨道移动。

[0054] 第二变焦光学装置735适于收集来自第二组光源的光并将所收集的光转换为第二

光源光束415。第二变焦装置适于使第二变焦光学装置735沿光轴212并相对于第二组光源

移动。第二旋转装置适于使第二变焦光学装置735绕光轴212并相对于第二组光源旋转。第

二旋转装置包括适于与所述第二光学装置735的外周边缘接合的至少一个外周旋转轴741

和适于使外周旋转轴741绕与主光轴基本平行的轴旋转的至少一个第二旋转致动器738，由

此第二光学装置绕所述主轴旋转。第二变焦装置包括适于使外周轴在与所述主光轴基本平

行的方向上移动的第二变焦致动器736。第二致动器738和外周旋转轴741布置在移动滑架

上且移动滑架适于沿至少一个支撑轨道移动，且第二变焦致动器736适于使移动滑架沿支

撑轨道移动。在所示的实施方案中，两组第二旋转装置和第二变焦装置相对于光轴彼此相

对布置，以便提供对第二变焦光学装置的更好支撑。然而，可提供任何正数的旋转致动器。

[0055] 图7a和图7b示出其中第一光源光束和第二光源光束很窄的窄位置处的第一变焦

光学装置和第二变焦光学装置。此外，在图7a和图7b中，第一变焦光学装置布置在第一光源

203和第一光收集器402上方(与其对准)。类似地，第二变焦光学装置布置在第二光源205和

第二光收集器404上方(与其对准)。在图7b和图7c中，第一变焦光学装置已经移动至宽位置

处，在该宽位置处，除了在其上第一变焦光学装置已经相对于第一光源和第一光收集器旋

转外，还产生宽第一光源光束。第一光源光束因此远离光轴而折射。

[0056] 第一变焦装置和第二变焦装置以及第一旋转装置和第二旋转装置的单独控制使

得可能创造许多新的有趣灯光效果。这可通过以不同速度旋转第一变焦光学装置和第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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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光学装置来实现，由此第一光源光束和第二光源光束的移动速度可相对于彼此而改变。

例如，有可能调整第一变焦光学装置和第二变焦光学装置的旋转速度，使得最内部变焦光

学装置(在该实施方案中是第一变焦光学装置)以比最外部变焦光学装置(在本实施方案中

是第二变焦光学装置)快的角速度旋转并且使得最内部变焦光学装置和最外部变焦光学装

置将在同时与对应的光源和光收集器对准，其结果是，由内光束和外光束创造的光点将基

本以该速度移动。此外，第一变焦光学装置和第二变焦光学装置可绕光轴以相反方式旋转。

[0057] 技术人员应认识到，结合图5描述的变焦级别参数可包括与第一变焦装置相关的

第一变焦级别参数和与第二变焦级别参数相关的第二变焦级别参数。控制装置可适于基于

第一变焦级别参数控制第一变焦装置并基于第二变焦级别参数控制第二变焦装置。

[0058] 图8a至图8d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照明装置801的另一实施方案；其中图8a是分解图，

图8b是后透视图，图8c是移除了内部支撑结构的另一后透视图，且图8d是移除了内部支撑

结构的侧视图。

[0059] 照明装置801包括变焦光学装置806、光源模块840、内部支撑结构842和变焦/旋转

模块844。

[0060] 光源模块840包括散热器845，包括多个主LED(不可见)的主LED  PCB846布置在该

散热器上。多个LED被实施为4合1LED，每个都具有红色发射器、绿色发射器、蓝色发射器和

白色发射器。光混合器847(只有图8a中可见的光混合器的出射表面)布置在每个LED上方且

适于在其通过光混合器的出射表面发射之前收集和混合来自LED的光。此外，光源模块包括

背景LED  PCB  847(其包括适于照射变焦光学装置806的光学透镜之间的区域的多个背景

LED)。漫射板849布置在背景LED上方且在照射变焦光学装置之前漫射来自背景LED的光。漫

射板849以透明漫射材料实施且包括多个孔，其中来自光混合器的光束在不漫射的情况下

穿过这些孔，如于2011年4月5日第5位提交的题为“LED  LIGHT  FIXTURE  WITH  BACKGROUND 

LIGHTING”的PCT/2011/050110(WO2011/131197)中所描述。

[0061] 内部支撑结构(在图8c和图8d中被移除)包括固定至散热器845的两个支撑件

850a、850b。支撑件850a、850b适于支撑两个冷却风扇851a、851b和电子装置852(图8b中未

示出)。此外，支撑件适于固定变焦/旋转模块844，其在安装时固定至内部支撑结构。所示的

组件布置在壳体(未示出)中且壳体可实施为移动头部灯具的头部。支撑结构、风扇和电子

装置在图8c和图8d中被移除以便显示变焦/旋转模型844。

[0062] 变焦光学装置包括前透镜，该前透镜包括适于如上所述接收并折射来自光混合器

的光束的多个光学透镜。中心轴823固定至变焦光学装置并延伸通过光源模块、内部支撑结

构，并连接至变焦/旋转模块。

[0063] 图9a示出变焦/旋转模块844的后透视图；图9b示出变焦/旋转模块844的前透视图

(与图9a中相同的一侧)；且图9c示出变焦/旋转模块844的前透视图(与图9a和图9b中相同

的一侧)。

[0064] 主要参考图8b至图8d和图9a至图9b，变焦/旋转模块包括支撑板850，该支撑板包

括开口851。支撑轨道831(在图9b和图9c中未示出)布置在开口851附近并平行于照明装置

的光轴812。移动滑架830布置在开口中且使用可滑动夹持机制848可移动附连至支撑轨道

831。可滑动夹持机制包括适于抓住支撑轨道周围的两个指状物，且指状物中的至少一个是

弹性的，且弹簧装置849适于对弹性指状物提供张力，由此夹持机制被夹持至支撑轨道。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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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装置的力和指状物的大小适于将滑架锁紧至支撑轨道，但同时也允许沿支撑轨道移动。

移动滑架因此可在与光轴812基本平行的方向上沿支撑轨道移动。

[0065] 变焦光学装置的中心轴823(在图9b和图9c中未示出)延伸通过照明模块840和支

撑结构且可旋转地安装在移动滑架831处。在移动滑架处，中心轴由固定至移动滑架的滑架

支撑轴承852支撑并延伸通过滑架支撑轴承852并连接至滑架支撑轴承852的后侧处的带齿

的轮853。移动滑架830包括旋转致动器821，该旋转致动器821通过带机制829耦接至带齿的

轮853。旋转致动器821使中心轴823旋转，由此使变焦光学装置806相对于光轴812和光源旋

转。中心轴823由设置在散热器上的中心支撑轴承854支撑(在图9a和图9b中未示出)，由此

使移动滑架平衡。中心轴支撑轴承适于允许沿光轴进行旋转和移动两者。移动滑架还包括

第一磁性编码器电路855a和第二磁性编码器电路855b。磁性编码器电路适于指示变焦透镜

的角位置且可实施为在于2013年3月15日提交的题为“MOVING  HEAD  LIGHT  FIXTURE  WITH 

YOKE  AND  HEAD  POSITION  ENCODING  MEAN”的申请号为PCT/DK2913/050069且公布为

WO2013/139338的专利申请中所描述的编码系统，该申请通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

[0066] 变焦致动器822布置在支撑板上且适于驱动变焦滑轮857周围的变焦带856。移动

滑架耦接至变焦带856且变焦致动器的启用使变焦带绕变焦致动器轴和变焦滑轮旋转，由

此移动滑板830沿支撑轨道831移动。其结果是，中心轴沿光轴812移动且使变焦光学装置沿

光轴812移动。也提供了变焦带张力弹簧858，以便对变焦带提供正确张力。磁性变焦编码电

路859也设置在支撑板上且适于指示移动滑架的变焦位置。

[0067] 应指出，图8a至图8d中所示的照明装置可通过将变焦光学装置806分为内部分和

外部分(其中内部分由像图9a至图9c中所示的模块的变焦/旋转模块移动和旋转)被修改为

类似于图7a至图7b中所示的照明装置的照明装置。此外，外模块可通过提供如结合图7a至

图7d所描述的多个第二旋转致动器来旋转，其中外围旋转轴和第二致动器布置在移动滑架

上，所述外模块可由第二变焦致动器沿支撑轨道移动。外周旋转轴、第二致动器和第二变焦

致动器可像在图9a至图9d中所描述的变焦/旋转系统那样嵌入，不同之处在于外周旋转轴

接合第二变焦光学装置的外周。

[0068] 本发明还涉及照明装置，其包括：

[0069] ·多个光源，其产生光，所述多个光源布置在第一组光源和第二组光源中；

[0070] ·控制装置，其适于彼此独立地控制所述第一组光源和所述第二组光源；

[0071] ·多个光学装置，所述多个光装置布置在第一组光学装置和第二组光学装置中，

其中所述第一组光学装置适于接收来自所述第一组光源的光且适于将所接收的光转换为

多个第一光源光束，并且其中所述第二组光学装置适于接收来自所述第二组光源的光并适

于将所接收的光转换为多个第二光源光束；

[0072] 其中，所述多个第一光源光束和所述多个第二光源光沿主光轴同时传播，并且其

中旋转装置适于使所述光学装置相对于所述光源旋转，并且其中所述多个光学装置的旋转

改变所述多个光源光束相对于所述主轴的角度。

[0073]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第二组光源布置在围绕所述第一

组光源的至少一个同心环中且其中所述第二组光学装置布置在围绕至少所述第一组光学

装置的至少一个同心环中。

[0074]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照明装置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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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第一光收集装置，其布置在所述第一组光源和所述第一组光学装置之间，所述

第一光收集装置中的每个都适于收集由所述第一组光源中的所述光源中的一个产生的光

且适于将所述收集的光转换为第一中间光源光束，其中所述中间光源光束中的至少一部分

由所述第一光学装置中的一个接收；和

[0076] ·第二光收集装置，其布置在所述第二组光源和所述第二组光学装置之间，所述

第二光收集装置中的每个都适于收集由所述第二组光源的所述光源中的一个产生的光且

适于将所述收集的光转换为第二中间光源光束，其中所述第二中间光源光束中的至少一部

分由所述第二光学装置中的一个接收。

[0077]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多个光学装置中的至少两个由分

离区域分离，其中所述分离区域包括附加光学装置，其适于在所述多个光学装置相对于所

述光源的旋转期间接收并折射和所述光源光束中的至少一个。

[0078]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相对于所述光源的第一位置处的所述

多个光学装置适于发射与所述主光轴基本平行的所述光源光束并且其中相对于所述光源

的第二位置处的所述多个光学装置适于以相对于所述主光轴的角度发射所述光源光束。

[0079]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相对于所述光源的所述第二位置处的

所述多个光学装置适于以相对于所述主光轴的第一角度发射所述第一光源光束并以相对

于所述主光轴的第二角度发射所述第二光源光束，并且其中所述第一角度和所述第二角度

不同。

[0080]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旋转装置包括：

[0081] ·第一组光学装置，其适于使第一旋转装置旋转；

[0082] ·第二组光学装置，其适于使第二旋转装置旋转；

[0083] 并且其中所述控制装置适于彼此独立地控制所述第一旋转装置和所述第二旋转

装置。

[0084]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照明装置包括其它变焦装置，该变焦

装置适于使所述多个光学装置沿所述光轴并相对于所述光源移动，且所述控制装置适于控

制所述变焦装置。

[0085]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多个光学装置适于沿所述主光轴

以一定距离对所述光源或所述光收集装置的出射表面成像。

[0086]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控制装置适于彼此独立地控制所

述变焦装置和所述旋转装置。

[0087] 在如上所述的照明装置的一个实施方案中，第三组光源适于在所述光学装置定位

在第一位置处时照射所述光学装置之间的区域并且其中至少另一个位置处的所述光学装

置适于接收来自所述第三组光源的所述光源中的至少一个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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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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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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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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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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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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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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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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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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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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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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