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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multi-colored light bulb. The light bulb comprises a switch power source module, an MCU control module, an
LED drive module and an LED light-emitting module, wherein the switch power source module, the MCU control module, the LED
drive module and the LED light-emitting module are electrically connected in sequence. By controlling the switching of each color
by the MCU control module, the light bulb can accurately switch between colors, and i s suitable for indoor illumination and indoor
decoration.

(57) 摘要:一种七彩灯泡 ，该灯泡包括开关 电源模块 、 MCU 控制模块 、 LED 驱动模块 、 LED 发光模块 ，该开关
电源模块 、MCU 控制模块 、 LED 驱动模块 、 LED 发光模块依次相 电连接 ，该灯泡通过 MCU 控制模块控制各色
彩切换 ，能做 出准确 的色彩切换 ，并且适用于室 内照 明，室 内装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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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

七彩灯泡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 LED 照明技术领域，特指一种七彩灯泡。

背景技术：

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在电能的使用领域就更是如此，LED

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研发出来。LED 灯节电高达 80%以上，寿命为普

通灯管得 10 倍以上，几乎是免维护，约半年下来节省的费用就可以

换回成本。绿色环保型的半导体电光源，光线柔和，光谱纯，有利于

视力保护及身体健康，600K 的冷光源给人视觉上清凉的感受，有助

于集中精神，提高效率。正因为这样 LED 灯已是国家绿色节能照明工

程重点开发的产品之一，是目前取代传统的日光灯的最理想产品。

不过现有的 LED 灯泡色彩单调，从而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针对

于此，于是本申请人设计出本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内容：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所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七彩灯

泡。

本实用新型实现其目的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七彩灯泡包括开关

电源模块、MCU 控制模块、LED 驱动模块、LED 发光模块，所述的开

关电源模块、MCU 控制模块、LED 驱动模块、LED 发光模块依次相电

连接。

启动开关电源模块，MCU 控制模块驱动 LED 发光模块中的白色灯

发光，当 MCU 控制模块第一次检测到电源关断后，在预设时间内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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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启动电源，MCU 控制模块跳转到驱动 LED 发光模块中的 R、 G、 B

发光，LED 灯发出彩色灯光，第二次到第 N 次电源通断依次类推，分

别驱动 R、G、B 组成的预设定色彩 LED 灯发光，第 N+1 次，是各色彩，

从按预设顺序 自动依次渐变，第 N+2 次后重回白色灯发光。MCU 控制

模块检测到电源关断后在预设时间内，做各彩灯的切换，预设时间以

上 MCU 控制模块做返回初始处理，白色灯发光。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1、本实用新型是通过 MCU 控制模块控制各色彩切换，从而能做

出准确的色彩切换。

2、本实用新型可适用于室内照明，室内装饰等。

3、本实用新型大批量投入市场必将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和显著

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图 1 是七彩灯泡的方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见图 1 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七彩灯泡包括开关电源模块、MCU 控

制模块、LED 驱动模块、LED 发光模块，所述的开关电源模块、MCU

控制模块、LED 驱动模块、LED 发光模块依次相电连接，其中，开关

电源模块为各模块提供电力。

启动开关电源模块，MCU 控制模块驱动 LED 发光模块中的白色灯

发光，当 MCU 控制模块第一次检测到电源关断后，在预设时间内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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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启动电源，MCU 控制模块跳转到驱动 LED 发光模块中的 R、 G、 B

发光，LED 灯发出彩色灯光，第二次到第 N 次电源通断依次类推，分

别驱动 R、G、B 组成的预设定色彩 LED 灯发光，第 N+1 次，是各色彩，

从按预设顺序 自动依次渐变，第 N+2 次后重回白色灯发光。MCU 控制

模块检测到电源关断后在预设时间内，做各彩灯的切换，预设时间以

上 MCU 控制模块做返回初始处理，白色灯发光。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 MCU 控制模块控制各色彩切换，从而能做出准

确的色彩切换。本实用新型可适用于室内照明，室内装饰等。本实用

新型大批量投入市场必将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当然，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而 已，并非来限制

本实用新型实施范围，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述构造、特征

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应包括于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

内。



权利要求书

1、一种七彩灯泡，其特征在于：包括开关电源模块、MCU 控制
模块、LED 驱动模块、LED 发光模块，所述的开关电源模块、MCU 控

制模块、LED 驱动模块、LED 发光模块依次相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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