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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

封装装置及方法，其中插头包括管壳，起支撑作

用，由绝缘材料制成；内芯，由导体制成，固定于

管壳中；套管，由导体制成，套设于管壳外侧；LED

芯片，固定于内芯上，且正负输入端中一者与内

芯连接，另一者通过导线与套管连接。与现有技

术相比，本发明采用套壳隔离内芯和套管，可以

实现对于内芯表面的LED芯片的导通，从而适用

于现有的光遗传学实验开孔，不需要重新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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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包括：

管壳(1)，起支撑作用，由绝缘材料制成；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内芯(2)，由导体制成，固定于管壳(1)中；

套管(3)，由导体制成，套设于管壳(1)外侧；

LED芯片(4)，固定于内芯(2)上，且正负输入端中一者与内芯(2)连接，另一者通过导线

与套管(3)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还包括

用于汇聚光线的凸透镜(5)，该凸透镜(5)由紫外固化光学胶制成，位于套管(3)一端并包覆

LED芯片(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芯(2)为单

股铜导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其特征在于，连接LED芯片(4)

和套管(3)的导线为金导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导线包裹

有一层用于提高韧性的保护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层由光

学胶制成。

7.一种用于封装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LED插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固定支架(6)，其内设有一空腔(61)，用于固定插头，且插头上LED芯片(4)的一端位于

空腔(61)内；

紫外固化灯(7)，位于空腔(61)，用于照射插头上覆盖的光学胶以固化得到凸透镜(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支架(6)包括底板(62)、立柱(63)

和固定块(64)，所述底板(62)水平设置，所述立柱(63)设置并固定于底板(62)上，所述固定

块(64)安装于立柱(63)上，所述插头倒立设置地安装至固定块(64)上。

9.一种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装置的封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S1：剥离导线的绝缘层后，对露出的部分进行研磨得到内芯(2)；

步骤S2：在内芯(2)表面涂一层铟膏后，将LED芯片(4)放置于铟膏上并摆正位置；

步骤S3：反复融化并凝固铟膏以强化连接；

步骤S4：装配插头；

步骤S5：涂覆光学胶，并利用固定支架(6)固定插头后进行紫外固化。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封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的研磨过程具体包括：

步骤S11：使用8字研磨方式进行粗磨；

步骤S12：选用细磨砂纸，以50-75mm(2-3min)的8字方式研磨25-30转的形式进行细磨；

步骤S13：研磨结束后，使用清洁布将连接器的端面进行擦拭，将研磨时所遗留下来的

灰尘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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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封装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LED封装技术，尤其是涉及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封装装

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光遗传学是近年来在神经调控领域内新兴的一门学科，通过整合光电子学和基因

工程学，用来控制哺乳类或其他动物的神经环路。其基本原理是通过转基因的方法即通过

病毒载体将光敏感通道蛋白基因导入某一特定的细胞亚群中，然后再由不同参数的光进行

刺激，从而达到特异性的调控神经回路中某些细胞类型功能的目的。与电刺激相比，结合光

遗传学技术的光刺激方法可以无需在特定区域植入微电极，甚至有可能在体外进行刺激，

避免了对人体脑部的损伤和受刺激区域老化、疲劳问题(Chow  B  Y  et  al .High-

performance  genetically  targetable  optical  neural  silencing  by  light-driven 

proton  pumps.Nature,2010,463:98–102)。相比较传统的药物疗法和电刺激疗法，光刺激

疗法具有见效快、损伤性小、针对性强等优点，对未来治疗神经性疾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0003] 在光遗传实验中，多是采用外部光源通过光纤耦合方式，将光导入动物脑部。通常

是利用光纤耦合，使光传输到一个点上，其上游光源可使用激光器或发光二极管。光刺激的

细胞或细胞群所需的光刺激面积非常小，通过光纤将光导入动物脑部特定区域，实现定向

刺激。

[0004] 由于此前的光遗传学实验都是采用光纤插入动物脑部的方式，将外部光导入。所

以目前大部分的光遗传学生物实验室，都是在动物脑部开孔，其孔径大小为市场上主流的

PC光纤插头的直径，然后再将光纤连接器固定在动物脑部。在实验时，只需做简单的消毒处

理，即可将光纤插入连接器进行实验。如果采用目前新兴的可植入性光源，那么需要对现有

的实验动物重新做脑部开孔，其工作量非常巨大，且改变后的动物无法再做以往通过光纤

刺激的相关实验。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面向光遗传学

的LED插头、封装装置及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包括

[0008] 管壳，起支撑作用，由绝缘材料制成；

[0009] 还包括：

[0010] 内芯，由导体制成，固定于管壳中；

[0011] 套管，由导体制成，套设于管壳外侧；

[0012] LED芯片，固定于内芯上，且正负输入端中一者与内芯连接，另一者通过导线与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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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连接。

[0013] 所述插头还包括用于汇聚光线的凸透镜，该凸透镜由紫外固化光学胶制成，位于

套管一端并包覆LED芯片。

[0014] 所述内芯为单股铜导线。

[0015] 连接LED芯片和套管的导线为金导线。

[0016] 所述金导线包裹有一层用于提高韧性的保护层。

[0017] 所述保护层由光学胶制成。

[0018] 一种用于封装LED插头的装置，包括：

[0019] 固定支架，其内设有一空腔，用于固定插头，且插头上LED芯片的一端位于空腔内；

[0020] 紫外固化灯，位于空腔底部，用于照射插头上覆盖的光学胶以固化得到凸透镜。

[0021] 所述固定支架包括底板、立柱和固定块，所述底板水平设置，所述立柱设置并固定

于底板上，所述固定块安装于立柱上，所述插头倒立设置地安装至固定块上。

[0022] 一种封装方法，包括：

[0023] 步骤S1：剥离导线的绝缘层后，对露出的部分进行研磨得到内芯；

[0024] 步骤S2：在内芯表面涂一层铟膏后，将LED芯片放置于铟膏上并摆正位置；

[0025] 步骤S3：反复融化并凝固铟膏以强化连接；

[0026] 步骤S4：装配插头；

[0027] 步骤S5：涂覆光学胶，并利用固定支架固定插头后进行紫外固化。

[0028] 所述步骤S1中的研磨过程具体包括：

[0029] 步骤S11：使用8字研磨方式进行粗磨；

[0030] 步骤S12：选用细磨砂纸，以50-75mm(2-3min)的8字方式研磨25-30转的形式进行

细磨；

[0031] 步骤S13：研磨结束后，使用清洁布将连接器的端面进行擦拭，将研磨时所遗留下

来的灰尘除去。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3] 1)采用套壳隔离内芯和套管，可以实现对于内芯表面的LED芯片的导通，从而适用

于现有的开孔，不需要重新开孔。

[0034] 2)具备凸透镜的效果，达到保护和聚光的作用。

[0035] 3)采用单股铜导线提升结构强度。

[0036] 4)采用金导线，具备良好的延展性和安全性；

[0037] 5)保护层可以提高韧性，从而保护金导线不被折断等。

[0038] 6)利用倒置方式紫外固化，可以形成内腔，提供凸透镜的品质。

[0039] 7)通过多次研磨提升平整度，从而提升键合效果。

附图说明

[0040] 图1为本发明插头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2为本插头外表正视示意图；

[0042] 图3为本发明封装时固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4为固定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9276815 A

4



[0044] 其中：1、管壳，2、内芯，3、套管，4、LED芯片，5、凸透镜，6、固定支架，7、紫外固化灯，

61、空腔，62、底板，63、立柱，64、固定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术方案

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下述的实施例。

[0046] 为考虑以往连接器的兼容性，我们设计了一种新的封装结构，其外形与PC光纤插

头保持一致，而且光源直接辐射脑部，提高光源利用率。虽然该封装结构的外形与光纤接头

一致，但在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用导线代替光纤，将导线插入光纤插头内，导线顶端

焊接LED芯片，从而使光源直接照射靶向细胞，极大提高了效率。导线周围的漆包线保证了

导线与光纤金属插头的电学绝缘，垂直结构的LED芯片下电极焊接在该导线的横截面上，

LED芯片上电极通过金丝与PC光纤的金属插头相连接，以构成闭合的电学回路，整体封装结

构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LED插头，如图1所示，包括：

[0047] 管壳1，起支撑作用，由绝缘材料制成，在本实施例中管壳1实际为导线外包覆的绝

缘层；

[0048] 还包括：

[0049] 内芯2，由导体制成，固定于管壳1中；

[0050] 套管3，由导体制成，套设于管壳1外侧；

[0051] LED芯片4，固定于内芯2上，且正负输入端中一者与内芯2连接，另一者通过导线与

套管3连接。

[0052] 如图2所示，插头还包括用于汇聚光线的凸透镜5，该凸透镜5由紫外固化光学胶制

成，位于套管3一端并包覆LED芯片4。

[0053] 内芯2为单股铜导线。

[0054] 连接LED芯片4和套管3的导线为金导线，优选的，金导线包裹有一层用于提高韧性

的保护层，更优选的，保护层由光学胶制成。

[0055] 本发明采用了垂直结构的LED芯片，垂直结构LED的两个电极分别位于外延层的两

侧，电流基本垂直流过有源层，该结构的电流分布较为均匀，有着很好的散热性。芯片下部

是一段横切的单股铜导线，通过铟膏将芯片下电极焊接到单股铜导线的端面上。芯片上电

极用金丝拉至外部的管壳上，外部管壳为金属材质，这样就可以将LED的两个电极导出，以

形成闭合回路。最后用光学胶覆盖整个表面，待固化后形成凸透镜的效果，达到保护和聚光

的作用。

[0056] 该封装的难点在于金丝的连接和光学胶的固化，因为连接LED芯片和管壳的金丝

易断，且金丝的粘连性不强，故应先在LED芯片正置的状态下将少量光学胶浸润芯片表面，

覆盖整个金丝，再用紫外光固化以起到初步的保护作用。然后再在LED芯片倒置的状态下，

利用重力作用，将覆盖在芯片表面的液态光学胶形成类似凸透镜的结构，此时再通过紫外

光固化。这种在芯片表面做透镜的方法，能达到聚光的效果，有效提高了辐射光功率的密

度，达到光刺激的目的。用这种方法封装好的光源和PC光纤插头大小一致，可以兼容以往实

验中常用的光纤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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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为了对光学胶进行固化，设计一种用于封装LED插头的装置，如图3所示，包括：

[0058] 固定支架6，其内设有一空腔61，用于固定插头，且插头上LED芯片4的一端位于空

腔61内；

[0059] 紫外固化灯7，位于空腔61，用于照射插头上覆盖的光学胶以固化得到凸透镜5。

[0060] 如图4所示，固定支架6包括底板62、立柱63和固定块64，底板62水平设置，立柱63

设置并固定于底板62上，固定块64安装于立柱63上，插头倒立设置地安装至固定块64上。

[0061] 利用地球重力作用，同时控制好光学胶的用量和固化时间，以达到不同的透镜曲

率半径和透镜大小。封装好的插头和PC光纤插头外形一致，可以替代传统的光纤接头。

[0062] 其封装方法开始前需要考虑到在光基因实验中，一般使用FC/PC的光纤接头，然后

将其插到小鼠脑部的光纤接口处，此处接口为直径2.5mm的陶瓷插芯。普通的光纤插头都是

陶瓷或塑料材质，不能作为导体，所以要按照PC光纤插头的规格制作管壳，可以与2.5mm的

陶瓷插芯很好的插合。其次，对于相同材料的LED芯片，其大小和发光功率成正比，功率小的

LED不能满足光基因刺激的要求，所以应选取尽量大的芯片，但芯片也不能非常大，一方面

芯片尺寸越大发光效率较低、发热也越大；另一方面，LED芯片要放置在管壳内部，而管壳的

内径和导线的粗细也限制了芯片的尺寸，此处选用的LED芯片大小为28mil。若使芯片能更

容易键合在导线的端面上，导线的内径应尽量粗，但同时由于管壳的内径的限制，内部导线

的外径要小于1.5mm，且必须是单股铜导线。在查询了市场上多种导线规格后，此处选取了

外径1.45mm，芯径0.6mm的单股铜导线。

[0063] 因此方法包括：

[0064] 步骤S1：因为导线的端面需要用来键合LED芯片，所以端面的平整度非常重要。用

剪刀等工具剪切导线，很有可能导致端面的倾斜，以致光源的倾斜；而且LED芯片尺寸非常

小，粗糙的端面会对芯片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很有可能无法键合。此处，本发明中选用研磨

的方法以达到键合的要求，具体的实施方案如下：

[0065] ①截取一段导线，剥离掉导线一部分的绝缘层，露出铜导线后，在细砂纸上研磨导

线头。

[0066] ②粗磨：使用“8”字研磨方式，应掌握研磨的力度，防止铜丝弯折，以免对影响以后

的工序。研磨一段时间后，就应使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查看端面是否平整，是否可进行细磨。

[0067] ③细磨：选用细磨砂纸，轻轻握住连接器，施以中等压力并以50-75mm(2-3min)的

“8字”方式研磨25-30转。

[0068] ④研磨结束后，需要使用清洁布将连接器的端面进行擦拭，将研磨时所遗留下来

的灰尘等一并除去。

[0069] 步骤S2：先在导线端面涂一层铟膏，再取一片LED芯片放置到铟膏上并摆正位置。

[0070] 步骤S3：整个过程中导线用夹具固定，将电烙铁贴至靠近芯片的铜导线上，此时固

态的铟膏会融化，拿掉烙铁，铟膏凝固，重复若干次，使芯片的下电极与铜线连接牢固；

[0071] 步骤S4：装配插头，然后用尖嘴钳将导线的绝缘包层拉至芯片下部，使绝缘层覆盖

铜导线，以防止铜导线与PC管壳接触。在导线表面涂抹强力胶，垂直放置空气中风干，用金

丝球焊线机从芯片上电极拉金丝至PC管壳顶部，由于管壳为不锈钢材质，可做抛光处理以

便金丝点焊。最后用万用表检测是否焊接好，如若不行可用铟膏辅助焊接；

[0072] 步骤S5：涂覆光学胶，并利用固定支架6固定插头后进行紫外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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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光学胶选用了紫外光固化的无影光学胶，可起到保护和透光的作用。光学胶又称

光敏胶、无影胶、UV胶、紫外光固化胶，是一种必须通过紫外线光照射才能固化的胶粘剂。它

可以作为粘接剂使用，其特点是有着很好的透光性，常用于光学器件的粘接。在紫外光线

(波长110～400nm)的照射下，固化材料中的光引发剂(或光敏剂)吸收紫外光后产生活性自

由基或阳离子，引发单体聚合、交联化学反应，使粘合剂在数秒钟内由液态转化为固态，具

有无挥发、固化快、透明度高的优点。

[0074] 由于光学胶具有高透光性，而光学胶的粘性强度又与透光度成反比，即透光性越

好，其粘性越差。此处我们优先选用透光性好的光学胶，故采用的光学胶型号为LOCA-08型

液态光学胶，它的透光率可以达到95％以上。其粘度<1000cps，粘接强度为2500～

3000mpa.s@25℃，固化前折射率为1.48～1.51，固化后折射率为1.51～1.53。

[0075] 在用光学胶固化时，因为连接LED芯片和管壳的金丝易断，且金丝的粘连性不强，

故应先将光学胶滴至芯片表面，覆盖整个金丝，用紫外光固化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考虑

到LED的发散角较大，会降低辐射光功率的密度，难以引起光感基因的有效刺激，故用光学

胶固化形成凸透镜，以达到聚光的效果。

[0076] 为验证该器件的性能，我们用驱动模块对其进行供电，对发光中心波长为590nm的

黄光LED进行封装，接入装置后，测得其最大输出光功率约为10mW。整体装置重量不到10g，

可由小鼠背负进行光遗传学实验。

[0077] 测得该封装下的LED完全可以正常工作，而且能发出较强的黄光。得益于铜芯导线

较好的散热性，该LED能够长时间稳定工作。其顶端光学胶固化成透镜形状，对LED发出的光

线有很好的汇聚作用，可以提高光功率密度。

[0078] 综上所述，本发明了一种面向光遗传学的新型LED封装结构，具有制备容易、简单

可靠、兼容性好、成本低廉等优点，非常容易在光遗传学的实验研究中推广。其各项性能能

够满足光遗传学实验的要求，而且完全适用于以往的光纤导入方式，无需重新做接口，极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光遗传学实验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具有高度的产业利用价值。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9276815 A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8

CN 109276815 A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09276815 A

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0

CN 109276815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