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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讯

盘点 LED 照明行业内的政策标准
发布时间：2015-1-30

前些年间随着半导体发光技术的

改进，成本日益的下降，LED 照明行业

一时间热闹非凡，加之国家政策的补

贴与行业标准规范的缺失，相当部分

的厂商们把劣质的 LED 产品，肆无忌

惮地投入到照明市场，妄图赚一票快

钱，这别说在国际照明市场中一争席

位了，更是把国内市场也做得乌烟瘴

气。而至 2015 年处为止，相继实施的

一系列国家标准，给混乱的照明市场

带了一丝秩序。

LED 照明行业政策解读 能效领跑者制

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发改委

联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管

局、国家能源局、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标准委等 7 个单位，向外界正式发

布了《能效“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

(发改环资[2014]3001 号，以下简称

《方案》)。该方案的出台，将为继续

提升我国用能产品的能效，保障我国

节能减排工作各项任务指标的实实施

能效“领跑者”制度对增强全社会节

能减排动力、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有助

于形成推动终端用能产品、高耗能行

业、公共机构能效水平不断提升的长

效机制，促进节能减排。现，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LED 照明改造新

动力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新版《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将正式施行。业内

人士认为，新标准将进一步规范绿色

建筑行业的市场规则、竞争秩序，并

带动整个产业链实现设计和技术创

新，绿色住宅行业也有望掀起新一轮

市场洗牌。

相比之下，新版《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采用分项打分的方式，总分达

到 45-50 分是一星级，60 分是二星级，

80 分是三星级。同时，新版《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中新增设加分项，创新

类绿色建筑项目将在评价中得到额外

加分。

国家标准发布 《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

辐射的评价》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

委批准发布了《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

辐射的评价》国家标准，将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这标准不仅为企业提

供了评估照明电器电磁辐射安全的重

要依具，也为公众正确认识照明设备

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高健康安全意

识，消除公众忧虑。

该标准对如何评价照明设备的电

磁辐射作了明确规定，并提供参考限

值，技术指标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适用于包括工业照明、住宅照明、公

共场所照明和街道照明设备等室内、

室外所使用的一般照明设备等。

汽车 LED 照明应用要求专门的 SAE 标

准

SAE 的 LED 照明标准包含两个类

别：元器件或 LED 封装级标准，以及

包含了整个灯泡的系统级标准，比如

一只信号灯或头灯(注意，在汽车界所

谓的系统级照明产品指的就是一只灯

泡，而不是灯具)。系统级标准仅涉及

灯泡的测试和性能等方面。其他有关

光源的要求没有涉及。汽车照明应用

的 LED 标准涉及到流明维持、可靠性、

工作寿命以及发光光谱等各种特定属

性。

（来源：千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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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LED“三大”新应用领域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发布时间：2015-03-12

2014 年，由于国内整体经济形势

走弱，上游房地产行业增速放缓及工

程项目减少，国内银根紧缩，贷款难，

还有出口贸易也因欧洲经济未复苏而

持续下滑。种种不利因素席卷了处于"

膨胀期"的 LED 照明行业，照明市场相

对冷清。而面对冷清的 LED 市场，LED

企业还有哪些出路呢?

近日，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

合创新中心主任眭世荣表示：2015 年，

LED 有三个新应用方向值得关注。一是

可见光通信，今年 8 月份，我们将联

合美日英国家的 LED 光通信先驱和国

内数十家院校，通信和 LED 业龙头企

业，共谋可见光通信技术发展的新方

向，它将是个趋势;二是紫外光 LED，

这种 LED 具有杀菌消毒功能，可在印

刷相关行业、医疗等领域实现广泛应

用;三是农业照明，它不仅可以改变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带动农业产业升级

换代，还可以为原有 LED 产业带来新

的市场机会，可能是个万亿级市场。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多数 LED

企业正寻找新的出路!或许可见光通

讯、紫外 LED、农业照明"三大"新应用

领域是一个方向!然而其发展状如何

呢?其未来发展又是怎样呢?

可见光通信

在大众眼中，灯泡只是作为照明

的重要部件之一。如今，随着大众对

照明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于照明

安全性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可见光通

信技术应运而生。基于可见光通信技

术下开发的LED灯泡成长为具有照明、

通信、跨界应用等多重意义及用途的

智能照明设备。LED 灯泡，已经不仅仅

是一个能够照明的灯泡。

可见光通信是利用可见光传输通

信信号，是未来通信业发展的一次"绿

色"革命。其核心技术是通过 LED 灯实

现，LED 灯可快速明灭，闪动频率极高，

可承担发送信息任务。

基于可见光通信技术下开发的可

穿戴设备将在未来大面积推广普及，

而智慧照明的理念也将深入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包括智能家装、农业照

明、医疗应用等多个领域。

LED 照明无线通信在国内外还处

在探索和起步阶段，但已显示出诱人

的应用前景，不仅可以用于室内无线

接入，还可以为城市车辆的移动导航

及定位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汽车照

明灯基本都采用 LED 灯，可以组成汽

车与交通控制中心、交通信号灯至汽

车、汽车至汽车的通信线路。未来，

通过可见光通讯技术，在飞机上上网

和打电话也将成为可能。

目前，可见光通信已成为美国、

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在国际通信研究领

域的必争之地，我国 863 计划于 2011

年部署可见光通信技术研究后，经过

几年的科技攻关，已在调制带宽拓展、

实时传输速率、融合网络架构等方面

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近日，勤上光电表示，其光通讯

研发已出实验室版，能基本实现应用

原理，但距产品应用水平还有很大技

术提升空间和相应的研发投入，市场

应用推广及可行性仍在评估过程，应

用前景广阔可期。

还有，复旦大学迟楠教授技术团

队与秣陵科创中心签订企业入驻协

议，迟楠教授率领的 LED 可见光通信

项目正式入驻南京市秣陵街道，并将

开启产业化进程。迟楠教授的 LED 可

见光通信技术是一种利用屋内可见光

传输网络信号的国际前沿无线通讯技

术，目前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和

地区都在对该技术加紧研发，是可见

光传输的一项技术革命。据秣陵人才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技术的操作运

行十分便捷，只要将网络信号接入一

盏 1W 的 LED 灯珠，灯光下的 4台电脑

即可上网，最高速率可达 3.25G，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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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速率也将达到 150M，堪称世界最

快的"灯光上网"，如今已被网友亲切

地称为"LiFi"。

在佛山市 LED 照明产业交流大会

上，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

中心副部长罗江华博士表示，LED 可见

光通信 2018 年 或可推广应用，

Marketandmarkets 对行业数据进行分

析后，预言在 2020 年之前 LiFi 行业

至少会增长到 90 亿美元(约合 559.26

亿元人民币)。这些都表示着 LED 可见

光通信前景广阔。

紫外 LED

2014 年蓝光 LED 获诺奖成为全世

界的焦点。而三位获奖人也频频登上

各大媒体头条。除了发明蓝光 LED 贡

献外，如今三位获奖者又进一步在各

自领域进行研究。其中，天野浩目前

从事的紫外 LED(UVLED)研究正被业界

逐渐重视，更被认为是 LED 继白光之

后又一应用新大陆，前景可谓十分乐

观。

据数据统计，2014 年整体 UV(紫

外线)市场规模达到8.15亿美金(折合

人民币约 50.12 亿元)，其中 UV LED

产值为1.22亿美金(折合人民币约7.5

亿元)，占整体 UV 市场比率达 15%。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与 LED 照明

从实验室走向高度产业化的进度有所

不同，紫外 LED 的效率等技术细节仍

有很大提升空间。与 LED 照明产业化

进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一样，效率是

量化产业发展进度最重要的指标之

一。据了解，高压汞灯的有效杀菌效

率在 5%～8%，小于 280nm 的 UV LED 其

效率的实验室水平已达 10%，但产业化

水平仅为 2%。

无论是传统光源还是 LED 光源，

从蓝光到深紫外光(Deep UV)，随着波

长由 365nm 向 280nm 逐渐缩短，制备

难度都在提高。对于 LED 光源来说，

波长缩短则意味着掺杂 GaAlN 比例逐

渐升高，这使得 P 型材料导电性越来

越差，器件的效率难以提高。

除了技术门槛高外，UV LED 应用

的商业模式也正在探索当中，市场对

新光源应用何时能大规模接受更是未

知数。

目前 UV LED 领域很接近 LED 照明

发展初期的形态。市场需求与企业数

量存在着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关

系。因此许多看好 UV LED 细分市场的

企业仍然保持观望，并不愿意砸钱"试

水"。但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会有更

多企业关注 UV LED 并参与到这个领

域，这是一种必然趋势。

较高的技术门槛和稀缺的设备使

得 UV LED 企业的生存一直依赖于"补

血"。由于技术与价格都尚未到大规模

切入市场的时机，距离市场出现回报

的那一天还十分漫长，在此之前，企

业需要大量的投资来维持研发成本和

设备投入，而且目前国家并没有相关

的资金政策扶持，主要依靠市场化的

风险投资。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家

863 计划已经对 UV LED 技术十分重视

并予以立项，这将会带动企业产生重

视，自然而然会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进

来。

目前，普通民用途径中鲜见使用

UV LED，一是由于技术还未能大规模

量产，二则是用户的使用习惯还未形

成对便携消毒的需求。不过，一旦 UV

LED 效率提升，该技术将对便捷安全的

细菌消杀设备提供重要的基础。

与 LED 照明替换传统照明一样，

谈到 UV LED，更多的人会联想到高压

汞灯何时能被 UV LED 取代。此前，医

疗使用的高压汞灯曾在医用消毒、公

共卫生等领域大规模的使用，但由于

汞灯本身的属性，许多领域都无法使

用汞灯。而在这些领域，UV LED 便有

施展的空间。据悉，目前 UV LED 的功

能包括了洁净水类杀菌，如饮用水杀

菌、鱼缸杀菌及饮水器具杀菌灯;空气

类杀菌则会应用在空调、加湿器、空

气净化器和 UV 光触媒净化器等产品

上，以及食品无菌加工包装、餐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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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表面杀菌，如冰箱、消毒柜等家

电。

还有，目前使用 UV LED 作为医院

消毒、治疗疾病的很少，医院接受使

用 UV LED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与作为

消毒、杀菌功能不同的是，UV LED 用

于医用治疗的课题尚未规模化应用于

临床，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尤其是在

人眼可见光之外对人体会有哪些益处

和危害，还需要更多的论证和实验才

能确保这项技术能作为医用治疗手

段。不过值得肯定的是，UV LED 已经

拓展出比高压汞灯紫外更广阔的用途

和市场。可以推测的是，无论是技术

还是商业模式，UV LED 还需要酝酿和

探索，静待市场爆发。

农业照明

农业照明作为 LED 照明的一个重

要细分领域，其未来市场空间不容小

觑。多位来自半导体照明产业专家、

农业专家均表示，智能化照明与光环

节精准调控是现代设施农业科技发展

的必然趋势，LED 农业照明或将成为现

代设施农业的新一代人工光源。

随着现代化农业不断发展，农业

照明的需求正在不断扩大，随之而来

的是耗电量的大幅增加。这不仅向传

统农业照明灯具技术提出挑战，也为

新型农业照明灯具的开发与应用提供

了非常好的机遇。

从全球市场来说，农业照明灯具

的销售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

美国、欧洲等从事农业人员较少的国

家和地区。目前国外已经有很多 LED

植物工厂可以实现植物批量化生产。

据一份全球领域的行业调查，全

球 LED 植物生长灯产值从 2013 年起，

开始呈现高速成长，预计 2014 年将逾

3500 万美元，2017 年可望达3亿美元。

一些国际巨头纷纷加大了对 LED 植物

工厂的创新投入。

不仅是国外照明企业，国内照明

市场也刮起了一股"植物风"。据了解

到，我国目前的 LED 植物照明业以 20%

的市场增长率快速成长，且 50%以上的

LED照明企业都在做LED植物照明相关

研发。最近 10 年来，我国设施园艺面

积发展迅速，植物生长的光环境控制

技术已经引起重视。山东、江苏、浙

江、河南等一带的大棚种植、花卉行

业发展已相当成熟，因此 LED 植物灯

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虽然其发展前景被看好，但是 LED

植物灯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应用在

植物生长领域还存在成本较高、光穿

透能力不强等问题。农用照明灯具也

存在着产品杂乱、生产设计不规范、

缺乏统一的产品标准和质量管理等问

题。

除此之外，农业照明最大的难点

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应用和推广，

因为 LED 植物灯具需要结合每一种植

物的生长特性及周期进行量身定制的

红蓝光组合以及相关光学的配比，在

很多情况下只能根据客户的定制特性

进行小规模生产。

为了解决上面的问题，OFweek 半

导体照明网认为，国家应加大 LED 农

业照明产品的研发力度，形成一批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特色优势产品，培育

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科研院所和龙头

骨干企业。在标准方面，应该从 LED

农业光源的研发与实际应用两个方面

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制定出有利于

行业发展和产品开发的农业 LED 光源

标准。

（来源：ofweek 半导体照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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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信息

从五大 LED 企业营收看台湾 LED 产业发展现状
发布时间：2015-3-9

一直以来，在 LED 上游外延片、

芯片关键核心技术上，美国、日本、

欧盟都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而中国

台湾地区一直扮演着全球重要的 LED

生产基地的角色。为了打破全球以美

国、亚洲、欧洲为主导的三足鼎立的

产业格局，以日、美、德为产业龙头，

中国台湾、韩国紧随其后，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积极跟进的梯

队分布的现状。尽管中国在 LED 外延

片、芯片的生产技术上距离国际先进

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国内庞大

的应用需求，致使了国内 LED 核心技

术企业通过收购和加大研发力度的方

式，进而导致国内与国际的差距越来

越小，单从 2014 年的国内 LED 市占率

的浮动也体现了这一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 LED 产业

链已经日趋完善，企业遍布 LED 衬底、

LED 外延、LED 芯片、LED 封装和 LED

应用各产业环节。从整个上游投资情

况来看，外延片投资增速下滑，而下

游应用领域投资增速稳步上升，可以

看出 LED 行业投资重心从上游向下游

转移。

分别统计了 2014 年-2015 年度在

大陆活跃度最高的五大台湾 LED 企业

的营收情况，借此窥探台湾地区 LED

企业发展现状。

晶电

晶元光电专注于 LED 产业链的上

中游，主营业务突出，两类主要产品

(高亮度 LED外延片和高亮度 LED芯片)

贡献了公司历年营业收入的 99%以上。

其中，高亮度 LED 外延片除少部分对

外销售，绝大部分都被自用于生产高

亮度 LED 芯片。其销售区域方面，主

要立足于台湾及其他亚洲地区，并积

极进入欧美市场。目前台湾及除台湾

外的其他亚洲地区仍是产品的主要销

售市场。

在接连合并广镓和璨圆之后，晶

电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 LED 晶粒厂，

2015 年 1 月份再吃下台积电旗下的台

积固态照明，晶电将名副其实成为 LED

界的台积电。

2月9日，晶电公布1月营收数据，

达到 24.16 亿元，较上月增长 19.13%，

较上年同期增长 27.96%，也写下历年

来 1 月的营收新高。晶电发言人张世

贤表示，1月受惠于 LED 照明、背光急

单涌现，加上大陆客户节前的提前拿

货，激励 1 月营收重回成长轨道，且

因为高阶产品需求不差，部分机台已

经满载，晶电前段磊晶生产线经历过

年加班供应。

张世贤指出，LED 的全制程约 20

天，2月磊晶产线生产的晶圆，主要是

迎合 3 月启动的旺季需求，台湾厂区

的磊晶生产线停休，大陆生产线则待

年后重回生产行列，2月在磊晶生产线

加班生产之下，稼动率不差，3月开始

平均稼动率有望升至 70%以上，开始步

入旺季循环。

受到农历春节因素及工作天数变

化影响，亿光 1月份营收降到 25.4 亿

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 5.03 亿元)、月

减 3.3%、较去年同期增长 20.5%，预

估 2 月业绩仍淡，但 3 月可望回升。

其 2014 年全年营收达 306.14 亿新台

币(折合人民币约 59.52 亿元)，年增

率高达 23.99%。不仅创下历史新高，

也正式跻身"10 亿美元"俱乐部。

在最新的国际市场调研机构

StrategiesUnlimited 排名中，亿光被

评为 2014 年全球第 8大 LED 企业，仅

次于日亚化、OSRAM 等国际大厂，加上

LED 市场成长空间仍大，今年营运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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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攀高峰。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第一季 LED

库存消化逼近尾声，加上 3月也是 LED

传统旺季，预料本季营运将落底，预

估亿光今年元件业务可望成长 40%，今

年全年营收约成长至 330 亿～350 亿

元，毛利率可望维持在 24%至 25%，加

上与日亚化的关系改善降低法律诉讼

费用，今年全年 EPS 可望从 6元起跳，

持续稳居 LED 获利王。

亿光董事长叶寅夫表示，今年 LED

产业景气不错，预期市况将比去年好，

虽然面临大陆业者的价格竞争，但随

着 4K2K 电视背光源需求逐渐升温，加

上 LED 照明应用迅速攀升，预估 LED

价格可望从 3 月起回温，公司业绩也

有机会再创高峰。

新世纪

根据新世纪公布 1 月营收数据可

得，其 1月份营收降到 2.74 亿新台币，

较上个月增长 8.1%、较去年同期下降

27.2%，预估 2月业绩仍淡。

2014 年新世纪因产品组合与覆晶

产品比重激增至 10～15%，另外，库存

经过消化，加上韩国 TV 订单、日系高

阶中小尺寸面板订单回流，新世纪 1

月营收开始弹升，虽然第 4 季营收有

所衰退，但可视为营运触底，今年第 1

季或许重回营收成长轨道。

东贝 2月份营收为 6.23 亿元，较

去年同月营收成长 3.7%，由于 3 月起

工作天数恢复正常，且 LED 照明订单

能见度高，东贝营收可望自 3 月起展

现强劲成长力道，预估整体 LED 产业

营收表现自 3 月起均有双位数以上的

成长。

对于业绩下滑，东贝表示，2月因

适逢农历春节假期，实际工作天短少

35%，致使 2 月合并营收下滑至 6 亿

2359 万 8000 元，但仍较去年同月成长

3.7%;累计 1 月与 2 月合并营收为

14.74 亿元，较去年同期成长 26.92%。

东贝表示，由于照明产品因接单

量持续大幅增加，开春以来均是全产

能生产仍不敷客户订单需求，故 3 月

将积极提升产能加紧赶货，以因应客

户照明产品需求，估计 3 月起营收成

长动能强劲，整体 LED 产业营收表现

自 3月起均有双位数以上的成长。

东贝指出，来自于照明订单出货

营收持续成长，显示东贝在 LED 照明

市场及产品的布局策略得当，尽管今

年初遭美国 LED大厂 Cree 的商业干扰

诉讼，意图阻扰东贝的出货，但在市

场需求热络之下，照明业绩依旧持续

攀升，完全不受诉讼干扰影响。此外，

背光产品也随农历年后新品需求启

动，预期出货量可逐月增加。法人预

估，LED 产值在照明及背光双主轴产品

均有正面需求激励下，第 2 季至少将

达双位数以上的季成长率。

东贝强调，在拓展欧美等海外市

场过程中，东贝除积极发展自有专利

技术外，同时也研发创新结构，以突

破国际大厂专利的封锁，但难免会遭

遇竞争对手不择手段的商业干扰行

为，但这正代表东贝的产品真的很有

竞争力，包括产品的设计、专利的创

新、生产成本及价格、品质控管等，

都符合欧美客户的青睐，东贝有信心

打赢这场专利诉讼，决定对 Cree 正面

迎战，为台湾 LED 产业在国际照明市

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尽管诉讼过程可

能漫长，但在既有通路客户及市场的

支持下，加上本身既有的 LED 照明技

术持续精进，有信心可以进一步突破

国际大厂的封锁，打开海外照明市场，

估计 2015 年绝对是LED照明大跨步的

一年。

隆达

隆达 2 月份营收为 10.54 亿新台

币，相比上个月下降 17.1%，对于业绩

的下降，隆达表示，由于 2 月份适逢

农历新年、工作天数减少等因素，营

收呈现下滑，然对今年背光与照明应

用仍乐观看待市场需求。隆达背光应

用的新机种第一季已开始放量，提供

予中国及日本品牌客户，超薄型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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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电视(OD15)以及广色域产品也已顺

利出货。

在照明应用方面，由于 LED 照明

价格接受度提高，今年将由商用市场

快速走向家用市场。因此，隆达除了

目前的灯管、平板灯等主力产品之外，

今年的灯泡产品出货量将快速拉升，

抢攻 LED 家用照明市场。此外，今年

将着力推广 DOB(DriveronBoard)光引

擎产品，搭配其一条龙生产之高压晶

粒与封装，针对传统灯具厂商提供即

插即用的 LED 光电解决方案。

隆达表示，目前包含照明与背光

订单均明显回笼，预计第二季营运将

明显成长，乐观预期营收有望逐季走

高，目前订单能见度约 1-2 个月。市

场乐观预期隆达今年可望在Cree入股

后挹注营运，对此，隆达表示，目前

已开始供应 Cree 中功率蓝光芯片。

总结

从 LED 厂 2015 年 1月营收表现来

看，晶电、隆达、东贝与新世纪较去

年12月有所成长，仅有亿光微幅衰退，

而从隆达与东贝公布的 2 月份营收来

看，或许受到 2 月份适逢农历新年、

工作天数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其营收

有所下滑。伴随着 3月订单旺季到来，

LED 背光等细分市场的放量，2015 年

主要 LED 厂商有望迎来来门红!

台湾 LED 产业受大陆芯片厂扩产

及竞争力增强影响，封装端和芯片端

表现较差，芯片端下滑明显。而随着

大陆三安光电、华灿光电以及澳洋顺

昌等产能的新增释放，势必导致台湾

厂商芯片环节份额的减少，芯片端的

竞争在 2015 年将会进一步加剧。

（来源：OFweek 半导体照明网）

两会代表发言 戳中了 LED 照明电商的痛点
发布时间：2015-3-6

从互联网使用开始至今，“电商大

战”频频引爆眼球。在电商蓬勃发展

的洪流中，不少正处于转型中的传统

企业也通过两会发出自己声音。除了

对电商的肯定之外，更多的是希望能

够规范净化电商平台。反观 LED 照明

电商热潮中的各种乱象，两会代表的

发言正好戳中了LED照明电商的痛点。

2015 年 3 月 3 日，全国政协委员、

A 股上市公司美邦服饰董事长周成建

认为，电商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时代，

即“淘时代”、“细分”与“服务”时

代。如今，随着消费者结构的进一步

调整，重视品质的 80 后、90 后已经成

为网上消费的主力军，未来电商时代

将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价格、品质

和服务的综合性竞争，品质电商时代

即将到来。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控股集团董

事长张近东六项已经曝光提案多与电

商行业相关，他认为，目前网络购物

中假冒侵权等违法行为没有得到有效

根治，因此需要建立“平台首问负责”

机制、明确电商平台企业是网络交易

的主体之一;这样可以规范企业的生

产经营行为，鼓励守法企业的积极创

新。

两会提议净化电商对于 LED 照明

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 2011

年至今 LED 灯具在电商中发展飞速，

也有不少的商家趁机“捞一把”，2014

年年底，质检总局指出，网络假货高

达 30%以上。电商售假如此猖狂，LED

照明企业在电商O2O的洪流大军当中，

怎样才能找到出路?

电商 LED 灯具销量逐年攀升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显

示，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电子商务

市场交易规模为 3.19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7.3%，环比增长 13.1%。网络购物

占比由原来的 22.1%提升至近 30%。电

商时代也给LED行业带来不少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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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LED 照明产品在国内市场开始

全面渗透，京东、天猫、淘宝等电商

的灯具市场增势喜人。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12月，

淘宝(含天猫)销售各类照明器具(含

灯具及光源)达 217 亿元(以一口价计

算)，较 2011 年 10 亿元的销售额整整

增长了 20 倍。其中光源 3.8 亿元，同

比增长 120%倍，灯具 213.2 亿元，同

比增长 270%。

马云曾表示，电商代表了未来。

LED 的渗透率也在近几年飞速提升，线

上速度快于线下，光源渗透率高于灯

具，从品牌竞争格局和淘宝的推广态

势来看，传统四大家欧普、雷士、佛

照、飞利浦的销售增速超过了整体增

速。2015 年无论是“传统照明强者”

还是“新兴 LED 照明王者”纷纷发力

电商，强者愈强，线上的市场集中度

开始超过实体渠道。据了解，2014 年

底雷士照明 CEO 王冬雷表示，将展开

网络 O2O 电商平台。木林森也表示将

投资两个亿开拓电商渠道。无可否认，

电商将成为 LED 行业未来渠道的主体

方向。

互联网电商假货泛滥 如何净化电商

环境

纵观目前电商市场，网上的照明

灯饰店大都以打价格战的方式来做大

电商，把消费的附加值打低，导致理

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LED 行业电商目

前也存在不少问题：假冒伪劣 LED 灯

具问题突出，假货泛滥，电商平台存

在监管不到位， 甚至部分电商平台对

于有问题的照明灯具采取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网店的灯具价格虚高、有价

无货、同款不同价等价格欺诈问题严

重，还有 LED 灯具安装后，售后不到

位、投诉无门、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

保障等等问题。

周成建认为，“网上社会也是网下

社会的映射，网下社会的假冒伪劣在

网上也有，但因为网络的无属地属性，

消费者投诉维权更难。因此，更严厉

的打击是必要的。”

他介绍，净化电商环境将是一项

长期的系统工程，其中有很多工作要

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提高认识，牢

固树立建设绿色生态电商系统的理

念，大力推进“品质电商”战略。

一方面，加大对电商中的假冒伪

劣商品的打击力度，质量监管机构定

时对假冒伪劣商品及其所在商户平台

采取公示，针对电商消费者建立专门

的投诉跟踪平台，消费者可以实时查

询、根据自己的投诉;另一方面，积极

倡导和扶持新型品质电商，鼓励社会

资本对其进行投资，鼓励其在境内上

市融资等。

针对网络售假行为，张近东建议

电商企业应完整保存，而不应隐瞒、

删除系统数据，影响司法取证和消费

者维权行为中的数据凭证安全。出现

售假现象后，电商企业应对消费者进

行“先行赔付”，用维修、退换或其他

赔付形式来补偿消费者损失，再进一

步追溯、问责平台内商户的职责。

王冬雷在雷士照明2015年开年就

表示，雷士照明继去年 “冬季暴风”

线下打假行动取得巨大胜利后，2015

农历新年伊始再度亮剑。接下来将联

合公安工商质检及电商平台，进一步

启动规模空前的线上打假专项整治行

动，净化 LED 照明行业线上生态链，

并坚决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品牌的合法

权益。

此外飞利浦、木林森、佛山照明、

欧普照明、清华同方、国星光电等照

明企业也纷纷表示支持线上打假行

动。

（来源：OFweek 半导体照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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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农业照明起跑 国内企业摩拳擦掌
2015-03-18

LED 农业照明趋于专业化

LED 应用于现代农业具有无可比

拟的优点和原理上的适用性。不仅应

用范围得以扩大，分类也更加专业化、

精细化。

相较于传统电光源，LED 应用于现

代农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和原理上

的适用性。“随着对动植物生长所需光

谱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以及 LED 生

产成本的大幅下降，在各地区示范应

用的带动下，国内 LED 农业照明产业

近两年发展很快。”君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总监张为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仅应用范围得以扩大，分类也

更加专业化、精细化。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宋昌斌告诉《中国

电子报》记者，LED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除了我们熟知的“植物工厂”，还包括

水产、畜禽、花卉和草药等多个门类。

虽然大方向都是为了增产增收，但是

不同门类的应用涉及不同学科，因此

都分别需要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协同

努力。

据宋昌斌介绍，在他熟悉的水产

领域，研究成果已经实现产业化，国

内多家渔业公司已经在和中科院的合

作中获得收益。

在张为看来，LED 照明在农业领域

的应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

利用 LED 照明最基础的节能属性。以

畜禽养殖业为例，人工照明是集约化

畜禽舍环境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用

LED 光源替代长期以来使用的白炽灯

和荧光灯，能大幅降低能耗，降低成

本。而第二个层次是通过选择波长和

调节功率用 LED 实现智能照明。针对

畜禽的生理需求进行光质调控，更能

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植物照明“钱景”广阔

全球 LED 植物生长灯产值从 2013

年起已开始呈现高速成长态势，从千

万美元规模增长至 2014 年的 3500 万

美元左右，2017 年更有望达到 3亿美

元。

在诸多应用门类中，植物照明的

发展最具潜力。“LED 作为植物照明光

源可以广泛应用于设施栽培、组培培

养、植物工厂等众多领域，具有促进

植物生长、调节植物形态以及节能环

保等多方面优势。”张为表示，“其中，

植物工厂集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

人工环境控制等多种高技术于一体，

不仅产量高于陆地栽培多倍，而且还

可以在戈壁、荒漠、海岛、水面甚至

城市大楼里等非可耕地上进行生产，

也被认为是未来解决人口、资源、环

境等问题的有效技术手段。”

实际上，在日本、韩国、美国、

欧洲等从事农业人员较少的国家和地

区，LED 植物照明要比我国流行得多，

LED 植物生长灯的销售市场也都集中

在这些地区。数据显示，全球 LED 植

物生长灯产值从2013年起已开始呈现

高速成长态势，从千万美元规模增长

至 2014 年的 3500 万美元左右，2017

年更有望达到 3亿美元。

虽然起步较晚，但 LED 植物照明

在国内也越来越被大众熟知。作为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下属的农业高科技企业，北京

中环易达设施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

内最早从事植物工厂、LED 植物光源、

家庭园艺等方面关键技术研究推广、

配套产品开发及农业园区规划设计的

单位。该公司市场总监魏子涵告诉《中

国电子报》记者，目前，国内的植物

工厂已经从各地的政府示范项目走向

越来越多的高档小区，项目本身的运

营也开始从单纯的示范、观赏转为追

求收支平衡甚至盈利。

国内企业蓄势待发

随着我国光伏产业的迅速发展，

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让 LED 植物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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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利成为可能。如果找到合适的赢利

模式，LED 植物工厂就能在国内迅速发

展起来。

据魏子涵介绍，经过多年的研究

积累，该公司促进的植物生长的 LED

照明产品不仅比普通荧光灯节能

60%~80%，而且光源光质组成的特殊配

方中，除红光、蓝光外，还加入了不

同比例的绿光、黄光与远红外光，其

中绿光对人眼起保护作用，黄光可增

加值物体本身的叶绿素和胡萝卜素等

成分以提高植物自身的营养价值，远

红外光可提高植物产量 10%~20%。

“针对不同的用户和植物，我们

会提供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魏子涵

表示，“但是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环，整

个项目的运维才是目前的最关键所

在。”

魏子涵坦言，LED 植物照明在国内

的发展正处在从示范推广到落地赢利

的关键阶段，包括该公司负责运营与

管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农业科技

展示园在内，国内的许多 LED 植物工

厂都在通过会员制供给、与高档餐厅

合作等各种方式积极探索主赢利模

式。“一旦某条路走通了，走顺了，LED

植物工厂就能在国内迅速发展起来。”

他认为。

随着我国光伏产业的迅速发展，

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也让 LED 植物工

厂赢利成为可能。“根据我们的测算，

目前利用光伏供电的 LED 植物工厂产

出的有机蔬菜成本仅比市场上的普通

有机蔬菜高 20%左右。”动盈化工技术

总监赵宁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而

未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成本下

降只是时间问题。”

据赵宁透露，在地方政府的支持

下，该公司参与的利用 LED、光伏等技

术打造的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即将投入

运作，预计该园区占地将达到一万亩，

届时不仅能带来显著的示范效应，更

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

“国内市场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培育。”赵宁认

为，“当前正是进军海外市场的好时

机。”据悉，该公司针对欧美市场推出

的高性价比 LED 植物生长促进灯将于

下月上市。“销路不愁。”赵宁笑着告

诉记者。

“和其他企业相比，像中环易达

和动盈化工这样的企业，本身在产业

链中游从事生产和销售，由其来运营

下游应用环节的植物工厂等也更有优

势。这与光伏制造企业去建设、运维

电站也是一个道理。”张为对这种模式

表示认同。

（来源：中国电子报）

远见成就未来，2015 全球格局下的中国 LED 新战略
发布时间：2015-1-29

经历了市场容量快速增长与惨烈

竞争并重的 2014 年，对 LED行业来说，

2015 年依然充满了变革、挑战。

LED 照明市场持续发酵的同时，行

业整合并购潮加剧，价格战此起彼伏,

LED 照明企业如何在行业同质化竞争

中杀出一条血路;并未赶上传统电商

班车的企业们，又如何抓住移动电商、

社交电商的商机实现新的突破;标准

光组件发展蒸蒸日上，跨国企业、跨

境电商扩张步伐加快，物联网、植物

工厂发展进程加快，全球 LED 产业格

局裂变在即，中国又该如何打好这场

LED 世界大战?

LED 渠道生死战

电商 VS 传统渠道，非此即彼还是

相安无事?

都在说得渠道得天下，2014 年在

LED 照明市场渗透率不断提升的同时，

企业对于传统渠道资源的争夺更加白

热化。渠道会议、招商会议在全国各

地遍地开花，更有厂家代表发文称“个

别的经销商无视××品牌，丧失对 XX

的主推性”，以此公开宣示其对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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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权、增强对经销商的控制。但这

终归“治标不治本”，随着 LED 照明时

代的来临，传统照明厂家与经销商原

有渠道体系的平衡被打破，渠道信息

系统混乱，厂家原有对渠道控制力的

很多要素都不成立了。

另一方面，对于新晋 LED 企业来

说，渠道速度决定一切。于是，新晋

LED 企业快速展开渠道争夺战，这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其通路的打开，渠道快

速开花，全面铺开，“看上去真美”，

但接踵而至的却是资金消耗严重，产

品后续跟不上，商家逐渐流失等。2014

年 7 月，亿光照明换帅与渠道的“大

跃进”不无关系。

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异军突起，

传统电商渠道大行其道，社交电商、

移动电商、O20 炙手可热，这些都开始

瓦解传统照明产业的渠道结构，传统

集中作战模式的效果逐渐衰减，旧有

的模式并不能快速打通市场的“任督

二脉”。双十一火热的销量，更让 LED

企业们“眼馋”。传统渠道 Or 电商，

对于正酝酿大规模渠道调整的厂商来

说，这不只是一个渠道战略选择题，

更是一个生存问题。

LED 伐谋之道

照明 VS 泛照明，红海困境还是蓝

海战略?

《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

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

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随着

全球“禁白令”进入实质性阶段、蓝

光 LED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LED 照明需

求热潮被引爆，“价格战”、“专利战”、

“渠道战”“人才战”热火朝天，LED

企业如何上兵伐谋?

避开锋芒，发力细分市场，也许

还能走出一条新路，开辟一片新的天

空。比如智能照明、植物照明、农业

照明、汽车照明、Flash LED、UV LED、

可见光通信等领域，“钱多，人少，速

来”。当然，可别以为“人有多大胆，

蛋糕就有多大”，这些细分领域“涉足

虽易，赚钱不易，全看各人本事了”。

就说可见光通信，虽说，咖啡店

中的每一盏灯泡都能连接无线网络，

会在未来不再是梦，但当前仍需解决

LED 产品传输速率有限、无线网络不能

穿墙而行、可见光通信成本高、量产

难的问题。而植物照明，据统计，全

球LED植物生长灯产值2014年超3500

万美元，2017 年可望达 3亿美元。GE、

西门子、飞利浦、亿光照明、鸿利光

电等都有进行 LED 植物照明的布局，

国外也已经有很多 LED 植物工厂，但

LED 植物照明市场也不是“你想进就能

进的”，技术要求高、先期投入大等，

都是企业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LED 标准之争

整灯 VS 光组件，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

常言道：“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

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专利，超一

流企业卖标准”，谁掌握了标准，谁就

能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谁

就在 LED 行业中拥有“话语权”。于是，

2014 年，LED 标准次第而出，从《嵌

入式 LED 灯具性能要求》国家标准发

布到《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镇流 LED

灯规格分类》、《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

镇流 LED 灯性能要求》、《双端 LED 灯

安全要求》、《双端 LED 灯性能要求》

等四项产业标准出台，再到国标委启

动三项 LED 防爆灯标准制定计划，以

及欧盟 LED 防爆灯新能效标准正式实

施，国内外 LED 照明多项标准相继落

地。

一方面，众多 LED 照明标准的出

台对于 LED 照明市场将起到积极的规

范和引导作用。但另一方面， 细心的

你，不难发现，这些标准大多集中于

整灯标准，而有关行业的互换性标准

却寥寥可数，并且多集中在 LED 产业

链某部分环节，同一环节同一类型互

换性标准互不兼容，而且标准制定权

主要掌握在尚未形成垄断的少数大企

业手中，标准或规范的制定仍然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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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产业的发展速度。在 LED 产业快速

发展之下，上游芯片和元器件封装进

入大规模生产，其产品将根据下游应

用产品特性逐渐标准化，模组技术也

将走向标准化。

（来源：GSC）

LED 最新技术：QLED 新型器件将颠覆显示和照明技术
发布时间：2015-1-23

去年 10 月，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

了发明蓝光发光二极管的数位日裔科

学家，“白炽灯点亮了 20 世纪，LED 点

亮了 21 世纪”，从颁奖词看出，发光

二极管即 LED 是公认的下一代显示与

照明技术的核心器件。

几十天后，一篇来自中国科学家

的论文在《自然》上发表，报道了在

量子点发光二极管领域取得的重要研

究进展。在浙江大学课题组的这项研

究中，科学家们设计出一种新型高性

能量子点发光二极管(QLED)，并将使

用亮度条件下的寿命推进到10万小时

的实用水平，这意味着这种新型器件

有望成为下一代显示和照明技术的有

力竞争者。

“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个带有颠

覆性意义的量子点应用，也就是性能

优异的‘量子点 LED’。”研究团队负责

人、浙江大学高新材料化学中心教授

彭笑刚说。

量子点能大大提高二极管的发光性能

“发光材料对人类的重要性，决

定了量子点会成为明星材料。”彭笑刚

认为。光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当物质

中的电子从一个高能级跃迁到一个相

对较低的空能级，能量就会被释放—

—如果这份能量以光的形式表现出

来，就会看到这个物质在发光。

科研人员解释说，在半导体材料

中，如果电子掉进空能级的空穴，就

会发出光子，这被称为“电子空穴复

合”。然而，能复合的电子和空穴在物

质中并不是常存在的，复合过程需要

电激发或光激发。发光二极管就是电

激发的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通电时，电子和空穴

在电场作用下发生迁移，它们在相遇

时有可能发生复合，但这个过程并不

容易。它们要有缘邂逅，发生相互作

用形成“电子—空穴对”，最终才能在

适合条件下复合，发出幸福的象征—

—光子。

为了保证一个较高的复合效率，

科研人员常会提供一个复合介质，也

就是“发光材料”。在这类材料里安排

电子和空穴“相亲”，成功几率会大大

提高。学名叫“可溶的无机半导体纳

米晶”，简称为溶液纳米晶的量子点，

正是非常优异的发光介质，只要电子

和空穴一对一的进入到量子点，就会

复合发光，发光量子效率可以高达

100%。

彭笑刚课题组正是合成了一种适

合于 LED 的量子点发光材料，然后与

浙江大学金一政课题组合作做成了新

型的量子点发光二极管。同时精巧地

设计了结构，让电子减缓“步伐”，空

穴则加快脚步，促成电子与空穴的有

效相会，大大提升了量子点发光二极

管的高效率发光性能和稳定性。

这也恰恰解决了彭笑刚所认为的

两个关键问题——要让量子点发光二

极管达到现实应用水平，一是怎样量

身定制适用于LED的量子点材料;二是

怎样设计其结构，以达到最大的电光

转换效率。

至关重要的量子点，究竟是一种

什么材料呢?

不同尺寸的量子点，能表现不同的颜

色

“量子点是一种纳米尺寸的半导

体晶体，它的三维尺寸都在 100 纳米

以下。把它们放入溶液，从此人类有

了一类全新的材料，它们具有晶体和

溶液的双重性质。从化学角度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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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一类全新的分子;从材料的前途

看，它代表着很多新的可能性。”彭笑

刚说。

量子点的大小，大概是一根头发

丝直径的十万分之一，人眼已经无法

看到。正是在纳米尺度，量子点表现

出了量子效应——当这些半导体晶体

做到小到纳米尺度，不同的尺寸就可

以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即使是尺寸相

差几个或十几个原子。而通过调整量

子点的尺寸，就能得到所需颜色的光。

比如硒化镉这种半导体纳米晶，在 2

纳米时发出的是蓝色光，到 8 纳米的

尺寸时发出的就是红色光，中间的尺

寸呈现绿色黄色橙色等。

“使用不同尺寸的量子点，我们

将会看到不同的颜色，而且色彩非常

鲜艳。”参与课题合作的杭州纳晶科技

公司的赵飞博士说，量子点的名字，

也正是来源于半导体纳米晶的量子尺

寸效应。

长期以来，量子点的合成依赖于

一些特别活泼的、毒性特别高的物质，

见到空气就会爆炸，必须保存在冰箱

里。彭笑刚在国外时较早的贡献在于，

找到了一种“绿色”有机溶剂路线，

只要有一个普通的化学合成实验室就

可以做量子点的简便合成。之后，又

进一步系统探索了量子点生长机理，

使得相对高质量的量子点的范围逐步

扩大到多种类半导体。很快，这条“绿

色”路线在全世界推广。

“最后找到的方法，就是通过理

解晶体生长的特殊机制，用常见的化

学品取代昂贵的不稳定原料。科学就

是这么回事，没找到之前一头雾水，

找到之后觉得挺简单。”彭笑刚说。

有望在照明与显示产业中扮演重要角

色

在纳晶科技公司，几支试管和几

个或大或小的塑料瓶中，分别装有绿、

黄、红各色液体，这就是量子点溶液。

把一桶 2000 毫升的溶液提纯后，晶体

大概只有手指头那么点。“但里面‘有’

1万台电视机。”赵飞说，这些量子点，

可以用来制造 1 万台使用量子点的新

型彩电。

从量子点电视机播放的演示画面

来看，同样是蓝色或红色，可以分辨

出很多不同的鲜艳程度。同样是红色

唇膏，画面上却能够呈现和分辨出不

同色差的 100 支唇膏。

彭笑刚介绍说，量子点应用领域

十分广泛。在生物医疗领域，能用量

子点把细胞的骨架完全显示出来。可

以很容易地利用量子点的不同颜色来

同时检测多种病菌或者农药残留。而

且，因为量子点吸收能力非常强，能

够极大提高灵敏度。照明也是一个很

大的产业，使用量子点的发光二极管，

更加接近于自然光，并且发热大大减

少。

科学家认为，量子点可能带来重

大变化的产业，首先是显示。目前的

第一代量子点显示产品是基于光激发

发光，纳晶科技公司和美国的两家公

司都已经进入商业化阶段。这种新型

的背光源，让显示颜色的纯度很高、

色饱和高。而量子点发光二极管则会

把量子点显示带入第二代。目前，浙

江大学与纳晶科技公司在第二代量子

点显示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一系列的实验结果验证了量子

点发光二极管的实用性。这进而预示

着，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有望在照明与

显示两个产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彭笑刚说，显示和照明都需要白光或

者红绿蓝三色光，研究团队接下来将

在保持低成本的溶液制备工艺的前提

下，开发出各色发光波长的高效 QLED，

让电子和空穴复合产生的光子为千家

万户照明。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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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照明：节能减排重要抓手
发布时间：2015-1-23

“绿色照明已成为世界各国推动

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

和重要抓手。”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

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吕文

斌在绿色照明(中国—东盟)国际会议

上强调，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

国政府采取了财政补贴推广、中央预

算内投资、国际合作等一系列重要措

施，全力推动绿色照明工程。

“绿色照明已成为世界各国推动

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

和重要抓手。”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

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吕文

斌在绿色照明(中国—东盟)国际会议

上强调，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

国政府采取了财政补贴推广、中央预

算内投资、国际合作等一系列重要措

施，全力推动绿色照明工程。

大力推进

照明是现代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照明用电约占到全

球用电量的 19%。

为大力推进照明节电工作，我国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行动。

据了解，支持白炽灯企业转型，以及

节能灯、半导体生产企业技术改造，

中央预算内投资累计投入 6亿元。

在 2008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

政部启动了财政补贴推广工作，累计

补贴推广高效照明产品7.8亿只。2009

年，又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

境基金共同启动“中国逐步淘汰白炽

灯、加快推广节能灯”国际合作项目。

2011 年，我国政府正式发布《中国逐

步淘汰白炽灯路线图》公告，提出分

阶段逐步淘汰普通照明用白炽灯计

划。

国家节能中心主任贾复生说，作

为全球照明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我

国在 2013 年的白炽灯产量达到 38.9

亿只，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节

能灯产量 41.6 亿只，约占全球总产量

的 80%。“如果把在用的白炽灯全部替

换为节能灯，年可节电 480 亿千瓦时，

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4800 万吨，节能

减排潜力巨大。”

强强联合

自实施绿色照明工程以来，我国

十分注重与国际合作，已连续与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强强联

合，共同开展了三期绿色照明国际合

作项目。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

推动10家白炽灯生产企业实现成功转

型，累计淘汰白炽灯产能 16 亿只，占

全国总产能的40%;支持企业在全国22

个省份的 1044 个县成功建设 3438 个

节能灯销售网点;推广 14 项先进照明

技术;策划开展的“告别白炽灯泡·点

亮绿色生活”系列宣传活动，被评为

2013 年度十大绿色活动。

贾复生称，通过开展国际合作，

不仅大大推动了绿色照明工程发展，

也成为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品

牌项目。

此外，为积极响应国际社会淘汰

白炽灯的潮流，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

照明工程，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

推广节能灯项目办与中国节能协会节

能服务产业委员会，联合向全国发出

“告别白炽灯泡·点亮智慧城市”倡

议，号召城市以实际行动加快淘汰白

炽灯进程。并对外发布了首批 21 个试

点城市名单。

“这是我国推动淘汰白炽灯路线

图的一项具体举措。”贾复生表示，这

21 个示范城市，将会充分利用市场化

机制，推动从绿色照明到智慧城市建

设等各项工作。

巩固成果

虽说绿色照明现已成为深受老百

姓欢迎的民心工程和推动节能减排的

成功典范，为推动我国节能减排、减

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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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能源、减缓气候变化事关全人类福

祉，仍需要所有国家携手合作、共同

行动。

贾复生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

巩固我国绿色照明工程成果，多措并

举，积极抢占未来照明产业发展制高

点，打造全球节能减排新典范。

贾复生介绍说，首先，要疏堵结

合，加大淘汰白炽灯路线图实施力度。

严格按照《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路线

图》要求，继续支持白炽灯生产企业

加快转型，加大白炽灯销售和进口监

管力度，引导消费者主动购买高效照

明产品，为白炽灯生产企业顺利转型

营造良好条件。

其次，要积极稳妥，分步骤推广

半导体照明产品技术。按照《半导体

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和《半导体

照明节能产业规划》要求，研究建立

技术产品筛选评价机制，加快推广成

熟适用半导体照明产品和技术。

最后，要精诚务实，深化绿色照

明国际和地区间合作。加快半导体照

明第四期国际合作项目申请，进一步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继续

深化与台湾地区在标准化、专利战略

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中华品牌。

从火到白炽灯，再到节能灯、LED，

照明技术不断更迭，产品类型更新变

化，照明行业也在持续发展。特别是

随着 LED、OLED 的飞速发展，其在为

照明行业创造更多商机的同时，也将

会带来诸多需要共同研究的课题。

（来源：科技日报）

LED 行业竞争激烈 智能照明能否成为“突破口”
发布时间：2015-2-12

在照明行业竞争已进入了白热化

的阶段，各大照明企业要想打破传统

的竞争格局，就必须突出 LED 照明未

来特点和前沿技术，布局并进入智能

领域是必选策略之一。

暂且不论小米的快速推广模式能

否真正实现，能够傍上小米这样的话

题大佬也是很多照明企业可遇而不可

求的一件幸事!

但现实的情况是，智能照明在很

多业界人认为仅仅是看起来很美好，

由于智能照明行业标准缺失，客户真

正的市场需求仍较模糊，智能照明产

品市场化推广仍然是“雷声大雨点

小”。

为了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推动

跨界合作，促进智能照明的产业链构

筑、创新技术融合、市场开拓与推广，

2015 年 1 月 23 日，首都创新大联盟智

能照明专业委员会、CSA 智能照明工作

委员会也召开了2015年第一届第一次

工作会议。

会议邀请到来自京东、海尔、美

的、飞利浦、杭州鸿雁、雷士、华策

光通信、松下、英飞特、利亚德(300296)

等不同领域的龙头代表企业以及不同

产业的联盟的代表出席会议!

如何发挥跨界的力量，实现资源

共享，共同开拓智能照明市场成为此

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首都创新大联盟理事长、国家半

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秘书长

吴玲指出，首都创新大联盟智能照明

专业委员会、CSA 智能照明工作委员会

两个平台都将会有效整合各方资源，

连接应用、市场、企业等各方力量，

寻找技术、商业模式、市场培育乃至

机制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建立与政府

对接的通道，实现互补性跨界合作的

同时，实现智能照明的跨越式发展，

为中国未来科技发展及协同创新，发

挥一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进一步赢

得国际发言权。

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方代表也都

针对智能照明如何更好地实现互联互

通提出了大家的真知灼见!

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副总裁孙

泉表示，无线通信技术将成为 LED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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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照明系统的主要通信手段。对于常

用的 zigbee、wifi、蓝牙三种接入技

术比较，zigbee 从成本、组网、功耗

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是现在较好的

一种选择，但是在认证方面需要和

zigbee 联盟配合。Wi-fi 主要问题是

接入数量少，接入节点数目基本在 10

个以下，而且功耗高。蓝牙在组网方

面需要改进。未来，互联互通将是 LED

智能照明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

面是通信层协议的标准化;另一方面

是云端对云端的互联。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照明

高级经理黄峰则表示，智能照明产品

已经演进到大产品阶段，一方面承载

了多种技术，包括照明技术，传感技

术，网络通信技术和数据平台技术，

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等。另一方面，

承载了更多的用户关系和服务，用户

购买产品，是服务的开始，用户拥有

了更多的话语权，其可以参与产品的

开发，设计等环节。从网络结构上看，

智能照明包括使用者，网络设备和应

用平台，涉及四个领域的技术：光源

技术，传感技术，网络技术(通信

-Zigbee，wi-fi，bluetooth，PLC，

POE 等和互联网)，数据应用平台

(Cloudcomputin，Bigdataanalytic)。

2015 年智能照明刚刚起步，这四个方

面的技术将不断发展演进。

AllSeen 联盟总裁、北京海尔广科

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标准专利部主管薛

国栋则表示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从

其他的领域跨界借力，推动智能照明

的技术创新，比如小米和美的的合作，

海尔和魅族的合作，这样可以联合产

业链进行创新。从网络，知识产权，

产品三个维度来进行创新，网络维度

包括计入技术;操作系统，中间件和应

用技术，产品技术包括照明模块技术，

通信模块技术，业务平台计划和企业

应用平台技术。其中中间件技术非常

关键，比如 SDK 开发包，比如 Allseen

组织开发的 Alljoyn 中间件，可以很

好的进行互联互通。

作为推动 LED 照明智能应用的先

行者、国内首家拥有 LED 白光室内定

位技术自主产权并实现商业化运作的

公司华策光通信总经理付强表示，从

短期LED照明的产品形态和结构来看，

实现智能照明功能均会与灯具的驱动

电源发生联系，哪怕仅是解决供电的

需求。然而由于外接智能模块会对电

源和灯具的效率等产生一些负面影

响，且在电源智能控制上的标准缺失，

导致当前电源设计环节并没有考虑智

能化的方案，如能在驱动电源上有一

个标准的接口，将有利于智能照明产

品的推广，特别是初装时未考虑智能

化应用的情况下，预留接口对后期改

造会方便很多。LED 是个长寿命产品，

在智能化接口方面做些预先考虑，必

将引导电源厂家在方案设计上做出更

有利于智能化应用的考量。从长远考

虑，既然智能照明是一个既定方向，

那么电源的设计方案和标准也应有一

个前瞻性的建议标准，这在国际范围

应该都是一件大事。为了推进相关标

准指定，华策光通信公司承诺率先开

放其硬件领域的相关专利!

京东集团智能硬件云平台资深运

营经理杨洪波表示，未来智能照明应

该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个性化需

求与设备间的联动，二是控制与智能

化需求的结合，让场景和需求形成联

动。

雷士(北京)光电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传炎表示，智能照明同智

能家居、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

云计算等技术互通，包括工业设计、

智能软件设计、体验设计、交互设计、

智能硬件设计等多维创新设计。智能

照明专业委员会应用创新工作组的职

能是连接智能照明成员企业和市场及

用户需求，以“快”“高效”“开放”“创

新”“以长补长”的互联网思维，依据

市场及企业需求，建立合作机制、分

享机制、产学研用销机制和设计、技



产业信息

《浙江 LED》 会员特刊 2015.NO.001
17

术、资本、产品、市场等融合机制的

联合创新机制，实现联盟成员企业产

业链的集成联合创新、同目标用户跨

界合作和联合攻关以及联盟同联盟的

跨界合作。

互联互通是实现智能照明、智能

家居、智能城市的重要基础。2015 年

是物联网元年，在物联网时代，智能

化给照明产业加入一剂强心针，未来

充满了美好的愿景。而本质上，智能

照明概念的背后就是便捷、是满足用

户的需求，最终的智能产品只有深入

用户内心，给用户带来方便，赢得用

户喜爱。实现智能按需照明的重要工

具和手段是数字化和网络化，这其中

跨界合作则尤为重要。未来，只有大

家合力朝着跨界融合这个方向努力，

深挖用户所需，才能推动整个智能照

明产业的大发展。

（来源：中电网）

LED 路灯现状及未来发展契机
发布时间：2015-3-2

据预测，2014～2017 年将是全球

LED 户外照明替换潮时期，全球 LED 路

灯安装数量未来 5年将增加 4倍。

如今，各国政府纷纷倡导以 LED

路灯替换传统路灯的节能改造工程，

并深入推进至二三级城市，而后“智

慧照明”的介入，强化了 LED 路灯的

优势，使之能够在原来 LED 节能的技

术上再节能 10-20%，再加上 EMC 模式

的助力，更是加速了 LED 路灯普及的

进程。

纵然如此，它的普及却并未如期，

尤其是今年 LED 路灯推进速度明显低

于预期，增速减缓。是受到政府换届、

反腐等客观因素影响，抑或是受制于

LED 路灯技术、市场价格等主观因素?

为此，采访了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

程系刘木清教授，共同探讨 LED 路灯

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契机。

无规范成 LED 路灯最大瓶颈

目前道路照明还是以高压钠灯为

主，LED 路灯并未能真正取代它。对此，

刘木清表示，从技术层面来说，LED 与

高压钠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

整灯的光效，LED 路灯可达到 100lm/W

以上，而高压钠灯就算加上灯具及镇

流器，最多也只能达到 60—70lm/W，

LED 的光效已经明显超过高压钠灯，而

且从价格成本来看，LED 也比高压钠灯

高不了多少。

但刘木清也坦言，虽然从技术层

面、市场价格来看，LED 路灯并不比高

压钠灯差，但它的普及仍需要一个过

程。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说：

一， LED 路灯的光效比高压钠灯

高，这只是出于技术层面。在市场上，

目前 LED 产业正处于发展的早期，差

的企业比好的企业多，这部分“差生”

会造成市场对于LED路灯的误解：“LED

路灯不怎么样”。

因此，怎么让人们认识并接受 LED

路灯的好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二，随着 LED 时代不断加速发展，

企业逐渐意识到产品品质的重要性，

不断往高品质发展，整体市场流通产

品的质量将提高;

三，规范化问题。传统的高压钠

灯，简单来说是由灯泡、镇流器及灯

壳三样零件构成，灯泡是其中最容易

坏的零部件，寿命大概是 1-2 年，即

便是坏了，它的更换非常方便，因为

它是规范化的产品，可更换任何厂家

的灯泡。

反观 LED 路灯，其各个厂家的产

品规格不尽相同，后期更换或维修产

品需要找回同一个厂家，间接来看，

LED 路灯变成由企业垄断式绑定的产

品。产品的不规范是 LED 路灯前进道

路的一个最大瓶颈，规范化标准的确

立成为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如果 LED 路灯把以上的问题解决

了，那高压钠灯路灯便可淡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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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理论上来说，LED 在道路方面的的

推广应该比室内照明要快，但是由于

道路照明在市场上的推广具有一定的

惯性，及以上规范化的问题，它的普

及效果未能如期。“但我相信有一天，

路灯会是 LED 的春天。”刘木清向《新

世纪 LED》记者表示对于 LED 路灯的寄

望。

近两年智慧照明的概念融入让

LED 路灯增添了人性化。刘木清指出，

“在控制路灯的同时，可加上火灾传

感器、摄像头、信息显示甚至人机交

互系统等，一方面，通过这些传感器

把当地的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监控办

公室;另一方面，通过监控中心把多种

数据发送到 LED 灯，传递信息。

智慧照明既是照明系统 ， 又是

通过一个灯感，来形成一个信息网络、

数据的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发布及

交互。”概括地说 ， 智慧照明等于智

能照明加上基于照明系统的智慧 ，刘

木清一言以蔽之。

正如刘木清所说的那样，近年来

智能控制系统在 LED 路灯上的应用逐

渐增多，国内外不少路灯企业开始致

力于智能 LED 路灯的研发生产，如飞

利浦、GE、勤上光电、中微光电子等。

用户的认可是规范化的根本

当前大功率 LED 灯具，多采用一

体化的集成式结构，在故障维护时或

寿命期结束后灯具只能整体返厂维修

或更换，规范化问题未能解决导致行

业发展缓慢。

针对这些实际问题刘木清于 2009

年提出了大功率 LED 灯具的光源化设

计思路。通过该光源化设计思路，灯

具能够实现在现场快速维护，且多数

部件能够循环利用，有效地延长 LED

灯具的生命周期。

大功率灯具将主导模组化这条

路。但是模组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这需要建立在不断的科学研究

基础上。目前广东科技厅在大力推出

的蚂标标准光组件正体现了模组化这

一概念，相应的产品有相应的规范。

刘木清指出“国内 LED 产品没有

一个固定的标准”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作为光源应用 ， 即照明 ， 有

完整的标准体系 ， 且相关单位近年

来针对 LED 的灯具也出台了多个国家

与行业及地方标准。但是目前来说，

这些标准对于产品的发展起到的作用

还不够。

“相对于标准，我更愿意用规范

这个词，LED 太灵活，规范非常必要，

可解决企业个人的垄断模式，利于行

业发展。但是规范一定要建立在科学

研究的基础上，必须是合理的。我觉

得当下有很多的规范是拍脑袋的，不

合理的，造成很多企业产生抗拒心

理。”

无可否认，LED 要完全替代传统照

明，必须在功能照明应用上实现产品

兼容、可互换，并实现模组化、规格

化和标准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

的成熟，行业标准的制定势在必行，

成熟完善的标准才是 LED 行业健康发

展的基本保障，而恒压恒流一体化的

模块化产品将成主流，产品也将逐步

增加智能控制功效。

但有部分中小企业提出“规范化

或导致产品差异化无法体现”的疑问。

对此，刘木清教授表示，首先需要明

确的是，模组化、规范化的问题是从

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小

企业的角度来看。显然，无论从哪种

角度出发，得到用户的认可才是最根

本的，用户偏好于操作方便、售后便

捷的产品，企业为满足用户最根本的

需求不断调整产品，产业才能发展下

去。

非视觉照明是中小企突破口

“灯具的用途一般是照明用，让

你看清楚这个被照物体，甚至还能给

人温热的效应，如白天强烈的光照，

晚上柔和的灯光。但此外，它还有其

它应用，如农业照明、医疗照明、可

见光通信等，这些可统称为非视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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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刘木清简单介绍道。

刘木清分析道，目前已有不少大

企业陆续投入到农业照明的开发，一

时间农业照明被炒得火热，但它离真

正的普及应用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

其还有两个问题待解决：

第一是采用什么照明模式是最优

化的。

LED 极具灵活性，可以在照射光的

光谱、光强、照射时间、照射光的输

出模式( 如稳态 / 脉冲等 )进行调

节，而怎样的光对于植物是好的，不

同的植物要用怎样的光来照明，是科

学的问题，若解决了，农业照明的运

用才能真正往前走。

“但我相信这些问题随着技术的

不断成熟是可以解决的，农业照明的

应用前景非常大。”刘木清对农业照明

的前景还是非常看好。

LED 在医疗上的应用需要解决的

问题更多，因为医疗用品牵涉到人，

十分的严谨，需要检验的时间比较长。

去年刘木清的研究团队在此方面取得

了突破，早前推出了一项研究成果—

—LED 口腔镜已经获得上海八家医院

正式的检验报告。

刘木清也坦言，目前它的价格相

对较高，但这并不是普及性的通用照

明，价格并不是其重点，需要盈利还

得看未来的产业化。

提起中小企业如何从剧烈的竞争

中突围而出，刘木清给出建议：“可以

往特殊领域考虑”。

在他看来，LED 非常灵活，除了应

用于功能性的照明，比如道路照明、

室内照明等，还有在很多细分市场产

生各种应用，如医疗照明、美容、鱼

灯、牙镜、胃镜等。因为它的灵活性

使其很容易进入一些特殊领域。

对于功能性的照明，灵活性将造

成产品的可互换性问题，这需要以规

范或标准的形式进行约束。但特殊领

域并不需要规范化，可充分发挥 LED

的灵活性及可塑性，中小企业往这方

面发展还是大有机会的。

最后提及未来照明行业的趋势走

向时，刘木清总结了以下三点：

一、LED 将占据照明的主流，且实

现的时间不远;

二、LED 的灵活性让未来照明的市

场，不仅仅局限于视觉照明，视觉照

明与非视觉照明将是照明的两大研发

方向;

三、LED 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将开

启智慧照明时代。

第二是价格成本太高。

目前行业人士把农业照明说成是

“高大上”的产品，是因为它要求的

功率往往较大，而且未能达到量产化

导致价格较高，这也是 LED 农业照明

很大的一个瓶颈。

（来源：新世纪 LED）

LED 照明光色对健康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5-3-20

上世纪 90年代初蓝光 LED芯片问

世，继而用蓝光芯片激发黄色光荧光

粉混合制成的白光 LED 光源诞生。白

光 LED 灯用于普通照明领域，与传统

白炽灯、荧光灯相比有光效高、寿命

长、可调光等优点，是照明领域的大

变革。在国家大力推广和扶植下，国

内 LED 产业发展异常迅速，目前 LED

已广泛应用于室内外照明领域。国内

LED 照明的生产企业众多，技术水平参

差不齐，产品质量悬殊大，应用中问

题不少，尚不为人们充分接受。其中

眩光和光色问题最为突出，国内已有

一些讨论蓝光的文章。本文先简述 LED

特点，再讨论光色对人类视觉作用的

影响，希望引起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充

分认识，让 LED 照明产业健康发展。

一、LED 照明光源

白炽灯发明已有 130 多年，荧光

灯也有 70 多年的历史，人们已习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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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光色环境中生活。因此要改善 LED

照明的光色特性，应尽量向前两类光

源靠近，求得人们能完全接受的 LED

光色。荧光灯是利用汞原子在激发电

离放电中产生 254 nm 紫外线照射到三

基色荧光粉上，得到色温 2700-6500K

的光色，发光效率最高约 110 lm/W，

一般为 60-80 lm/W。通常色温高的光

源光效高;色温低的光源光效低。

1.LED 光源工作特点

现在普及型 LED 光源中采用的是

氮化镓(GaN)芯片，发射的蓝光波峰值

约为 450nm，蓝光与其激发的荧光粉辐

射的黄色光可合成白光。这种 LED 的

特点是色温高、光效高、显色性差，

输出光中含有近 50%的蓝光。为了得到

中、低色温的 LED 光源，可将蓝色光

束辐射到红、绿色的稀土荧光粉体上，

调整各色荧光粉配比就能制得高显色

(Ra≥80)的光源，其辐射光中蓝光会

减少，但光效明显低于高色温光源。

LED 光源是色温高的光效高，色温低的

光效低，与荧光灯的特性相反。

LED 光源的发光面积小，表面亮度

高，光束呈小立体角的定向辐射，含

有较多蓝光，直接用于照明会让人感

到不舒适。蓝光会对人类产生许多作

用，如光化学、生理物理、心理等效

应，即所谓“蓝光效应”。

2.LED 照明光源应用

LED 光源目前最高发光效率已达

200 lm/W 以上，工作寿命约 30000 小

时以上。LED 灯泡若用来替代白炽灯

泡，则节能效果巨大;若与节能荧光灯

比，光效提高不是很大。直管型 LED

灯与荧光灯管相比，光效最多提高 1

倍。而 LED 灯能连续调光，利于节能，

但是光照度分布不均匀。

LED 光源的工作特性是离散性较

大，稳定性较差。当工作电流或环境

温度变化时，其发光效率和色温随之

变化。在寿命期内，光效会降低，色

温也会漂移。其次，半导体 PN 结耐热

性能差，一旦结温过高，工作稳定性

变差，寿命缩短，甚至失效。LED 光源

不能在较高温度的环境中使用。

市售的一些 LED 光源与节能荧光

灯比，照明光色品质较差，常使人感

到刺眼。尤其对室内照明，目前国内

市场优质的 LED 照明产品不多，若让

低价劣质产品充斥市场，必将危害人

类的健康。

二、视觉光环境

人类接收的信息约有 80%由视觉

获取。视觉首先关注的是颜色，也是

视觉特征的珍贵功能。每个人的色觉

敏感程度有异，因个人视细胞的色知

觉能力不同，也与周围视环境所处的

状态密切相关。人类在进化过程中，

受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基因会随之变

化，在进化中逐步适应。但是，这种

进化适应是十分缓慢的。要适应光环

境的变化或许需要几代人。当前 LED

光源呈现的光色变化很大，人们周围

的光环境处在大变革期，光污染严重，

人的视觉较难适应，必然感到不舒适。

值此，需要深入追索其因，采取有效

措施，研制出品质可靠的 LED 光源。

三、眼球的透光性

自然界中存在紫外线、可见光、

红外线等。眼球的透光性与这些光的

波长相关。

1.紫外线

远紫外线 UVC(<280 nm)可被角膜

吸收;中紫外线 UVB(280-315 nm)和近

紫外线 UVA(315-380nm)可被角膜和水

晶体吸收。UV-A 有少量可透过视网膜，

抵达眼底脉络膜。在强烈的紫外线照

射下，角膜表层的上皮细胞会发生光

化学反应，造成角膜开裂及上皮剥离

的角膜炎，如电光性眼炎、雪盲性眼

炎等。在较弱的紫外线下长期受辐射，

晶状体会混浊受损，产生白内障病症。

2.可见光

可见光(380-780nm)进入眼睛内，

通过角膜、房水、晶状体、玻璃体等

屈光间质，最后在视网膜上成像。眼

睛接到光信号后，传递给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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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LED 照 明 而 言 ， 最 关 注 的 是

380-550nm 的蓝色光，峰值在 450nm 附

近。蓝光波长比其它可见光短，容易

透过眼球，抵达视网膜。如果温度较

高还会发生凝固效应，产生白内障。

生活用品中也存在许多蓝光，如儿童

玩具、激光指示器等，若使用不当会

损伤视网膜、脉络膜，严重的会破坏

视觉功能。

3.红外线

红 外 线 中 的 近 红 外

IRA(780-1400nm)吸水性较差，但渗透

性优良，可以到达眼底;中红外

IRB(1400-3000nm) 和远红外 IRC(>3

000nm)可被角膜、房水、晶状体、玻

璃体中的水分吸收。因此，玻璃加工

者、红外激光器研究者等容易患白内

障眼病。

四、眩光

眩光主要取决于发光体的亮度。

若发光体的光通量相同，发光面积越

小，表面亮度越高。LED 光源发光面积

小，亮度高，必定产生眩光。其次，

光源的色温越高，含蓝光越丰富，透

入眼睛的能力就越强，刺激性就越大。

如果眼睛直视裸露光源，会感觉不舒

适，注意力分散或视觉能力下降，会

伤害视网膜。

LED 光源和灯具设计中必须考虑

降低眩光。例如，液晶显示器 LED 背

光源模板中置有光散射板，用于增大

发光面积，并将各发光点的光色相互

混合，得到亮度、色温均匀的平面光

源。同理，在 LED 照明光源的前方配

置光散射的、透镜、泡壳或管壳壁，

或者在照明灯具出光处装散射板可获

得较均匀的辐射光，也可以加隔栅板，

减少眩光污染。

（来源：消费日报网）

超量子 LED 灯泡及生产线在福建问世
发布时间：2015-3-4

3 月 3 日，工人在超量子 LED 灯泡高速自动生产线上安放灯泡盖子。当日，

超量子 LED 照明产品及其高速自动生产线在福建连城发布。超量子 LED 照明产品

具有光效高、寿命长、性价比高、无闪烁、无电磁辐射等特点，其高速自动生产

线，可每秒钟生产一个超量子灯泡。截至目前，超量子技术已获得国际国内发明

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 5项。

据 LED 超量子理论创立者、海峡(连城)光电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俞志龙介绍，

LED超量子理论是在LED照明系统由电能转换成到达被照物体上的符合照明标准、

生理健康、有超长寿命或满足设计寿命以及能营造舒适视觉环境等要求的有效光

量子效率最大化。基于这一理论、由其领衔研发的 LED 超量子技术在高出光效一

次配光、高显色精细混光、高能效微电流驱动和低热密度捷经散热等方面均居世

界领先地位，实现了灯具有效光量子效率的超大化;成功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世界领先水平的系列超量子 LED 照明产品和超量子灯泡高速自动生产线，产

品具有光效高、寿命长、性价比高、无闪烁、无电磁辐射等特点。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60 亿元。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获得了由美国“能源之星”颁发的 50000 小时寿命的认

证证书，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在国际固态照明领域以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取得

的;获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 5项，已申请发明专利 11 项。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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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 LED 路灯的典型配光设计
杨凯 1,2,a, 林斌 2, 宋江东 2

1 浙江省杭州市学源街 258号中国计量学院光学与电子科技学院
2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 38号浙江大学光学工程系

a yangkai@cjlu.edu.cn
摘要：根据空间光折射定理，运用配光曲线的设计和迭代算法实现道路上出射光和特定区域

之间的对应关系。两个自由曲面镜头分别根据单向迭代算法和双向迭代算法进行设计。一种

用于宽度为 20m 的道路上，灯具和灯的高度之间的间隔分别是 40 米和 8 米，另一种用于其

宽度为 20m 的道路上，灯具和灯的高度之间的间隔分别为 20 米和 5 米。使用 TracePro 分析，

运用双向迭代算法，LED 路灯的光效为 84％，光均匀性可达到了 77％，其与单向迭代算法

具有相同的光效率，同时，有效消除道路弯道暗区，使光线均匀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关 键 词：自由曲面镜头；光效率；光线均匀性；单向迭代算法；双向迭代算法

ATypical Light Distribution Design in the High Efficient LED Street Lamp
Kai Yang1,2,a, Bin Lin2, Jidong Song2

1 Institute of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No.258 Xuyuan Road,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2 Department of Opt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No.38 Zheda Road,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a yangkai@cjlu.edu.c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pace Brewster law, combining with light distribution curve and
iterative algorithm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realize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mergent ray and
specific spot on the road. Two freeform surface lens has been designed with one-way iterative
algorithm and two-way iterative algorithm respectively. One is used on the road which the width is
20m, interval between lamps and height of lamp are 40m and 8m respectively and the other is
used on the road which width is 20m, interval between lamps and height of lamp are 20m and 5m
respectively. After analyzing its effect using TracePro, we find the light efficiency is 84% and light
uniformity has reached 77% with two-way iterative algorithm, which has the same light efficiency
as with one-way iterative algorithm, meanwhile, dark regions on the road corners are eliminated
efficiently and light uniformity has been improved greatly.
Keywords: Freeform surface lens, Light efficient, Light uniformity, One-way iterative algorithm,
Two-way iterative algorithm.
1.引言

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半导体技术尤其是发光二极管（LED）逐步走向成熟

和完善。LED 一方面具有体积小，寿命长，光电转换效率高，保护环境等优点。

另一方面 LED 的发光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现已达到 150lm/ W 以上。因此 LED

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希望的光源之一[1-2]。 LED 光源属于郎伯光源，发散角约为

120-150°。大多数 LED 出射光线集中于一个较小的立体角，严重影响了 LED 照

明的均匀性和光能利用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 LED 进行二次配光设计。

通过光学设计的装置，使 LED 符合在目标区域的光能量分布的要求和提高 LED

照明的均匀性，提高照明的能源效率。

传统的二次光源设计包括在 LED 下添加反光碗，或将 LED 阵列分布在具有特

定曲率的支撑平台上。虽然这些方法可以提高 LED 的使用效率，但照明均匀性较

差。而自由曲面镜头可以使 LED 配光达到目标区域的既定要求：提高能源效率和

照度均匀。

在自由曲面设计中，照明表面和迭代算法的网格生成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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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生成和迭代模型可以弥补算法的不足，并获得更合理的镜头。近几年，许多

自由曲面镜头已出现
[5-9]
，但是在网格道路上的分区中，基本上为矩形的区域。

这种网状导致迭代算法只能单向，虽然光的利用效率和整体照明均匀性好，但会

造成在道路的拐角处照度不均匀分布。文中提出利用辐射面积相等的道路网格及

相应的水平-垂直双向迭代算法来设计一个自由曲面镜头路灯，取得了理想的配

光效果。

2.自由曲面的设计原理

自由曲面是根据具体的照明需求，采用空间光折射定律和 LED 的光分布，通

过迭代算法来建立一个不规则的弯曲表面。

Fig. 1 Diagram of Space Brewster Law

图 1 布鲁斯特定律空间图

空间光的折射定律的矢量形式（图 1）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NPAA


 （1）

InInnnP coscos2222  （2）

其中 A

是入射光线的矢量， A


是折射光线矢量， N


是法线矢量。上述等式

矢量形式转换成标量形式和归一化，其结果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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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 A

和 A

已知的，N


可以从式（1-3）得知，并计算出自由曲面。

遵循光通量守恒原则，把被照路面分成 M×N 个等面积份，每份都有相同的光线

数目和光照强度。

划分原则如下，首先将道路分成 n部分。如图 2， iS 没有彼此交集并且

nSS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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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Diagram of Grid Distribution on the Road

图 2 道路上额网格分布图

假设道路的长度和宽度是 )(nyL  ， )(nxW  ，长宽比是 WL / ，道路的

总面积为 WLS  ，可以得到：

nSSSS /3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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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4）和（5）可以计算出 )(ix 和 )(iy 。然后，如图 2所示， iS（ ni ~1 ）

被分成 m等份。由几何知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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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的 i，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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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光线空间应该根据配光曲线和能量守恒来划分。每个子空间对应于道路

的特定网格。因为网格分布是相等的面积，为了实现均匀的照明，LED 的光空间

分区应该是相等强度。

如图 3所示，A

和 A

分别是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P是折射点。B


相邻于 A


。

由式（3），点P的法线向量和切平面可以计算出来。P点的相邻点Q可由切平面

与射线B

的交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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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Principle of Light Tracing

图 3 光线追踪原理图

假定透镜的折射率为 n，点 P的空间位置向量是 )),(),,(),,(( jizjiyjix PPP ，

其中 i和 j分别表示水平和垂直索引标记。所以点 P的切平面是：

0)),()(,(

)),()(,()),()(,(





jizzjiN
jiyyjiNjixxjiN

Pz

PyPx

（8）

其中 ),( jiN x ， ),( jiN y ， ),( jiN z 在公式（3）中定义， ),,( zyx 是在切平面上

的任何一点。使用水平迭代算法，接下来的入射光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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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式（8）和（9），Q点坐标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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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垂直迭代算法时，式（9）和（10）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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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比较式（9），（10）和（11），（12），单向迭代算法和双向迭代算法可以得到

不同的自由曲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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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和仿真

进行两个自由曲面镜头的设计，其应用参数的列表如表 1所示。
表 1.两个模型的应用参数

Model A Model B

Iterative method One-way Two-way

Width of road(m) 20 10

Heightof lamp(m) 8 5

Internal of two

lamps(m)
40 20

Material PMMA PMMA

首先，求解上述方程，计算对自由曲面透镜的网格点的空间坐标。然后，使

用 Pro/E 建立自由曲面镜头三维模型。最后，对光线追踪导入这个模型，对仿真

结果进行分析。图 4是镜头外观。

Fig. 4 Freeform Surface Lens Generate by Model B

图 4模型 B 的自由曲面透镜



技术交流

《浙江 LED》 会员特刊 2015.NO.001
27

Fig. 5 Irradiance Map and Candela Distribution Plot for the Road in the First

Case

图 5 模型 A的道路照度图和光强分布图

图 5是模型 A的道路照度图和光强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模型 A具有高

的光能量效率，可达到 84.2％。但模型 A有明显的缺点：在道路四个角落出现

四个暗区，从而使部分区域的照明均匀性不佳（<0.2）；进一步的，由于亮暗对

比明显，强眩光出现在拐角部分区域，会导致照明舒适度下降，甚至影响交通安

全。

Fig. 6 Irradiance map for the road in the second case

图 6 模型 B 的平面和三维道路发光照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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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是模型 B的平面和三维道路发光照度图。图 7是模型 B的道路光强分布

图。在这种情况下，光的能量效率为 81.7％。极坐标光强分布图呈蝙蝠翼状，

表示这种光强分布广泛，亮度高，无眩光。

Fig. 7 Candela distribution plot for the road in the second case

图 7 模型 B的道路光强分布图

为了确定模型 B的光能效利用率，需要在整个空间对光能量的分布做进一步

详细分析。表 2是光的能量消耗。
Table. 2 Composition of Light Energy Expenditure

表 2 光的能量消耗

Percentage

Illuminate on effective

region of road
~82%

Illuminate on other region

of road
~9%

Material scattering ~1%

Plane of refraction

reflection
~8%

模型 B中 2-3％的光能量消耗沿着道路长度而损耗，故模型 B的总光能效率

与模型 A相近，约为 84％，但模型 B的照度均匀性已达到 77％，比模型 A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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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4.结论

模拟结果表明，双向迭代算法设计的自由曲面透镜适合运用于 LED 路灯。对

路灯照明均匀性而言，它比单向迭代算法要好。仿真结果也证明了这种设计方法

适合运用于 LED 路灯或照射均匀等场合。如果在自由曲面镜头上镀有反射膜，则

发光效率将提高至 90-92％。由于迭代算法的基本原理是差分运算，和微分运算

相比有一定的误差，这种误差集中体现在网格的细分程度上，因此，运算更加密

集的网格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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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开幕 智能灯可增强 WiFi 信号
发布时间：2015-03-13

3 月 11 日，由上海市科委和东浩

兰生集团主办的“2015 上海国际照明

展览会”在上海虹桥·中国博览会会

展综合体开幕，展览为期 4 天，展出

面积达 2 万平方米，有 200 多家单位

参展，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产品种

类最全的 LED 展会。在展出的产品中，

方兴未艾的LED智能灯格外引人注目。

用户可用手机 App，通过 WiFi 设定智

能灯的色温、亮度、颜色和开闭时间。

这种灯还能成为无线网络的中继站，

具有扩大WiFi信号覆盖范围和强度的

功能。

上海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研发部经理李抒智介绍，随着智能

家电的兴起，许多厂商开始生产能用

手机操控的家电，LED 灯也不例外。目

前，照明领域的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

生产的 LED 智能灯已进入市场。本届

展会上亮相的多款智能灯，都可通过

手机 App 操控，亮度、颜色皆可调节，

将半导体照明色彩丰富的优势发挥得

淋漓尽致。一家外资企业生产的智能

灯，能呈现上万种不同的颜色。

智能灯还具有情景设定功能，比

如设定为工作状态时，灯光偏冷色，

使用户能集中精神;设定为就餐状态

时，灯光是暖色调，给人以温馨的感

觉。由于开闭时间能通过手机 App 设

定，智能灯可与手机的闹钟功能结合

使用。清晨闹钟响起后，卧室的灯会

同时点亮，为用户营造起床的氛围。

据介绍，智能灯具内可安装无线

路由器模块，把室内无线路由器发射

的 WiFi 信号增强。在许多情况下，室

内无线路由器的信号不能覆盖整个空

间，特别是遇到墙壁阻隔后，信号会

衰减。而天花板上的智能灯如果具有

增强信号的功能，就能使整个房间无

信号死角。目前，上海半导体照明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在研发有这种功能

的智能灯，以及能用于不同品牌智能

灯的操控系统，希望与企业合作，让

这种新一代 LED 灯在不久的将来大规

模进入家庭。

（来源：解放网）

渗透率飙升 东南亚成 LED 照明厂商掘金地
发布时间：2015-3-13

随着欧、美、日本等地区的 LED

照明产业逐渐成熟，中国本土市场的

竞争也趋于白热化，进入拼规模、拼

价格的时代。东盟共同体的成立，更

让 LED 厂商对新兴东南亚国家市场的

关注度逐年增高。根据 TrendForce 旗

下绿能事业处 LEDinside 最新报告指

出，以东南亚六大主要国家(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推估，2014 年东南亚总体照明

市场规模将达到约45亿美金，其中LED

照明市场规模约为 11 亿美金。而东南

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不断增

加，预期也将为 LED 照明带来庞大需

求。

LED 照明规模快速提升，2015 年

渗透率突破 30%

LEDinside 分析师王婷表示，东南

亚 LED照明市场在2013 年成长速度最

快，年增率达 63%;到了 2014-2015 年

虽略有减缓，增长速度仍维持 30%以

上。此外，东南亚市场的 LED 照明渗

透率逐年提升，且提升速度逐渐加快，

预期 2012-2015 年，东南亚 LED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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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率将从 12%成长至 32%。

在主要国家中，新加坡高度饱和

的照明市场需求及萎缩的传统照明市

场，导致近年总体照明市场规模处于

下降趋势并预期 2015 年会进一步下

滑，但 LED 照明市场规模仍持续增长。

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各国总体照明规

模近年都呈现上涨态势，其中传统照

明普遍衰退，成长动能则主要归因于

LED 照明。印度尼西亚总体照明规模及

LED 照明规模在东南亚国家中居首，预

期 2014 年市场规模会达到 3.2 亿美

金。

东南亚走势看涨，将成为中国厂

商主要出口市场

东南亚地区 LED 照明市场规模近

几年成长强劲，对传统照明的替换力

度也逐步增强。对于以进口为主、当

地生产力较弱的东南亚国家来说，LED

照明需求的提升带来了大幅成长的进

口需求，加上中国的产品价格、制造

力及地理优势，使得自中国进口的规

模提升数倍。王婷预期未来几年，透

过政策激励及替换需求增长，东南亚

LED 照明渗透率及进口规模将持续快

速提升。东南亚正逐步成为中国厂商

出口 LED 照明产品的主要目的地以及

开拓市场的有利方向。

（来源：LEDinside）

2015 年国内 LED 封装产值预估将达 568 亿元
发布时间：2015-3-20

2015 年 3 月 18 日，亿光照明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建南在近日一会议上，

用数字分析了当前 LED 上中下游的产

业发展状况及未来趋势。他提到，相

对于 2013 年外延芯片市场 84 亿元产

值以及 17%的增长率，2014 年外延芯

片市场受益于国产芯片比例的攀升以

及倒装、大功率 LED 芯片等技术成熟

的推动，总产值达到 120 亿元，同比

增长 31%。随着国际大厂专利到期，LED

技术不断成熟与透明，大陆厂商市占

率也不断攀升。在照明领域，大陆芯

片厂商延续本地优势，成为绝对主流;

同时在背光领域，大陆芯片厂商也将

加大推广力度。

当前国内共有 LED 封装企业 2000

余家，经过多年的激烈竞争，国内 LED

封装市场成熟，企业已经具有与国际

LED 企业不相上下的实力。2014 年的

封装市场也保持稳定增长，相对于

2013 年 473 亿产值，今年的国内 LED

封装产值预计会达到 568 亿元，同比

增长 19%。

纵观整个 LED 照明市场，LED 封装

产值于照明市场的应用在2014年呈现

大幅提升，其中替代性的光源类产品

占比最高，其次以工程、商用、户外

市场成长最为显著。相对于市场产值

的增长，封装技术也在不断成熟，倒

装结构的 COB、COF 技术、集成封装式

光引擎成为厂家关注的重点。

随着照明应用领域的爆发，2015

年在灯管、球泡、筒灯、吸顶灯等室

内产品中应用的中功率 LED 的封装仍

保持市场主流地位，占整体封装比重

预计达 52%。

2014 年中国 LED 应用行业规模达

2757 亿元，同比增长 31%，其中，室

内照明仍是 LED 应用行业快速发展的

主要引擎。LED 室内照明产值规模达到

1082 亿元，同比增长 73%，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据此，LED 室内照明产值规

模占整体应用行业产值规模比重进一

步提高，达到 39.2%。户外照明产值规

模达到 147 亿，同比增长 22%，其中，

受益于出口市场需求高涨，全年路灯

行业产值获得稳定增长。

2014 年，景观照明、显示屏和背

光行业产值分别为 457 亿元、280 亿元

和 251 亿元，同比分别仅增长 9%、6%、

4%。其中景观、显示屏行业受政府换

届等因素的影响，整体发展平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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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快速放缓则因LED渗透率的饱和，

市场增长缓慢所致。而特种照明如 LED

防爆灯、LED 医疗、LED 植物灯等特种

照明规模达 90 亿元，同比增长 44%，

值得业内人士关注。

最后，李建南总结道，上游芯片

市场，产业集中度提升，议价能力大;

中游封装市场，扩产潮持续，此势必

加剧行业竞争激烈程度，并且规模优

势尚未成型，市场依旧比较分散，没

有专利优势，没有附加价值;下游应用

市场，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封装

行业，产品选择性多，LED 器件仍为买

方市场。

在渠道方面，电商将是终端销售

主要管道之一，在 LED 室内照明的支

撑下，电商将保持快速增长，LED 企业

陷激烈竞争局面，国际巨头将以更加

专注、细分化的市场发展，缩减室内

照明的投入，投入专业市场及城市亮

化。

（来源：新世纪 LED 网）

LED 衬底第三代半导体 SiC 技术的崛起
发布时间：2015-1-8

据悉，2014 年 1 月 15 日，美国政

府正式宣布全力支持以 SiC 为代表的

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旨在引领针对

下一代电力电子的制造业创新。计划

在未来的 5 年里，通过使以 SiC 为代

表的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技术拥有当

前 Si 基电力电子技术的成本竞争力，

实现下一代节能高效大功率电力电子

芯片和器件，从而引领包括消费类电

子、工业设备、通讯、清洁能源等在

内的多个全球最大规模、最快增长速

度的产业市场，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

并创造高薪就业机会。

2014 年 11 月 7 日，国家科技部曹

健林副部长在其主题报告“开放创新

融合-科技大跨界时代的产业发展”中

指出： 从诺贝尔物理奖的半导体技术

分布来看，未来将是第三代半导体，

是整个业界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三代

半导体技术将在能源、节能减排、国

防安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类生活

等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代

半导体，是解决低碳、智能、绿色发

展的突破口。第三代半导体，将引领

下一代技术和应用的战略变革。

以 SiC 为代表的第三代宽禁带半

导体，能够在更高温度和更高电压及

频率的环境下正常工作，同时消耗更

少的电力、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和可靠

性，这将为下一代拥有更小体积、更

快速度、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电力

电子产品(包括个人电子设备、电动汽

车、可再生能源联网、工业规模的变

速驱动电机、更智能化及更灵活的电

网、移动信息大数据时代服务器网络

等)提供飞跃的机遇。

在 LED 半导体照明领域，SiC 技术

同样发挥了重要影响和引领作用。SiC

衬底，有效地解决了衬底材料与 GaN

的晶格匹配度问题，减少了缺陷和位

错，更高的电光转换效率从根本上带

来更多的出光和更少的散热。科锐开

创性的 SC5 技术平台和超大功率 XHP

LED 器件基于业界最强的 SiC 技术，在

LED 外延结构和芯片架构方面实现了

诸多重要技术提升，并且开发出经过

优化设计的先进光转换系统以实现最

佳散热性能和光学性能，并且使得系

统层面的光学、电学、热学、机械学

成本大幅降低。

LED半导体照明本身是以SiC为代

表的第三代半导体技术所实现的第一

个突破口!其有效地解决了衬底材料

与 GaN 的晶格匹配度问题，减少了缺

陷和位错，更高的电光转换效率从根

本上带来更多的出光和更少的散热。

基于此，303 lm/W 大功率 LED 实验室

光效记录诞生，高密度级 LED 技术可

实现尺寸更小、性能更高、设计更具

灵活性的 LED 照明系统，开创性的 S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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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平台和超大功率 XHP LED 器件可 实现 LED 照明系统最高 40%成本降低。

（来源：中国半导体照明网）

未来 3至 4年内 智慧照明市场将会大爆发
发布时间：2015-1-19

节能议题当道，加上 LED 灯泡价

格大幅下滑，各家品牌厂为抢攻 LED

照明市场布局，纷推新产品因应，飞

利浦 15 日发表纯净光 LED 灯泡，搭载

独家“创新纯净光技术”强调低频闪、

无蓝光、极佳化混光 3 大核心技术，

要抢攻台湾 200 多亿新台币的 LED 照

明市场商机。

据了解，飞利浦在 2014 年 LED 灯

泡销售较 2013 去年成长 5成以上，数

量超过 100 万颗拿下约 20%市占率，在

全球与台湾，都是拿下第 1名的位置。

台湾飞利浦集团照明事业部总经

理柏健生指出，台湾消费者对于

LED(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

极体)灯泡的接受度相当高，而 LED 照

明在台湾市场的渗透率已超过 5 成，

据能源局统计指出，台湾灯泡市场规

模约 2000~2500 万颗，在全球的排名

算是很靠前，随 LED 灯泡价格下滑，

未来市占率会进一步提升。

他指出，先前 LED 灯泡价格大幅

下滑，今年价格降幅可能会减少一点，

除成熟市场 LED 灯具的替换率快速攀

升外，目前 LED 照明市场有 7 成是来

自新兴市场如大中华、印度与拉美等

市场驱动。

除目前 LED 一般照明外，柏健生

更看好未来 LED 在物联网上运用商机

更大，可以利用手机 APP 来控制灯光，

就像飞利浦 hue 个人连网智慧照明一

般，LED 灯泡连上网路，可与手机 APP

进行灯光互动操控，调整成适合使用

者的多彩情境，未来甚至整个大楼、

城市的路灯照明也可利用智慧方式进

行控管。

此外，透过物联网还能 ID 数据植

入 LED 灯泡光源中，只要将智慧手机

对准发光物体，就能让手机从云端读

取对应的讯息，用户就可得到最新的

讯息进行导航或者博物馆的导览，甚

至零售业的促销中;柏健生认为未来

3~4 年内 LED 灯泡网路连结，形成的智

慧照明市场将会大爆发。

（来源：苹果日报）

LED 行业“新常态”三大特点
发布时间：2015-3-6

2014 年中国经济一大热词便是

“新常态”。央视《新闻联播》对于“新

常态新征程”的系列报道，使得“新

常态”这一经济新名词为广大公众熟

悉。“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

战”被视作新常态下的主要特征。 近

几年，我国 LED 行业高速增长。在 2014

年便已呈现出了向“新常态”方向发

展的趋势。综合看来，这一趋势将延

展至 2015 年。LED 行业的“新常态”

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行业盘子放大。 2014 年，全

球照明产业已经进入一个 LED 照明领

跑的新时代，我国通用照明产值约

1171 亿元，增长率约 68%，占应用市

场的比重也由 2013 年的 34%，增加到

2014 年的 41%。其中商业照明井喷式

增长，公共照明增长迅速，家居照明

开始启动。

二是市场渗透率进一步提速。由

于技术的提升和竞争加剧，LED 照明产

品的价格逐年持续下降。LED 照明大厂

不断加大渠道下沉力度，电商渠道发

展迅猛，我国照明市场二三线城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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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启动。 LED 照明市场将在之前几年

的铺垫基础之上，2015 年将迎来市场

的快速上升期，LED 照明市场渗透率有

可望从 2014 年的 16%上升到到 30%。

三是品牌聚势裂变，跨界融合。

企业间被动或主动并购整合已是大势

所趋;产品应用正在从技术创新向应

用方案与集成服务创新的商务模式转

变，出现了万润科技收购日上光电、

珈伟股份收购品上照明、同方股份全

面入住真明丽等等，涉及产业链上、

中、下游。与此同时，LED 智慧城市、

智能家居及智能照明概念的渐行渐

热，让小米、美的、海尔等企业也跨

界进入照明行业。

但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低迷、

经济大环境不明朗等现状也是2015年

LED 行业发展实现中高速增长需要挑

战的因素。综合来看，‘新常态’将会

是中国 LED 行业发展的主旋律。

（来源：Fweek 半导体照明网）

LED 光通信 Lifi 产品问世 2020 年产值将达 560 亿元
发布时间：2015-01-21

2011 年，爱丁堡大学教授 Harald

Haas在 TED上发表了一个关于Lifi技

术的演讲，Lifi 是一种基于可见光的

通信技术，通过 LED 灯的光线来传递

数据信息，制造可供各种终端使用的

网络信号。

除了爱丁堡大学，德国的弗劳恩

霍夫光电研究所，欧洲另一个团队在

操作的 ACEMIND 项目和复旦大学计算

机科学技术学院实验室都曾经实现过

类似的技术。目前，位于爱丁堡的

pureLife 是第一家相关的创业公司。

近日，pureLifi 宣布获得新一轮

投资，金额为 1500 万英镑(约合 1.41

亿元人民币)，领投为伦敦&苏格兰投

资集团(LSP)，Old College Capital

和苏格兰投资银行(SIB)。该项目首席

科学官(CSO)就是 Harald Haas，这笔

融资将被用于支持产品发展路线，以

及市场和销售。

该公司的第一代产品Li-1st可以

实现三米内的双向传输，速度可达到

5Mbps，同时 LED 灯的照明功能不会受

到任何影响。在 2014 第四季度，

pureLife 团队上线了 LiFi 网络产品

Li-Flame，该系统可以实现把现成的

灯泡转换成 LiFi 接入点，自动双向传

输数据的功能。也就是说，只要拥有

Li-Flame，见到灯泡就可以上网。

Li-Flame 有两个关键的配件。一

个是天花板套件，只需通过标准的以

太网端口连接到 LED 灯具，就可以形

成一个小范围多址切换的网络，同时

AP(AcessPoint 接入点)之间可以无缝

切换。另一个是桌面套件，通过 USB

接口连接到用户的设备，就可以利用

红外线向天花板套件上传数据，速度

可达到 10Mpbs。Li-Flame 可充电，当

用户从一个 AP 转移到另一个时(比如

进入另一个房间)，可保证连接不断，

增强用户移动性。

至于安全问题，由于 Lifi 信号是

搭载在很窄的一束光信道上，很难穿

墙而过。同时由于上传和下载信道是

分离的，如果黑客企图攻击一台电脑，

理论上他必须破解双向信道。那么最

靠谱的实现方式就是和他要攻击的电

脑同处一个房间。

Li-Frame 目前已经在售卖，主要

客户群为企业用户。在这个技术成型

之前，很多商业化设想的视角都切入

到公共设施的建设(比如把路灯变成

网络热点)和企业网络安全保障等方

面。据官方网站称，该产品 2015 年第

一 季 度 的 需 求 量 依 然 很 大 。

Marketandmarkets 对行业数据进行

分析后，预言在 2020 年之前 LiFi 行

业至少会增长到 90 亿美元(约合

559.26 亿元人民币)。Haas 说非常看

好这种新技术，因为它将会推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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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转向细胞型网络，开创5G时代， 同时也会促进物联网的发展。

（来源：36 氪）

美研究人员开发“固态白炽 LED” 白炽灯或将新生
发布时间：2015-02-01

白炽灯要死了么，没错看看现在

谁还买白炽灯泡，行将就木的白炽灯

一条腿已经迈进了棺材，不过在显微

级领域，白炽灯一个天蚕变很可能重

获新生。

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 Yue Kuo

博士和他以前带过的博士生 Chi-Chou

Lin 正在开发基于白炽灯基本原理的

新型固态器件。

该设备和白炽灯一样，是通过加

热灯丝发光。然而和普通白炽灯不同，

这里的灯丝直径只有20-150纳米——

而且灯泡十分小，需要在半导体制造

工厂才能制作。

简单地说，这就是爱迪生发明的

白炽灯泡的固态版本，据发明者说，

这种灯泡可以连续工作7000多小时不

坏。

Kuo 将这个灯泡命名为“固态白炽

LED”，这里的 D不是二极管里的意思，

而是 device 设备的意思。其实该设备

可以看成一个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

容，在导体和 P 型硅中夹入一层薄薄

的非晶体绝缘介电材料制成。最上层

的导体部分为透明薄片制成(一般为

铟锡氧化物)，可以允许光通过。

为了让设备能够发光，研究人员

给设备加上极高的电压，电压高到能

够分解中间的介电材料，在高压电的

作用下，介电材料被转变成大量微小

且能够长久导电的细丝。一旦介电材

料被分解，电流就能够在这些细丝中

流过。因为细丝也还是有一些电阻，

电流流过时就产热，达到一定温度就

开始发光，光线再通过透明薄膜发散

到外界。和普通白炽灯泡不同，这些

光源来自于成千上万个小发光点。

和白炽灯一样，固态白炽 LED 发

出的也是白光，光谱跨度非常广。这

和传统的 LED 有非常大的不同，因为

LED 发出的光线波长范围很狭窄，如果

要让 LED 发出白光，你还要搭配一个

涂了荧光粉的蓝光 LED，或者通过红绿

蓝三种灯泡混合起来发出白光。

说到灯泡，最重要的考量要素就

是节能性了，团队通过初步测量显示

不到 1%的电流被用来发电光,这个发

光效率很低,不过Kuo希望设备最终的

发光效率能够超过传统白炽灯泡。

（来源：中国照明网）

北美 IES 发布 LED 照明三大新测试标准
发布时间：2015-02-09

北美照明工程协会 IES 近日发布

了解决停车场照明，其他外部照明，

以及室内荧光灯产品的三个新的标准

测试文档。

三个新的以照明为中心的标准，

分别名为“ Lightingfor exterior

environments 外 部 环 境 照 明 ”

(RP-33-14) ， “ Lighting for

parkingfacilities 停车场设施的照

明”(RP-20-14)，和“Approved method

forphotometric testing of indoor

fluorescent luminaires 室内荧光灯

灯 具 光 度 测 试 的 认 可 方 法 ”

(LM-41-14)。 其中两个建议性的

(Recommended Practices)RP标准主要

适用于固态照明(SSL)，同时也印证了

LED 光源已经在这类应用中起主宰地

位的事实。另外的测试方法的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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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特定于荧光灯

照明。

RP 标准的发表，是依据 IES 委员

会的专业人士的经验指导照明设计工

作，并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不同的应

用。例如，我们最近举行的网络直播

覆盖了道路新照明标准RP-8关键的修

改和补充。 而 LM 标准定义的测试和

计算方法，作用于产品制造商描述组

件或照明系统的性能，以确保一个公

平的竞争环境。例如，LM-80 适用于封

装的 LED 的性能。同样，LM-79 是用于

灯泡和灯具特性。

停 车 设 施 的 照 明 推 荐 标 准

RP-20-14 集中在固定的照明和旨在指

导新安装。在 IES 不建议将其应用到

现有的安装，除非现有的照明系统需

要更新照明技术的。该标准涵盖室外

和带顶的车库。这些准则制作，以优

化行人和车辆的安全。

外部环境照明推荐标准 RP-33-14

集中解决天空发光，光侵入外部照明

装置等的问题。它提供了 Model

Lighting Ordinance 模型照明条例的

使用指导。具体而言，该文件将有助

于照明设计者/描述者，确定适用于特

定应用的适当照明区域的规格。

室内测试标准定义的测试程序，

确保“足够的，统一的方法来确定和

报告室内荧光灯灯具配光性能”。像以

往的 LM 文件一样，LM-41 详细了产品

进行测试中热环境和照明控制方案。

目标是准确和一致的光度数据，保证

无论产品来自于任何供应商，都得到

公平的比较。

（来源：中国之光网）

LED 农业照明将成为现代农业新一代人工光源
发布时间：2015-03-03

万物生长靠太阳，光照是农业生

物生长发育、优质高产不可或缺的环

节要素。多位来自半导体照明产业专

家、农业专家 3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均

表示，智能化照明与光环节精准调控

是现代设施农业科技发展的必然趋

势，LED 农业照明或将成为现代设施农

业的新一代人工光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人

口的增长、农产品需求数量与质量的

提高，而农业资源持续减少，环境污

染不断恶化，对国家粮食安全、食物

安全及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构成了现实

的挑战。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主体

和支柱产业，是在环境相对可控条件

下，采用工程技术手段，进行动植物

高效生产的一种现代农业方式。涵盖

设施种植、设施养殖和设施食用菌等。

据媒体报道，2012 年我国设施园

艺面积 5790 余万亩，设施园艺产业净

产值为 5800 多亿元。

目前，在我国设施农业中，传统

人工光源有高压钠灯、荧光灯等，这

些人工光源存在着能耗高、光效低等

缺点。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所李涛博士介绍，植物

需要的光谱是 400-500 纳米的蓝光部

分，而这些部分传统人工光源无法提

供。

李涛说，LED 人工光源的出现，为

实现节能高效光源的目标提供了非常

有效的手段，它可以按照植物需要任

意组合，耗电为高压钠灯的 1/5，而且

不需要预热，高压钠灯开启一段时间

以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预热，LED 的

光源不需要预热，而且使用寿命长。

尽管 LED 灯有如此多的优势，但

是目前在温室生产系统中，高压钠灯

仍是最主要的人工光源。李涛表示，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是因为 LED 人工

光源的价格比较高，LED 人工光源在温

室生产系统中的广泛应用还处于推

广、研发阶段。但随着 LED 技术成熟、

生产成本降低、竞争激烈，LED 价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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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下降，有益于 LED 照明在未来农

业中的应用。

相关数据显示，自 2010 年以来，

广东 LED 产业年均增幅达 25%以上。

2014 年，广东省 LED 产业总产值为

3460.06 亿元，同比增长 23.09%。

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

中心主任眭世荣认为，2015 年 LED 有

三个新应用方向值得关注：一是可见

光通信;二是紫外光 LED，这种 LED 具

有杀菌消毒功能，可在印刷相关行业、

医疗等领域实现广泛应用;三是农业

照明，它不仅可以改变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带动农业产业升级换代，还可

以为原有LED产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

（来源：中国新闻网）

LED 照明在使用中存在三方面的不足
发布时间：2015-3-17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说：人的

面孔常常反映他的内心世界，以为思

想没有色彩，那是错误的。一个人内

心长期积攒的东西会对他的神态表情

产生影响，即面由心生，心随意转。

初次见到李明，他面带微笑，和蔼可

亲，慈眉善目，折射出他内心的善良

和内涵。李明的工作环境非常惬意，

充满了艺术气息，因为他认为生活是

艺术的基地，只有自己懂得艺术生活，

才能创造艺术空间，创造具有幸福感

的空间。

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拥有自己

的个性想法和对设计独到的理解很重

要，李明向笔者透露，他喜欢中式空

间的韵味，在解读中式空间的传统韵

味时，可以给人一种美好的生活观念，

这是他追求的设计根本。

色彩会创造别样空间

色彩对于室内环境有着极大的作

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它以丰富的色彩关系，调整人的心理

与情绪。李明非常认可色彩的重要性，

他向笔者介绍说，室内色彩牵扯到色

彩学、环境观、地域特点、民族特性、

宗教信仰等很多方面，他在做室内色

彩设计时会把这些影响因素都考虑进

去，然而室内色彩的最直接功能就是

提升空间的舒适度，把色彩因素精妙

绝伦地利用好，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

效果。李明强调，色彩是大自然赐给

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它赋予人类

为整个世界“上妆”的权利，我们应

该充分发挥和利用色彩的功能特点，

创造出充满情调、和谐舒适的室内空

间。

空间照明是个大学问

众所周知，照明是空间的灵魂。

李明表示，运用好照明是一个大学问，

需要系统地学习、了解照明知识和作

用。对于照明设计，目前他还处于摸

索阶段，不过他觉得照明设计做得好，

会让整个空间的格调变新、氛围改善、

品质提高。李明向笔者透露，他在做

项目时，会把照明分为功能照明和装

饰照明两方面，并努力做到两者同在。

对于重要的空间，他会找专业人士来

试光，以求达到最好。

使用中发现 LED 三方面的不足

近几年中国的 LED 产品技术创新

与应用开发能力逐渐提高，发光效率

提高，发光颜色齐全，使用范围非常

广泛。不过李明表示，LED 还有三点不

足之处，有待改善，第一是色温问题，

3000 度左右的冷暖不好把握;第二是

照度问题，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

同等瓦数照度差异太大;第三是造价

问题，质量好的产品造价过高，一般

消费者负担不起。

（来源:中国照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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