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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一，硅衬底LED技术现状及趋势展望 

二，LED倒装芯片技术和产品分析 

三，封装结构/工艺发展现状及趋势 

四，封装设备发展现状及趋势 

五，光源器件的创新方向及趋势展望 

内容 



LED光源的主要的应用阶段 

特殊小规模
产品 

大尺寸背光
与大功率光
源灯具 

常规通用照
明与景观亮
化 

特殊场合的
创新性应用 



行业现状及难点 

LED小巧，丰富的光谱组合，易于控制变化等其他特性
逐渐凸显出来 

消费者对舒适度、观赏度、多功能性的要求不断提高 

而光源是照明产品的核心，是一切照明产品设计的灵魂 

设计师究竟应该如何来选用合适的光源 

厂家应该关注和投资那些技术以引领不断变化的市场 



撰写说明： 

1. 白皮书是众多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2. 对LED光源涉及的芯片、封装、设备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

调研 
3. 努力获得有数据支撑的资料、尽量接近客观分析的结论。 
4. 分析和观点尽可能地跳出某个产品、某个单位的局限，从

行业发展的高度来进行评述 
5. 阿拉丁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由于时间紧迫，遗漏和

不全之处不少，权当抛砖引玉 



一，硅衬底LED技术现状、应用及趋势展望 

 在硅衬底上生长GaN材料面临着两大技术挑战。 
 第一，硅衬底和GaN之间高达~17%的晶格失配使得GaN材料内部位错密度偏高，影

响发光效率； 
 第二，硅衬底和GaN之间高达~54%的热失配，使得GaN薄膜在高温生长完降至室温

后容易龟裂，影响生产良率。 

 截至目前，经过产业界、学术界各方巨资研发投入，这个技术难关已经基
本被攻克。 

 硅衬底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在更大尺寸上制作 LED 器件，并且可以采用集
成电路生产工艺和设备，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硅衬底 



一，硅衬底LED技术现状、应用及趋势展望 

技术优势： 
垂直结构，电流分布均匀且扩散快，适合大功率应用。 
单面出光，方向性好，光品质好。 
 
适用范围： 
汽车照明、探照灯、矿灯等移动照明 
手机闪光灯以及光品质要求比较高的高端照明领域。 

                                  

                      Si基白光芯片 



硅衬底芯片的应用 

利用Si衬底蓝光芯片和陶瓷底板尺寸为
2.0x1.6，静电喷涂工艺、特制的白胶、压

膜胶 

发光角度小外，在在同等流明值下，中心照度比
传统产品（蓝宝石衬底）高5%左右 

压膜层里添置扩散粉，使发光颜色更加均匀 

手机闪光灯 

手机闪光灯 



硅衬底芯片的应用 

移动照明 

此类产品适用于要求照度、光斑均匀的场合。 
应用在矿灯，手电等移动照明用灯领域 

国内最高水平：蓝光 LED(450 nm)在 350 mA(35 A/cm2)
下, 光输出功率达 657 mW, 外量子效率为 68.1%. 

《硅衬底高光效 GaN 基蓝色发光二极管》 
江风益, 刘军林，等，中国科学: 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 2015 年 第 45 卷 第 6 期: 067302 



硅衬底LED的发展趋势 
1， CSP LED 
CSP是硅上GaN基LED的前景之一。国际大公司如东芝和三星都报导过用硅
衬底LED做CSP，相信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市场上看到相关产品。 
2， Micro LED 
在微米级的尺寸，GaN材料可以不需要支撑，直接做成垂直结构的体GaN 
LED。硅衬底LED的一个天然优势是硅衬底仅通过化学湿法腐蚀就可以去除
，去除衬底的过程中不会对GaN材料有任何冲击，可以确保良率和可靠性。 
3，多基色 LED 照明光源 

• 省去了稀土这一稀缺资源  
• 具备了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 避免了荧光响应延迟 
• 光谱灵活可调 
• 多个个单独的通信通道 



二， LED倒装芯片技术和产品分析 

三种常见的LED结构 



 LED倒装芯片技术特点与比较分析 
芯片结构 正装结构 垂直结构 倒装结构 

结构图 

特点 

电流横向分布，大电流下拥挤 

正面电极挡光，出光效率低 

绝缘胶固晶，散热效率低 

需要引线电连接 

金属基板成本高 

工艺复杂 

引线键合电连接 

银胶固晶，易漏电 

大块金属散热优异 

无金线 

出光效率高 

大电流应用，低电压 

性能 
初始亮度100% 

可靠性低 

初始亮度100% 

可靠性高 

初始亮度100% 

可靠性高 

成本 中 高 高 

应用领域 
适用于低功率和低可靠性的SMD中小

功率封装光源，该类光源应用产品领

域如灯管、球泡、筒灯等 

适用于高功率和高可靠性

的应用产品领域如路灯、

隧道灯等 

适用于高功率和高可靠性的

应用产品领域如路灯、电视

机、闪光灯、等高端应用市

场 



倒装结构LED的特点 
电连接更可靠 

传统正装封装结构 

金线拉力≈10g 

电性连接点接
触，瞬间大电
流冲击易烧断 

` 

倒装无金线封装结构 

芯片推力>2000g; 

电性连接面接触
，可耐大电流冲
击 

• 无金线阻碍，可实现超薄封装，节省设计空间  



倒装结构LED的特点 
热传导更可靠 

倒装无金线封装结构 

金属——金属界面，导
热系数高，热阻小。 

传统正装封装结构 

银胶热阻较高 
蓝宝石层在芯片
下方，导热差 

` 

材料 导热系数(W/(m·K)) 
蓝宝石 35-36 

银胶 2.5-30 

材料 导热系数(W/(m·K)) 
金属合金 >200 

低热阻，可大电流使用 



倒装结构LED的特点 
• 无金线阻碍，可实现超薄封装，节省设计空间  

倒装无金线封装结构 

• 无金线阻碍，荧光粉涂覆更方便，光色一致性好 

荧光粉——保形涂覆 

10-100μm 

150-200μm 



倒装结构LED的特点 
• 无金线阻碍，可实现超薄封装，节省设计空间  

倒装无金线封装结构 

• 无金线阻碍，荧光粉涂覆更方便，光色一致性好 

荧光粉——薄膜涂覆 

10-100μm 

150-200μm 



比较三大技术路线实现的光源产品 
标准尺寸的芯片45mil作为比较的标准 

对比项目 正装 垂直 倒装 

正常工作电流/mA 350 700 700 

最大工作电流/mA 500 1000 1200 

亮度lm@正常工作电流 100% 180% 180% 

成本 100% 200% 110% 

售价 100% 300% 120% 

毛利率 100% 150% 109% 

性价比(lm/RMB) 100% 60% 150% 



典型倒装LED芯片和多芯片模组实物 
产品类别 产品技术特点 产品实物图 

1W蓝光LED芯片 

电压低 

高亮度 

散热好 

5W蓝光LED芯片模组 
多芯片集成 

无金线互联 

高压芯片 
多芯片小单元 

集成ESD 

5-10W 

超大功率芯片模组 

多芯片模组 

芯片间无金线互联 



倒装芯片技术发展趋势 

• 随着市场应用需求的扩大，产品的性能和品质提升，倒装芯片技术的相关产
品会取代和抢占正装和垂直芯片技术的一部分市场份额， 

• 国际大厂Osram一直以来都是采用垂直芯片技术路线，但是在2017年11月，
Osram宣布推出了倒装芯片技术的相关芯片和封装光源产品 

• 随着电视背光应用需求的提升，倒装芯片技术的应用需求量也会随之增长。 
• 智能照明需要在现有LED照明的基础上，整合电子驱动、控制及通信等电子

元件。 



汽车照明 

动态自适应光束ADB（Adaptive Driving Beam） 

汽车照明智能化发展的要求实现的功能 

 智能化汽车照明LED光源 

晶科电子汽车照明LED光源产品 



UV LED的应用 

UV LED D因波长偏短(400-200nm),在外延、芯片工艺及封装环节技术成熟度
还不够高，芯片的外部量子效率低，会产生较多的热量，国际知名的厂商如
Lumileds、Nikkiso、Nichia等，都是采用倒装芯片。 

 UV LED倒装芯片(左)和封装结构(右)图 



CSP光源器件-（封装体尺寸相比芯片尺寸不大于120%） 

 CSP器件的优势在于单个器件的封装简单化，小型化，尽可能降低每个器
件的物料成本。芯片级封装CSP光源直接用于照明或背光上，成本可下降
近40% 

由于倒装芯片散热好，可靠性高，能够承受大电流驱动，使得其具有很高
的性价比，因此“倒装芯片+芯片级封装”成为了完美的组合。 
 

倒装陶瓷基LED光源(左) vs CSP封装光源结构(右) 



三，封装结构/工艺发展现状及趋势 

LED 封装的功能主要包括: 
 
1.机械保护,以提高可靠性; 
2.加强散热,以降低芯片结温,提高 LED 性能; 
3.光学控制,提高出光效率,优化光束分布; 
4.供电管理,包括交流/直流转变,以及电源控制等。 
 



8亿美元 

6亿美元 

元器件 
产值 

亿美元 

2017 

2008~2013年
CAGR117.4% 

照明CSP？ 
封装的功率密度提升给LED器件创新源源不绝的薪火 

LED封装技术发展大趋势 

25亿美元 
27亿美元 

2008~2013年CAGR4.4% 

33亿美元 

2014~2017年CAGR30.6% 

20亿美元 

28亿美元 

2008~2013年
CAGR40.3% 

29亿美元 

55亿美元 

45亿美元 

42亿美元 
倒装CSP导入背光 

中高阶手机 
导入OLED 

LED照明周期 
循环开始显现 

效率提升让使用个
数减少，照明成长
跟不上器件产值逐
渐下滑的空洞 

70亿美元 



封装制程步骤的精简趋势 
往后会走向何方？SMD? EMC? COB?还是CSP? 什么是倒装焊与无封装？到
底LED的封装会走那个方向 



光效与芯片面积的变化趋势 
量产技术

时间 

芯片面积 类比光效 

(得到的光通量) 

实现的光

效 
裸晶面积 

（mm2） 
2008.06 40mil×40mil 60lm 65lm/w 1 

2009.06 38mil×38mil 60lm 75lm/w 0.9 

2010.12 32mil×32mil 60lm 95lm/w 0.64 

2011.06 28mil×28mil 60lm 110lm/w 0.49 

2012.12 20mil×24mil 60lm 150lm/w 0.3 

2013.06 15mil×25mil 60lm 180lm/w 0.23 

2014.10 14mil×25mil 60lm 200lm/w 0.22 

2015.06 10mil×30mil 60lm 220lm/w 0.19 

2016.12 10mil×25mil 60lm 240lm/w 0.16 
芯片的发热量将大幅度减少，导致目前各种封装技术路线趋势的分化与多元 



正装，倒装与CSP 

正装结构 [Flip Chip] 倒装结构 

[CSP] Chip Scale Package  



1，SMD的发展趋势 

中功率成为主流封装方式。 
 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多为大功率LED产品或是小功率LED产品，它们虽

各有优点，但也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而结合两者优点的中功率LED
产品应运而生，成为主流封装方式。 

新材料在封装中的应用。 
 由于耐高温、抗紫外以及低吸水率等更高更好的环境耐受性，热固型

材料EMC(Epoxy Molding Compound)、热塑性PCT、改性PPA以及
类陶瓷塑料等材料将会被广泛应用。 

EMC封装竞争力不容小觑 
 EMC封装方案为采用环氧树脂材料为主，更容易实现大规模的量大生

产需求，透过量的扩增进一步压缩制造成本，另外环氧树脂材料应用
更为弹性，不仅尺寸可以轻易重新设计，加上材料更小、更容易进行
切割处理，终端产品元器件的设计更为灵活、弹性，所制成的终端光
源组件可在小体积上驱动高瓦数，尤其在0.2W~2W左右的光源产品极
具竞争力。 

 



2， COB的发展趋势 

 COB应用更加普及 
 低热阻、光型好、免焊接、成本低廉，COB应用在今后将会继续渗透。 
 COB封装省去了灯珠面过回流焊工艺，不再造成传统封装工艺回流焊炉内高温

对LED芯片和焊线失效。 

 SiP(System in Package) 
 在系统芯片 System on Chip(SOC)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封装集成方式。 
 在一个封装内组装多个发光芯片,并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器件(如电源、控制电路、

光学微结构、传感器等)集成在一起,构建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完整的系统。 

 更高的COB光效与发光密度 
 COB参数是关注的焦点 
 在Ra> 80，R9>60的高光色质量下，国内COB最高光效的数据达162lm/W，最

高流明密度可以到达88lm/mm2，但是在105lm/W的光效之下，流明密度更可以
达到220lm/mm2 

 与美国的Cree的280lm/mm2还是有差距，但是已经接近国际大厂的水平。 



3， CSP的发展趋势 
小体积器件二次光学处理优化弹性更高，制成的灯具产
品能在极小光学结构实践最高亮度与最大发光角度。 

技术路线始终有两个方向： 
 五面发光，应用于通用照明市场和背光源，工艺简单，光效高 
 单面发光，工艺比较复杂，需要在器件的侧面镀反射膜，成本会比较

高。用于高阶的应用例如汽车照明与手机照相的闪光灯 

小角度发光CSP LED  

大角度发光CSP LED 

无支架是LED未来的趋势,关键是如何无支架？ 

• CSP无支架技术需要较大的设备
投资（一条线200万RMB） 
 

• 也许这是欧美日韩LED大厂对中
国LED崛起最后的奋力一搏！ 



CSP不是封装厂与芯片厂谁来做的问题！ 
而是芯片厂与封装厂要如何一起做一起研发的问题？ 

能做到亮度与指向性的兼顾，谁就是CSP的未来主导者，如果可以提高性价比
，在照明应用也可以与正装分庭抗礼！ 

单面出光： 
利于二次光学设计 
提高中心照度 



CSP不同工艺亮度与特性对比(（如何兼顾五面的亮度与单面的方向性） 

Phosphor Coating White Side New process 

Structure 

Application Lighting BLU Lighting 

Status 
Mass production 

(LG Innotek) 
Mass 

production(Samsung) 
日亚、晶能量产 

Brightness(%) 100 95 110 

Viewing Angle 150° 110 ~ 120° 110~120° 
Brightness after 

LENS 90 95 110 

Macadam step 5~7 step 1 bin (>98%), 3 step  3 step 

Discoloration 大 中 中 
Process step 8 10 13 

CSP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1.消费电子：手机闪光灯、电视背光 
 
2.车灯：汽车大灯（含矩阵） 
 
3.户外照明：路灯、隧道灯、投光灯 
 
4.高密度COB、可调色温模组 
 

CSP应用领域介绍 

高光通量与高指向性的CSP在某些应用有绝对的优势 



4，通用照明未来的封装大趋势 

① 芯片超电流密度会继续增加。 
今后芯片超电流密度，将由0.5mA/mil2发展为1mA/mil2，甚至更高。而芯片需求电压将
会更低，更平滑的VI曲线(发热量低)，以及ESD与VF兼顾。 

② 适用于情景照明的多色LED光源。 
情景照明将是LED照明的核心竞争力，而未来LED照明的第二次起飞则需要依靠情景照
明来实现。 

③ 光效需求相对降低，性价比成为封装厂制胜法宝。 
室内照明不会太关注光效，而会更注重光的品质。而随着封装技术提高，LED灯具成本
降低成为替代传统照明源的动。 

④ 去电源方案(高压LED)。 
室内照明将更关注品质，而在成本因素驱动下，去电源方案逐步会成为可接受的产品。 

⑤ 国际国内标准进一步完善。 
随着LED封装技术的不断精进，国内国际上对于LED产品的质量标准也会不断完善。 

⑥ 更高光品质的需求。 
主要是针对室内照明，以LED室内照明产品Ra达到80为标准，以Ra达到90为目标，尽
量使照明产品的光色接近普兰克曲线。 

 



5，显示屏未来的封装大趋势 

直插式、SMD与COB三个主流方向，但是随着小间距的要求越来越多，COB
会越来越是未来的主流。 

1) 超轻薄：可采用厚度从0.4-1.2mm厚度的PCB板，使重量最少降低到原来传统

产品的1/3，可为客户显着降低结构、运输和工程成本。 

2) 大视角：COB封装采用的是浅井球面发光，视角大于175度，接近180度，而

且具有更优秀的光学漫散色浑光效果。 

3) 可弯曲：PCB的弯曲不会对封装好的LED芯片造成破坏，因此使用COB模块可

方便地制作LED弧形屏，可做到无缝隙拼接，而且价格远远低于柔性线路板和

传统显示屏模块制作的LED异形屏。 

4) 散热能力强：所以很少死灯，大大延长了LED显示屏的寿命。 



6， Micro LED 



Micro LED最大的挑战 

单片器件极高的波长一致性 
外延与芯片制程要接近零缺陷 
百万量级的巨量转移技术 
接近100%的生产良率 



Ultimate Display !? 

值
得
关
注
！ 



五，光源器件的创新方向（全光谱技术、健康照

明）及趋势展望 

功能性照明 

装饰性照明 

非视觉性辐照 

照明的目的： 



更多地关注 健康照明 

蓝光危害与健康光源的特性 
人眼感应蓝光的锥状细胞的最大吸收波长（440-450nm）与常用蓝光芯片的
发光波长及视网膜蓝光伤害特征曲线有很大的重合 

各光谱曲线的关系 



不同光源光谱分布的蓝色危害比例 
• 基于标准太阳光谱，太阳光辐射中含25%-30%蓝光 
• 传统的白炽灯发射出的蓝光非常少，约3%蓝光 
• 紧凑型荧光灯（节能灯）含大约26%蓝光 
• 目前市场主要的冷白光LED含大约35%蓝光 
 



蓝光对生理节律的影响 
生活中蓝光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蓝光产生的两大影响因素： 
• 色觉 
• 生理昼夜节律 
 
 白天： 
• 需要蓝光保证作业效率，蓝光对褪黑素有抑制作用 
• 光谱范围在450-500nm之间的蓝光（480nm）  使人保持清醒、警觉

的状态，促进工作积极性、专注性 
 夜晚： 
• 蓝光过高会导致：昼息错乱引发睡眠障碍 
                                     睡眠不足会诱发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疾病 
                                     缺乏睡眠也会让人产生焦虑和抑郁 
• 所以夜晚有必要降低蓝光，释放褪黑激素的产生；辅助人体入睡。 

 
*褪黑素——人脑松果体产生的一种激素，促进睡眠、调整时差等功能 

 
 



昼夜节律需求与光源的设计 

太阳光一天的变化 

可调色温LED模拟日照时间或不同场景变化) 



如何衡量光源的品质 

自然光 人造光 



光源的同色异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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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赛尔颜色样品 
号数 孟赛尔标号 日光下的颜色 

1 7.5R  6/4 淡灰红色 
2 5Y  6/4 暗灰黄色 
3 5GY  6/8 饱和黄绿色 
4 2.5G  6/6 中等黄绿色 
5 10BG  6/4 淡蓝绿色 
6 5PB  6/8 淡蓝色 
7 2.5P  6/8 淡紫蓝色 
8 10P  6/8 淡红紫色 
9 4.5R  4/13 饱和红色 

10 5Y  8/10 饱和黄色 
11 4.5G  5/8 饱和绿色 
12 3PB  3/11 饱和蓝色 
13 5YR  8/4 淡黄粉色（肤色） 
14 5GY  4/4 中等绿色（树叶） 

 CIE国际照明委员会在1974年修订出
了光源的显色性标准化方法。 

通过对比颜色样品与参照光源的差异
性，可以得到衡量光源反映被照物体
的真实颜色的能力。 

基准照明体：黑体，它的显色能力为
100。 

由于世界有许多有色体，挑选其中的
8个标准（色板），其颜色在黑体和

被侧发光体下的表现作比较，得到一
般显色指数Ra。 

另外还规定了6快色板，含人的皮肤
和绿叶的颜色。 

 

显色指数（Color Rendering Index,CRI） 



CＲI 评 价的不足 

色空间不均匀； 
完美参考光源选择随CCT 变化； 
颜色样品少且饱和度过低。 
 

窄带和不连续光谱光源的出现凸显了显色指数 CＲI 评 价 
光 源 显 色 性 存 在 的 问 题 

• CRI不能准确表达特殊颜色的信息 
− CRI无法完全表达人眼对于颜色的感知 
− CRI在特殊颜色的显示评价不精确 
− 单指标CRI不能体现颜色偏好的评价 



TM-30-15 IES的光源显色能力评价方法 
• 两个度量的概念（High level average values高标准平均值） 

− 色彩逼真度(Rf): 0-100 
− 色彩饱和度(Rg): 60-140 

• 图标各种颜色的色漂以及色饱和度的改变 
− Color Vector Graphic：颜色矢量图 

− Color Distortion Graphic：颜色失真图 

• TM-30-15目前不是一个强制性标准 
− 始于北美照明学会 IES  



全光谱LED的概念 

 太阳光是众所周知的全光谱。 
 拥有和太阳光相同的七种颜色,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红橙黄

绿蓝靛紫  



全光谱LED的概念 

普通 LED 

太阳光 

可见光 

全光谱 

Wavelength 
Cyan 
gap 

Red lack 

UV（对人眼有害） IR （对照明无用）       

• 全光谱健康照明实现要求： 

— 测试光源的光功率分布接近连续自然光，光谱平滑、均匀，没有辐射能量的上下起伏 

— 波长范围包含可见光(420-700nm)  
— 显色性/保真度/色饱和度模拟标准光源 (太阳光或白炽灯 100 CRI, 100 Rf 和100 Rg)  

— 低蓝光 



全光谱光源的应用领域 

博物馆美术馆 

医疗与医院 

健康照明 

植物照明 

特殊物品展示 

舞台、影视 



方案一：多芯片合成 

连续谱光源的实现 



多芯片合成 

五基色 LED 合成白光光谱图 

色温3 000K， 
显色指数 97. 8， 
光效136lm / W ， 
蓝光占比仅 8. 76% 五个单独的通信通道，因此

在可见光通信方面有特色 



多芯片合成的关键难点 
不同颜色LED的效率WPE% 

“黄光鸿沟” 



“黄光鸿沟” 

黄光LED芯片电光转换效率进展（南昌大学） 



方案2 

• 紫外LED+全色系荧光粉 
技术方案： 
采用400nm一下波长的紫外芯片作
为激发源。 

选择可以被紫外光激发的全色系荧
光粉，但仅用RGB三基色荧光粉恐
难实现全光谱。 

需要进一步寻找蓝绿色、黄绿色及
深红色荧光粉。 
 

缺点： 
• 成本 
• 效率 
• 可被紫外有效激发的全色系荧光粉，
难点难以获得高效深红粉、黄绿粉。 注：图片来源于客户真实图例 



蓝光LED+全色系荧光粉 

技术方案： 
采用蓝光LED激发全色系荧光

粉是目前最易为市场接受的技
术方案。 
由于暖色及冷色白光LED的光

谱结构差异，在荧光粉组合方
面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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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3 



全光谱系列产品 

特点 

 真实性 
− 光品质接近日光或白炽

灯 

− 高显色性 

− 高色饱和度 

− 低色差 

 安全性 
− 光生物安全 

− 低高能蓝光 

 健康性 
− 迎合昼夜节律 

普通Ra90 
LED 
 
全光谱— 
蓝光激发 
 
全光谱— 
紫光激发 
 
自然光 

参数对比 普通Ra90LED 全光谱-紫光激发 全光谱-蓝光激发 

*显色性  ★★  ★★★★  ★★★ 

光效  ★★★★  ★★  ★★★ 

可靠性 ★★★★  ★★  ★★★ 

人眼安全  ★★★  ★★  ★★★★ 

成本  ★★★★  ★  ★★★ 

*显色性区别 紫光激发显现不同白色差异 
其余颜色还原能力与蓝光激发一致 



全光谱应用产品 

全光谱护眼LED与普通LED的光功率分布对比 



易美芯光KaleidoliteTM悦目系列产品 

  
P/N 

Rated voltage[V] Rated 
current[mA] CCT[k] CRI Rf Rg Luminous 

flux[lm] 

Lumino
us 

Efficacy 
[lm/W] 

Min. Max. Typ. Max. Typ. Typ. Min. Min. Min. Typ. Typ. 
悦目系列 
SOW2835
-XX-F-B 2.8 3.2 150 180 

2700- 
6500 98±2 90 98 

42 55 110@50
00K 

SOM4014
-XX-F-A 2.8 3.2 65 180 20 26 140@4

000k 
MC-19AA-

XXX-F-
1208-B 

33.6 40.8 720 1200 2700 2900 120@3
000k 

MC-13AA-
XXX-F-
0308-B 

8.4 10.2 960 1200 880 950 118@30
00k 

台灯系列 

SSW2835
-XX-R-F 5.8 6.2 60 75 

3000 
97±2 90 97 

30 35 96 
4000 34 38 106 
5000 34 38 106 

影视灯系列 

SOW2835
-XX-T-PF 2.8 3.2 150 180 

3200 

98±2 90 98 

40 48 96 
5600 42 53 106 

EOW2016
-02-5070-

F-A 
2.8 3.2 150 350 5000- 

6000 -- 45 -- 



结语 
1. LED光源器件已经进入成熟期 
2. 半导体照明头变轻脚变重 
3. 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不会停止 
4. 技术引领市场变为市场倒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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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LED相关的科技论文数量 
（中国知网） 光效目标： 

 
1. 荧光粉白光LED的最大

光效为255 LM/W。 
2. 多色混光的最大光效为

330 L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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