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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实
1. 从IoT（物联网）---> 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的转变，

赋予了更的想象（画了更大的饼，融了更多资…）
2. 当前5G+AIoT，成也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再

挖掘使用等），败也数据（滥用杀熟，恶意监听采集推送、
数据泄露等社会化问题…)

3. TOP厂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卷得不亦乐乎（IC界，
互联网界，云界，硬件界，算法界，制造业，车界…)

1. 智能照明在AIoT生态链中的现状与尴尬：极小比例，存在感极低！



尴尬以及混乱的现状
1. 混淆、误导了智能照明与

智能家居的概念与范畴
2. 智能照明，互联照明的概

念混用;
3. 对于工业，商业特别是户

外类场景除了智慧路灯，
没有触及，而智慧路灯纯
粹不是为了照明而存在;

4. 目前智能照明之争，中小
企业之争还在智能家居中
的照明类产品！

1. 智能照明在AIoT生态链中的现状与尴尬：极小比例，存在感极低！



智能产品期望：
很美好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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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控制端：
平板,面板,

手机,音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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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落地：
门，灯，窗帘，家
电等全屋智能化联
动，就几个继电器
接个灯泡？真的低

端无门槛？

1. 智能照明在AIoT生态链中的现状与尴尬



产品落地高
端私人定制？

智能的未来：
数据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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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设备市场尚未成熟——出货量仅占智能家居5%

智能照明是智能家居设备的一个新兴细分产品，根据IDC公布的2020年全年数据，中
国智能照明设备出货量增速高达71.4%，智能照明市场延续快速增长态势。然而，横向比
较来看，在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中的占比仅5%左右，智能照明市场仍存在巨大发展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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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照明又叫智慧公共照明管理平台或智慧路灯，是通过应用先进、高效、可靠的
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和无线GPRS/CDMA通信技术等，实现对路灯的远程集中控

制与管理，具有根据车流量自动调节亮度、远程照明控制、故障主动报警、灯具线
缆防盗、远程抄表等功能，能够大幅节省电力资源，提升公共照明管理水平，节省
维护成本。在国内市场，2022年，中国智能照明行业的市场规模约为431亿元，年
增长率约为23%。

作为物联网技术时代的新服务和新体验，智能照明将完全可以融入社会人们的生活，
成为一个智能发展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照明是物联网，发展最快的设
备，已经超过了它的基本照明功能。
通过嵌入人工智能、大数据，IOT和与其他智能系统的连接，它正在转变为一个支

持许多创新应用的智能平台。在未来五年内，“照明为平台”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控制、监测和自动化系统中。智能照明系统提供的这些产品附加信息服务的价值比
照明进行控制和节能本身高七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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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近两年照明行业热炒的概念，最主要集中的领域在“智慧灯杆”。随着我
国智慧灯杆产业的首个国家级标准《智慧城市 智慧多功能杆 服务功能与运行管理规范》
在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预计2022年，我国智慧灯杆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千亿元。
5G建设一直在加速前进，智慧灯杆作为5G规模部署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国“新基建”
政策驱动，其项目渐次落地。从2021年项目招标数据来看，2021年智慧灯杆相关的招
标项目金额超过155亿元，对应招标的智慧灯杆数量12.8万根，比2020年增长近10万
根。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的智慧灯杆建设规模。
当前，我国约有超过500个城市正在建设智慧城市项目，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智慧城

市建设国家。受到智慧城市的大力推广和普及，灯杆成为城市里资源最为丰富的基础
设施。根据Technavio发布的“2020-2024年全球智能杆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20-

2024年，全球智能杆市场规模将增长79.7亿美元，达到137.2亿美元左右，年复合增长
率达到19%，趋势明显。

1. 智能照明在AIoT生态链中的现状与尴尬：极小比例，存在感极低！



2. 智能照明电子工程人员的困境与现状

智能照明/物联网照明/数字照明/智慧照明
Smart Lighting/IoT Lighting/Digital 

Lighting/Intelligent Lighting/Connected Lighting
基础在于：硬件
核心在于：软件
价值在于：服务

现状困境
1. 虽然基础，但硬

件人员奇缺，基
本在80后，断层

2. 待遇低
3. 啥都要干（结构，

光学，电子…)
4. 嗯，背锅先上，

灯坏了，电源有
问题？



I. GPS衰落？
II. 行业衰落，日薄西山？
III. 门槛低，小老板的涌入，对技术的不尊重？
IV. 职位晋升，工资晋升无望，3年为小限，5年为大限，

能坚持7年以上的寥寥无几。
V. AIoT涌起？

2. 智能照明电子工程人员的困境与现状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虽然现在电力电子开始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模拟数字混合电路三分天下

的局面，但国内有近80%的电源工程师一开始还是从事模拟电路的研发设计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模式一般不

外乎于如下几种方式。

小型公司，完全没有人带，自己边找资料，各种论坛、QQ群、微信群，边炸机边学，处于没有人关爱的

一种类型，这是最痛苦的一种情况。

中型公司，有前辈老师傅带，有芯片代理厂商或是原厂的FAE支持，对于刚入门的工程师来说比较幸运，

并不会感到茫然，但是这类型公司可能缺少标准化和文档化管理。

大型公司，完善的流程体系和学习系统，也有各种水平层次的同事带着做项目，原厂技术上门服务，时

常有专题技术培训，所以不缺技术上的积累和解惑者。但在这种大公司，也有一个弊端，由于职能的细分化，

可能数年专注于某一个细分领域而知识面较窄，螺丝钉工作越来越明显。

2. 智能照明电子工程人员的困境与现状



1.GPS的衰落但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专精尖人才

曾经的霸主，大家向往的几大巨头公司，经历了最近十多年的更迭后，GPS三家无一不
放弃其照明业务，转向更为高附加值的行业。GE的照明业务占整个集团的业绩小得可怜，

纵使如此，卖来卖去后，仍然在照明市场中三分天下，飞利浦以照明起家，在照明电子
中算是三家耕耘最深的，2010后逐步脱离主体，待价而沽。欧司朗照明业务卖卖卖，几
乎成为了国内民企... 三家殊途同归，母公司弃之，国人接手或是参手。所以人才兜兜转

转又回了国内民企里面，这几家巨头作为黄埔军校为照明业输送了大量人才，其中很多
中年人层，如40-50岁的，算是这批的既得利益者，这批人才包括电子工程师，以及部分

生产工艺、品质管理人员，他们作为行业的前辈，积累了大量的实际经验，而国内照明
私企/其他企业挖到了这样的一些人，也整体上促进了行业的良性发展，通常这类人才作

为高层空降到民企，有些能坚持下来，有些水土不服而继而又回原公司，抑或少部分自
主创业，在某一个细分领域坚持。



2. 行业衰落，以及行业开始时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初期一批电子工程师错失转型机会

成也LED，败也LED，2007年伊始，LED开始进行大众视野，通用照明选择LED作为主源开始成为一个里程碑，
哪怕光效再低，价格再贵，参数多么弱小，这个新生事物还是得到大家的呵护，那时的一批电子工程师，早期
基本上从事镇流器的研发，坦白而言，从技术难度上来讲，镇流器的研发设计人员来说，积累了大量的实战调
试经验，但照明产品一直处于消费性电子的下游，所以普遍学历水平并不太高，这样，对于LED这种新兴事物，
许多公司采取了招高学历新人，旧人（镇流器设计研发工程师）不介入的态度，这在当时看来，LED照明相关
的电子工程师远比其他开关电源研发（适配器，充电器，镇流器等）传统电子工程师高出许多，这是第一个工
资倒挂时期。当时，LED特性未知，怎么点亮都不知道，更别说用恒流还是恒压，怎么复合控制，怎么散热设
计。。。当我亲身经历过一个简单的6W 4'' LED筒灯产品，当时公司(行业top5)集全公司学历最高的光、机、
电、热员工一起协作，经历三个月后而失败告终。现在看来，虽然存在许多客观因素，但人为因素更多点，高
估了LED的耐操性，低估了LED当时提出来的：见光不见灯的概念的（这个概念，直到现在我个人感觉还是虚，
无灯设计不见得就是一个好设计)。这些人工资高，要资源有资源，而且跳槽更容易，大概在2010年左右，
LED电子工程师、LED驱动电源工程师等字眼充满各大招聘网站。与此同时，处于被倒挂的那一些老工程师，
没有搞懂LED电源与常规适配器、镇流器的区别，仍然觉得高深莫测，想插手而不得。
话风一转，到2010后，特别在2014后，随着LED的娇贵一去不复返，随着巨头们的过早对产品的价格干预，这
几年，LED电子相关工程师的价格不再那么吃香，国内照明IC企业的地推式的动作，这完全拉低了电子工程师
的准入门槛，而经过国内电源行业的科普，BBS以及社交媒体沟通的便捷，LED相关电源设计变得透明。

照明EE转行：
• IC，半导体 等FAE/AE, 
• 升至高级职位，
• 项目管理，产品经理等,
• 自主或合伙创业，
• 快充，汽车，医疗等相关

研发,
• 完成脱离，弃坑



3. 门槛低，小老板的涌入，对技术的不尊重？？？
依稀在2012年以后，LED通用照明变成了一个是人都可以进行的行业，不管有没有资金，不管有

没有技术支撑，不管你之前是做鞋子还是做塑料的，灯珠的成本断崖式下降，驱动成本以及珠三
角的“完善”供应链的保证，再加之国内LED驱动芯片的地摊式的FAE全线all in, LED照明根本就不
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了。

4.职位晋升、工资晋升无望
3年为小限，5年为大限，能坚持7年以上的寥寥无几，这块是痛点，从我的接触来看，和我同一
个时间仍然在坚持的不多了，但工资是硬伤，拖家带口很是艰难，所以很多直接转行，如AE/FAE/
销售/PM项目管理/产品经理等非直接技术行业，当然FAE/PM是首选。还有一部分转行到消费性电
子领域，或是汽车电子领域，如2点所谈，少部分选择合伙或是单干了，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
知。



5.AIoT涌起
在2016年前，对于智能化照明，有智慧照明，智能照明，数字化照明，连网照明，互联照明，智能
家居等指代，但2016年以后，IoT概念泛滥，加上AI产业化等推广，3点中说的那些照明企业又实现

了第二春，纷纷上马智能照明产品，此举拉动了一批软件、嵌入式工程师的工资，而硬件电子工程
师再一次被遗忘...

纵观现在照明行业，电子工程师，高端人才奇缺，当然也有
人说，一个灯需要什么高端人才？？？而新人极少，硬件人
才断层极为明显，招人招不到，新人不愿意进来，制造都没
人愿意来干，基础都不想干，智造之路也难啊，照明作为万
物互联的一个节点，硬件仍然是基础！2019年后，基本上照
明企业找到合适的电子研发人员很难了！再说一次，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



3. 智能照明电子产品的困境与现状（smart bulb or stupid bulb)

Smart Bulb 
Or

Stupid Bulb



智能照明中电源应该实现的功能，以及特色：

功能要
求

增值要求

法规要
求

3. 智能照明电子产品的困境与现状（smart bulb or stupid bulb)



智能照明中电源应该实现的功能，以及特色：

• 远程/远距离可控，这是可控/可连续性的属性所决定的
• 软硬性的响应时间，无线指令的收发响应时间
• 满足法规的常规性能要求（如PF, THD,启动时间,安规要求,EMC要求，以及其他光学参数要求)

• 效率（热会对硬件中其他子系统有影响），低待机功耗(0.2W ? 0.5W? 1W? 1.5W?)

• 调光的平滑性（无奇点）
• 调光的深度及范围（<=1% 或 其他?)

• 调光的一致性(5%) ！！！
• 调光渐变中的过程平滑性 ！！！
• 功率可扩展性，平台的可扩展性
• 故障诊断功能，灯失效故障报警，灯误操作故障报警，其他特别的报警功能（如输入过欠压等)

• 功率检测，能量统计，温度检测，色温检测。
• 传感器扩展功能（温度，光感，运动等复合…)

• EMC特殊要求，不同调光范围内的EMC要求
• 调光动态切换下的硬件应对能力 ！！！
• 纹波电流，频闪等人眼安全的能力，不同调光范围内的频闪 ！！！
• 对无线模组的干扰(热干扰，射频干扰) ！！！
• 掉电保持能力(MCU flash操作及记忆功能)以及掉电保护锁存功能
• 其他（成本，PIN TO PIN, 物料供应链）

3. 智能照明电子产品的困境与现状（smart bulb or stupid bulb)



与通用 LED 照明相比，智能 LED 照明产品具有如下（部分）特征：

3. 智能照明电子产品的困境与现状（smart bulb or stupid bulb)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现状及困境 (排除物料短缺因素）
1. IC貌似很多，其实很少IC可用，特别是100W以上的PFC+反激二合一

结构， PFC+LLC结构，基本上国内厂家在2021年开始有所出现，开
始占一席之地，其他如HPF CV，深度调光DC-DC高压IC也一直无太
多IC可选，同时国产IC在纯Boost CRM APFC IC开始有突破;

2. 半导体器件稍好;
3. 无源器件极为混乱（电解，薄膜，MOV等器件参差不齐）…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纯APFC方案

自从2010X开始，就有说PIN TO PIN L6562的，
时至今天，仍然没有一个能PK它的！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HPF  CV方案

暂无第二个IC可以
PK！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HPF  CV方案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调光DC-DC方案

𝐹𝑆𝑊 = 𝑆𝑤𝑖𝑡𝑐ℎ𝑖𝑛𝑔 𝐹𝑟𝑒𝑞𝑢𝑒𝑛𝑐𝑦

𝐹𝑃𝑊𝑀 = 𝐹𝑟𝑒𝑞𝑢𝑒𝑛𝑐𝑦 𝑜𝑓 𝑃𝑊𝑀 𝑠𝑖𝑔𝑛𝑎𝑙

𝑇ℎ𝑒 𝑚𝑖𝑛𝑖𝑚𝑢𝑚 𝑑𝑖𝑚𝑚𝑖𝑛𝑔 𝑙𝑒𝑣𝑒𝑙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𝑒𝑑 =
𝐹𝑃𝑊𝑀

𝐹𝑆𝑊

𝐹𝑆𝑊 = 60𝑘𝐻𝑧𝐹𝑃𝑊𝑀 = 4𝑘𝐻𝑧

𝑇ℎ𝑒 𝑚𝑖𝑛𝑖𝑚𝑢𝑚 𝑑𝑖𝑚𝑚𝑖𝑛𝑔 𝑙𝑒𝑣𝑒𝑙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𝑒𝑑 =
𝐹𝑃𝑊𝑀

𝐹𝑆𝑊
=6.6%

𝐹𝑆𝑊 = 200𝑘𝐻𝑧

𝑇ℎ𝑒 𝑚𝑖𝑛𝑖𝑚𝑢𝑚 𝑑𝑖𝑚𝑚𝑖𝑛𝑔 𝑙𝑒𝑣𝑒𝑙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𝑒𝑑 =
𝐹𝑃𝑊𝑀

𝐹𝑆𝑊
=2%

𝐹𝑃𝑊𝑀 = 4𝑘𝐻𝑧

𝐹𝑆𝑊 = 200𝑘𝐻𝑧

𝑇ℎ𝑒 𝑚𝑖𝑛𝑖𝑚𝑢𝑚 𝑑𝑖𝑚𝑚𝑖𝑛𝑔 𝑙𝑒𝑣𝑒𝑙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𝑒𝑑 =
𝐹𝑃𝑊𝑀

𝐹𝑆𝑊
=1%

𝐹𝑃𝑊𝑀 = 2𝑘𝐻𝑧

1.输入范围，
60Vin为界
2. 低压差，
Vin&Vo可工作范
围
3.调光深度以及低
端的精度
4.可接受调光频率
5. 共阳的可行性
6. 斩波调光和模
拟调光的
7. 核心元件：电
感的选择

题外话：4kHz 
为啥成为了主流？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调光DC-DC方案

负载瞬态变动：
前级CV+后级

纹波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调光DC-DC方案

软件的细化优化，渐
变等软启动，软关断
---增加了软件的复

杂度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调光DC-DC方案：共阳

1. 架构简单
2. 省钱，省线，
省端子位数
3. 低压差，范
围广，高达99%
占空比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调光DC-DC方案：共阳



调光DC-DC方
案IC评价参数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调光DC-DC方案：假共阳

1

2

AL8862 是滞环控制 hysteresis mode DC-DC step-

down converter

假 共 阳 根 本 问 题 ：
Vin=VLED+Vic_in ， 可
以看到Vin最低为5V，
所以Vin和IC Vic_in之间
为LED的电压，但人为
需要提升Vin_in的一个
偏置电压，这样至少需
要 5-10V 的 压 差 （ 即
Vic_in的工作电压）才
能满足功能，从而限制
了最大占空比。



1.当今LED照明的研发设计，主要在于方案的选择，选择好的方案远比设计本身重要，芯片性

能决定产品指标，前期货比三家总是对的！但是越比较越心慌，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只
能折衷选择最适合你公司，你产品研发现状的方案！

2.一个好的方案服务团队很重要！人的精力有限，术业有专攻，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整个系统级
的产品设计，所以选择方案的时候多看看其后援团队。

3.尽量去靠拢自己熟悉方案去开发产品，哦，也不要轻易尝试新的方案/器件，预研除外！现
实的产品周期和风险管控，不允许你多次试错！

4.少用未知器件，少看不要轻意去触碰那些低端低价的产品，一分钱一分货总是对的！在智能
照明领域，特别需要慎重，不要因为省掉一个LDO而毁了所有！成本固然是重要的，但也需要
看是在什么产品上，智能照明中，电源驱动是成本中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因素！

关于智能照明的电源设计，几个建议：

5.如果有的话，多和模块团队或是软件团队交流，有时很多问题，硬件上的解决要比软件上的
解决还要更困难！软硬件接口设计更需要多多配合！

3.1 技术的困境与现状



3.2 法规的困境与现状

东西不大，事不少！
认证费奇高，标准不停在变！

能怼标准吗？？？
标准是啥？？？



3.2 法规的困境与现状

欧洲ErP

加州Title24 /T20 
CEC

能源之星Energy Star

痛点之1：待机功耗



加州Title24/T20

欧洲ErP+IEC6100-3-2

痛点之2：PF/THD



痛点之3：启动时间 欧洲ErP

<0.5S启动时间成为主流



智能联网照明产品一种典型的电路构架图



1. 整个时序：AC上电，
主开关管充电，辅助
电源得到，3V3得到，
无线模组初始化，开
启PWM输出，主开关
管动作，输出电解充
电，从而LED电流缓慢
上升！
2.硬件时间比较快，上
电到3.3V建立的时间为
几十mS
3.而由于软件构架的问
题 这个时间可以通过
优化软件解决！即t_软
件时间是受软件架构
决定的！

不满足启动时间要求！>0.5S

t_软件

LED小光源，小灯具空间限制



波形图中，黄色代表3.3V，紫色代表输入电
压，绿色代表输出电流，蓝色代表IC调光
PWM脚的电压。



波形图中，黄色代表3.3V，紫色代表输入电
压，绿色代表输出电流，蓝色代表IC的调光
PWM脚的电压。



LED驱动（非光源空间限制）



耗尽型MOSFET加串联电阻作为PWM IC的启动电路是
比较简单且成本较为低廉的方法。耗尽型MOSFET Q2

的源极与电阻R2串联构成启动电路。开关电源启动时，
由于Q2处于导通状态，电流经Q2给C2充电，C2电压持
续升高，直至PWM IC开始工作。开关电源启动后，
PWM IC由附加绕组供电，由于Q2的栅-源之间的电压
VGS大于Q2的关断电压VGS(OFF)，因此Q2处于关断状态，
同时R2阻值很大，因此启动电路几乎没有功率损耗。

电路启动后，Q3导通，使得Q2

的栅极处于低电位，Q2关断，
启动电路无功率损耗。

LED驱动（非光源空间限制）



耗尽型MOS选择
1, 电压等级，小电流等级
2. 封装： SOT223, SOT23

英飞凌增强型
MOS BSS127

英飞凌耗尽
MOS BSS126

缺点：
1. 可供选择的物料太少，只有IFX/华晶等少数厂

商提供此类沟道耗尽型产品，其他非品牌厂家
的参数不明确（抄板变得不可能？）

2. 大家对其理解不充分，限制了真正应用条件

LED驱动（非光源空间限制）



信号隔离传输的要求

一般光耦传递失真表现如下，这样导致进和出二者的关系不对应，设计考虑不周人为引入了误差, 另外信号
反向也需要考虑！

当然，这虽然可
以通过软件补偿，
或是硬件施加偏
置来弥补，但增

加了设计复杂度！

一般的电源反馈中，
常用的光耦上升下
降时间在3-20uS左

右！

1. 信号传输
2. 安全要求，如UL8750



信号隔离传输的要求



光耦的开关时间/转换时间
光耦有两个参数对接口转换IC最重要：电流传输比CTR和开关时间Tr和Tf。
下图是从广泛使用的4PIN光耦数据表（如PC817之类）中获取的Tr和Tf vs.RL的典型图。
这两个参数取决于负载电阻RL。但是，尽管Tr变化不大，并且对于RL显示出几百欧姆
的合适最大值，Tf随着RL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对于大约10kΩ的RL，Tf达到约100μs。这
些时间比表4所示的接口IC产生的最小脉冲长度长得多。因此，为了获得合理的开关时
间，似乎有必要在100Ω左右提供相对较低的RL值。但值得一提的是，图中显示的开关
时间是由饱和BJT确定的（这意味着负载电阻将IC限制在比LED电流确定的值更低的
值），而非饱和BJT的开关时间可能很小，即使负载电阻更大。

信号隔离传输的要求



光耦CTR的影响分析

顾名思义，CTR只是LED正向电流IF和光电晶体管产生的集电极电流IC之间的比率，通常以百分比表示。例如，
50%的CTR意味着集电极电流为LED电流的50%或一半。CTR当然不是常数，取决于LED电流和温度，以及器
件分散性。对于许多光耦而言，额定电流为5mA时规定了CTR，但在较高电流下，CTR可能会相当高，而在低
于5mA的电流下，CTR则会非常低。由于接口芯片驱动5 mA的恒定电流，因此非常适合市场上最常见的光电耦
合器。对于给定的光电耦合器，CTR在不同的器件之间显示出很大的差异，例如，对于广泛使用的光电耦合器，
CTR在50%到600%之间变化。因此，可选择CTR变化为1:2，范围从100%到200%。

如前所述，带有光电晶体管的4PIN光电耦合器可视为电流控制电流源，接口芯片驱动5 mA的电流，导致集电极
电流（=发射极电流）在2.5 mA到30 mA之间（对于未特定选择的光电耦合器）。使用100Ω负载电阻时，输出
信号将在250 mV到3V之间变化。由此得出结论，小负载电阻有利于良好的开关行为，但会导致小输出信号，且
该信号随CTR变化过大，而不是最初要求的固定振幅。实现固定振幅的解决方案是使负载电阻足够大，使晶体
管达到饱和。饱和时通过BJT的电压降很小，且随温度变化不大，但在这种情况下开关速度很差。

信号隔离传输的要求 1. 信号传输
2. 安全要求，如UL8750



信号隔离传输的要求

太复杂了！！！



信号隔离传输的要求

高速光耦表现如何？

高速，可以满足一般的
PWM 5K-16K的调光频
率以及一定速率的信号
传递，1%的调光深度支
持！当然成本急剧上升,

大概6-10倍！
另外：温度范围有限，

一般为85度等级



3.2 法规的困境与现状： 其他



线电压，电流检测/功率测量电路
1. VIN+/VIN-/IIN+/IIN+ 的电压范围不能超过MCU的输入端口限

值，同时为了精确，其值范围需要与MCU内部ADC的增益/电
压基准进行匹配调节

2. R5/R6/R7 封装耐压需要1206 250V等级
3. 钳位TVS管 VR1 VR2 ，有必须的话还要加一级
4. R11电流采样部分，此电阻必须按最大负载(包括峰值情况下）

进行计算取得，同时必须远离其他器件，且自身温漂<50ppm，
并有较大的功率/温度裕量

采样电阻的
设计

最终选择:2W 2512, +/-50ppm, 工作范围为-
55°C至+170°C的SMD电阻，在此规格下，R11
电阻一直流过12A RMS电流时仍能稳定工作！
Layout上可以看到，此电阻周边没有敏感器件！

电量计量需求



3.3 市场的困境与现状

来源：x星曜x 公众号



来源：x星曜x 公众号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复杂，照明
中小企业仍面临市场需求不足、成本上升、
芯片以及物料短缺、应收账款回款难等问

题。



直接渠道(灯具厂家直接销售)
批发商渠道
零售渠道

不同渠道占有份额估计% 智能照明产品的进入方式

无线Wifi, BLE嵌入式智能光源占主流（可控硅调光仍占
有一定的比例存留），特别是Wifi/蓝牙的易用性(以及市
面上平台服务商，可以提供端到云的全系列服务！光

源

灯
具

和光源类类似，但一般融入了一些感应装置，如光感，
人体运动感应等等.

室内民用

专业照明

室内民用

农业，
户外照明

其他专业渠道

户外由于与3G/4G/5G的融合通讯，同时可以作为一些复
合功能（如报警检测,天眼功能…)，此时灯具不再是一个
简单的灯，而是承载了其他功能.
农业照明一般具有调试集成性，如自动调光，调光谱，
自动灌溉等智能功能.

无线Zigbee/BLE为主要，同时保留如0-
10V/DALI,PLC等传统有线控制方式

照明产品渠道：不同的价值链/应用场景

3.3 市场的困境与现状



来源：x星曜x 公众号

3.4 兵家必争，兵家各争



3.4 兵家必争，兵家各争



1.FAE, 贸易商，代工厂，经销商，现货市场
2.大公司，小公司，研发人员素质和数量都不同
3.国内器件厂家，说得好的PIN TO PIN，事实总是留下坑
4.MCU/传感器等器件的复杂性

4. 智能照明电子落地的困境
4.1  物料替代与方案可选性



4.2  产品周期迭达与平台化的困境
集成产品开发
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 简称IPD



4.2  产品周期迭达与平台化的困境

照明产品，周期短，迭代快，1周出样，
3个月MP，6个月后GEN2升级…



4.2  产品周期迭达与平台化的困境



4.2  产品周期迭达与平台化的困境

1. 结构平台化，多角度可调，结构可扩展等；
2. 产品平台化，多功率，多色温可调；
3. 软件/固件平台化，统一调光，调色频率分辨率，统一深度，并非一

成不变，可以自适应产品而进行调用
4. 电源设计平台化，并非一个IC打通关，兼容化思路；
5. PCBA的平台化，这和其他电子产品无异；
6. 认证系列化，节省成本和周期；
7. 可靠性平台化测试计划设计，节省成本和周期；



4.3  组装厂、电源厂的博弈（甲乙方）
为了降低库存数量，尽量用一款电源覆盖更
多的负载，即窗口型负载输出特性，这也是
目前LED电源厂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方式，给
下游灯具配套厂家选择性更多，也更方便。



4.3  组装厂、电源厂的博弈（甲乙方）

1. 组装灯具厂：我需要一个很宽范围的输入输出电源，0-1000A 0-
10000V输出更好 ？？？ 这样我就不需要买太多型号产品了，减少库存
SKU？

2. 组装灯具厂：你们电源厂要负责一切问题哦，EMC，浪涌，热，出
了问题你们电源厂要赔偿负责？？？

然而：成本在那里，技术也不是个忽悠，
要落地就要考虑拓扑，器件等一系问题

然而：钱有限，电源可靠性 与 灯具可
靠性又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电子总
背锅，坏了灯/灯具就是电源坏了？

3.组装灯具厂：我这个是保密的项目，我只给你参数，你照做就行了，
其他不要问题？

然而：应用场合很大程度决定了设计的
选择，安装环境，电网环境，是否有其
他后级东西导致合规性问题？

4.组装灯具厂：我量很大哦，月付90天哦… 然而：原材料涨价，我囤货，我…



5    个人一点思考



1、平台集成将是智能照明的一大发展趋势：如CHIP ---> MATTER !

5    个人一点思考

4、技术融合发展趋势，无线和有线并存，主动传感技术融合（智能传感仍是
在初级阶段，AI厂商主导较多，照明只能作为节点存在作为补充);

2、未来智能化照明将与更多的非视觉照明融合，如人本/人因，节律行为、
视觉功效、视觉生理心理研究为基础，其他如人工种/养植/UVC等…)

3、个性化照明发展趋势，高端定制，私人大数据监测，联合其他AIoT打造
个人的数据库;

5、电力电子仍然会发展缓慢，硬件层面变化不会太大，能突破的应该是SoC
或是功率器件+控制数字内核器件的二合一，即数字化电力电子技术会越来越
多用在照明电子中;

与同行共勉：鸡毛要飞上天，
首先得要有风，AI要跑，首先

得有电源（电力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