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站（2015年5月16日  深圳沙井金至尊大酒店）

惠州站（2015年5月19日  惠州三阳酒店）

扫描二维码参会

电话报名：

张先生 0755-26981898-811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00-13:30 嘉宾签到，参观企业展台

13:30-13:55 LED创新的未来路向 LUMILEDS 亚洲区市场总监 周学军

13:55-14:20 LED照明主流器件与发展趋势 鸿利光电 产品总监 王高阳

14:20-14:45 EMC封装趋势与解决方案 斯迈得 项目总监 张路华 

14:45-15:10 大功率COB高端品质也可以玩性价比 旭宇光电 技术总监 陈彦铭

15:10-15:35 白光LED荧光粉技术开发进展与趋势 有研稀土 发光事业部主任 刘荣辉博士

15:35-16:00 LED照明驱动发展新宠 中恒派威 总经理 刘海浪

16:00-16:25 驱动IC的未来：线性恒流与一体化 明微电子 市场总监 赵春波

16:25-16:50 照明产线自动化改变的不只是人工成本 炫硕光电 销售副总 杨冬

16:50-17:10 LED照明供应链的新一轮变革机会 高工LED 董事长 张小飞博士

17:10-17:45 现场互动／参观企业展台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00-13:30 嘉宾签到，参观企业展台

13:30-13:55 待定

13:55-14:20 LED照明主流器件与发展趋势 鸿利光电 产品总监 王高阳

14:20-14:45 EMC封装趋势与解决方案 斯迈得 项目总监 张路华 

14:45-15:10 LED照明驱动发展新宠 中恒派威 总经理 刘海浪

15:10-15:35 驱动IC的未来：线性恒流与一体化 明微电子 市场总监 赵春波

15:35-16:00 照明产线自动化改变的不只是人工成本 炫硕光电 销售副总 杨冬

16:00-16:25 LED照明供应链的新一轮变革机会 高工LED 董事长 张小飞博士

16:25-17:00 现场互动／参观企业展台



佛山站（2015年5月21日  佛山南海雅乐轩酒店）

中山站（2015年5月23日  中山大信皇冠假日酒店）

江门站（2015年5月26日  江门万达嘉华酒店）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00-13:30 嘉宾签到，参观企业展台

13:30-13:55 待定

13:55-14:20 LED照明主流器件与发展趋势 鸿利光电 产品总监 王高阳

14:20-14:45 EMC封装趋势与解决方案 斯迈得 项目总监 张路华 

14:45-15:10 LED照明驱动发展新宠 中恒派威 总经理 刘海浪

15:10-15:35 驱动IC的未来：线性恒流与一体化 明微电子 市场总监 赵春波

15:35-16:00 照明产线自动化改变的不只是人工成本 炫硕光电 销售副总 杨冬

16:00-16:25 LED照明供应链的新一轮变革机会 高工LED 董事长 张小飞博士

16:25-17:00 现场互动／参观企业展台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00-13:30 嘉宾签到，参观企业展台

13:30-13:55 COB的光色质量和封装技术发展趋势 中昊光电 总经理 王孟源

13:55-14:20 待定 国星光电 研发中心主任 李程博士

14:20-14:45 LED照明主流器件与发展趋势 鸿利光电 产品总监 王高阳

14:45-15:10 EMC封装趋势与解决方案 斯迈得 项目总监 张路华 

15:10-15:35 LED照明驱动发展新宠 中恒派威 总经理 刘海浪

15:35-16:00 驱动IC的未来：线性恒流与一体化 明微电子 市场总监 赵春波

16:00-16:25 照明产线自动化改变的不只是人工成本 炫硕光电 销售副总 杨冬

16:25-17:00 LED照明供应链的新一轮变革机会 高工LED 董事长 张小飞博士

17:00-17:30 现场互动／参观企业展台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00-13:30 嘉宾签到，参观企业展台

13:30-13:55
如何利用氧化锌技术
突破LED光效与专利的障碍

德力光电 营销中心总监 叶国光

13:55-14:20 江门LED照明突围路径
江门市照明电器协会会长、广明源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燕南

14:20-14:45 LED照明主流器件与发展趋势 鸿利光电 产品总监 王高阳

14:45-15:10 EMC封装趋势与解决方案 斯迈得 项目总监 张路华 

15:10-15:35 LED照明驱动发展新宠 中恒派威 总经理 刘海浪

15:35-16:00 驱动IC的未来：线性恒流与一体化 明微电子 市场总监 赵春波

16:00-16:25 照明产线自动化改变的不只是人工成本 炫硕光电 销售副总 杨冬

16:25-17:00 LED照明供应链的新一轮变革机会 高工LED 董事长 张小飞博士

17:00-17:30 现场互动／参观企业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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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聚信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力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旭宇光电有限公司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迈得光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科谷电源有限公司

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炫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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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4.21

4.28

4.23

5.12

好产品巡回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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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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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产品巡回研讨会
2015高工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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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高工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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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G



杭州
4.21

文/杭州站记者

行业迎市场变革  智能照明成热点

高工LED董事长张小飞博士做演讲

杭州迪迪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阳光照明

恒星照明

高工董事长张小飞与迪迪照明总经理林莹在交谈

好产品巡回走进阳光照明

高工董事长张小飞与迪迪照明总经理林莹在交谈

参观恒
星照明

试验车
间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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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4.21

文/杭州站记者

行业迎市场变革  智能照明成热点

高工LED董事长张小飞博士做演讲

杭州迪迪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阳光照明

恒星照明

高工董事长张小飞与迪迪照明总经理林莹在交谈

好产品巡回走进阳光照明

高工董事长张小飞与迪迪照明总经理林莹在交谈

参观恒
星照明

试验车
间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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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4.23

文/本刊记者

中游企业齐争“封”

会议现场

鸿雁电器

美科电器

走访鸿雁电器合影

走访美科电器合影

走访鸿雁现场
会议交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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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4.23

文/本刊记者

中游企业齐争“封”

会议现场

鸿雁电器

美科电器

走访鸿雁电器合影

走访美科电器合影

走访鸿雁现场
会议交流

1

2

9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G



10 G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张家港
4.25

会议现场

华灿光电

诚泰电气

与华灿光电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1

2

华兆泓

3

与诚泰电气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与华兆泓企业
领导员工合影

留念

文/本刊记者

市场增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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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
4.25

会议现场

华灿光电

诚泰电气

与华灿光电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1

2

华兆泓

3

与诚泰电气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与华兆泓企业
领导员工合影

留念

文/本刊记者

市场增速明显



上海
4.28

文/本刊记者

封装面临新一轮变革

会议现场

三思

林洋照明

莹辉照明

与上海三思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与林洋照明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与莹辉照明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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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4.28

文/本刊记者

封装面临新一轮变革

会议现场

三思

林洋照明

莹辉照明

与上海三思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与林洋照明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与莹辉照明企业领导员工合影留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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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LED行业在经历了“混乱、转

型、生存、发展”期之后，从今年开始行业已

经逐渐走向清晰，产业变得更加集中，“大者

恒大”格局越发明显。而中小企业要发展，定

制化、细分化的道路或成为重点策略。可见，

行业已经进入供应链优化整合的关键时期。

当前，国内外市场对LED供应链的理解，

已上升到全新的高度。同时市场竞争的日趋白

热化，对于LED照明企业成本控制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打造健康、可持续的供应链已经迫在

眉睫。

总的来说，如今的LED行业，技术已相对

成熟，渠道的格局已初见端倪。谁能打造成熟

的品牌，谁就能抢占市场的最高点。因此，本

次巡回除了要帮助参与的企业推广好产品，完

善供应链，更要利用该平台打造出强力的行业

品牌。

各大供应商想要打入LED照明企业的供应

链，除了要有好的产品和品牌，同时也需要良

好的交流平台。“为LED企业打造健康，可持

续的供应链，形成稳定可靠的供应体系。”作

为行业内知名的高端媒体，这也是“高工LED

好产品巡回研讨会”举办的初衷。

如今，2015年“高工LED好产品巡回研讨

会”已然启动。与以往论坛加会议的巡回方式

不同，本次会议采用“照明企业走访调研+会

议研讨对话”的形式，我们将会带领着参会的

供应商深入到当地的照明企业，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以促成更大的交易机会。同时，针对日

益兴起的电商平台，本次会议会配合线下会

议，将企业产品上线至移动B2B平台，加强线

下流量向线上转化。

赞助方面，在继去年高工LED年会采取

“众筹”模式之后，2015年高工LED好产品巡

回再次开启“众筹”模式。通过这样的方式与

赞助企业紧密合作，使之成为高工品牌会议的

合作伙伴，在最具影响力的高工LED平台上进

行更有效的品牌和业务推广。

我们将为赞助

企业提供定制化

的赞助方案

我们将根据

客户需要提供有

针对性的议题

设置

我们将提供赞

助机构与重量级嘉

宾单独会晤及论坛

发言机会 

我们将提供赞

助机构企业形象

和品牌展示及媒

体宣传机会

我们将为赞助

机构提供维护客

户关系及新业务

开发的机会
我们可以为合

作客户提供个性

化会议、活动策

划及组织

我们能
做什么

巡回赞助商报名

巡回走访企业邀请函

巡回观众邀请函

1� G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您有什
么回报

赞助方案补充：
※每家赞助商必须选择华东站或华南站全程五站赞助；

※赞助商必须在新产品及目标市场有明确的推广意向；

※赞助商必须全程配合高工LED提供完善的宣传内容；

※赞助商必须派出副总级别及以上人员参与全程活动。

名誉回报

1、作为巡回华南/华东站的全程细分领域
唯一赞助商；

2、LOGO出现在会议现场的背景板上；

3、赞助商可在自身的宣传册或网站、官
方微信使用高工LED好产品巡回赞助商的
字样作为宣传；

�、赞助商除演讲嘉宾外，另增加一个参
会名额，走访当地照明企业（每站不少于
3家照明企业）；

现场回报

1、获得25分钟的专题演讲机会
（非商业宣传，具体时间段由主办
方确认。）

2、赞助单位的宣传资料将被安排
在会议资料包/袋中（建议纸质版资
料30页以内），发放给参会代表。

3、提供现场1个展示位；

宣传回报

1、赞助商的名称或LOGO将出现在巡回
宣传册的赞助机构鸣谢页面位置。

2、巡回宣传册将出现赞助单位整版彩色
广告一页。

3、巡回期间，赞助商的广告（自行按照
要求设计）将出现在高工LED官方微信文
章植入广告位置，全程不少于30次曝光。

�、一年高工LED移动B2B平台使用权。会议资料回报

1、主办方制作2015好产品巡回宣传
册，每家赞助商�P内容介绍自己的产
品、技术、品牌以及客户案例；

2、宣传册将随《LED好产品》5月刊
寄送到LED照明企业技术总监、产品总
监、采购总监及副总。

3、获得一份高工LED2015年度供应
链巡回调研报告一份。

15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G



O2O模式寻求新发展
在照明行业，优质的供应链配套成为每个LED照明企业面临的头等大事。而洲明科技在此

方面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O2O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全新道路。

“在互联网上，公司要做时尚照明第一品牌。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用互联网的传播方

法，去快速打造一个新锐的洲明品牌。”林洺锋表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O2O模式可以有效解

决企业在拓展渠道方面以前需要高投入，长周期的问题。与此同时，线上线下资源优势可以互

补，也解决了经销商、代理商高库存的困境。

“O2O模式采用差异化的产品方案，线上线下渠道形成互补，从而整合营销现有工程渠道

商业照明产品。”林洺锋在谈到洲明的O2O模式时表示，洲明电商目前拥有优秀的运营团队和

供应链管理能力，代理商也可在线开店销售电商产品。今年，洲明希望力争拓展8000-10000个

经销网点”。 

2014年，照明环境整体环境相当严峻，“倒闭潮”、“跑路潮”屡传不止。虽然大环境并

不理想，但西顿照明销售额仍旧超过6亿，完成目标销售额的98%。同时，在供应链管理等各方

面均获得不少的提升。

“在网点建设上面，2014年，西顿新开发40多个网点，绝大部分网点数据都呈良性发展，

网点存活率高。在地产推广上面，新增了世贸、富力、龙光、融创、中南建设等全国性地产品

牌。”西顿照明常务副总经理陈实告诉记者。

在运作模式上，西顿希望改变以往的粗放式产品管理方式，将产品划分为五个产品单元，分

产品线运作模式的效果凸显。“总而言之，2015年在供应链提升以及库存控制上，西顿照明将持

续加强供应链资源的整合，把库存降低至可控范围之内，保证企业良性发展。”陈实提到。

供应链整合才是王道

洲明科技董事长  林洺锋

西顿照明常务副总经理  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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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优化促成销售增长
2014年，三雄・极光在全年新建网点及专卖店超过1600家，总体业绩保持两位的增长速

度，其中LED产品的增长率超过200%，占总收入比重的一半。凭借专业的产品、专业的销售团

队、专业的照明设计、优秀的售后服务以及成熟的操作模式，迅速占领照明市场。

同时，三雄・极光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与优质的售后服务，已连续多年登入《万科合格供

应商名录》，成为万科集团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在房地产大宗采购、集中供应方面充分发挥出

大品牌的优势。

“总体而言，三雄・极光销售的增长与我们的供应链优化密切相关。2014年，我们与

CREE、SHARP等上游LED器件供应商的战略合作深入和顺畅，这为良好的产品品质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同时，番禺、南沙、肇庆、重庆等几大生产基地的持续扩产，经过流程再造，在大

幅缩短了各个生产环节周期的同时，保障了整体供应能力。”李全提到。

供应链优化带来产品升级

“和华东区域相比，华南区域的供应链配套较为系统，我们的一些优秀供应商伙伴也多集

中在珠三角区域。”绿能照明常务副总裁罗权兴表示，华南市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也给予像

绿源这样的LED企业一个展示的平台。

“在挑选供应商伙伴上，我们会重点关注他们的专业性资质、公司的整体规划，企业领导

人的理念，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同时，在信誉问题上一定要有口皆碑。只有这样，才能构造

出企业良好的供应链系统，促生出更为多元化的产品渠道。”罗权兴提到。

据了解，绿能照明产品方向以室内应用为主，重点关注家居照明。同时，进入2015年后，

绿能会对室内LED光源系列产品进行优化升级。依托绿能照明强大的产研能力与畅通的营销渠

道，大批升级版LED产品已经投入市场，成为新一代LED排头兵。”罗权兴提到。

三雄・极光品牌管理中心经理  李全

绿能照明常务副总裁  罗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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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构建需着手于产品和渠道
做属于自己的品牌，是每个LED照明企业经营者的梦想，中之光电一直希望能凭借自己的

中游封装规模优势将宝贝光电这个品牌做起来。我认为，品牌的构建需要从产品和渠道两个方

面着手。因此，供应链资源整合已经成为LED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些事不得不做。

即使像德豪润达这种完成了从外延片到芯片、从封装到应用等完整产业链布局的LED企

业，在渠道体系建设方面也稍显薄弱，不得不利用雷士成熟的品牌及完善的营销管道来打开抢

占LED照明市场的关键通路。

在产品方面，宝贝光电长久坚定地坚守品质，并且不断地研制开发新的产品，避开价格

战，通过直接与优质供应商以合作方式达到互惠互利，彼此共赢。

在建设渠道方面，我们不随大流走大物流的形式，而是重点选择几块市场来做扁平化的渠

道模式，产品直接到达市场经销商，把因渠道缩短节省下来的市场开支转化为我们的价格优

势，让利于消费者。

就厦门地区的供应链配套水平而言，依然存在同质化竞争严重、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老

大难”现象。另外，虽然厦门地区上游外延和芯片规模较大、产能较强，但下游应用规模和水

平仍然不足，应用企业实力相对较弱，产业链生产能力不匹配，产业配套水平待完善。　

企业要想更加长久稳定，并且在整个行业市场内占有一定的份额，核心技术的掌握必不可

少，只有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创建自己特有的产品优势，并以高品

质及良好的信誉度为基础，创造企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只有拥有优质的供应链，才能成就高性能、高可靠性的产品，我们对供应商的要求是品质

第一。此外，还要看公司运营能力，以及信誉度问题，对于账期要信守承诺。我们对于供应商

的款项也从不拖欠，只有对原材料供应商准时付款，才能够形成良好的供应链系统。

选择供应商要看重信誉度

中之光电总经理  李春伟

德泓光电董事兼总裁  王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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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供应链才能保证质
经过多年的沉淀，中山LED在生产制造方面的竞争力开始逐步强劲，产业链条也较为完

整。不过，在中山LED照明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产品质量低劣、企业规模小、价格混乱等问

题也日益凸显，企业也存在自主研发能力较弱、企业品牌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目前中山地区许多LED照明企业仅关注扩大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忽视了基础研发和工

艺水平的提高，创新能力不足。

另外，在中山地区，由于核心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的薄弱，产品数据缺乏准确度和知识产

权保护，新产品一旦销路好马上就会被抄袭模仿。由此，使得新开发的LED灯具产业也被迅速

陷入劣质低价之路。

然而无论是树立品牌还是抢占市场，都需要高品质的产品作支撑，优化原材料采购通道无

疑是确保产品质量的第一步。因此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更看重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综合竞

争力。

好品质=好材料+好工艺

企业的产品质量是最终影响产品营销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做好渠道建设，不断关注和满足

客户的需求，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是赢得消费者青睐的重要支点。

评价好产品的标准，性能和品质是关键。一直以来，欧曼科技将生产全行业最稳定、最安

全、最具性价比的安全灯带作为公司研发目标，将安全作为保证产品品质第一要素，而我认

为，好的品质必须结合好的材料与工艺，要做到这一点，产业链之间的配合很重要。

LED照明企业的当务之急，就是打破在LED产业链配合方面各自为战的现状，寻找高性价

比的配件提供商，建立起全新的合作模式。

欧曼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方向会深入向市场靠拢，将继续遵循“产品研发问市场”这一持之

以恒的原则，多开发一些物美价廉的实惠型产品，以便占领二三级甚至更深的市场，夺取更多

的市场份额。

朗能电器市场总监 赖永涛

欧曼科技总经理  李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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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赵辉

2014年，中国LED行业MOCVD保有量增加至
1172台，共计净增加155台。一场有关芯片的
新战局即将打响。 点赞、评论、分享

一“码”当先

据高工LED产业研究所（GLII）最新发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LED行业总

产值达3445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LED

上游外延芯片产值达到了120亿元，同比增长

43%。

2014年，华灿光电、新纳晶、开发晶、

澳洋顺昌等芯片厂商纷纷扩增MOCVD设备，

中国LED行业MOCVD保有量增加至1172台，

同比增长15%，MOCVD共计净增155台。

时间进入到2005年，一场有关芯片的新

战局即将打响。

量能“升级”

在芯片销售持续走旺的情况下，以三安

光电、华灿光电等为首的国内LED芯片巨头

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的扩产，而且新增产能一

举超过了其本身的原有机台数。

继华灿苏州一起项目成功竣工投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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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
芯 片

期项目主要设备陆续到厂后，华灿光电也在

2014年4月份发布了三期项目扩产的公告。

三期项目拟利用厂区现有外延厂房

和芯片厂房总面积14500平方米，拟购置

MOCVD、PECVD、ICP等生产及辅助设备

589台/套(其中：进口设备466台/套，国产

设备123台/套)。项目投资总额11.84亿元，

建设期一年。项目建设后，将形成年产4英寸

LED外延片65.6万片、LED 芯片262.4亿颗

的生产能力。

“华灿会继续扩产。” 华灿光电董秘叶

爱民称，坚持以芯片为主导，继续扩产是华

灿光电仍然要做的。

而这些都只是2014年芯片扩产“风暴”

其中的一部分。

乾照光电、澳洋顺昌、新海宜、长城开

发等上市公司在2014年都公布了产能不菲的

扩产计划，并且都已经开始处于设备购买过

程中。

新产能的不断扩充释放也为芯片上市公

司2014年的业绩看上去“闪亮发光”。如华

灿光电业绩预告显示，2014年净利润急剧攀

升至8800万元-9300万元，而2013年还处于亏

损之中。

究其原因，除了市场放量，价格趋于稳

定外，产能的扩张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GLII预测，2015年中国LED芯片行业仍然

处于快速发展期，30%左右的外延芯片企业将

继续扩产，新增MOCVD数量将超过250台。

集体失“补”

“如果政府取消补贴的话，今年MOCVD

机台数可能不会再增加，或者增加数量会很

少。”有LED芯片企业的负责人在谈及近日

喧嚣的取消补贴传闻时表示。

这则传闻的源头来自于国务院下发的一

份通知。

2014年12月19日，《国务院关于清理规

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下发，《通知》要求全面清理已有的各

类税收等优惠。

上述《通知》要求：“未经国务院批

准，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对企业规定财政优

惠政策。对违法违规制定与企业及其投资者 

(或管理者)缴纳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

出优惠政策，包括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

政奖励或补贴，以代缴或给予补贴等形式减

免土地出让收入等，坚决予以取消。”

对LED行业来说，以前各地方政府位吸引

LED芯片企业落户投资，使用大量财政资金

给予补贴，以后就必须经国务院审批，审批

收紧的背后也预示着补贴有可能不复存在。

自LED产业在国内开始发展壮大，政府

补贴就一直伴随左右，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尤其是在需要大量资本支撑的上游外延

芯片领域，可以说现在国内的上千台MOCVD

机台大部分都是用政府补贴买进来的。

这种发展方式一直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不

健康的畸形发展。尤其是伴随补贴而来的非

公平、腐败、依赖症等问题更是备受诟病。

增长最快的这五年恰恰是地方政府开始

给予MOCVD巨额补贴的五年。

这新增的1000台MOCVD中绝大多数都得

到了地方政府给予的每台800万元到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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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的补贴。初略估算近MOCVD的补贴就高

达近100亿元左右。再加上政府给予的科技三

项补贴、技改资金，以及附带的照明应用市

政合同等等，总额远远超过了百亿元之巨。

有着国内LED芯片"一哥"之称的三安光

电，在过去几年中，拿到近40亿元的政府补

贴。同样的，德豪润达、澳洋顺昌等芯片企

业也都靠着巨额的政府补贴在扮靓着原本惨

不忍睹的财务报告。

“即使今年取消补贴对已经扩产或者签

订了扩产补贴合同的芯片企业来说也没什么

影响，因为地方政府必须要按合同办事，合

同规定的补贴金额还会给。”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芯片上市公司董秘认为，取消补贴对

大芯片厂反而是好事，因为小厂没有补贴的

话扩产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

这也许就是三安等大厂在2014年急于扩

产的重要原因。

格局初定

“现在芯片行业慢慢的比较清晰了，

2015、2016年的基本格局已经确定。”G20照

明峰会成员企业—同方股份（600100.SH）

副总裁王良海表示，现在不管是大型企业也

好，还是其他的主要客户也好，规模也是很

重要的因素，目前封装企业所使用的芯片，

基本上就是来自于那么几家主流芯片厂。

目前国内虽然还有一些芯片厂，主要是

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在市场上主要是采

用低价策略的。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主要的

芯片企业生存状况越来越健康。这一观点也

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共同认可。

“2014年整个芯片业务的规模超过120

亿元，尤其是上市企业的规模一大部分都会

超过10亿。”高工LED董事长张小飞博士表

示，芯片行业规模在2014年有好的增长，

大概增长了13%，产能开始释放，虽然整体

的产能发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大概是

60%。但是大企业基本上是满产的，尤其是

年终的时候。

高工LED记者从各大芯片企业了解到，包

括三安光电、同方股份、华灿光电等在内的

主流芯片企业2014年的产能利用率都在90%以

上，大部分企业都处于持续的满产状态。

而一些中小芯片企业尤其是没有上市

的，或者背后缺乏强有力的资本支持的芯

片厂即使在2014年这样的黄金期也并未多收

三五斗。

尤其是这些芯片企业由于销售压力、产

MOCVD吹响国产化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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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技术等问题在客户选择等方面不得不放下

身段，在账期、价格等条件上给予了较大的

折扣，利润情况并不乐观，坏账、呆账等情

况时有发生。

此前曝出的巨亮光电老板跑路事件中，

就有芯片企业深陷其中。

高工LED记者联系的一家芯片企业销售负

责人就表示，巨亮光电仅拖欠芯片供应商的

货款估计就高达5000万元之高，其中包括德

豪润达、湘能华磊等国内二线芯片企业都牵

扯其中。

张小飞博士认为，LED芯片领域虽然还没

有出现倒闭，但是很多企业，大概有十家左

右是处于倒闭的边缘，或者是处于植物人状

态。去年以来就传出多家中小芯片厂在寻求

谁被卖或者被兼并，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并不

乐观。

用张小飞博士的话来说，现在的设备价

格只有以前的50%。旧的设备卖起来非常的困

难，前段时间甚至有1、2折的开价，所以旧

的设备卖起来非常困难。

而且旧设备在生产效率、良率方面都存

在诸多问题，曾有芯片企业的老总笑言，

“倒贴钱给我的话，我才会考虑。”

而曾被寄予厚望的并购也由于补贴、并

购估值、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和地方保护主义

等原因几无成功案例。

“从转型升级来看，整个上游芯片要转

型我认为非常困难，难度也很大，不仅是技

术层面，而且还有资金等等。”张小飞博士

认为，现在上游企业尤其是中小芯片厂很难

融到资，因为投资方的信心已经收到了很

大的打击，当年以为投入之后产出是非常快

的，现在发现非常困难。

Aixtron MOCVD机 华灿MOCVD

细分领域
芯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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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赵辉

当前，作为LED产业链承上启下的封装行业步入
了发展的新常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
挑战成为封装行业新常态下的主要特征，同时也
面临着诸多挑战。 点赞、评论、分享

一“码”当先

国产封装“新常态”

2014年5月11日，新华社在《习近平在河

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

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

定》稿件中首次出现了“新常态”的描述。

《人民日报》在随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对

“新常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认为中

国经济必然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结

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

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

对于身处中国经济大环境下的LED封装产

业来说，转型新常态已成为未来几年发展的

重要趋势，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

战成为封装行业新常态下的主要特征。

中高速

当前，国内封装企业正面临着扩产和不

扩产的艰难绝择。

扩产面临着资金压力，又担心随着其他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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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
封 装

装大厂新增产能的不断释放，封装会再次步入

过剩期，不扩产的话，在成本规模上难以匹敌

大厂；走专业细分领域除了对小众市场未来前

景如何心里没底，技术人才也是大问题。

GLII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LED封

装行业规模达到568亿元，同比增长20%。全

年LED封装出货量增速超过70%，但是封装产

值规模增长较少，主要是因价格下快速下降

所致。GLII调研显示，2014年LED封装均价

同比降幅仍高达30%左右。

这一点从几大封装上市公司近期发布的

业绩快报也得到了证实。

在GLII白光封装排行榜中名列第一的封

装大厂——鸿利光电（300219.SZ）公布的

2014年业绩快报显示，2014年鸿利光电营收

突破1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38.38%。净利润

达到了9010.67万元。

“鸿利光电主要负责生产LED封装产

品，目前产能约1000KK-1100KK。子公

司斯迈得主要生产EMC封装产品，月产能

400-500kk。”鸿利光电董秘邓寿铁表示，

鸿利光电坚持内生成长与外延式发展并重的

思路，不断通过扩大产能，提高管理等方式

实现公司发展。

另一家名列GLII中国LED行业25强排名

第三名的国星光电（002449.SZ）2014年总营

收达到了15.43亿元，同比增长35.07%。

国星光电方面表示，2014年随着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陆续达

产，公司主要封装产品的产能得以进一步释

放，实现了销售收入较快增长。据了解国星

光电SMD LED的产能达到2000KK/月。

国星光电白光器件事业部研发部副主任

谢志国博士告诉记者，随着公司产业链整合

的规模优势不断扩大，公司白光器件的产能

在2015年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受近两年LED下游应用市场需求渐旺拉

动，LED中游封装目前处在产品需求持续高

涨的阶段。以PHILIPS LUMILEDS为代表的

国际大厂加快了在国内市场的布局，经过多

年的激烈竞争，国内LED封装市场也已相对

成熟。国星光电、鸿利光电、木林森等为代

表的第一梯队龙头企业竞争实力不断增强，

规模不断扩大。

同时，中游企业增量不增利的局面也尚

未扭转，在张小飞博士看来，封装企业未来

会向着规模化和更高性价比方向发展。“但

资本市场对封装行业普遍不看好，企业融资

难度比较。”张小飞博士认为，随着上市企

业募投项目的投产，上市企业的增长速度将

快于非上市企业。

“当前整个封装市场格局还处于变化阶

段，下游市场需求旺盛，国内封装大厂仍

在继续扩产。”G20-LED照明峰会成员企

业——晶台股份总经理龚文认为，虽然当前

LED封装行业大者恒大趋势明显，但整体市

场格局仍存在变数，未来两年内LED封装企

业间的竞逐战将会更加激烈。

新动力

国内封装企业虽然在去年取得了好收

成，在技术、规模、产品等方面都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是也面临着很多问题，企业数量

众多、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战愈演愈烈，

很多封装企业尚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企业和

产品定位。



26 G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在扩产扩大规模化的同时，各主流封装大

厂也不忘研发新产品抢占各个细分市场。晶台

股份以小间距封装器件为例，开辟了一个新的

细分领域，龚文对这一市场很有信心，在他看

来，“小间距器件国产化指日可待”。

龚文认为，今后封装企业竞争的决胜因

素将会是管理能力、成本控制以及规模和品

牌等。“国内一线企业还是规模优先，逐步

拉近与国际大厂的技术差距，尤其是在品质

方面。”在龚文看来，目前封装行业规模效

应明显，仍有很多新的细分市场等待挖掘。

在细分市场之外，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也成为封装企业增长的新动力之一。

据GLII调研显示，目前国内超过七成的

封装企业都已经不单纯只做封装，向下游应

用端延伸是主要方向。

木林森、鸿利光电、国星光电、长方照

明等一线封装大厂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涉足下

游照明应用业务，随着照明市场需求的快速

增长，这些以封装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在照明

业务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鸿利光电为例，2014年上半年财报数

据显示，鸿利光电照明业务收入占到了总营

收的27.15%，接近三成。

近两年来，鸿利光电陆续中标了珠海市路

灯改造项目、广州市中心城区和花都区的LED

路灯项目，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鸿利光电

LED汽车照明产品收入同比上升57.55%，合同

能源管理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上升100%。

封装大厂木林森近年来在照明领域大手

笔投入。有组直观数据可以看出木林森2014

年在照明市场的大举进攻：3-4月份，木林森

全国32场会议订货金额达1.82亿元；6月，全

国3000名经销商参加“森之旅”活动；9-10

月份，全国31场会议订货金额达2.01亿元；

11月份，300场片区会议正在火热进行中；木

林森与品兴建材联手打造的全中山配送已经

建立了310家经销网点、110个招牌展示、200

个试灯台、360个木林森形象灯箱。

2014年以来，木林森照明全国范围内大

规模地召开经销商大会，据木林森营销中心

总经理林纪良介绍，2014年木林森照明在广

东、山东乃至东北召开了几场全国总代会，

并在六月份召开了“森之旅”——全国核心

经销商三千人大会；紧接着是“决战金秋、

营再分销”，开了近五十场二级市场会议；

封装大厂木林森近年来在照

明领域大手笔投入。在向下

游拓展的过程中，兼并购成

为封装企业快速进入照明市

场的利器。

对于封装企业来说规模是制胜法

宝，市场永远不排斥低价格产

品，留住客户需要在产品质量上

下功夫。而封装技术则是吸引客

户，创造产品新附加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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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又在最近发起“精耕渠道、冲刺旺季”

活动，继续耕耘一、二、三级市场。

在向下游拓展的过程中，兼并购成为封

装企业快速进入照明市场的利器。

调结构

在扩产扩大规模化的同时，各主流大厂

也不忘研发新产品抢占各个细分市场，从不

同层面开始于国际大厂展开了短兵相接。

“国内各功率产品市场差异较大，不

同领域企业竞争优势也不同。”Phi l i p s 

Lumileds亚洲区市场总监周学军认为，不同

企业间针对的用户和细分市场有所差异，国

外大厂与国内封装器件企业将保持着一个竞

争与合作共存的状态。

周学军表示，长远来看，国内器件企业

的品质会得到提升，但是国外企业的创新能

力相对要强，双方各有优势。

受产品技术的影响，国内市场小功率封装

产品技术差异最小，目前是国内最成熟的品

类。由于具备价格上的优势，在产品品质要求

不高的情况下，优势明显。中功率产品技术差

异化相对小功率要大一点，但是差距在进一步

缩小。大功率产品技术要求高，目前产品差异

化最大，也最能体现出产品技术优势。创新驱

动，调整产品结构被国内封装企业视为未来

几年可以与国际大厂抗衡的重要基因。

实际上，随着国内封装企业的技术进

步，产品研发实力不断增强，国产器件的质

量显著提高，下游应用厂家也更接受高性价

比的国产器件，尤其是在中低端器件市场，

已经基本被国产器件占据。

但中低端领域，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

战激烈，对封装企业的毛利率影响极大。专

注细分市场、专注技术升级就成为封装企业

提高利润的重要武器。晶台股份以小间距封

装器件为例，开辟了一个新的细分领域，龚

文对这一市场很有信心，在他看来，“小间

距器件国产化指日可待。”

“封装实际是对材料、对上游产品、

对下游技术的高度整合，是承上启下的桥

梁。”鸿利光电总经理雷利宁认为，对于封

装企业来说规模是制胜法宝，市场永远不排

斥低价格产品，留住客户需要在产品质量上

下功夫。而封装技术则是吸引客户，创造产

品新附加值的关键，重要度可见一斑。

“国星光电会继续推动明星产品2835系

列的提升，并依托这个平台延伸开发更多高

端或高性价比的产品，如覆盖0.1-2W全功

率段，不同压降的小高压系列、高显指高R9

系列、1.5-3SDCM高光色一致性系列等” 

谢志国博士表示，2015年国星光电白光器件

的发力方向则是市场上比较通用的EMC和

COB，继续坚持技术创新，继续提供新的封

装技术和产品，为一些需要比较特殊的应用

的LED客户提供器件产品以及更好的服务，

满足快速发展的LED市场的需求。

随着技术的进步，倒装、无封装等各种

技术路线和封装形式层出不穷。对此，周学

军表示，封装形式在未来还会有很多的类型

出现，一是提高性能、保持性能；其次是怎

么进一步降低成本。

由此可见，多元化的变革已经成为封装

最重要的驱动力。

细分领域
封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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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文昭

面对市场的腥风血雨，封装企业如何摆脱困
境，熬过寒冬并存活下来，成为当前各大封装
企业亟需破解的一道难题。

点赞、评论、分享
一“码”当先

LED封装“突围”战

近年来，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LED封装

器件制造中心，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LED看中国”。高工产研LED研究所(GLII)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LED总产值达3445亿

元，同比增长31%。其中，LED封装行业规模

产值568亿元，同比增长20%，全年LED封装

出货量增速超过70%。

但同时，毛利率过低、增量不增利、经

营成本增加等问题是LED封装行业不可回避

的问题，GLII调研数据也显示，2014年LED

封装产品均价同比降幅高达30%。

从宏观上看，目前不仅是LED行业的

“冬天”，而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冬天”。

在世界经济寒流的侵袭下，对于海外市场日

益依赖的国内LED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而

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的封装企业而言更甚。

多重压力

作为产业链的中游环节，封装企业往往需

要承受来自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的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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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Cree、Osram、飞利浦、日本丰田合

成、日亚等上游外延芯片企业逐步将产品线

延伸到封装环节，企图抢攻LED照明市场这块

大饼；另一方面，新进入者不断增加，国内封

装产品普遍同质化，封装器件毛利润不断被

侵噬。加之LED下游应用市场的疲弱和出口遇

冷，众多封装企业陷入亏损的境地。

面对市场的腥风血雨，企业如何摆脱

困境，熬过春天到来之前的寒冬并存活下

来，成为当前各大封装企业亟需破解的一

道难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

亡。”处于夹缝中的中游封装企业该如何突

围？

《易经》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久，即事物处于穷尽局面则必须变革，变革

后才会通达，通达才能长久。面对着生存压

力的骤增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封装企业应以

积极的心态努力寻找突围之术，否则只能坐

以待毙。而在具体如何突围上，各有各的策

略和方针。　

从GLII发布的“中国LED照明白光封

装”、“COB封装企业排名”前10的企业来

看，以国星光电为代表的封装企业选择了向

上游外延芯片领域延伸；以木林森股份为代

表的封装企业选择了向下游应用领域延伸；

以晶台光电为代表的封装企业选择了专注于

封装。

Philips Lumileds亚洲区市场总监周学

军认为，国内封装企业要摆脱当前困境，可

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加强现代化管

理，严控制造环节和生产环节，降低生产总

成本；二是借助LED政策春风，加强产品研

发，在封装技术和材料上不断创新；三是进

行上下游合作整合，如进军LED照明领域。

目前LED封装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偏

小，据GLI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封装企业数

量为1600家，预计2015年将减少至1300家。

正如高工产研CEO张小飞此前所说，国内

LED行业正处于变革时期，2015年将是决定

企业生死的一年，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决定

了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企业出局。

“LED封装企业，真的需要有居安思危

Philips Lumileds亚洲区市场总监周学军认为，国内

封装企业要摆脱当前困境，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一是加强现代化管理，严控制造环节和生产环节，降低

生产总成本；二是借助LED政策春风，加强产品研发，

在封装技术和材料上不断创新；三是进行上下游合作整

合，如进军LED照明领域。

细分领域
封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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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态。你一定要有一种心态，你要多做一

点点。往上多走一点点，往下多走一点点，

让芯片厂安安心心的做芯片，所有的解决方

案，我们来做，让应用厂家，简简单单的去

使用，不要让它有太多的后顾之忧。那封装

企业的日子才能好过，才能真正的生存下

去。”晶台股份董事长龚文如是说道。

总体而言，在封装行业发展到如今，多

元化的产业链需求使单体封装企业无法满足

市场上所有的订单，作为封装企业只有做好

市场定位，才能提高自身产品的市场认可

度，最大化凸显企业的竞争力。

“市场可以看成是一个金字塔，分为

上、中、下三层。上层可以看成高端市场量

小，利润高，市场准入门槛高。中层可以

看成中端市场，量适中，客户有一定的个性

化需求，对产品比较挑剔，下层可以看成是

低端市场，量大价低，走的是薄利多销的道

路。”光脉科技总经理叶光凯认为，企业自

身条件不同，市场策略也应有所不同，要知

道自己能干什么，该干什么。

优化产品线是关键

通常来说，国内芯片厂商与封装厂商是

分开的。上游只专注于芯片，中游的只专注

于封装，这样中间就存在一些隔阂。晶瑞光

电总经理周智明表示，要打破应用瓶颈，不

是其中的一、两道工序控制的问题，而是需

要上中下游做好配合，优化整个产品线才是

关键。

而在木林森照明事业部总经理林纪良看

来，用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某个或某几个细分

领域更有利于LED封装企业发展，木林森针

对不同的客户群体和市场进行差异化布局，

有利于整个集团公司在细分领域中树立起领

先优势，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应如此。

对此，龚文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中小

企业发展战略要清晰，市场目标要准确定位

细分的市场，特别是大企业不太关注的细分

市场，这或许是中小企业的突破口。其次，

企业管理是必修课，要向管理要利润。

“随着LED市场渗透率的不断提升，规

模效益逐步凸显，LED产品价格也将继续走

用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某个或某

几个细分领域更有利于LED封

装企业发展，木林森针对不同

的客户群体和市场进行差异化

布局，有利于整个集团公司在

细分领域中树立起领先优势。

随着LED市场渗透率的不断提

升，规模效益逐步凸显，LED

产品价格也将继续走低。这将导

致竞争加剧，产业内的整合和并

购在所难免，缺少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将面临生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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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导之”，新形势带来的将是营销和管理

模式的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和细分市场将

会异军突起，但“大者恒大”的发展趋势将

不会改变。

从产品层面来看，LED封装技术的发

展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是直插式的

（LAMP），一般做指示灯用；第二是小功

率的贴片系列（SMD）；第三是近两年热门

的COB系列；第四是芯片级封装系列。

2010年的时候，大功率或是市场主流，

2013年，普遍说SMD是主流，而到了2014年，

COB无疑是现在市场上主流的封装形式。

GILL数据显示，2014年封装产品比例中SMD

占比70%、COB/集成占比22%、直插8%、倒

装0%。当前产品种类虽多，但有一点得到了

业内人士的共识，那就是LED封装的未来趋势

一定是体积越来越小，光效越来越高。

如何辨别、选择、参与这一系列让人眼

花缭乱的封装技术，是每个LED封装企业亟

需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企业有清晰的公司定

位和产品定位，像有的企业在公司定位上选

择专注封装，有的选择向上下游延伸，形成

产业链联动。在产品定位上，从去年开始领

域细分的趋势渐现雏形，已有封装企业开始

侧重于将贴片做到极致，也有企业侧重于做

好COB，更有看好倒装未来前景花大力投入

其中的。

简而言之，不管未来如何变化，LED封

装企业如何去制定生产发展的策略，其根本

在于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选择最擅长的领

域，做具有自己特色的重点产品，这才是未

来LED封装企业生存之道。

张小飞博士指出，最佳并购时机只剩

下1-2年，封装行业的小企业越来越

难做，大企业则将继续推进重组。行

业完成洗牌后，最终会留下规模企

业，“大者恒大、强者恒强”的局面

会更加明显。

低。”国星光电董事、总经理王森告诉《高

工LED》记者，这将导致竞争加剧，产业内

的整合和并购在所难免，缺少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将面临生产的困境。

GLII通过调研也发现，2014年产值上亿

元的中大封装企业扩产比重占据了60%以上。

并预计到2015年，中国LED封装规模超10亿

企业将超过10家，未来三年企业并购的速度

会加快。

同时，张小飞博士指出，最佳并购时机

只剩下1-2年，封装行业的小企业越来越难

做，大企业则将继续推进重组。行业完成洗

牌后，最终会留下规模企业，“大者恒大、

强者恒强”的局面会更加明显。

处于变革中的LED行业，相信在2015年的

发展会更加多元化。所谓“善战者，因其势

细分领域
封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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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罗生花

无论智能照明市场接受度是否成熟，但立于互联网丛林，通过智能
照明来“炒热场子”，一朝显露身手，立即让行业甚至对手侧目，
这或许是目前众多致力于智能照明企业的真实心愿。

新战争：智能照明跑马圈地

假如说2014年4月份飞利浦推出hue系列

仅仅是引起照明企业的一番“围观”，那么

一年时间后，国内众多照明企业已经开始自

己尝试研推出自己的“hue”产品,并希望通

过与移动互联平台的合作来圈占属于自己的

势力范围。

物联网时代下的智能照明

2014年初，大众对于智能照明的概念还

停留在一个wifi或者蓝牙等控制器上，而进入

2015年，这种观念已经有所改变。

“所谓智能家居，家居产品已经不是一

个孤立的存在，照明当然也是如此。”高工

LED 董事长张小飞博士解释道。

当处于无人情况下，灯具会自动伪装成

有人的状态；而当报警器发出警报时，将向

用户手机发送紧急信息，并打开逃生通道的

照明灯具。这是此前国外某照明企业新发布

的一款智能照明产品。

而智能照明灯具连着空调，电视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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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
智能照明

冰箱，这并非不可能。

“和现在的智能家居相比，几年前那一

轮概念热炒只能叫局域网，影响力不出屋。

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即联网，社交网络

和他人随时随地互动，物联网随时随地和

一切互动，小到灯泡、水杯，大到汽车、住

宅。”洛可可工业设计总监田浩说。

此前飞利浦、GE、欧司朗、科锐等国际照

明巨头在智能照明领域均推出了自己的产品。

以飞利浦为例，在2014年拿下iF大奖的飞利浦

hue，其可连结网路与智慧型手机APP的LED

灯，改变了灯泡只有照明的功能，让不少人眼

前一亮，预示着智能照明时代的到来。

GE、欧司朗、科锐等巨头针对应用产

品乃至控制系统等领域推出了自己的智能产

品。如GELinkLED灯泡与LightGridTM无线

控制技术LED路灯照明解决方案；欧司朗的

LIGHTIFY，智能控制系统不仅能调节灯具

光色，甚至能够防止盗贼入侵；科锐更是投

入发展SmartCast无线控制平台。

在国内，雷士、欧普、木林森、阳光、

鸿雁、亚明、锐高、莹辉、洲明、科锐、特

优仕、立达信等均在智能照明领域或投身其

中、开拓布局，或摩拳擦掌、蓄势待发。

照企牵手互联网

近期，飞利浦照明、阳光照明、鸿雁电

器等在照明市场拥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照明

企业纷纷宣布加入小米、京东等互联网型孵

化器，希望通过对平台的合理利用来发力智

能照明。

今年2月份，阳光、亚明、飞利浦、木林

森等13家企业与小米签订共建智能照明联合

声明，这些照明企业今年将在其智能灯泡中

广泛应用小米的智能模块，通过与小米的合

作，共同推进智能照明在家庭的落地。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智能平台。

实际上，这并不是照明企业第一次联合

飞利浦hue改变了灯泡只有
照明的功能，预示着智能照
明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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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平台。从2014年以来，构建自己的智能

互联平台已经成为了飞利浦的标签，并已形

成了一个覆盖家居、商照、道路工程等一个

完整系统的智能照明体系。

而国内照明企业也没有缺席。2014年6月

份，阳光照明联合联想、美的等家电品牌宣

布进入“京东云”大平台，但是还只是一个

谨慎的尝试，那时候照明企业间还没有形成

一个有效地融合。

为什么照明企业都加入智能家居的平

台？洛可可工业设计总监田浩向高工LED记

者解释，客户是企业争夺的焦点，而智能照

明眼下的应用还呈现碎片化的状况，在此情

况下，牵手拥有强大粉丝群的互联平台就成

为了必然。

而照明企业加入互联平台也离不开孵化

器型巨头的牵引。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中

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到近1400亿元，这

是巨头无法忽视的市场。

互联网围猎智能平台

针对小米牵手13家照明企业之前前，外

界纷纷传小米将推出其自有品牌的LED球泡

灯产品。

对自有产品与平台二者的关系，小米

生态链Yeelight智能灯创始人姜兆宁表示，

Yeelight将在智能灯领域协助这些企业做好产

品，使其能在传统制造基础上能将产品快速

接入互联网。后期，Yeelight也将介入到小米

智能照明协议制定及基础架构支持工作中。

智能家居照明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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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牵手13家照明企业并非仅仅是

一个试水。早在2013年年底，小米就已经开

始布局智能硬件生态圈，过去一年，通过投

资控股的方式联合不少智能硬件公司推出产

品。不过，小米的圈地运动是封闭的，在京

东阿里等全开放平台冲击下，开始露出一丝

疲态。

3月18日京东宣布，未来三年将会为上百

家企业提供孵化服务，将会联合30家核心智

能硬件企业，帮助其获得新一轮孵化融资。

直接推出了京东创业生态圈概念，上线股权

众筹平台，成立京东创业基金，高调笼络创

业者，刘强东亲任京东众创学院校长，明确

表示重点项目在智能硬件。

3月24日百度上线智能硬件电商平台百度

未来商店，首期推出包括Atsmart微插座、丁

盯智能门磁、yeelight blue 智能灯在内的等

近百款智能硬件产品。

3月27日，阿里智能云智慧照明战略合

作，阿里想依靠其云服务与大数据的先天优

势（阿里云），立足智能家居至高点，并以

互联网领导者的身份形成阿里的智能家居生

态圈。他们将为照明企业提供技术及服务支

持。

同时，阿里巴巴将集团旗下天猫、阿里

智能云、淘宝众筹三个部门进行整合，成立

了阿里巴巴智能生活事业部，重点在于智能

硬件的孵化和入口的布局。

互联网积极介入智能照明，而对于LED

行业人士来说，随着互联网企业如潮水般涌

入，除了力争上游积极加入其中，企业自身

也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

平台之争

智能照明作为智能家电的一部分终于也

成了互联网+的一部分，可照明厂商不想为他

人做嫁衣。

在今年一月份的CES2015展会上，高通与

LIFX合作推出了AllJoyn智能照明平台，使得

家庭中的照明系统直接连接到家庭Wi-Fi网

络中，实现智能操控。

灯具制造商可以通过集成LCM照明联网

模块将产品转变为智能灯具，而首次进入该

领域的制造商则可以采用完整的LED灯具设

计解决方案。据介绍，采用LCM照明联网模

块的灯具不仅能够通过智能手机操控，还能

与家中其他支持AllJoyn的设备进行通讯。

而国内的勤上光电今日也宣布将建立主

打大数据概念的智慧照明产品，名为“小

明”的智慧灯不仅仅包含一盏灯具，而是由

手机客户端、云平台、私有云、灯具四大部

分组成。

“勤上这个‘小明’绝对不是简单的照

明+监控，其最大的卖点在他强大的后台运算

和大数据，这是其他公司没有的优势。”勤

上光电某负责人表示。 

对此照明企业争做平台的行为，田浩解

释，“目前国内还没有明确的老大级别的平台出

现，照明企业有一个整体的布局方案，所以他

们想要创建由自身主导的平台也无可厚非。”

跨界年代，互联网影响力早已无孔不

入。阳光照明身后有京东与小米，飞利浦与

小米还在磨合期，而高通干脆自己做平台。

市场还远远没到站队的时候，可圈地运动已

经开始。

细分领域
智能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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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周健华

随着LED照明技术的不断发展，LED智能照明也有正加速成为
企业争夺之概念营销的势头，但要真正走向大众终端，前提是仍
需要跨过技术、用户、市场这三道坎。

智能照明：企业忙  市场寒  推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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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借势“智能照明”

“定位是不错，但相对繁复的智能系

统，我还是看重地段、质量和价格。”在

中山某以智慧家居示范社区为卖点的大型

楼盘，不少消费者感到新鲜，但真正将这个

“主题”列入要素的却寥寥无几。

“这毕竟是新兴的项目，舍得为此花钱

的客户很少。照明更是家居和楼宇系统的

很小部分，不要说普通消费者，就算是我

们这个以此为主题的规模小区也不会过于

关注。”面对记者的关于智能照明系统的提

问，该楼盘营销负责人坦承：就光智能体验

方面，他自己也觉得用手机或者开关记忆分

段控制，有点复杂，甚至还比单纯调光的

“傻瓜”操控更麻烦。

智能系统概念在越来越多的楼盘宣传推

广中得到体现。据工信部统计，截至2014

年，已经4个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

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总

计311个城市已提出建设智慧城市，预计

“十二五”期间总投资或将超越1.6万亿元，

其中家居领域将超过千亿元。

可以说，智慧城市的开展将给房地产行

业带来了硕大的开展空间。而这也是房地产

公司纷纷开始涉足“智能家居”行业的一个

原因。

业内人士认为：除了抢夺这部分市场之

外，改变用户观念，让智能家居生活真正地

融入到生活中也是房地产企业，在“智能家

居”行业发展进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智能“战场”争夺战打响

作为家居建材行业中最具科技含量的门

类，随着LED技术的发展，照明一直是智能

家居的“先行者”。未来，灯光将不止限于

照明，更可用来传递信息和数据，通过最新

研发的智能互联照明系统，用可见光作为媒

介，建立彼此联系，消费者主也可以根据自

己的偏好，为工作和生活的环节设置个性化

的灯光，甚至还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

2014年是“智能照明”推广的元年，

2015年必将有更多企业加入，想必业内人士

品牌：小米
品名：Yeelight LED多彩智能灯泡  
型号：Yeelight Blue II
类型：LED智能情景照明灯泡
颜色：银色
亮度：500流明
色彩：RGB，白光（1700K-6500K）
功率：6W，待机功率<0.3 W
寿命：20000小时以上 
通信方式：蓝牙�.0/Bluetooth SMART

细分领域
智能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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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说法很多并不陌生，可尽管如此，智能

照明在很多消费者乃至专业人士印象中依然

只是以一个概念的形态存在。

“或许目前智能照明还没有真正融入到

人们的家居生活中，但不可否认，该领域已

经成为国内实力照明企业、互联网公司、以

及房地产商等几股力量争夺的‘焦点’。”

佛山南海一位照明上市公司负责人表示。

踏入2015年，包括飞利浦照明、木林森

照明、阳光照明、欧普照明等13家照明行业

企业与小米签署联合声明，抱团进军智能照

明领域，在这些企业中广泛应用小米智能模

块，共同推进智能照明在终端家庭的落地。

照明企业有智能灯的技术，但是在终端

家居的渠道、宣传等环节比较薄弱，而且普

遍规模较小。例如目前国内知名度较大的飞

利浦、雷士、欧普等照明品牌，其单个年销

售额还没有突破百亿元人民币的，市场占有

率也没有超过5%的。

对于小米而言，虽然已经自有Yeelight智

能灯，但必须以电商模式整合行业获取定价

权，最大范围推动小米智能家居系统落地。

看似相得益彰的事情，但实际操作和效果还

有待验证。

记者通过走访梳理智能照明历史发现：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智能照明系统厂商

就已经在中国投资建厂。受市场的消费意

识、市场环境、产品价格、推广力度等各方

面的影响，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态势。

近些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特

深圳观澜格兰云天酒店LED智能灯光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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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地产行业的高歌猛进，国内智能照明行

业迅速发展，各类智能照明产品纷纷面市，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智能照明市场规模从

2005年的不到50亿元成长到2013年的近200亿

元人民币。

“现在关键是让消费者体验到便捷的智

能照明系统，还要让其明白可以让普通家庭

比原先节省20-40%的电费，这对许多家庭无

疑来说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广明源照

明董事长洪燕南表示。

他认为，智能照明不仅让生活变得丰

富，还能最大限度节约能源，从而做到整体

平衡，但前期教育的周期和成本不小，“更

不是某家或者少数企业振臂一呼就能大举实

现的”。

系统“碎片化”是智能照明最大拦路虎

“智能照明我们最近也在筹划，但是不

会期望在两年以内会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

毕竟这里面涉及的多个领域的技术，整个互

连互通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阳光照明总经

理官勇在最近的“高工LED大会”上坦言，

智能照明目前仍然处于布局阶段，市场化推

广面临适应性不强、行业标准缺失、市场定

位模糊等挑战。

物联网的连接标准不少于五种：WIFI、

Z-wave、Zigbee、蓝牙、Thread。这就意味

着，消费者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和

产品，必须要考虑连接性，否则就必须借助

体验不那么好的第三方Hub，或是在手机上

安装多个APP。

然而，不同品牌的设备都拥有自己的

APP，设备之间不能建立通信关系，需要在

不同APP之间进行切换，无法实现智能家居

设备的一键控制，这在实质上就降低了用户

体验。

“在最初连接设备时，至少要花费一天

的时间来调节WIFI网络、Hub，逐个连接所

有的智能器材，并进行调试，直至全部正常

工作。要知道，仅仅是灯饰和灯泡就多达20

个，每个都需要单独设置，十分繁琐。”某

装修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从最初的号召建立统一标准，到2014年

的智能家居平台，再到不久前的智能通用模

块，业内解决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实际问

题并没有得到“根治”，碎片化仍是智能照

明乃至智能家居的最大问题。

另外，凯西欧照明总经理吴育林认为，

智能照明在国内至今没有清晰的行业标准和

研究成果，而企业推广智能照明也还没有准

确的市场定位。“一些企业推智能照明多是

一种噱头，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产品的大卖

点。”

智能照明能节省20%-�0%
的电费，但前期推广的周期
和成本大。

现在关键是让消费者体验到便捷

的智能照明系统，还要让其明

白可以让普通家庭比原先节省

20-40%的电费，这对许多家

庭无疑来说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

力。但前期教育的周期和成本不

小，不是某家或者少数企业振臂

一呼就能大举实现的。

广明源照明董事长

洪燕南

细分领域
智能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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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LED产业研究所(GLII)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LED芯片行业

市场规模达到120亿元（不含港澳台地区），同比增长43%。其中，国内

芯片厂商规模突破100亿元，台湾芯片厂商规模20亿元。2014年，国产

LED芯片产值规模与台湾（含大陆工厂）持平。

全年芯片行业增长超预期，究其主要原因，一、技术水平提高，光

效提升，同面积外延片切割芯片数量增加；二、蓝绿光芯片的PSS衬底

使用率从七成提高到九成以上；三、MOCVD总开机率和总产能利用率

快速提升；四、国内芯片客户接受度提升，国内芯片替代进口，国产芯

片市场需求增长迅速。

2014年，本土LED芯片企业竞争激烈，投产扩建频繁。三安光电仍

稳居行业龙头地位，同方和德豪产能不断释放，产量得到提升，华灿光

电犹如一匹黑马，营收规模飞速增长。

□文/高工产研LED研究所（GGII）

�0 G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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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范围说明：

企业范围：选取本土LED芯片企业作为排名对象。

数据范围：选取企业营收规模、技术实力、发展潜力作为评价标准。

得分说明：总分100分，其中营收规模占40分，技术实力占30分，发展潜力30分。其中，规模得分依据为企业营收规模；

                  技术得分依据为客户评价及企业专利数；潜力得分依据为企业规模增长率并结合规模得分与技术得分最终打出。

备       注：因部分企业不愿透露营收等相关数据或不愿进入排名，本次排名未将其纳入其中。

数据来源：高工LED产业研究所（GGII）

排名 企业名称 规模得分 技术得分 潜力得分 综合得分 排名变化

1 三安光电 40.0 29.8 27.8 97.6 →

2 同方光电 27.0 27.5 27.3 81.8 →

3 华灿光电 26.5 27.5 27.1 81.1 ↑2

4 德豪润达 27.5 25.2 26.8 79.5 →

5 乾照光电 24.5 25.6 24.5 74.6 ↓2

6 圆融光电 24.8 23.9 21.6 70.3 新晋企业

7 聚灿光电 24.5 22.6 21.3 68.4 新晋企业

8 华磊光电 24.4 21.6 19.9 65.9 ↓2

9 浪潮华光 24.0 21.0 18.2 63.1 →

10 中科半导体 24.3 20.3 17.3 61.9 新晋企业

   三安光电
三安光电总得分97.6分，排名第一。三

安光电是目前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全

色系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外延及芯片产业化

生产基地，公司LED主要产品涵盖蓝宝石、

外延芯片、封装器件、照明应用，产业化基

地分布在厦门、天津、芜湖、淮南、泉州等

多个地区。

三安光电目前成功申请并获得600余项国

内外发明专利及专有技术。在收购美国流明

公司、携手首尔半导体公司后，三安以领先

技术和海外企业成熟的销售体系为依托，迅

速打开海外市场，并逐渐成长为具有综合竞

争实力的国际品牌供应商和。

2014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34.8亿

元，同比增长32.3%，预计全年公司总收入将

接近50亿元。GLII认为，三安光电是国内产

业链布局最为齐全的LED企业，其芯片以高

性价比在国内市场具备较高的生产竞争力，

未来其市场份额将会进一步提高。

   同方光电
同方光电总得分81.8分，排名第二。清

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600100.SH）成立于

1997年，2008年正式进入LED产业，目前初

步形成从材料、外延芯片、芯片、封装、光

学设计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公司已布

局北京、江苏、广州、浙江四大生产基地。

�1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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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外延芯片方面，公司依托清华大学

的科研实力并结合中科院、部分台湾地区研

发团队，成功掌握了芯片的关键技术，并申

请国内外专利近百个。公司中小尺寸芯片现

已被各大封装厂家认可，目前其芯片产值规

模仅次于三安。

2014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63.46

亿元，同比增长2.87%，全年公司LED业务营

收有望超过15亿元，其中LED芯片业务收入

将超过9亿元。GLII认为，同方股份涉及业务

领域较多，LED业务收入占比不足10%，成长

空间较大。

    华灿光电
华灿光电总得分81.1分，排名第三。华

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300323.SZ）成立于

2005年，是国内领先的LED芯片供应商。公

司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以GaN基蓝、绿

光系列产品为主的LED外延材料与芯片。

2014年，公司的重大研发项目取得不

断进展，倒装芯片“燿”系列，高压芯片

“熠”系列和背光芯片“灿”系列的开发成

果显著，得到客户的充分认可。前三季度，

公司实现营收5.2亿元，同比增长153%。GLII

调研显示，截止2014年底，公司MOCVD设备

100台左右，公司产能达到45万片/月。

   德豪润达
德豪润达总得分79.5分，排名第四。广

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002005.SZ）

成立于1996年，2009年通过收购广东健隆达

的LED资产进入LED产业。目前公司已完成

了全国范围的产业布局，形成了具有上游外

延片、芯片，中游封装，下游照明、显示

屏、背光等应用的一体化产业格局。

德豪润达旗下全资及控股企业共计30余

家，员工20000余人，拥有八大研发与制造基

地，分别分布在珠海、深圳、中山、惠州、

芜湖、扬州、蚌埠、大连。公司专利持有量

达到1300余项。

受益于LED芯片和应用业务快速发展，德

豪润达LED业务营收占比已超过公司总收入

的50%。2014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22.7

亿元，同比增长16.7%，预计全年公司营收超

过30亿元。GLII认为，2014年公司LED芯片

业务收入实现成倍增长，市占率得到提升。

   乾照光电
乾照光电总得分74.6分，排名第五。厦

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300102.SZ）成立

于2006年，主营红、黄、橙四元系LED外延

片、芯片以及高性能砷化镓太阳电池，是本

土芯片企业中红黄光芯片规模最大的企业。

公司芯片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厦门和扬州。

2014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3.26亿

元，同比减少3.21%。GLII调研显示，2014

年公司机台没有增加。受显示屏市场需求乏

力影响，公司营收规模增长缓慢。不过凭借

公司深厚的红黄光芯片技术沉淀及其规模优

势，公司仍稳居国内红黄光芯片市场第一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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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融光电
圆融光电总得分70.3分，排名第六。圆

融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底，

注册资金2.29亿人民币，是国内专业从事全

色系发光二极管外延片、芯片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产业。

GLII调研显示，2014年，公司未新增设

备，不过，因产能利用率提升，公司外延片

月产量提升至20万片左右，公司营收实现快

速增长。

   聚灿光电
聚灿光电总得分68.4分，排名第七。聚

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注

册资本1.72亿元，公司主要从事超高亮度

LED外延片、芯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

务，公司产品主要用于通用照明、背光源和

景观照明等领域。

GLII调研显示，2014年聚灿光电未新增

设备，不过，受益产能利用率大幅提升，全

年公司收入实现高速增长。

   华磊光电
华磊光电总得分65.9分，排名第八。湘

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

由湖南省煤业集团等公司控股，属国有控股

公司，注册资本3.7亿元，公司目前主营蓝、

绿光外延片和白光芯片，芯片产品以中小功

率为主。

目前，公司已形成了年产GaN基蓝绿光

外延120万片，芯片110万片，灯具220万盏的

生产能力。

GLII调研显示，2014年，公司没有新增

设备，但公司设备开机率和产能利用率得到

快速提升。

   浪潮华光
浪潮华光总得分63.1分，排名第九。山

东浪潮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

年，是国内最早引进MOCVD设备的企业之

一，由山东浪潮集团控股。目前公司主营蓝

光、红黄光芯片和LD芯片，以及激光器产品

和LED照明产品。

公司现拥有两个外延芯片生产基地，分

别在潍坊和济南。其中，公司激光器产品销

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国内第一。GLII调研显

示，2014年公司MOCVD机台数暂未增加，目

前芯片月产能超过10万片。

      中科半导体
中科半导体总得分61.9分，排名第十。

扬州中科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

年，注册资本3.38亿元，由中国中材集团控

股，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所共同出资组建。从事LED高端外延片、

芯片和照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GLII调研显示，2014年中科半导体未新

增设备，全年产能利用率提升至90%左右，整

体营收实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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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产研LED研究所（GGII）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LED室内照明产值规模

1082亿，同比增长72.8%。GGII认为，近三年是LED室内照明市场发展的黄金时间，是

LED室内照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快速成长期。

GGII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LED室内照明出口市场领先企业偶有更替，不断

有新企业窜上排名榜。GGII细查发现，这些企业无不是因为以下两点得到迅速壮大：一

是企业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二是企业市场选取正确。因此也有部分企业因主要出口市场

需求疲软而出现销售停滞不前甚至下滑，从而跌落下排行榜的神坛。

高工产研LED研究所（GGII）通过对国内LED室内照明企业的长期跟踪，从公司总营

收规模、出口规模以及发展潜力三个方面评出2015年中国LED室内照明出口10强企业。

从排行榜中企业的归属地来看可以发现，2015年中国LED室内照明出口10强企业中，

福建厦门的企业有4家，浙江的企业也有4家，深圳和惠州的企业各有一家。

�� G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文/高工产研LED研究所（G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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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范围说明：

企业范围：选取在中国大陆生产的本土企业，以外资（含港

澳台资）及合资为主的企业不在研究范围内。

产品范围：选取LED室内照明产品，户外照明产品和景观照

明等产品不在本次研究范围。

备注：因部分企业不愿透露销售数据或不愿进入排名，本次

排名未将其纳入其中。

数据来源：高工LED产业研究所（GGII）

排名 企业名称 排名变化

1 厦门立达信 ↑3

2 浙江阳光照明 →

3 惠州元晖光电 ↓2

4 浙江横店得邦 新晋企业

5 浙江生辉照明 ↑1

6 厦门海莱照明 新晋企业

7 浙江美科电器 新晋企业

8 深圳裕富照明 ↓4

9 厦门通士达 新晋企业

10 厦门星际电器 新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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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门

立
达

信1
立达信绿色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公司主营电子节能

灯，LED灯具等产品，立达信、海德信和立莱为旗下三大自主照明品

牌。公司LED照明产品主要以室内照明为主，其中以LED球泡灯居多。

GGII调研显示，立达信LED球泡灯出货量较大，每月平均出货量超

过1000万只，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地区，2014年公司亚太地区销售额得

到迅速增长。

GGII认为，近几年，厦门立达信LED照明产品出口额逐年翻倍增

长，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LED照明产品代工厂。

浙
江

阳
光

照
明2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261.SH）成立于1975

年，前身为上虞灯泡厂，是国内老牌照明企业，目前主营荧光灯、LED

照明、电子节能灯和特种照明产品。公司于2011年开始逐步将业务重

心转向LED照明，目前LED照明产品主要为LED球泡灯、日光灯管、射

灯、筒灯等。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节能灯制造企业之一，是国内传统照明向LED照明

转型的代表企业。2014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达到24.14亿元，其中

LED照明营收占比超过40%，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到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GGII认为，阳光照明海内外渠道优势都非常明显，在LED照明市场上

具备较大的竞争优势，公司已跻身为中国LED照明市场的龙头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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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州

元
晖

光
电3

惠州元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前身是原华刚光电LED

应用产品事业部，目前主营LED室内照明以及灯带、汽车照明等产品。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LED照明生产商之一，旗下品牌“奥的亮”在海外市

场极具口碑影响力。

2014年，元晖光电业绩稳步增长，全年营收近10亿元，公司产品80%

出口到海外市场，产品以灯管和筒灯为主，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日本。

GGII认为，元晖光电在生产线方面采用最先进的数字化生产和自动

化流程系统，在管理方面也参考国际大厂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现代化企业

管理方法，再加上公司现代化、人性化的产业园，公司已成为中国现代

化生产企业的标榜之一。

浙
江

横
店

得
邦4

浙江横店集团得邦照明有限公司隶属于横店集团，主营电子节能

灯、LED灯泡和LED室内应用产品、照明电子产品、户外照明灯具四大

类绿色照明产品，是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

公司具备年产3亿只电子节能灯、1500万套LED 照明产品、1200万

只照明电子产品、100万套户外灯具的生产能力。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到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GGII认为，公司业务结构快速转型，依托公司庞

大的客户资源，未来公司LED照明业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公司在中国

LED照明市场必将长期保持领先地位。

浙
江

生
辉

照
明5

浙江生辉照明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浙江生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旗下子公司，主营传统照明和LED照明。目前公司在浙江桐乡、浙

江嘉兴和广东中山拥有三个研发和制造基地，并在北京、上海、深圳建

立了研发中心。

公司拥有国内自主品牌SENGLED生迪，经过多年的耕耘，公司已经

建成了覆盖全球，全方位、多渠道的营销布局。公司在美国和德国均设

立销售服务公司，目前产品已远销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市场布局

于美国和欧洲。GGII调研显示，公司目前海外营收占比在九成左右，是

中国大陆LED室内照明出口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厦
门

海
莱

照
明6

厦门海莱照明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成立

至今公司一直致力于光源产品技术研发工作。公司LED室内照明产品以

球泡灯和射灯为主，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日本

等地。

GGII调研显示，公司近两年产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LED照明产品

比重不断加大，出口额逐年快速增长，2014年公司出口额增长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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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美
科

电
器7

浙江美科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底，是一家专门从事LED照明

灯具生产的新兴企业，经过短短几年的经营与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领

先的LED室内照明出口企业。

GGII调研显示，公司产品主要以LED球泡灯、蜡烛灯为主，产品主

要出口到德国、荷兰、波兰等地。

深
圳

裕
富

照
明8

深圳市裕富照明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起初以生产、销售传统照

明产品为主。2009年前后，公司转型做LED照明，目前公司LED业务已

占据90%以上，公司产品以射灯、LED球泡灯、天花灯等为主，主要销

往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

GGII认为，公司主要给海外企业做代工，缺乏自身核心竞争力，在

传统照明企业迅速转型时期，公司业绩受到一定影响。

厦
门

通
士

达9
厦门通士达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3亿元，是厦门轻工集

团下属企业。公司主营电光源产品和照明电器。旗下有厦门通士达照明

有限公司、厦门通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厦门通士达新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通士达营销有限公司。

GGII调研显示，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合作，目前出口产

品主要以代工GE产品为主，公司出口产品80%以上出口到美国。此外，

公司在国内大多省市设立有专卖店或办事处，国内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销

售渠道网络。

厦
门

星
际

电
器10 厦门星际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1100万元，主营紧

凑型荧光灯、LED灯和光源驱动。公司LED室内照明产品以LED球泡灯

和蜡烛灯为主，产品主要销往西班牙、乌克兰、澳大利亚和俄罗斯。

GGII调研显示，公司近两年转型LED照明，2014年LED室内照明产

品出口额同比翻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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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光电：进击的封装航母

□文/本刊记者 罗生花

作为国内白光LED器件的领导者，鸿利光电的盈利能力让业内同行望尘
莫及，同时资本化的运作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封装航母地位。

鸿利光电（股票代码：300219）——中国白光LED器件领军者。公司采用先进的LED自动

化生产设备，生产中、高档COB、HIGH POWER LEDs、SMD LEDs等优质器件。鸿利

光电LED器件在显指、光效、稳定性等方面的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是国内率先通过美国

环保总署（EPA）认可的第三方IES LM-80测试的LED封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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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鸿利光电披露2014年度业绩快

报，公司2014年营业收入达10.18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38.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9010.67万元，同比增长47.62%。

“2014年我们收获颇丰，不仅超额完成业

绩目标，而且投资10.9亿建设江西南昌LED产

业基地，另外今年我们还多了斯迈得、良友五

金、鑫诠光电几位兄弟姐妹。”鸿利光电董事

长李国平在公司2014年年会上说道。

为打造国内封装航母这一战略目标，鸿利

光电以内生式成长与外延式发展并重的举措为

战略基础，通过资本的扩张来扩大企业规模并

提升自身产能。“两手抓”的策略也为鸿利光

电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白光领跑

以高工产研LED研究所发布的排行榜为

例，在近几年的十大白光封装企业排行榜

中，鸿利光电一直以其营收规模、技术实力

以及发展潜力位列榜首。目前，鸿利光电封

装产能约1500KK。

除了营业规模表现亮眼，在技术层面，

鸿利光电是国内首家通过LM-80测试的LED

封装企业，而在产品创新上，鸿利光电一直

走在前列。今年，在中小功率器件上，鸿利

光电超高性价比2835将重磅出击，预计达到

1000KK的单品产能。

此外，PPA-PCT-EMC系列，功率覆盖

0.2-2W。在大功率产品系列规划上，2015年

COB封装产品将提升20%亮度，推出LM和LT

系列的升级版，提高产品性价比竞争力。另

外在汽车照明、紫外LED产品系列、CSP各

式机种的开发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2014年公司LED封装产品的毛利率相对

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幅度波动。未来LED产

品的价格将主要受LED的技术进步、产业规模

扩大、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针对产品毛利

率，鸿利光电总经理雷利宁这样提到。

产能扩张

随着LED行业“微利时代”早已经到

来。在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企业要想获

得利润空间进一步扩大，通过规模化生产方

式来降低生产成本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

2014年8月16日上午，鸿利光电与南昌市

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总投资预计约

10-15亿元在南昌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园

区内投资建设产业园区。

据了解，项目一期建设10万平方，预

计建设周期为15个月，现处于规划设计阶

段。项目完全达产后，LED器件年产能约为

16,200KK，LED应用年产能约为9000万PCS

（以LED球泡灯为代表测算产能），合计年

均产值15.84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2014年10月份，为强化自身

优势，鸿利光电斥资1.7亿元现金收购具有

EMC封装生产能力的深圳市斯迈得100%股

权，正式入主斯迈得。斯迈得是大功率器件

的佼佼者，具有广泛的客户群体，经营效益

超过同行，二者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

“自2011年上市以来，鸿利一直积极寻

找机会，通过外延式收购，整合行业内及产

业链上下游的优质公司。”雷利宁表示，公

司会利用好资本市场这个平台，进行一系列

的并购战略，加快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实

现，所以未来这种收购行为还将继续。

企业专访
Brand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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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旭宇光电有限

公司专业从事LED光

源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服务。公司拥有

6项实用型专利，具

备11年LED工程专

业研发和高效制造团

队。从研发到生产均

按照ISO9001体系进

行管理，性能稳定、

质量可靠。优势产品

包括SMD 5730、

1-3W LED灯珠、

5-200W集成及红、

绿、蓝、黄、RGB、

COB等大功率LED

光源等。

旭
宇
光
电
：

将
简
单
做
到
极
致

□

文/

本
刊
记
者 

徐
超
鹏

“

《
周
易
》
有
句
话
，‘

自

强
不
息
，
厚
德
载
物’

，
旭

宇
的
研
发
灵
感
都
来
自
于
周

易
，
将
核
心
产
品
的
价
值
发

挥
到
最
大
优
势
，
将
优
势
的

东
西
放
大
，
将
简
单
做
到
极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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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旭宇光电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同年11月，旭宇光电在前海股权交

易中心正式挂牌，走出了迈向资本市场第一

步；2014年，荣获行业奥斯卡——高工LED

金球奖；2015年1月入选中国粤商新锐100

研究计划，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为旭宇光电

授牌。

阳光的心态

众多接踵而至的荣誉，旭宇光电总经理

林金填均笑称，这一切其实都源自于他们每

个人的阳光心态。

“‘旭宇’代表早上升起的太阳，能够

照亮整个宇宙，象征着黑暗必将过去，光明

总会到来。我们培养团队，就是要告诉他

们，无论竞争怎样激烈，我们都要保持阳光

心态，”林金填告诉记者。基于这种阳光的

心态，旭宇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所贯彻的理

念不仅仅做的是一个产品，而是带着使命感

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旭宇在选材环节会选用最好的材

料，为客户负责。记者了解到，旭宇的材

料大多都来自于世界500强企业。在林金填

看来，来自大厂的材料会拥有一个较为成

熟的测试老化流程，性能稳定且可靠。而

旭宇相信，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产品，才会

成就高品质。

同时，旭宇的阳光心态还表现在不拖欠

供应商的货款。林金填表示，只有对原材料

供应商准时付款，才能够形成良好的供应链

系统。因为资金就像血脉一样，你给予供应

商最大的便利，也肯定会得到供应商最大的

支持，提供给你最好的东西。

简单的极致

今年2月份，在旭宇5周年庆典上，特地

从台湾奔赴过来的晶元光电(EPISTAR)协理

张中星为旭宇颁发了“战略合作伙伴”的荣

誉奖杯，旭宇光电也因此成为晶元光电在中

国第一个授牌的战略合作伙伴。

“我们是大功率封装的象征性企业，所

以我们选择精工于大功率领域的晶元，我们

协同合作共同研发，能够有效降低新兴市场

下的投资风险。”林金填提到。

什么是好公司，什么是坏公司？林金填

总喜欢进行这样的比较。在他的看来，好公

司代表目标和价值，团队之间保持良好的氛

围，与客户及供应商实现共同成长，持续且

长期的经营，给社会创造价值。

“就像华为任正非说的一句话：以客户为

中心，开放合作实现共赢。我们没把股东的利

益做到最大化，而是将客户的建设看为最主要

的东西。客户在成长，他们快速占领市场，会

产生更多的订单量，同时我们也会吸引更多新

的客户进来，大家共同成长。”林金填表示。

因此，在新的商业模式化下，旭宇光电

未来将以巩固老客户为主，以最好的品质、

最好的价格支持一起同甘共苦的优秀客户，

优化客户结构，让合作客户快速占领市场。

“只有梳理清楚客群关系，将简单的产品做

到极致，才有可能放大你的优势，成为市场

冠军”。林金填表示。

企业专访
Brand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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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昊光电成立于2008年，短短几年时间内，公司在高端商业照明领域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获得各项专利

多达40余项，在国际上率先通过了高功率COB的LM-80认证，产品获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认可。

中昊光电：COB的“好光、好色”

□文/本刊记者 甘勤

中昊光电一直将健康、舒适的理念灌输于自己的产品中，“好光，好色”
便是今年中昊光电产品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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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14年，中昊光电在LED芯片

和COB封装产品方面均喜获丰收，除深耕商

业照明领域外，在细分市场也提交了不错的

成绩单。”中昊光电总经理王孟源表示，在

2014年底公司增资扩产，新增了一些细分产

品的生产线，预计2015年中昊的产能将比去

年提升近5倍，业绩提升三倍以上。

高品质COB领导者

“中昊光电除了在佛山总部拥有一支优

秀的COB和应用解决方案的研发团队外，在

广州大学城与中山大学的联合实验室还有一

支专注上游外延芯片和COB的研发团队。”

王孟源表示，两个团队所掌握的核心能力覆

盖上中下游，使得中昊的科研成果更贴近应

用需求。

此前，散热问题一直是COB封装最为关

注的问题。王孟源表示，“相比传统分立式

光源器件，COB光源散热性能更优异。从目

前的封装形态来看，相同热流密度的封装器

件中，COB封装算是热通道最短，导热最迅

速的一种形态”。

“中昊光电COB通过基板热沉降及热电

分离技术，通过科学线路设计，更好地提升

了光源热传导性能。”王孟源称，与同行产

品相比，中昊光电同等功率产品可使用更小

面积的散热体，提高了单个COB功率密度，

从而更有利于灯具厂家进行灯体结构和光学

设计。

除了研发与制造，中昊光电还为客户提

供产品性能检测的增值服务，公司依托佛山

市中山大学研究院的研发检测平台，迅速判

断基于COB光源的整灯系统设计是否合理，

为客户和中昊自身进行产品结构优化或迅速

推向市场提供了有力保障。

“好光、好色”

相比传统的分立式光源，COB能有效地

解决出光不均匀，显色性低，色温一致性差

和色空间分布不均匀等光质量问题。随着消

费者对于光品质要求的提高，无疑让COB的

应用优势更加明显。

“为人类实现节能、健康、舒适的照明

环境而不懈努力”是中昊光电的使命。“好

光，好色”便是今年中昊光电产品的核心价

值观。所谓好光，就是突出COB产品健康舒

适；好色，即利用自有产品技术，在色偏好

等应用领域提升COB的产品优势。

王孟源介绍，公司COB产品光色接近

黑体轨迹自然舒适，所谓“黑体轨迹”是

人眼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能感知到不同色温

时的最佳颜色标准轨迹，是人眼最能适应

的白光范围。

为了使光源更自然，中昊光电通过多芯

片补偿法解决光效与显指、光效与光衰之间

的矛盾。王孟源表示，普通面光源通过蓝光

芯片加YAG荧光粉的方式，这种方式会导致

部分光谱缺失，显色指数只能做到60-70。而

中昊光电高显色面光源通过多芯片补偿法，

可以使蓝光强度被抑制，红色光谱得到补偿

获得阳光般的色彩，使光谱更连续，显色指

数Ra>90。

企业专访
Brand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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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谷电源：高品质电源倡导者

□文/本刊记者 熊宇衡

在李锦红看来，随着驱动电源利润率不断下降，行业龙头越来越强大，
小企业想要发展要么有创新，要么有特色，否则只能面临消亡。

广东科谷集LED电源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公司研发生产的LED 驱动电源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符合国际、国内技术要求。同时，还具有工作稳定、可靠性高、多功能保护、

美观实用等特点，并获得UL、TUV、SAA、CQC、CE、SEMKO、RoHs 等国内外权威机

构认证证书，处于行业领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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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LED行业已进入到移动互联的时

代。而这个时代的市场格局，已由之前的金

字塔形式变成了伞状的网点形式，企业与客

户之前的沟通方式也由之前的自上而下或自

下而上变成了点对点的沟通。

业内普遍认为，身处在这个信息化高度

发达的时期，只有产品品质领先才是王道，

而成本控制以及完善的供应链对于企业的竞

争能力，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高端品质倡导者

“从2015年开始，LED行业将越来越集

中，就如同十几年前家电行业一样，开始时

大堆品牌百花齐放，最后只剩下海尔、美

的、格力三大家。”科谷电源总经理李锦红

表示，随着LED行业趋于成熟，LED电源领

域最终存活下来的企业也将不会超过三家。

李锦红认为，竞争激烈，混乱无序是当

下LED所处的环境，而只有讲标准、讲创

新，讲技术才能树立行业品牌。未来的竞争

不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而是整个产业链的

竞争，所以一定要选好客户，找好供应商。

“我们在产品生产中，尤其注重优化自身

供应链，我们只选择国内一线品牌及国外品

牌的产品配套。”李锦红表示，另外在产能方

面，科谷电源引进全自动化生产线，电源日产

能达到6万只。李锦红还提到，一直以来科谷

电源在认证方面都走在行业的前面，2009年公

司完成了全线CQC认证， 2014年公司又成为

中国第一家CCC认证的LED电源企业。

“七字准则”

科谷电源成立6年来，沉淀了科谷独特的

文化和优势，“专注、精准、可靠、快”是

科谷电源始终秉承的“7字准则”。6年来，

公司通过顶层设计、材料把关、工艺优化，

将简单可靠的电源提供给客户。在质量、售

后、供应等环节快速立项，为客户解决实际

难题。

李锦红提到，科谷人正是坚持上述“7字

准则”，通过内部的优化、外部的整合，因

此即使是在2014年这样的红海市场中，科谷

电源的销售额还是保持了35%的增长。“这离

不开科谷人的努力，更离不开供应商的大力

支持”。

“接下来的2015年，LED行业形式将更加

严峻，LED驱动电源企业将面临着更残酷的

考验，未来我们将发挥自身优势，携手我们

的供应商‘共担责任、共享成果’，实现长

远发展及共赢。”李锦红表示。

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2015年科谷电源

将对成本做出优化，推出精益制造系统，打

造出良性、共赢的生产平台，用高品质产

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2015年我

们会将常规产品和标准电源再降价10%甚至

15%，让利给我们核心客户和战略客户。”李

锦红提到。

2015年，科谷电源的重心是推出常规

化、标准化的电源，并布局高端市场。在李

锦红看来，不注重品质以及不规范的企业，

终将被市场淘汰。

企业专访
Brand Interview



56 G2015高工LED好产品巡回

杭州中恒派威在LED

领域致力于提供LED

户外高品质电源、智

能 电 源 、 可 调 光 电

源 、 恒 功 率 电 源 等

产 品 及 其 系 统 综 合

解 决 方 案 。 公 司 率

先通过了产品3C认

证、ISO9001:2008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I S O 1 4 0 0 1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OHSAS18001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先后获得浙江省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百强企业、浙

江省著名商标等荣誉

称号。

中
恒
派
威
：

产
能
跃
上
新
台
阶

□

文/

本
刊
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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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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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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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数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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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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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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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及
综
合
解
决
方
案
的
电
源

企
业
。
从
技
术
到
研
发
、
生

产
、
品
质
控
制
、
物
料
平
台

等
都
有
严
格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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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杭州中恒电气(SZ.002364)为进军

LED驱动电源行业而投资的子公司，中恒派

威电源专业致力于解决大功率LED驱动电源

及电源系统性解决方案的专业制造商。

从2012年到2013年末，在总经理叶建波

的带领下，中恒派威从国内LED驱动电源领

域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国内大功率LED驱

动电源行业的佼佼者。而到了2014年，其取

得的成绩则尤为显著。

加大投入  产能提升

随着LED驱动电源市场需求的扩大，LED

驱动电源企业扩产、并购的步伐也在加快，

再加上国家相关部门颁布LED驱动电源强制

3C认证时间表等一系列行业利好因素驱动，

国内LED电源领域格局也将会经历新一轮洗

牌、重构，中恒派威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为了缓解公司目前订单和交付压力，中

恒派威董事会披露，公司将再增资四千万

元投入LED大功率驱动，用于打造6条高标

准LED大功率电源专用生产作业线，项目于

2014年11月底全部搭建完成。

该项目建成后，公司整体产能可提升至

200万只/年。届时，中恒派威将形成年产值

约6-10亿元的生产能力。将为其中的高端目

标客户群体，提供最稳定、最可靠的高性能

驱动电源。

“此次扩产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恒派威

的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恒派威总经理叶

建波表示。

另外，为真正做到电源高可靠性高稳定

性，公司花巨资组建了1300多名的工程师研

发团队，3700余万的高标准实验室，搭建多

个高标准电源研发中心。另外在北京、上海

和杭州等城市设有研发中心，深圳研发中心

也即将启用。

高瞻远瞩  推三大产品系列 

作为LED产业链发展的保障，LED电源的

品质直接制约了LED产品的可靠性，驱动电

路整体寿命偏低、电流不稳定一直是制约国

内LED驱动电源的技术难点。

“目前行业中电源有千分之五的产品瑕疵

率，而且很多电源企业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个比

例。随着光衰等技术难题的有效控制，50%以

上的灯具问题都是来源于电源问题，由此可以

看出电源品质的重要性。”叶建波认为。

中恒派威是国内少数几家掌握全数字化

电源核心技术、提供成套电源系统产品及综

合解决方案的电源企业。作为高压直流电源

的代表性企业，中恒派威从技术到研发、生

产、品质控制、物料平台等方面都有严格的

要求。

中恒派威依赖二十余年搭建的成熟物料

采购平台，在交期和品质以及价格上以确保

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生产过程中，派威的每一个产品都

有专门的仪器对应的治具和夹具，通过13道

的监测，以确保其100%的合格率，将各个有

隐患的环节点，尽可能控制在检验点，提高

产品的直通率。”叶建波强调。

叶建波表示，为了符合市场发展需求，

公司研发生产出单路恒流驱动电源、智能物

联网驱动解决方案、高压直流HVDC驱动解

决方案等多系列产品，并获得市场的关注。

企业专访
Brand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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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稀土：高性价比荧光粉提供商

□文/本刊记者 甘勤

LED荧光粉的技术创新一直“在路上”，有研稀土利用自身强大的技术
开发实力，不断提升光色品质，并具备高性能低成本的荧光粉，助力半
导体照明产业健康发展。

有研稀土专业从事稀土及其相关材料的研究、开发与生产，拥有从稀土矿山到稀土功能材料的完整

产业链，产品通过了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各类稀土产品

总生产能力超过10000吨/年，产品60%以上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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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访
Brand Interview

随着LED照明在通用照明领域渗透加速，

带动整个LED照明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应用特性不断涌现，LED荧光粉的技术创新

远未结束。通过荧光粉技术创新，提高LED封

装器件光效、改善光色品质、降低封装成本是

LED荧光粉技术发展的永恒主题。

高效趋球状红粉

“发射波长小于630nm的氮化物红粉形貌

差（稳定性差）、荧光粉颗粒分布离散是影

响LED封装产品性能及良率的关键因素。”

有研稀土发光事业部主任刘荣辉表示，改善

氮化物红粉的现状，对于封装行业的意义是

非常巨大的。

有研稀土经过技术攻关，在业内率先推

出趋球状氮化物红粉，使得光效和稳定性大

幅度改善，并优化荧光粉颗粒分布离散度，

并成功开发了高光效、高流动性、优良温度

特性的含Ga铝酸盐绿粉。两者匹配组合可以

满足显色指数80-95封装产品的应用需要，并

可显著提升LED封装产品的落Bin率，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

有研稀土推出的趋球状HR-01～3系列氮

化物红色荧光粉，荧光粉整体形貌趋球形，

菱角圆润化，相比常规形貌荧光粉，趋球化

荧光粉具有光效高、稳定性好的特点，在封

装胶特别是低流动性封装硅胶中易分散等优

良特性。

与此同时，有研稀土还实现了氮化物荧

光粉颗粒的均匀性分布，如HR-01，其离散

度（D90-D10/D50）小于0.9，相比现有同

类商用红粉离散度（1.2~1.6）大幅改善，可

显著提升LED封装产品的落Bin集中率和封装

良率。

此外，有研稀土趋球化氮化物红粉表面结

晶性好、缺陷少，具有更佳的温度特性，更适

合高功率封装和应用于更宽的温度范围，如在

COB和灯丝灯领域内应用效果更佳。

高可靠性Ga绿粉

目前Ga-YAG绿粉凭借亮度不断提升、且

原材料成本低等优势，将逐步替代Lu-YAG

绿粉。但在功率型LED照明领域，Lu-YAG

绿粉的可靠性仍优于Ga-YAG，因此如何提

高Ga-YAG绿粉的可靠性，是加速推广Ga-

YAG绿粉的应用、降低封装成本的关键。

经 过 技 术 创 新 ， 有 研 稀 土 推 出

GG-34～39系列高光效、高流动性Ga-YAG

产品，其温度特性显著改善。其中有研稀土

GG-38H绿粉在200℃时光衰仅为5%，而市售

Ga-YAG荧光粉光衰一般约为15%，其温度

特性可比肩Lu-YAG。此外，有研稀土显著

改善了Ga-YAG粉体流动性不佳问题，有利

于粉体在硅胶中的均匀化分布和提升封装器

良率。

上述有研最新的GG系列绿粉和HR系

列红粉搭配组合，根据显指Ra和R9的不

同要求，可以进行自由组合，以其中的

2700K-80Ra方案为例，可以实现Ra值从

80~84，R9值从2~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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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炫硕光电专注于集LED行业自动化设备开发设计、生产及销售。公司主营业务包括

SMD-LED全自动分光机、SMD-LED全自动编带机、LED全自动贴片机、COB全自动分

光机及LED灯具智能化成套生产设备等高科技 产品。公司陆续成立了“智能化成套装备事业

部”及“自动化事业部”，年产值已达数亿元，取得相关专利50余项。

炫硕光电：繁华落尽做自己

□文/本刊记者 文昭

炫硕光电的发展战略定位于深耕细分领域，通过走访大量的终端客
户，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以保证自己的身边产品均满足于客户的实
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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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对市场持乐观态度，年初

已经陆续接到了封装大厂的订单，目前正在

加班加点赶交期。”炫硕光电董事长赵玉涛

告诉《高工LED》记者，当前，中游封装企

业处于一个夹心层状态，受到上下游的挤

压，生存压力尤其明显。中小企业想要存活

下去，首先必须充分认识自己，客观判断，

才能精准定位。

品质服务是王道

“品质和服务是企业突围的王道。”赵

玉涛如是说。炫硕光电的发展战略定位于深

耕细分领域，通过走访大量的终端客户，及

时掌握第一手信息，生产的产品均来自客户

的实际需求。

赵玉涛举例到，当前中国LED企业十分关

注如何降低成本，于是炫硕光电投入三年研

发，量产了一款LED专业的贴片机，非常适用

于国内做封装和应用的企业，大大简化了封

装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最大程度节约了成

本，受到了客户的广泛关注，市场潜力巨大。

对于当前产品价格下滑明显，企业毛利

润降低，赵玉涛认为价格下降是市场发展的

必然规律。只有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

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炫硕光

电通过不断引进高精尖人才，实现技术创

新，为研发和生产一流的LED自动化设备提

供技术支撑。

2014年，可谓是炫硕光电的丰收年，实

现销售额超2亿元。赵玉涛提到：“2014年规

模产值比2013年增涨了50%，2015年我们的目

标是产值要在2014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未来格局大者恒大

据赵玉涛介绍，目前国内以封装为主体

的上市公司70%都是炫硕光电的客户，公司产

品以其卓越的性价比，依次叩开了海内外各

大LED封装名企的大门，包括台厂亿光、韩

国LG、昆山琉明、天津三星都在陆续采购公

司的设备。

“未来封装行业肯定是一个大者恒大，

强者恒强的格局，少部分人笑，大部分人

哭，市场量还是会保持一个复合增长。”谈

及行业现状，赵玉涛指出，中国是LED制造

和消费的大国，国内市场也能够支持你做

大、做强，现在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都有

自身的亮点及核心技术。

其次，大陆的LED发展还是相对滞后于

海外，炫硕光电一直有和韩资企业进行技术

上的交流合作，简单来说，就是整合海外资

源，服务于中国市场。

赵玉涛还提到，市场需求日渐加大，很

多企业发展都受制于生产效率无法提高，对

自动化设备的需求会逐渐增大。自动化生产

线可以代替人工，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提

高产品的一次性通过率，有效降低企业的综

合成本。因此，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将是未

来LED封装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动化这一块我们研发了几款产品，

属行业内首创，比如LED灯丝灯全自动测试

和包装一体机，这个概念就是炫硕首先提出

来的。包括我们COB分光机和贴片机，功能

都比较齐全。”赵玉涛向记者介绍，通过两

年多的培育，新产品已经悉数量产，高稳定

性、高效率明显优于目前国内同类产品。

企业专访
Brand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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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

年10月，是一家专业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委托加工

及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位于国家级高新技术

区—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公司成立以来，专注于电源管理、LED照明以及

LED显示驱动芯片的研发。凝聚了一支朝气蓬勃，积

极向上，勇于创新的研发和管理团队，其工程技术人

员大多在集成电路行业拥有十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目前公司拥有一个市级工程技术中心，一个省级

产学研基地和一个国家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引进了

先进的芯片设计前端分析设备EMMI，X-Ray，LC 

液晶热点侦测，FIB 聚焦离子，Probe，ESD-TEST

等研发设备；目前，已拥有了一百五十多项专利。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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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X512AP-N

SM2211E

SM7313

SM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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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该芯片用于并联灯具，具有单独的写码端口，可使所有并联的灯点一次性自动串接写码，每个并联芯片是独立

的，某一个灯点故障不影响其他灯点使用，解决了串联芯片应用中单个灯点故障，影响后续灯点全部不亮灯的问

题，减少了维护成本，并联应用是未来景观装饰照明的趋势。

市场定位：

中高端景观装饰照明

应用领域：

室内 LED装饰照明、建筑 LED 外观/情景照明、点光源、洗墙灯、

窗帘屏、穿孔字、护栏管等

性能参数：

※输入电压：5V-24V

※信号级联方式：并联

※通道数：3

※PFM灰度等级：256级

※信号传输协议：兼容并扩展国际通用DMX512(1990)信号协议

※信号传输速率：250kbps-750kbps

※端口耐压：26V

※输出电流：默认输出19mA,最大恒流输出60mA

※保护功能：热拔插，防电源、地反接功能

※封装形式：SOP16、ESOP8

景观装饰并联应用——DMX512AP-N

实物图

分段开关调光、调色线性LED驱动方案——SM2211E

功能：

可使用此电源与LED灯搭配，从而实现3段开关调光、调色功能，根据环境的不同改变色温及亮度变化，进而达

到智能照明的效果。

特色：

开关分段调光、开关分段调色、可实现无频闪，或高PF方案

适用范围：

家居照明、室内照明等

性能参数：

※去电源化方案

※高集成度

※效率：η＞88%@230V

※启动时间：0.5S@230V

※认证：CE、CCC

※应用范围：筒灯、吸顶灯、LED 台灯等

※尺寸：φ48

实物图

有电解、无频闪

无电解、高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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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此电源可以取代有塑件的E14、E27的灯丝灯方案及一体化方案，进而实现高集成度、低成本功能，使外表更为

美观。

特色：

低成本、高效率、装备简单

适用范围：

E14、E27等灯丝灯方案、一体化电源方案及其它小体积LED

照明方案

性能参数：

※恒流精度：＜±3%

※小体积

※保护种类：开路/短路

※效率：η＞90%@230V

※启动时间：0.5S@230V

※认证：CE、CCC

※尺寸：φ20@灯丝灯（如图1）  φ37@一体化（如图2）

低成本、小体积LED恒流驱动芯片——SM7313

实物图

高PF、低THD、无频闪、隔离式驱动芯片—SM7650

功能：

用户可使用此电源与LED灯珠搭配使用，从而实现无频闪，达到健康照明的效果。

特色：

高PF、低THD—PF＞0.9；THD＜10%，无频闪

适用范围：

中高端商照、投光灯、隧道灯、面板灯、防水电源等

性能参数：

※PF值：PF＞0.95

※THD值：THD＜10%

※主动式PFC

※保护种类：开路/短路

※效率：η＞88%@230V

※认证：CE、CCC、UL

实物图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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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Features）：

・高亮度、长寿命

・芯片百分百测试分选

・波长与光强良好的一致性

德力光电 1016B

尺寸

光罩尺寸 254um*406

芯片厚度 110±10 um

P电极直径 75 um±5 um

N电极直径 72 um±5 um

材料结构

衬底材料 蓝宝石 sapphire

外延结构 GaN/InGaN

P电极 金合金/Au Alloy

N电极 金合金/Au Alloy

光电性能

发光强度 @60mA 64-100mW

主波长 @60mA 445-465nm

正向电压 @60mA 2.8-3.6

主流封装形式：

2835 5730

应用市场：

球泡灯 日光灯

产品特点（Features）：

・高亮度、长寿命

・芯片百分百测试分选

・波长与光强良好的一致性

COB封装芯片173�A

主流封装形式：

COB 仿流明

应用市场：

轨道灯 射 灯

尺寸

光罩尺寸 420um*853

芯片厚度 120±10 um

P电极直径 80 um±5 um

N电极直径 80 um±5 um

材料结构

衬底材料 蓝宝石 sapphire

外延结构 GaN/InGaN

P电极 金合金/Au Alloy

N电极 金合金/Au Alloy

光电性能

发光强度 @150mA 200-240mW

主波长 @150mA 445-465nm

正向电压 @150mA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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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系列 XY-01

COB系列 XY-02 COB系列 XY-03

EMC  3030系列

集成模组光源系列

SMD5730 SMD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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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旭宇光电有限公司坐落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阳光工业园，是一家

专业从事LED光源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国家认证的高新科技企业，拥有6项实用

型专利，具备11年的LED工程专业研发和高效制造团队。

我司工厂内配备了大功率和SMD双10万级无尘净化生产车间，引进了世界先进的

全自动化生产设备（ASM等），从研发到生产过程均按照ISO9001体系进行管理，产

品全通过严格的电性能测试，保证所有出厂产品性能稳定、质量可靠。

我司的优势产品包括SMD 5730、1-3W LED灯珠、5-200W集成及红、绿、蓝、

黄、RGB、COB等大功率LED光源，广泛应用于LED射灯、球泡灯、天花灯、吸顶

灯、面板灯、汽车灯、工矿灯、路灯、舞台灯、信号灯等照明领域。

公司简介

图中左起第二位为旭宇光电总经理 林金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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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

旭宇光电COB系列光源光电性能及稳定性表现与市场同类光源相比处于领先地位。该系列产品可实现CRI：

70-90Ra，光效：100-130Lm/W，可靠性方面通过高低温冲击、高温高湿环境测试、电冲击试验、高压测试等

试验验证。同时该系列光源具有发光均匀、色坐标漂移小、热量分布均匀、散热性能良好等优点。

产品参数：

老化效果：

随机抽取10WCOB暖白光源18PCS，分三组测试每组6PCS。测试条件分别为常温、环境温度60℃、环境温度

80℃，老化6000H测试记录光通量衰减程度。(见上右图)

应用范围：

旭宇光电有限公司所产COB产品光电参数居于同类产品领先地位，产品可靠性经过相关试验证明，完全满足筒

灯、射灯、导轨灯、投光灯等LED灯具的要求。

旭宇光电COB系列

图示
/发光面

功率
（W）

显色指数
Ra

光效
（Lm/W）

XY-01

Φ=11mm

3W、5W
7W、10W
12W

70-90 110-130

XY-02

Φ=11mm

3W、5W
7W、10W

70-90 110-130

产品特色：

旭宇光电推出的具有高亮度、高光效、高可靠性、高ESD保护的系列SMD5730光源。具有发光角度大、发光效

率高、无光斑、产品体积小、可靠性高、易于实现自动化、生产良率高等优点，全面满足商照领域对于单位面积

高光通量的要求。并通过LM-80、CE、ROHS、EN62471等认证，符合ANSI色域划分标准。

性能参数：

老化效果：

随机抽取SMD-5730暖白光源90PCS，分三组测试每组30PCS。测试条件分别为常温、环境温度60℃、环境

温度80℃，老化6000H测试记录光通量衰减程度。(见上右图)

旭宇光电SMD 5730

产品型号
正向电流

(mA)
正向电压 

(V)
色温范围

(K)
显色指数
（Ra） 

光效
（Lm/W）

SMD
5730

150mA 2.8-3.4V

2600
-3200

70 120-140

80 110-130

3900
-4500

70 120-150

80 110-140

5500
-7000

70 120-140

80 1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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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

经过一年时间试验及认证的准备，旭宇光电于2014年3月顺势推出极具性价比的EMC 3030光源。该光源具有高

亮度、高光效、高可靠性、高ESD保护、支持SMT等特点，并通过CE、ROHS、EN62471等认证，符合ANSI

色域划分标准。与传统PPA塑料支架相比，EMC具有低膨胀系数、良好的耐热性能、抗UV等性能优势。

性能参数：

老化效果：

随机抽取EMC3030暖白光源90PCS，分三组测试每组30PCS。测试条件分别为常温、环境温度60℃、环境温

度80℃，老化6000H测试记录光通量衰减程度。(见上右图)

旭宇光电EMC 3030系列

产品
型号

电流
(mA)

电压
范围(V)

色温
范围(K)

显色指数
（Ra） 

光效
（Lm/W）

1W-EMC 
3030

300
mA

3.0
-3.2V

3000
-3200

70 110-120

80 100-110

3900
-4200

70 120-130

80 110-120

6000
-6500

70 120-130

80 110-120

150
mA

5.8
-6.0V

3000
-3200

70 110-120

80 100-110

3900
-4200

70 120-130

80 110-120

6000
-6500

70 120-130

80 110-120

产品优势 ：

旭宇光电集成模组光源性能及稳定性表现优异，该系列产品共5款26种型号，可实现CRI：70-90Ra，光效：

100-130Lm/W，可靠性方面通过了高低温冲击、高温高湿环境测试、80℃环境温度整灯老化、电冲击试验、高

压测试等试验验证。同时该系列光源具有发光均匀、色坐标漂移小、热量分布均匀、散热性能良好等优点。

性能参数：

老化效果：

用9PCS  200W集成模组光源，分三组测试每组3PCS。测试条件分别为常温、环境温度60℃、环境温度80℃，

老化6000H测试记录光通量衰减程度。

旭宇光电集成模组光源系列

产品
功率

电流
(mA)

电压
范围 (V)

色温
范围(K)

显色指数
（Ra）

光效
（Lm/W）

10W 350

30-33

2600
-7000

60-90 100-130

20W 700

30W 1050

50W 1750

80W 2800

100W 3500

150W 4550 36-40

200W 4900 42-46

250W 5250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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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光电（300219）是一家致力于中高端LED研产销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拥有国内领先的白光LED封装技术和大功率LED封装技术，2015年公司

LED封装产能达1500KK/月；2014年启动的江西南昌LED工业园建设项目，产能规模

有望再上台阶。

作为中国白光LED器件领军者，主流产品2835在产能和性能上将极大地满足全

球客户的照明需求：2015预计超1000KK/月的单品产能， PPA-PCT-EMC系列， 

0.1W~2W与3V-48V的完美布局，国内率先通过第三方LM-80测试。而高功率COB封

装产品将提升20%亮度，推出LM和LT系列的升级版，大大提高产品性价比竞争力。

在产品创新上，鸿利光电一直保持其领先性，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共申请专利400

多项，获得专利授权300多项；共有12款LED封装器件（覆盖大中小功率）通过第三

方LM-80测试；公司的实验室是国内首家通过国家CNAS和美国EPA（环保署）认

可的能源之星实验室。除了照明用LED器件，鸿利光电在汽车照明、背光源、深紫外

LED，闪光灯LED等领域，持续开发出具有专利h和技术优势的LED封装产品，致力于

打造全方位的LED照明方案专家。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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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5

EMC3030

COB LT005

COB LM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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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光电 2835系列    

2835-[我是全能战士]

2835-我是寿“芯”

2835系列    0.1W~2W 与3V-�8V  完美布局

单品产能1000KK/月
通过IES LM-80测试，高光效、可
达170lm/W,低热阻，19℃/W,超高
性价比。

2W

1W

0.5W

105℃以下使用

95℃以下使用

85℃以下使用

EMC
2835

PCT2835

PPA2835

PPA2835 L70寿命为：

>35000H@Ts=85度

2835国内第一家过IES  LM80

注：以上数据，为根据6000H数据推算的L70寿命

2835-[应用神通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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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光电室内照明COB LM系列

国内第一家防硫化设计COB

COB室内照明LM系列
拥有十余项国内外专利
国内首家全自动化生产工艺
通过IESNA LM-80测试
光源发光效率最高可达150lm/w（Ra＞80）
Ra＞90可大批量供货
产品可适应市场上多种驱动模式
近似麦克亚当椭圆4阶分光分色
应用：PAR灯、球泡灯、射灯、筒灯

2835-我有国际范儿

国内首款平面型铜基COB光源

COB室外照明LT005
拥有自主发明专利
具有极佳的出光、传热及装配设计
国内最先全工序能自动化生产

-功率覆盖20W-150W；
-100W 通过IESNA LM-80测试（全球首家）；
-完全取代传统的注塑式集成模组，配赠专用卡扣；
-完美解决传统注塑型集成光源的冷热循环失效
  问题；和气密性不足缺陷；
-低热阻封装设计，热阻<0.4℃/W；
-近似麦克亚当椭圆4阶分光分色
应用：高棚灯、路灯、泛光灯等

鸿利光电户外照明COB L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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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中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光电专业顶尖留学回国人才的技术为核

心，依托中山大学半导体照明系统研究中心和佛山市中山大学研究院的研发平台，致

力于半导体照明领域自有知识产权、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合作。主要从事半导体照明及

背光源用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简称LED）的外延材料和芯片产品以及

高显色性集成光源模组（COB光源）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目前拥有近万

平方米的半导体照明产品研发、生产基地，拥有完整的LED芯片研发线和国内首条高

显色指数集成光源模组全自动生产线，在该领域是国家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被评为

广东省LED光电半导体产业化示范基地。

公司在“图形蓝宝石衬底GaN材料外延生长”、“ZnO透明导电膜外延生长及高

亮度LED芯片工艺”和“高显色性大功率白光LED光源模组封装”等关键共性技术

领域获得发明及创新技术专利40余项，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主技术和成本竞争力的

产品。先后承担了国家、省、市、区多项重大科技项目，近年来牵头或参与制定的国

家，省和行业标准十余项，是广东省LED照明标准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和广东省

LED照明标准光组件技术规范提案单位。

公司已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先后通过CE(EN 62471)光生物安全认证

和绿色ROHS认证，以及权威的IES LM-80认证等。“中昊”也被评为2014年中国照

明灯饰行业优秀LED光源品牌。目前公司的高显色指数集成光源模组产品主要面向中

高端商业和家居照明领域，同时在一些专业细分市场如汽车大灯，超市生鲜照明，UV

紫外灯等应用的光源模组在国际也处于领先水平，产品远销欧美，澳洲等地区。

公司坚持以“人才”和“技术”为本，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

会，为股东创造利润、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经营准则，积极主张产、学、研协调合作

的技术发展路线，与国内外知名大学、科研院所、省内外留学人员保持密切的长期合

作关系。力争在未来的五年内成为中国半导体照明外延、芯片、光源模组行业首屈一

指的领先企业，实现“光明成就梦想”的企业使命。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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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斯迈得光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EMC LED 3030、3020、3014，

SMD LED 3014、2835、5730，COB，360°发光灯丝，透明陶瓷COB等型号产品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目前拥有10000多

平方米无尘车间，月产能达800KK。 EMC月产能200KK，也成为为数不多能够量产

EMC支架与360°发光灯丝的封装企业。

我们专注于技术创新，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和试验检测设备，并切实运用ISO/

TS16949：2009质量管理体系。产品被广泛应用于LED日光灯、LED球泡灯、LED平

板灯、LED路灯、LED室内照明、TV背光等多个领域，主流产品均通过了IES LM-80

测试。目前是雷士，得邦，TCP等的主要供应商。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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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系列

EMC 3030

COB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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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性能参数说明：

1. 产品耐高温，长寿命能够满足业界TS=105℃测试要求，产品通过lm-80测试认证。

2. 薄型化，拥有业界最薄结构0.52mm。

3. 高功率密度，实现1-3W封装，光效达到130lm/W。

4. 光色均匀满足业界ERP、能源之星光色分选要求。

5. 同样结构上实现正装/倒装芯片的封装，产品应用范围大。

技术创新性：

我司自主研发的支架通过一系列技术专利，解决了行业内EMC系列产品存在的气密性差的难题，主要技术专利如下：

1.一种高可靠性的LED支架（实用新型）专利号： ZL201320119999.2

2.高密封性的LED支架 （实用新型）   受理号： 201320851503

3.一种高可靠性的LED支架（发明专利）受理号：201310083997.7

4.发光二极管支架（实用新型）         专利号：ZL201320143264.3

技术先进性： 

我司通过EMC项目的实施，封装技术上实现了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是国内第1批能够掌握该封装技术的核

心厂商，在国内属于先进水平，同时缩短了与国际一流LED封装企业的差距；目前产品主要性能参数在国内属于

领先水平，与国际厂商产品参数持平

市场竞争力：

通过我司自主开发的提升支架气密性的技术，实现了ＥＭＣ系列支架的规模化生产，满足市场上对于高品质光源

的需求，也是市面上第１批能够批量供应ＥＭＣ系列产品的封装厂家，产品能够全面替代同等规格的进口产品

市场领先性：

我司２０１３年ＥＭＣ系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为30%.

斯迈得 EMC系列 

产品特点：

外观尺寸为3.0*2.0*0.52mm，低热阻封装、优异的

抗UV能力、高亮度、大电流、长寿命、高性价比、一

致性好

产品应用：

背光源、球泡灯、筒灯、射灯

EMC 3030

产品特点：

外观尺寸为2.0*1.6*0.52mm，低热阻封装、优异的

抗UV能力、高亮度、大电流、长寿命、高性价比、一

致性好

产品应用：

日光灯、球泡灯、平板灯、灯杯

EM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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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频闪电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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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谷电源有限公司地处风景秀丽的名人故里广东佛山市。是

一家综合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主要研发、

生产、销售LED灯饰照明驱动电源系列产品。

由科谷研发生产的LED驱动电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国际，国

内技术要求。同时，还具有工作稳定，可靠性高，多功能保护，美观实用

等特点，并获得UL、 ENEC、TUV、SAA、CCC、CE、CB、SEMKO、

RoHs等国内外权威机构认证证书，处于行业领先科技水平。

公司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时，公司采用了先进

的ERP管理系统，全面提升了公司的管理绩效及产品竞争力。以客户满意

度为出发点，为客户提供最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最具性价比的产品，最

快捷周全的服务，努力创建企业发展，客户赢利的双赢合作模式。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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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系由中国电源顶尖品牌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002364）投资， 地处风景秀丽的杭州钱塘江畔，坐落于素有“天堂硅谷”的杭州市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内。公司最早创立于1996年，是集自主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与综合服务于一体的股

份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在LED领域致力于提供LED户外高品质电源、智能电源(支持DALI/ZigBee/PLC/RS485等协

议)、可调光电源、恒功率电源等产品系列及其系统综合解决方案，也在电力电子领域提供通信电源

系统、高压直流电源（HVDC）系统、电力操作电源系统、新能源电动汽车充换电系统、新能源储能

系统等产品。是国内极少数几家掌握全数字化电源核心技术、提供成套电源产品及系统综合解决方案

的龙头企业。

公司依托先进的商业模式，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持续为客户创造

长期价值进而成就客户，同时让奋斗者劳有所获，享有超预期回报，实现梦想。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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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CC

100CC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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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 宽电压输入范围（90～305Vac） 

★ APFC有源功率因数校正（PF典型值0.99）

★ 全方位保护：OVP/OTP/SHORT

★ 可选外接防雷器

★ IP67防护等级

★ 100%满载老化测试

★ 符合UL8750/EN61347安全认证要求

★ 均衡的热管理策略及器件低应力设计

产品应用

路灯\景观灯等LED户外照明驱动

电气性能

LED户外100W高品质恒流电源系列 (型号：PE-P100CC-Cxxx-S-ND/DM/TS)

型号 C035 C050 C070 C140 C210 C280 C320

输入
特性

电压范围 90～305Vac

频率范围 47～63Hz

功率因数 >0.99@110Vac& full load; >0.96@220Vac& full load

输入电流 1.3Amax@110Vac& full load; 0.6Amax@220Vac& full load

整机效率① 92.50% 92% 90.50% 90.50% 90.50% 90% 90%

突入电流 65Amax@230Vac 25℃环温冷启动

漏电流 1mAmax @277Vac 60Hz

输出
特性

额定功率 120W 120W 120W 120W 120W 120W 120W

额定电流 350mA 500mA 700mA 1400mA 2100mA 2800mA 3200mA

输出电压 286-172Vdc 200-120Vdc 143-86Vdc 72-43Vdc 48-28Vdc 36-21Vdc 31-19Vdc

纹波噪声 Vp-p: 3%Vo 示波器带宽20MHz,输出端10cm处并联0.1uF陶瓷电容和10uF电解电容

恒流精度 ±5%Io

纹波电流 Ip-p:5%Io max @ 60%～100% load

启动时间 1.2s max

输出过冲 10%Io max @ full load

温度系数③ 0.03%℃

保护
功能

过压保护 340-375Vdc 238-262Vdc 170-188Vdc 85-95Vdc 57-63Vdc 42-47Vdc 36-41Vdc

输入欠压 Vmains≤85±5Vac模块停止工作；Vmains≥90±5Vac模块恢复工作

过温保护 壳温Tc≧90±5℃关断模块输出，Tc≦70±5℃模块输出自恢复

短路保护 短路无损伤，短路解除自恢复

环境
对应

工作温度 -40℃～+70℃ ；10%RH～100%RH(请参照功率降额曲线）②

存储温度 -40℃～+85℃； 5%RH～100%RH

其它
尺寸 221mm*67.5mm*37.5mm (L*W*H)

重量 约940g

备注：

① 测试条件为220Vmains&满载，热机状态;

② 请根据输出功率随输入电压及温度的降额曲线匹配负载和确认工作条件，不推荐超出安全工作区的使用状态。

③ 所有性能参数均在温度25℃情况下所量测的典型值，特别注明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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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规目录 标准

UL UL8750，UL935，UL1012

CE EN61347-1,EN61347-2-13

EMI标准 备注

EN55015 Conducted emission test & Radiated emission test

EN61000-3-2 Harmonic current emissions; Class C (≥75% load)

EN61000-3-3 Voltage fluctuations & flicker

EMS标准 备注

EN61000-4-2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EN61000-4-3 Radio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 susceptibility test (RS)

EN61000-4-4 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 (EFT)

EN61000-4-5 Surge immunity test (Surge) L-N:2KV; LN-PE:4KV（外接防雷器4K/6K或6K/10K）

EN61000-4-6 Conducted radio frequency disturbances test (CS)

EN61000-4-8 Power 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test

EN61000-4-11 Voltage dips

EN61547 Electromagnetic immunity requirements applies to lighting equipment

安规和电磁兼容对应

降额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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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炫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LED

光电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属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10年，主营业务为：SMD-

LED全自动分光机、SMD-LED全自动编带机、LED

全自动贴片机、COB分光机及LED灯具智能化成套装

配生产线。

公司与中科院、深圳大学等知名院校及国外相关

企业建立了紧密的LED设备研发技术合作关系，拥有

同行业多名客座专家、学者。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创新

为第一生产力，始终高度重视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

公司通过多年的工艺和技术积累，已经在LED封装和

照明设备领域积累了多项国内外领先的核心技术，取

得相关技术专利50余项。

公司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各地，除深圳总部外，无

锡、中山、江门、郑州、福建等地均设立了办事机

构，同时，炫硕光电产品正逐步渗透海外市场。高性

价比的产品和贴心的售后服务，注定使炫硕光电成为

LED装备行业的翘楚。

公司简介

SMD-LED全自动编带机

贴片机整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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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简介：

该生产线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针对LED球泡灯全自动化组装生产的一款产品，包括自动上料、自动定位、自动装

配、自动整线、自动在线焊接、自动检测、自动剔废、自动铆接、产品档案自动记录等。

生产线参数：

生产线特点：

1、引入智能影像识别技术，代替人工目检或机械定位；

2、大量运用机械手运载物料，以达到物料运行平稳，速度快，重复运行精度高； 降低维护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3、采用高精度的线性导轨运载工装板（国内首创），相对于链条输送精度高，噪音低，磨损小、寿命长和便于维护。

4、采用高速CPU，大容量数据存储，高速数据链路传输，高灵敏度传感检测，超强异常纠错与容错等。

LED球泡灯全自动智能化装配生产线

序号 项目 参数 备注

1 外形尺寸（L×W×H) 14490mm×3120mm×2200mm 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2 机械手抓取量 2

3 生产速度 1.5K/h

4 装机容量 5.5KW 客户的要求不同，有差别

5 电源 三相五线制±10%/50~60HZ 可兼容国内外客户用电

6 用气量 600L/min 客户的要求不同，有差别

7 气源 0.6MPa～0.8MPa 客户提供

8 用工人数 1人

工作原理：

LED照明显示产品生产过程中，LED自动贴片机，将LED灯珠贴装在FPC或PCB基板上，制造各种照明产品

和显示屏幕。传统LED自动贴片机使用带式供料，移动贴片头完成贴片工艺，这种传统贴片机体积大，价格昂

贵，需要在贴片前将LED芯片进行编带，增加编带环节的设备，生产成本高。本设备无需在贴片前对LED芯片

进行编带，简化了生产工艺。采用固定式贴片头，移动PCB基板的方式进行贴片，大大节省了生产成本，提高

了生产效率。

产品特性

1．适用性广

适用大中小面积产品，例如灯条、灯带、面板、指

示灯等；可适用于各式不同尺寸的SMD材料：如：

3020、3014、3528、5050等。

2．高速、稳定

采用PLC控制系统通过高速震动送料器配合具有领先

水平的传动机构，极具创意设计理念，极大的提高了

设备运转的速度与稳定性。

3．友善的操作介面

炫硕LED自动贴片机，有手动调试，贴片设置，自动

运行，参数设置等界面，操作简单、界面友好。

SMD-LED单头自动贴片机-XSTP2015/1-DT-1200

技术规格

贴片系统 自主研发，独立知识产权

最大产能 20K/h

贴合角度 0-360度

贴合精度 ±0.05mm

定位方式 CCD定位

贴片面积 1200Lx320W

元件供应方式 圆平振散装自动供料

气压 0.50Mpa

外观尺寸（Dimensions） 1300Lx1350Wx1550H

重量 850kG

电源 AC220V/50HZ  10A 3KW

真空(Vacuum) 内置进口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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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该设备是由炫硕光电自主研发的对贴片式LED进行封装工序的自动化设备。贴片式LED元件通过高速震荡送料器

和高速转塔式吸取头将器件载入卷带，并进行侧料、反料、空料、极性原位检测后，进行热压包装。

产品特性：

・适用于各种不同封装尺寸SMD材料，如3528、3020、5050等；

・采用PLC加人机界面控制送带、卷带、检测、计数、热压等功能；

・彩色液晶触摸屏显示和设置所有状态参数，操作简单，界面友好；

・可检知混料、侧料、反料和空料现象，保证装带方向100%的一致性；

・可预置元件数量、间隔、编带速度、加热温度等参数，使用可靠、灵活；

・根据材料不同，每小时最大产能达48K;

・可选配CCD影像检查系统；

・国内独创的德国工艺汽车级烤漆机身，美观亮丽。

SMD-LED全自动编带机XSBD2015-I

序号 测量参数 测试范围 备注

1 正向电压VF 0-20V 采用定电流测试电压的方式

2 反向电压VR 0-20V 采用定电压测试电流的方式

3 正向电流IF 0.1Ma-500mA

4 反向电流IR 0-99.9µA

可测量SMD-LED元件参数：

主体参数：

最大产能 48Kh

编带方向 编带后极方向100%一致

封口方式 热压封口

测试站数 1站

测试方式 电性检测，可选配CCD影像

真空来源 内置进口真空泵

气压 0.50-0.65Mpa

功率 ≦2.50Kw

外形尺寸 1200mmx650mmx1530mm

重量 560Kg

工作原理：

该设备是由炫硕光电自主研发的对贴片式发光二极管进行发光性能测试分类的自动化设备。其原理是将贴片

式LED器件从振动盘传送到分度盘进行光电性能检测。测试完成后根据不同参数将LED元件分类至132BIN或 

264BIN的收集箱内。

产品特性：

・适用于各种不同封装尺寸SMD材料的单、双、三晶测试和分类；

・配备自主研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高精度分光电脑系统；

・智能型自动化分光机，国际首家实现自适应、自调整、自清洗功能；

・极具创意设计理念，实现机器的电气、软件、机械完美配合；

・具有领先水平的传动机构，提高机器运转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采用PLC加彩色人机界面控制，操控简单、界面好；

・机器的核心和关键部件采用国际一流厂家配件，整机进口率80%以上；

・根据材料不同，每小时最大产能达40K;

・高精度可靠的分光效果，实现白光回BIN率95%以上；

・高速智能分BIN，安全可靠。

 SMD-LED全自动分光机XSFG2015-I

主体参数：

分光系统 自主研发，独立知识产权

分级能力 132BIN或264BIN 

最大产能 40Kh

回BIN率 ≧95%

测试站数 1站

供电电源 AC220V50Hz 10A

气压 0.45-0.50Mpa

真空来源 内置进口真空泵

功率 ≦2.30Kw

外形尺寸 1220mmx770mmx1860mm

重量 46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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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功率解决方案对卓越性能和光品质的呼唤，LUXEON LEDs给出

了答案。现在，业界领先的光效和可靠性已在我们紧凑的封装中得以实

现，在Lumileds的解决方案中，创新和技术全面展现。

当我们论及中功率不断推展其在室内和室外照明应用的范围之时，恰是期

待更多之际。

提升中功率LEDs的标杆水平

生动商品，感动顾客的照明

在零售业的世界里，商品外观近乎一切。现在，凭借拥有CrispWhite绚白

技术的LUXEON COB阵列，将有一种更佳的方法，来确保展列商品在可

能是最佳的光线下得以呈现。这一革命性的LED可完美匹配那些在品质和

性能上决不妥协的照明应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饱满白色，更具活力的红

色和各种绚丽色彩。

当论及无可匹敌且能令顾客驻足而视的零售照明之时，恰是期待更多

之际。

Lumileds全新LUXEON TX高光通LEDs，推出突破性的性能，极致的光

效和最大的设计灵活性。针对指向性照明应用，LUXEON TX LEDs为照

明系统设计师带来令人渴望的高亮度和最大化的光效。

LUXEON TX的色温（CCTs）和显色指数（CRI）组合范围将满足筒

灯，高棚和低棚灯，室内区域照明用灯，替换光源和室外照明用灯最严格

的要求。您的下一代路灯将能凭借超过160lm/W（色温4000K，最低显

色指数70时）的系统光效达到全新的性能水平。

在最低显色指数提升至85时，对色彩的再现水平显著提高，而你现有的灯

具的流明输出却无需为此转变而作任何妥协。

当需要为照明系统实现极致光效和突破性表现之时，恰是期待更多之际。

获取LUXEON TX LEDs，获取极致。

全新・极致・LUXEON T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