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B 2020.12·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0.12 163·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新型创新模块与可扩展电源的LED照明

在农业供电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new innovative module and LED lighting with

 extendable power source in agricultural power supply

叶云燕

摘  要：本文将对LED照明电源在植物供电及降低成本提升照明效果中的应用作研讨，并以多种新型LED照明电源的架构

应用及云计算与以太网技术的发展的LED植物照明供电新趋势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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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LED lighting power supply in plant power supply 

and reducing cost to improve lighting effect, and illustrate the new trend of LED lighting 

power supply in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of a variety of new LED lighting power supp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 and Ethernet technology.

Keywords: LED lighting， innovation module， centralized power supply driver

问题的提出

农业项目种类繁多，随着农业植物现代化的发展需要，

伴随出对 LED 照明需求有快速增长的新潮流。其中比较

典例的是园艺和花卉种植对 LED 照明需求的快速增长，

由此也有力推动了电源行业的发展。然而 LED 照明制造

商和种植者通常并非电源管理方面的专家。因此，有必要

提供定义电源策略的必要信息，包括的策略是可能对温室、

室内和垂直农户的资本和运营费用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

针对应用或安装场景选择合适电源策略时，所包含的应用

实例和财务模型可以为此提供必需的背景信息。

据此本文将对 LED 照明电源在植物供电及降低成本

提升照明效果中的应用作研讨，并以多种新型 LED 照明

电源架构的应用案例与云计算及以太网技术发展在 LED

植物照明供电领域的新趋势作说明。

而本文对新型 LED 照明电源在植物供电与提升照明

效果及降低成本的新潮流将以下述几个问题作分析。即，

植物照明的类型与应用 ；为植物照明供电 ；采用新型电源

架构案例应用示例 ：需要 126.3kW LED 灯具的大型仓库

农场以及创新模块与可扩展电源解决方案。

1  为 LED 植物照明供电已成为新潮

在尖端农业和种植实践中，植物照明系统中使用的

LED 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解决食品、药物原料、植物

和花卉生产挑战中，LED 植物照明供电的新潮实践使其受

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由此基于 LED 的植物照明已成为规

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之一。

应该说 LED 植物照明供电成为新潮根本原因是 ：植

物照明与其他照明应用截然不同。对园艺有用的光称为光

合有效辐射 (PAR)，其波长在 400-700nm 范围内。对于

光合光子通量 (PPF) 衡量灯具所产生的 PAR 光子总量值越

高，表示照明系统产生 PAR 的效率越高。随着研究人员不

断深入确定特定波长的光对不同植物和不同生长阶段的影

响，相对于曾广泛用于温室中的高压钠 (HPS) 灯等宽光谱

光源而言，则 LED 灯在产生不同 PAR 波长方面更为灵活，

因此日益超越前者。 

用于植物照明时，LED 灯的其他强劲优势为 ：其一、 

光谱输出控制 ：针对不同波长的光输出，LED 灯具有更好

的光输出控制。因此，种植者可以将光源和植物所需光谱

进行更精准的匹配，且可以根据植物种类、生长阶段调整

光源亮度，以管理作物生长。其二、目标控制更精准 ：这

种更小巧的 LED 灯提高了对光照方向的控制和效率，降

低了能耗。其三、 热辐射更低 ：LED 灯运行时比传统 HPS

灯泡温度更低，可以放置在更靠近植物的位置，从而提高

了作物种植密度。同时也降低了水的消耗量。其四、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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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内可以节约更多 ：与传统植物照明光源相比，LED 灯

具通常寿命更久、能耗和维护成本更低。

由于 LED 灯具综合上述优点，成为温室照明及依赖

人造光源的垂直和室内农场补充照明的理想选择。

2  植物照明的类型有下列几种

* 顶部照明 - 温室有以下情况 ：在天花板位置提供大

厅和植物照明 ；改装原有 HPS，改善照明光谱 ；新挑战，

即光在植物上的聚焦、光谱均匀性和质量稳定性、所需高

功率。

* 顶部照明 - 垂直种植有以下情况 ：近距离从植物顶

端提供照明 ；新挑战，即均匀的光照强度和光谱分布、植

物互遮荫、光合效率 (PPF/W)、热量。

* 树冠内其有以下情况 ：植物侧边或植物之间的照明 ；

可以使用 LED（HPS 发热过大）；新挑战，即 PPFD 均匀、

颜色一致性良好（如为连续 / 宽光谱光源）、光谱适合其

他照明以及光照方向性。 

3  创新模块与可扩展电源的应用

多年来，传统温室始终是 LED 植物照明的主要使用

者，通常用于补充自然光。LED 照明可用于补充大型温

室或“种植仓库”中的自然光，改善对各种植物的营养平

衡和生长周期的控制。例如，当今不少科技公司正与农用

LED 灯制造商合作。制造商使用传导散热型交流直流电源

( 如 LCC600 600W) 系列为其市场领先的全光谱 LED 种

植灯供电。由此能生产出可以用于潮湿环境、防护等级达

到 IP65 的灯具。与其他竞争解决方案相比，节能 40% 以

上的，发热量比大多数竞争产品都要少。 

室内农场、垂直农场等新型农业将引领行业的未来增

长。温室主要采用 LED 作为太阳的补充光源，而室内和

垂直农业使用 LED 灯具作为主要或唯一光源。

* 室内种植  室内种植覆盖了各种种植技术，包括水平

溢流盘、垂直塔、仓库、地下室，以及微型蔬菜到天然番

茄。室内农场采光依赖人造光源，主要采用水培、气培和

/ 或鱼菜共生等栽培方式。这正是此类设施占用较少资源

的原因之一。室内农场的光照全部来自植物照明，这虽然

增加了初始资本支出投资，但由于其灌溉、化学药物和人

工费用减少，整体运营成本反而相对较低。使用基于 LED

的种植灯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 垂直种植  在垂直农场中，使用运输集装箱或类似结

构放置植物架，提供照明和营养，并通过精细控制来管理

作物生长。这类农业的倡导者认为 ：这种作物种植方法更

接近消费者（减少食物里程），特殊生长环境下无需使用杀

虫剂或其他化学药物，并且比传统户外农业耗水量更低。 

据此对所应用的几种典型创新模块与可扩展电源的应

用特征作说明。

3.1  关于总功率为600W创新模块(如 LCC600系列 )

的应用特征

总 功 率 为 600W 创 新 模 块 ( 如 LCC600 系 列 )( 外

形见图 1 所示 ) ：调光控制 ：0-10V 或电阻式调光 ；在 

-40℃至 85℃基板工作温度范围内提供 600W 总功率 ；高

效率设计，采用重量不到 2kg 的 4”×9”×1.57”紧凑

型 IP65 机箱 ；无风扇设计采用传导散热进行散热管理， 可

以利用相同的灯具散热器进行散热传导 ；90-264Vac 或

180-305Vac 操作输入 ；数字控制 ：恒压（默认）或恒流

工作模式 ；可通过 I2C/PMBus® 对恒流限制进行编程 ；

能够通过外加电压或电阻调光 ；主动式均流 / 并联操作，

以提供更高功率。

图 1  所示为总功率为 600W 创新模块外形图

3.2  关于可配置智能高功率系统（如 iHP 系列）应

用特征

* 可配置智能高功率系统（如 iHP 系列）：可驱动任

何 LED 灯具 ；通过设置配置表（使用日历）定制作物生

长周期内的照明控制 ；调光控制 ：0-5V 或 0-10V（输出

完全关闭至最大输出电流）；消除种植区域的驱动器发热，

节约空调成本 ；可扩展性高， 每个配线箱可配置多个机架，

以扩展至兆瓦级（以 3kW 为增量进行扩展，小型机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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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达 12kW，大型机架最高可达 24kW）；输入（180-

528Vac，单相或三相）和输出 （12-1000Vdc）极为灵活，

可实现高压分布，节省铜线费用；智能电流和电压源控制（本

地或通过互联网），无需单独配置灯具驱动器 ；数字控制回

路补偿在整个操作范围内消除了烦扰的电压波动 ；基于云

端的图形管理界面可实现照明仪表盘的简易用户定制。

* 需指出的是，iHP 系列可配置数字式高功率系统，

是为其定制设计的园艺 LED 灯提供直流电源。该光源提

供特定光子波长和光照强度，使客户能够为每种作物提供

定制的“光配方”。iHP 系列以 3kW 为增量，功率最高可

达 24kW，并且可以使用针对大范围电压和电流的各种插

件模块将其配置为最高八路输出。该系列电源可以对电压

或电源进行编程控制，且为用户提供模拟和数字两种控制

方式。用水量最高节约 99%，不使用杀虫剂或除草剂，将

食物里程最高减少 93%，对作物的生长控制达到空前精准

度。这意味着垂直种植可能是世界各地以及太空中未来的

主流种植方式。

3.3  除此之外还有总功率为 300-3000W 创新模块

(如 LCM 系列 )的应用及特征 

为 300-3000W 创新模块 ( 如 LCM 系列 ) ：LCC600

的风扇冷却替代产品，通常可节省 50% 的成本 ；数字控

制——可以设置为以恒压或恒流运行 ；便于并联操作，以

提供更高功率 ；十分适合受控环境应用并三防漆涂覆。

4  关于为 LED 植物照明供电中应考虑的几个问

题  

根据为植物照明供电照明研究中心 (LRC) 的初口步调

查 ：大多数种植者不清楚他们每月照明用电的成本。64%

的种植者指出，他们支付统一电费或综合电费（电费和需

求费），而 20% 的种植者不清楚其电费收费标准。 

* 费用与成本  对于单个灯具和低功率应用（300W 至

3000W），关键标准是特定额定功率下的尺寸和重量。电

源越庞大笨重，对应需要的索具就越多且越昂贵。索具通

常吊在温室的天花板上。大型农场使用独立灯具较为低效。

每个灯具的单个控制系统增加了复杂性，同时额外的布线

要求也让安装成本变得更高。此外，集中转换 / 驱动器的

热损失引起的额外散热管理（空调）也增加了种植者的能

源费用。在环境控制种植区域外部使用大型集中式电流源

并直接将电力分配到所有灯具可帮助消除对单个驱动器的

需求，从而节省相关成本。 

* 种植者们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总谐波失真 (THD)  总

谐波失真用于衡量由信号谐波引起的电压或电流失真程度。

更低的 THD 通常意味着更高的功率因数、较低的峰值电

流和更高的效率，所有这些都是电力系统需要的，并且对

实际应用大为有利。许多公用事业单位现在使用智能电表

来测量 THD，并根据不同水平设置与 THD 相关的电费费

率。相对于许多集成式 LED 驱动器，iHP 系统的 THD 大

大降低。正如客户认为的那样，iHP 集中电源的另一个优

点是，使用 iHP 系统供电的 LED 灯具可以使用与 HPS 灯

相同的电缆。这可以简便、快速地加速新生长设备的安装

时间，缩短对现有设施进行改造的时间。

5  为 LED 植物照明供电的新趋势  

当今为 LED 植物照明供电市场驱动力分别为 ：人口

增加、可用耕种面积受限 ；无论天气状况如何，都能正常

种植作物的能力 ；不断增长且品质更高的产量与政府倡议 ；

LED 技术的进步。由此，伴随着云计算与以太网技术的发

展其为 LED 植物照明供电也呈现出新趋势，从而有多种

新型的电源脱颖而出，据此有必要对应用的多种新型的典

型电源的架构及先后比较作说明。

5.1  多种新型的典型电源的架构及先后比较 

* 集成灯具和驱动器的传统电源分布，见图 2(a) 所示。

如新型科技电源 / 驱动器的 600W 灯具（如集成雅

特生科技产的 LCC600）：可轻松匹配改造方案（可利用

现有电源 / 布线基础架构）以及新款装置 ；调光控制 ：

0-10V 或电阻式调光（0-100% 输出电流）；能源 / 散热

计算时应考虑灯具和驱动器 / 电源产生的热量。 

* 串联配置中使用 54V LED 串的带分布式照明的集

中式电源（iHP1 型），见图 2(b) 所示。

iHP1 型应用案例 ：设置为 275Vdc、12A 恒流输出

的 3kW 模块 ：可在环境控制种植区域外部单独控制集中

式电源和相关转换 / 热损失，从而降低散热和能源费用 ；

高压分布可帮助降低安装总成本（如缩减电线尺寸）；串联

配置发生故障时，将关闭相同回路中连接的所有灯具。

其 iHP1 型 性 能 为 ：180-528Vac/1Ø 或 3Ø12V，

以 3kW 为增量扩展至 1000V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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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所示为集成灯具和驱动器的传统电源分布示意图

图 2(b)  所示为串联配置中使用 54V LED 串的带分布式照明的集中式电源

图 2(c)  所示并联配置中使用 250V LED 串的带分布式照明的集中式电源

* 并联配置中使用 250V LED 串的带分布式照明的集

中式电源（iHP2 型），见图 2(c) 所示。

iHP2 型应用案例 ：设置为 250Vdc、12A 恒流输出

的 3kW 模块 ：347/600VAC 3 相输入，模拟 ：0-5V 或

0-10V 调光控制（0-100% 输出电流）；数字 ：基于云计

算的以太网或局域网控制 ； 可在环境控制种植区域外部单

独控制集中式电源和相关转换 / 热损失，从而降低散热和

能源费用 ；高压分布可帮助降低安装总成本（如缩减电线

尺寸）；并联配置发生故障时，不会关闭相同电源轨道中连

接的所有灯具。

其 iHP1 型 性 能 为 ：180-528Vac/1Ø 或 3Ø12V，

以 3kW 为增量扩展至 1000V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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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应用例举：在需要 126.3kW LED 灯具的大型仓

库农场中的应用 

* 第 1 种情况 ：标准直接一体化照明  交流连接线，连

接 240 盏一体化照明灯；一体化电源、驱动器和散热管理，

600W（240 盏）的转换、驱动器和散热成本 ；每年因功

率耗散产生的空调成本，相关安装及首年成本，根据 8.8kW

功率损耗，需要 30,133.5BTU/Hr 散热。

* 第 2 种情况 ：48V 配置中使用 LED 串配置的分布

式照明  直流连接线，安装时机架需要 2AWG 电线，分配

点需要 4AWG 电线，装置需要 12AWG 电线 ；远程供电，

使用 48V 配置的远程 CC 模式精密电 (iHP) 的成本 ；因功

率耗散产生的空调成本，功率耗散全部在安装范围以外。

* 第 3 种情况 ：250V 配置中使用 LED 串配置的分布

式照明  直流连接线，安装时机架需要 2AWG 电线，分配

点需要 10AWG 电线，装置需要 16AWG 电线；远程供电，

使用 200V 配置的远程 CC 模式精密电源 ；因功率耗散产

生的空调成本，功率耗散全部在安装范围以外。

6  后话  

* 上述 LED 植物照明供电及创新模块与可扩展电源的

应用及垂直种植方案开拓创新者采用的产品如今已有不少

制厂商，其所述如雅特生科技提供的产品为典型。

* 提示，上述空调成本计算方法 ：（运行时间 × 每小

时 BTU）×0.293=kWh× 每 kWh 电费 1000 元 ；连接

线需求量为估算，并且相对成本依据网上的小批量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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