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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基础知识
ＬＥＤ 是取自ｔｈｇＬｉ ｇｎｉ ｔＥｍ
ｔｉ
ｅｄｏＤｉ
三个字的缩写，中文译为“发光二极管”，顾名
思义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可以将电能转化为光能的电子器件具有二极管的特性。目前不
同的发光二极管可以发出从红外到蓝间不同波长的光线，目前发出紫色乃至紫外光的
发光二极管也已经诞生。除此之外还有在蓝光 ＬＥＤ 上涂上荧光粉，将蓝光转化成白光
的白光 ＬＥＤ 。
ＬＥＤ

的色彩与工艺：

制造 ＬＥＤ 的材料不同，可以产生具有不同能量的光子，借此可以控制 ＬＥＤ 所发
出光的波长，也就是光谱或颜色。历史上第一个 ＬＥＤ 所使用的材料是砷（
Ａ
）ｓ 化镓（
Ｇ）ａ
，
其正向 ＰＮ 结压降（
ＶＦ ，可以理解为点亮或工作电压）为Ｖ
４２．１
，发出的光线为红外光
谱。另一种常用的 ＬＥＤ 材料为磷（
Ｐ） 化镓（
Ｇ）ａ ，其正向 ＰＮ 结压降为Ｖ
１６２．２
，发出的光
线为绿光。
基于这两种材料，早期 ＬＥＤ 工业运用 ＧＡ
ａ－
１Ｐ
ｘｘｓ
材枓结构，理论上可以生产从
红外光一直到绿光范围内任何波长的 ＬＥＤ ，下标 Ｘ 代表磷元素取代砷元素的百分比。
一般通过 ＰＮ 结压降可以确定 ＬＥＤ 的波长颜色。其中典型的有４Ｇ
Ｐ
６．０Ａ
ａ．０ｓ
的红光
ＬＥＤ ，Ｇ
５６Ｐ
５３．０Ａ
ａ．０ｓ
的橙光 ＬＥＤ ，Ｇ
６８Ｐ
４１．０Ａ
ａ．０ｓ
的黃光 ＬＥＤ 等。由于制造采用了
鎵、砷、磷三种元素，所以俗称这些 ＬＥＤ 为三元素发光管。而 ＧＮ
ａ（ 氮化镓）的蓝光
ＬＥＤ 、ＧＰａ 的绿光 ＬＥＤ 和 ＧＡ
ａｓ 红外光 ＬＥＤ ，被称为二元素发光管。而目前最新的工
艺是用混合铝（
）Ａｌ 、钙（
Ｃ）ａ
、铟（
）ｎＩ 和氮（
Ｎ） 四种元素的 Ｎ
ｎＧ
ＡＩａｌ
的四元素材料制造的
四元素 ＬＥＤ ，可以涵盖所有可见光以及部份紫外光的光谱范围。
发光强度：
发光强度的衡量单位有照度单位（勒克司 Ｌ）ｘｕ 、光通量单位（流明 Ｌｍ
ｕ）ｎｅ
、发光强度单
位（烛光 ｅＣｌｄｎａ
）ｗ
ｏｐｒｅ
Ｃ
１Ｄ（ 烛光）指完全辐射的物体，在白金凝固点温度下，每六十分之一平方厘米面积
的发光强度。（以前指直径为２．２ 厘米，质量为５．５７ 克的鲸油烛，每小时燃烧８７．７ 克，
火焰高度为５．４ 厘米，沿水平方向的发光强度）
Ｌ
１（ 流明）指 １ ＣＤ 烛光照射在距离为 １ 厘米，面积为 １ 平方厘米的平面上的光通
量。
Ｌ
１（ｘｕ
勒克司）指 Ｌ
１ 的光通量均匀地分布在 １ 平方米面积上的照度。
一般主动发光体采用发光强度单位烛光 ＣＤ ，如白炽灯、ＬＥＤ 等；反射或穿透型
的物体采用光通量单位流明 Ｌ，如 ＬＣＤ 投影机等；而照度单位勒克司 Ｌｘｕ ，一般用于摄
影等领域。三种衡量单位在数值上是等效的，但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比如：如
果说一部 ＬＣＤ 投影机的亮度（光通量）为 ０６１
流明，其投影到全反射屏幕的尺寸为 ６０
英寸（
１ 平方米），则其照度为 ０６１
勒克司，假设其出光口距光源 １ 厘米，出光口面积
为 １ 平方厘米，则出光口的发光强度为 Ｃ
０６１Ｄ
。而真正的 ＬＣＤ 投影机由于光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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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反射或透光膜的损耗和光线分布不均匀，亮度将大打折扣，一般有 ％
０５ 的效率
就很好了。
实际使用中，光强计算常常采用比较容易测绘的数据单位或变向使用。对于 ＬＥ Ｄ
显示屏这种主动发光体一般采用 ＣＤ／ 平方米作为发光强度单位，并配合观察角度为辅
助参数，其等效于屏体表面的照度单位勒克司；将此数值与屏体有效显示面积相乘，得
到整个屏体的在最佳视角上的发光强度，假设屏体中每个像素的发光强度在相应空间
内恒定，则此数值可被认为也是整个屏体的光通量。一般室外 ＬＥＤ 显示屏须达到
Ｃ
０４Ｄ／
平方米以上的亮度才可在日光下有比较理想的显示效果。普通室内 ＬＥＤ ，最
大亮度在 ０７ ～２
０
ＣＤ／ 平方米左右。
单个 ＬＥＤ 的发光强度以 ＣＤ 为单位，同时配有视角参数，发光强度与 ＬＥＤ 的色
彩没有关系。单管的发光强度从几个 ｍＣＤ 到五千 ｍＣＤ 不等。ＬＥＤ 生产厂商所给出的
发光强度指 ＬＥＤ 在 ｍ
０２ Ａ 电流下点亮，最佳视角上及中心位置上发光强度最大的点。
封装 ＬＥＤ 时顶部透镜的形状和 ＬＥＤ 芯片距顶部透镜的位置决定了 ＬＥＤ 视角和光强分
布。一般来说相同的 ＬＥＤ 视角越大，最大发光强度越小，但在整个立体半球面上累计
的光通量不变。
当多个 ＬＥＤ 较紧密规则排放，其发光球面相互叠加，导致整个发光平面发光强
度分布比较均匀。在计算显示屏发光强度时，需根据 ＬＥＤ 视角和 ＬＥＤ 的排放密度，
将厂商提供的最大点发光强度值乘以 ％
０３ ～９
％
０ 不等，作为单管平均发光强度。
一般 ＬＥＤ 的发光寿命很长，生产厂家一般都标明为０，０１
小时以上，实际还应
注意 ＬＥＤ 的亮度衰减周期，如大部分用于汽车尾灯的 ＵＲ 红管点亮十几至几十小时
后，亮度就只有原来的一半了。亮度衰减周期与 ＬＥＤ 生产的材料工艺有很大关系，一
般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选用亮度衰减较缓慢的四元素 ＬＥＤ 。
配色、白平衡：
白色是红绿蓝三色按亮度比例混合而成，当光线中绿色的亮度为 ％
９６ ，红色的亮
度为 ％
１２ ，蓝色的亮度为 ％
０１ 时，混色后人眼感觉到的是纯白色。但 ＬＥＤ 红绿蓝三色
的色品坐标因工艺过程等原因无法达到全色谱的效果，而控制原色包括有偏差的原色
的亮度得到白色光，称为配色。
当为全彩色 ＬＥＤ 显示屏进行配色前，为了达到最佳亮度和最低的成本，应尽量
选择三原色发光强度成大致为
１：６：３
比例的 ＬＥＤ 器件组成像素。
白平衡要求三种原色在相同的调灰值下合成的仍旧为纯正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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