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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ED在植物光培领域应用越来越广，关于 LED植物照明产品的性能表征

也越来越受关注。由于植物具有与人眼完全不同的光谱响应特性，植物照明产品

的测量评价涉及光度、辐射度、光量子以及植物光度四大计量系统，一般利用光

谱光合辐照度计实现测量，以获得各系统内的各项性能参数，便于各方理解和客

观评价。本文结合植物的光生长需求及四大计量系统，分析了植物生长用 LED

照明产品的关键性能，并介绍了基于最新光谱光合辐照度计的精确测量方法，以

及应用于各种场合的各类测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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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测量方案。

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LED is widely applied in the plant cultivation in the recent years, and its

characteriz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Due to the different spectral

sensitivity of human eye and plant, Radiometry, photometry, quantum and phytometry

systems are involved to characterize LED lighting products for growing plant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its performances, which is necessary for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 spectral phytometer is always chose to realize the

measurements in these four evaluation systems.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key

performances of LED lighting products for growing plants, and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various solutions based on the advanced spectral phytometer are

introduced and compared for reference.

KeyKeyKeyKey words:words:words:words: LED lighting products for growing plants, four evaluation systems, key

performances, spectral phytometer, various measurement solutions.

mailto:research@everfine.cn


0.0.0.0. 引言

近年来，LED 植物照明产品的研究应用突飞猛进，相比于传统的高压钠灯

等植物照明产品，LED主要具有以下优势：光谱可通过不同单色 LED(一般为蓝

光和红光 LED)的组合进行调节，不仅可以根据植物生长的需要提供相应波段的

照射光，还可以大大节省能耗；LED 还具有热辐射少、体积小巧等特点，可实

现近距离照射，安装设计极为方便，因而可广泛用于组培育苗、温室补光、植物

工厂及太空农业等众多领域。

随着 LED照明产品的广泛应用，其性能的测量评价也引起广泛关注。植物

具有与人眼截然不同的光谱响应特性，在用于植物栽培照明时，不仅要考量其基

本的光度、辐射度性能，还需根据植物的光合作用特性，在光量子系统和植物光

度系统中考量植物受照面的光量子密度以及植物光度学参数，从而综合评价植物

照明光源的性能。但 LED 植物照明产品与传统照明产品存在明显区别，其蓝光

或红光组成 LED 的光谱较窄，接近单色光光谱，在测量光度量、光量子密度以

及植物光度量等参数时，对光辐射探测器的光谱失匹配以及光谱测量均有较高要

求，测量评价需注意测试配置的选择。

1.1.1.1. 植物照明产品的性能要求及相关计量系统

植物一般依靠叶片中的叶绿素吸收照射光，其吸收波段一般处于蓝光和红光

区域，如图 1所示。吸收光在植物体内经光合作用转换为有机能量，用以生长繁

殖。因此，对于植物照明产品，首先应考量其吸收波段的辐照度，一般为

400nm~500nm蓝光和 600nm~700nm红光波段的辐照度。在大面积种植场合，还

应考察植物受照面上辐射照度均匀性，以获得高质量的均匀照明环境。



图 1 叶绿素 a和叶绿素 b的吸收谱(引自 CIE 2012)

其次，植物与人眼对光谱的响应特性不同，人眼对光的感知量一般在光度系

统中实现测量，而植物的光合作用则一般在光量子系统和植物光度系统中实现测

量评价，评价参数为光量子密度或植物光度学参数。

1） 光度系统

在光度系统中，光度探头的光谱灵敏度应与图 2所示的人眼光谱光视效率函

数 )(λV 相匹配。光通量(单位：lm)可通过下式计算：

λλλ
λ

λ dVem )()(,∫ΦΚ=Φ (1)

λ,eΦ —光谱辐射通量；λ—波长； W/lm683m =Κ 。

2） 光量子系统

在光量子系统中，理想探测器的响应曲线应与图2所示的光谱响应曲线 )(Q λ

相匹配，主要考量植物光接收面上单位面积内的光量子数(光量子密度)EQ(单位：

μmol⋅s-1 /W)，可由下式计算：

λλλ
λ

λ dEE eQ ∫= )(Q)(, (2)

)(, λλeE —光谱辐照度。

3） 植物光度系统

在植物光度系统中，光合探测器的光谱响应曲线应与植物光度响应曲线(与

McCree 的平均相对量子效率曲线(RQE) )(λP 精确匹配)相匹配，如图 2所示。



植物光合辐射通量ФP(单位：phytoW或Wp)可通过下式计算：

λλλ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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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光度系统中的光合辐照度 EP(W·m-2或Wp·m-2)、光合辐射强度 IP(W·Sr-1或

Wp·Sr-1)、光合辐射亮度 LP(W·Sr-1·m-2或Wp·Sr-1·m-2)，可分别根据辐射度系统

中对应的辐照度、辐射强度、辐亮度计算得到。

图 2 光度系统、光量子系统以及植物光度系统中的光谱响应曲线

最后，对于科学研究场合，有时还需要进行光谱和色温测量，研究光谱特性

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2.2.2.2. 植物生长用 LEDLEDLEDLED照明产品的测量

2.12.12.12.1 测量方法分析

过去，常用光合光量子通量密度检测仪(光量子传感器)来测量评价植物照明

产品在指定受照面上的植物光合光量子通量密度，以此评价植物照明产品的性

能。光合光量子通量密度检测仪的探测器的相对光谱灵敏度与光谱响应函数

)(Q λ 相匹配，通过直接测量获得光合光量子通量密度的积分值。一般来说，相

对光谱灵敏度 )(Q λ 很难做到完美匹配，对于光谱较窄的红、蓝 LED来说，若其

光谱刚好处于探测器的光谱失匹配范围内，则微小的失匹配也可能会带来极大的

测量误差，严重影响光量子系统测量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光合光量子通量密

度检测仪只能测量获得光量子系统内的参数，不能获得其它计量系统内的各项参

数，评价参数具有较强针对性，不利于各领域人员的交流。为了更加合理、客观



地评价植物照明产品的性能，一般，我们需要在各计量系统下测量其相应的性能

参数。

随着光谱测量技术的发展，基于光谱法的测量技术和设备也日趋成熟，并逐

渐应用至植物照明检测领域。一般通过测量植物照明产品的光谱绝对值，利用

(1)-(3)式获得植物照明光源相应波段的辐照度值、光度值、光量子密度及植物

光度学量等参数。该方法不仅不存在任何失匹配问题，而且可以实现四大计量系

统内的任意参数转换，测量精度较高，且操作智能便捷。但一般光谱测量都存在

线性较差和杂散光影响等问题，从另外一方面限制了测试精度，也对测量设备提

出新的要求。

2.22.22.22.2 光谱光合辐照度计

光谱光合辐照度计是基于光谱法测量的典型设备，如图 3所示。图 3左侧为

便携式光谱光合辐照度计，比较适用于一般精度要求的现场快速测量。该设备采

用了远方分光积分结合(SBCT)的专利技术，将积分法和光谱法相结合，通过对

光谱测量绝对值的精确修正来提升光谱测量的线性，以获得 LED 植物照明产品

准确的性能参数。

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的实验室和科研场合，应采用图 3右侧的高精度光谱光合

辐照度计。该辐照度计采用了优质光栅和高性能阵列探测器，不仅具有良好的线

性动态范围(光度线性为±0.3%)，而且引入先进的杂散光校正技术，可大大降低

杂散光对测量的影响(杂散光<0.01%)，大幅提高光谱绝对值的测量准确度。该

设备的高精度测量还可以用于校正便携式光谱光合照度计的测量结果，以保证便

携式光谱光合辐照度计的测量准确度和长期稳定性。

图 3 便携式光谱光合辐照度计(左)和高精度光谱光合辐照度计(右)

(远方 SP-10/SP-20)



图 3所示的光谱光合辐照度计均配置智能分析软件，可以方便实现多个系统

之间的换算，准确获得光合辐照度、光量子密度、色品坐标、峰值波长、主波长、

各波段辐射照度比等参数，如图 4所示。

图 4某 LED 植物面板灯的光谱测量

2.32.32.32.3 植物 LEDLEDLEDLED照明产品的典型测量配置

CSA(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标准)最近也发布《植物生长用

LED 平板灯性能要求》草案，规定植物生长用 LED灯必须测量其光谱，并通过

光谱绝对值计算得到蓝-紫辐射照度、红-橙辐射照度、辐射照度均匀性以及光合

光子通量密度等参数，将 LED植物照明产品的性能逐渐规范化，且测量需考虑

多个计量系统，

在实际测量中，可配置如图 5所示的典型系统，不仅可以一次测量获得各项

性能参数，还可以方便地实现 CSA标准所规定的辐照度均匀度以及辐射面光谱

峰值波长不一致性的测量分析。

如图 5所示，光谱光合辐照度计的取样装置(或光谱光合辐照度计)与被测

LED面板灯分别安装在导轨的左侧和右侧。取样装置安装在可左右、上下、前

后移动的装置上，可在任意距离下，测量受照面或辐射面均匀 9个区域的中心点

的辐照度和光谱，从而按照(4)和(5)式获得受照面的辐射照度均匀性及光谱峰值

波长的不一致性。

%100min ×=
ave

e E
EU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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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min 为 9个区域内的中心点上测得的最小光谱辐射照度值；Eave为 9个区域

内的中心点上测得的光谱辐射照度算术平均值； iλ 为 9个区域内的中心辐射单

元上测得的的相对辐射光谱峰值波长值， 80 ~i = ； aveλ 为 9个区域内的中心辐

射单元上测得的相对辐射光谱峰值波长值的算术平均值。

图 5 典型的辐照度测量配置及受照面/辐射面划分

3.3.3.3. 小结

LED植物照明产品的性能评价涉及多个计量系统，评价参数较多，且其光

谱较窄，无论是对测试硬件还是软件，都有较高要求，如光辐射探测器的匹配问

题以及光谱测量的精度等。LED植物照明厂商以及相关科研机构应根据自身或

标准要求，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案，全面而客观地评价 LED植物照明产品的各项

性能，做到绿色照明、高效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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