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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应用于
组培的好处：

· 增殖系数更高

· 节能

· 生根质量更好

· 生根率更高

· 改良/控制伸长过程

· 加速炼苗

· 提高温室移栽成活率

· 缩短整个生长周期

欢迎来到LED照明的世界

LED（全称是light-emitting diodes）将在园艺作物生产的照明上发挥主要作用，尤其在组培生产中。

LED照明能够通过输出光谱的调节，使植物生长的每个阶段都能接受到最适宜该阶段的光照。

LED照明能够保障高均匀光照，无论植物在培养架任何位置，都能获得同等水平的光照。这使植物

的生长速度相同，长势相同。正是因为飞利浦LED照明的高质量保证，即使使用多年，光照输出还

能维持在很高水平。

再者，LED照明与传统荧光灯相比耗电量更少（最多能省70%的电量），而且几乎不产热，所以灯

管可以放置在离植物很近的位置，这就意味着在同样的空间下，能够设置更多的种植层。LED照明

的使用寿命长达25,000小时，所以不必要经常更换灯管，也不用担心灯管破损。

当然，每种植物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

对光照都有不同的需求。我们的植物

专员会协助您通过使用我们的光照设

备获得更好的收益。

光照是园艺生产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植物类科研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世界上照明产业的先

驱，飞利浦设计出种类多样的照明产品，以满足组培生产者不同的需要。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怎样利用光照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植物生长。一直以来，我们和全世界

的园艺生产商紧密合作，所以我们更明白“怎样利用光照”及其重要性。

我们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够大大提高组培的产量——这确实是一门专业技术！

提高组培效率

在组培培生生产产生产产中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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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培光照的现状和挑战

光照对植物生长起到决定性作用，自然光虽然是最廉价的照明手段，但是为了保证组培生产的质

量和稳定性，人工光的应用必不可少。

组培室目前普遍采用传统的T8或T5荧光灯管。传统照明可能存在如下潜在的问题：光谱组成不适

于植物生长，整个照明系统耗电量大、灯管散热大以致空调降温能耗高且光衰较明显，寿命较

短。这些因素会增加组培生产的成本，且影响组培苗的品质。

例如，很多特殊品种在传统照明模式下无法正常木质化，同时生根困难。不理想的照明条件往往

导致炼苗阶段时间长，同时也会导致增殖阶段的增殖率较低。

飞利浦不只提供照明设备，我们的植物专员和应用工程师会根据您的具体需求来制定最佳的照明

方案，针对每种植物都有独特的“光配方”。

除此之外，飞利浦不仅会在补贴申请过程中给您提供帮助，而且如果您在设备安装或后续的使用

过程中，出现光照或植物相关的问题，飞利浦也会给予帮助。

无论您身在何处，飞利浦的植物专员都在您身边

我们全球的植物专员团队提供技术支撑，帮助客户找到最适合的光配方。

植物专员们的知识储备广博，专业技术水平高。从组培到温室作物栽培，从切花到花

坛植物生产，这些问题他们都能够解决。

不同的生产地区，不同的植物和市场，这些都需要广博的植物方面的知识。这就是为

什么飞利浦植物专员们拥有广泛的园艺学科背景，并遍布世界各地的原因。

了解您的需求

我们的方法：循序渐进的解决方案

第1步. 了解客户需求

第2步. 提供光配方

第3步. 产品、安装和应用

第4步. 案例商业可行性评估和资金支持

第5步. 协议、交付和安装 

第6步. 实施检查

第7步. 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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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
植物生长的光照

植物生产需要不同类型的光照。因此，飞利浦针对不同植物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光配方”数据库，

使植物能在最适宜的光照下生长。这些“光配方”从研发、完善、测试到日臻完美的应用都是与知

名园艺公司合作的。当然，每个新的项目都会充实这个数据库的内容。

飞利浦的每个“光配方”包括：

·  植物最适宜的光谱及光强

·  最佳的光照位置及光照时间

·  在此“光配方”下最合适的其他环境指标

·  可以期待的使用结果和节能效果

要想获得最佳的照明质量，就需要使用最佳的 LED照明灯具。飞利浦的高质量 LED照明

都是从 LED分选过程（Binning）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LED生产商会按光量、颜色，有时也会考虑电压，来给 LED分类。这使得生产商们选出符

合标准的 LED。影响产品质量最严格的标准是光输出和色温。我们选择最好的 LED Die

来获得最适合，最稳定的光谱。

用此种方法，我们 100%确定我们的 LED照明产品具有相同的高质量特性，所以我们会

为您的植物提供最适宜的照明产品，您不用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这也意味着替换上飞

利浦的 LED照明产品后，您不用再做最初的一些测试。

光照
一个影响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具 飞飞利浦的的高高质

性因因素

质量 LED照明

出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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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飞利浦GreenPower LED

理想的“光配方”是飞利浦GreenPower LED园艺照明的设计理念。根据您的

生产目标和植物特性，飞利浦植物专员和LED工程师会为您推荐最适合的

产品，并为您量身定制相应的光照方案。

- 科学的光配方，提升组培苗的品质

- 显著的节能效果，照明电费与空调降温费用明显降低50%以上

- 高效的热管理，可增加更多层的培养面积以提高产量

- 长久的使用寿命和过硬的质量保证

- 均匀的光照分布

电
费
+
灯
具
换
新
费
用

0 1 2 3 4 5 6

年数

投资回报时间分析

传统荧光灯

飞利浦LED照明

飞利浦LED照明（有增产等额外好处）

如果使用飞利浦LED期间，作物产量不变，那只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发现LED比传统荧光灯使用成本更低。

如果把可能的增产（如使用LED灯后植物生长速度增加）考虑在内，投资回报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能实现。

快速地收回投资

应用组培苗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是高效生产的必要因素。因此，明确的是您不需要不必要的光照，

即植物生长所需以外的光照。这也有利于获得更高的利润。人工照明需要电能，通过使用最佳光

照，组培生产者可将照明能耗降到最低。

此外，LED照明方案使降温的花费也降到最低。通过使用合适的光强，也可以确保光源产生的热

量最小化。

替换为LED并增加收入

使用LED照明的初始投资可能大于传统的荧光灯照明，但是可以迅速收回这项成本，因为LED照明

使得运营成本减少，种苗产量、品质，经营利润提高。

我们将传统荧光灯与LED照明做以下比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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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

飞利浦GreenPower LED科研模组

具有光照配比可调节的功能，应用于科研人员探索

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所需要的最佳光照，并观察测

量植物形态与生理指数，从而确定植物最需要的

“光配方”。特制铝合金外壳，具IP66防护等级。结

合使用飞利浦Dynalite控制系统，可以实现对光源的

智能控制。其应用灵活性极高，满足科研对光源可

调性的需求。

飞利浦GreenPower LED生产模组 

这个模组是为没有或缺少自然光的多层培养床设计

的。这个模组（50-250μmol/m2/s）能够代替传统的

荧光灯照明，节能高达60%。低散热的特点能使

LED灯安装得离植物更近，从而提高空间利用率。

多种光谱组合可供选择。

飞利浦GreenPower TLED组培灯

组培灯根据组培植物的特点设计，有不同光谱比例

组合，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植物组培。组培灯附有专

用 灯 架，安 装 省 时 省 力。TLED 还 具 有 其 他

GreenPower LED照明产品共有的低耗能、低散热、寿

命长的特点，是直接替换现有荧光灯管的最佳选择。

欲知更多详细信息，

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www.philips.com/horti

节能
高达

70%

飞利浦GreenPower TLED组培灯
节省能源，提高产量

为了满足不同植物在不同组培阶段用光的要求，

GreenPower TLED 系列组培灯共推出六种不同光

配方产品。和传统照明相比，组培灯不但可以节能

高达 70%，更因为其低散热的特点节约大量降温

费用。使用 TLED也可能进一步提高组培苗的增殖

系数，生根质量，改良壮苗过程，加速炼苗，缩短总

生长周期。

www.philips.com/hortiwww.philips.com/ho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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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培灯V5

W 20W MB 

组培灯V6

W 20W HB 

组培灯V1

DR/W 16W LB 

组培灯V2

DR/W 18W MB 

组培灯V3

DR/W/FR 15W LB

组培灯V4

DR/W/FR 17W MB 

商品名

V5

V6

V1

V2

V3

V4

光通量（典型）μmol/s /每模组 

24

25

23

24

21

22

功耗（瓦）

20

20

16

18

15

17

使用寿命（小时）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飞利浦GreenPower TLED组培灯 

白色 (W)

GreenPower TLED W 20W MB 220-240V 50/60Hz

GreenPower TLED W 20W HB 220-240V 50/60Hz

红/白色 (DR/W)

GreenPower TLED DR/W 16W LB 220-240V 50/60Hz

GreenPower TLED DR/W 18W MB 220-240V 50/60Hz

红/白色/远红 (DR/W/FR)

GreenPower TLED DR/W/FR 15W LB 220-240V 50/60Hz

GreenPower TLED DR/W/FR 17W MB 220-240V 50/60Hz

Accessoires

GreenPower TLED batten

TLED产品信息

使用寿命和维护值为室温25 °C下的值，且光通量保持在70%。

种 植 者：

北京市大兴区苗圃 

行    业： 

组培

植    物： 

红掌

地    点：

中国北京市

解决方案：

GreenPower TLED

效    果： 

照明及空调能耗明显降低、植株长势好

合作伙伴：

伯格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组培典型设置1

飞利浦GreenPower TLED 

北京市大兴区苗圃组培室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发现飞利浦 LED

组培光源培养下红掌组培苗壮苗率

有明显提升，组培苗的叶色更加浓

绿、植株叶面积也有所增加。从能耗

角度看，LED组培灯在提供了更多的

光量子的同时，耗电量只有荧光灯的

47%。应用 LED后，由于 LED的低散

热性，组培室空调系统的降温负荷明

显降低，既节省了电费，又减轻了电

气系统的负荷。

苗圃对于 LED 组培灯的应用表现十

分满意，不仅能耗大大降低，而且组

培苗长势有所提升。因此，苗圃进一

步扩大了 LED组培灯的应用规模。组

培人员最直接的感受是，春秋季节，

以前每天开启荧光灯后，半小时之内

必须打开空调降温。但是应用 LED组

培灯后，大约光照 2-3小时以后才开

空调。冬季有暖气的组培间，也不再

需要开空调降温了。另外，多个品种

的红掌组培苗放置在 LED组培灯下，

长势较好，生产人员也十分满意。

“对于飞利浦LED组培灯

的应用效果，我们十分满

意。因此我们扩大了应用，

希望通过降低能耗提高生

产效益。”

www.philips.com/hortiwww.philips.com/ho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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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者：

东北农业大学

行    业：

组培

植    物：

马铃薯

地    点：

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解决方案：

GreenPower TLED

效   果：

试管苗生长势好、移栽苗更强壮、节能

组培典型设置3

飞利浦GreenPower TLED 

东北农业大学

LED组培灯下的叶面积显著增大、茎

杆变粗，经过几次继代后部分品种复

叶性状可初步显现，叶色浓绿，茎叶

带有特殊颜色的品种也显示出原有

的颜色。由 LED组培灯照射的马铃薯

苗，在出瓶移栽后，长势旺盛，在地里

是茂盛的一片绿色。半年来得出的测

试结果令负责项目的张丽莉老师十

分满意。同时，张老师也希望更加深

入的研究不同光源的 LED 组培灯对

马铃薯组培各个阶段多个性状指标

的影响，飞利浦园艺 LED照明的中国

团队将继续全力配合这项研究。

东北农业大学马铃薯研究中心于

2013年初购买了飞利浦 LED组培灯，

经过半年的应用观测表明，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组培灯对马铃薯

培育健壮的试管苗起到非常显著的

促进作用。试验团队的成员也惊喜地

发现 LED的耗电量远远低于荧光灯。

种 植 者：

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中心 

行    业： 

植物组织培养

植    物： 

非洲菊

地    点：

中国上海

解决方案：

飞利浦GreenPower TLED

效    果： 

降低能耗、节约照明及降温成本

组培典型设置2

飞利浦GreenPower TLED 

上海星辉组培

在初期与飞利浦接触后，星辉生物技术中

心对于飞利浦的 GreenPower TLED 非常感

兴趣，希望能够通过一定周期的测试使用

进行记录分析，并据此了解将来在中心的

组培室全面推广的可能性。非洲菊是星辉

生物技术中心的主要产品，因此中心决定

首先在该组培室进行测试。今年年初，在飞

利浦植物专员的协助下，颇具规模的

GreenPower TLED 在该中心的组培室安装

完成并开始初期测试使用。经过前期的试

用，飞利浦产品本身的低耗电，以及低散热

带来的控制环境温度所需能耗的减少使得

总能耗降低了一半以上，该中心对此效果

非常满意。另外，尽管降低能耗是首要的目

标，测试结果也相当出色，中心的技术人员

欣喜地观察到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除

了节能以外的一些明显优势。

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位于上

海奉贤区，该企业曾被评为 “ 

上海市采用国际标准先进单

位 ”、“ 全国园艺产品出口示范

企 业 ” 等 称 号，也 通 过 了

ISO9001、HACCP 认证。企业本

着 “ 提高内延，扩大外延，开拓

市场 ” 的发展策略，不断致力

于栽培技术的创新和改进。而

其所属的生物技术中心更是企

业不断进取的重要技术支持，

主要从事花卉、苗木等的组培

生产，年生产植物组培苗可达

1,000 万株。目前以生产非洲菊

组培苗为主。

“节能的效果已经毋庸置

疑了，飞利浦的GreenPower

TLED在保证植物正常生长

的前提下，会带来哪些额

外的好处，是我们下一步

非常有兴趣了解的。”

“经过LED组培灯照射的

马铃薯苗，在出瓶移栽后，

长势旺盛，在地里是茂盛

的一片绿色。”

www.philips.com/hortiwww.philips.com/ho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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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者：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行    业： 

科研

植    物： 

烟草等

地    点：

中国北京

解决方案：

GreenPower LED生产模组

效    果： 

组培苗更强壮，生根率明显提高，

生根时间缩短

组培典型设置4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中心组培室的科研人员经过几轮的试

验后，发现多种植物的生根率明显提

高，并且光照、控温耗能成本大大降低。

中心对于飞利浦设施园艺 LED 照明给

出的完整光照解决方案十分满意，希望

今后能在更多的科研及生产领域开展

合作，为国内蔬菜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飞利浦作为领先 LED 照明技术的拥

有者，率先将 LED照明应用于农业领

域并提供完整的光照解决方案。中心

与飞利浦设施园艺 LED 照明在 2012

年初展开合作， 将先进的 GreenPower 

LED 光照解决方案应用于多种作物

组培。为保证试验的多样化，中心希

望设计多个组合的光配方以供研究

不同试验材料。飞利浦植物专员实地

观测了中心目前的光照情况，运用丰

富的实践经验结合实际需求，推荐了

理想的方案。

“飞利浦的GreenPower LED

生产模组不仅节能，而且组

培苗更健壮、生根率提高，

生根时间也缩短了！”

种 植 者：

上海市花卉良种试验场

行    业：

组培

植    物：

朱蕉、玉簪

地    点：

中国上海

解决方案：

GreenPower LED 生产模组

效   果：

降低能耗，提升种苗质量

组培典型设置5 上海市花卉良种试验场

LED灯的高效、节能、低散热对于良

种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经过前期

的试用以及与飞利浦的植物照明团

队共同探索，上海市花卉良种试验场

对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生产模

组的表现非常满意。正是由于前期测

试的成功，良种场结合本身丰富的组

培经验以及飞利浦在 LED 方面的领

先技术，目前已在一整间组培室应用

飞利浦的GreenPower LED生产模组，

专门针对玉簪和朱蕉的生根。截至目

前的跟踪记录显示，植物的生根周期

缩短，而且根系更加粗壮。

作为经验丰富的组培种苗生产者，上

海市花卉良种试验场不断探究生产

中的问题，并密切关注创新技术。传

统上用于组培的荧光灯管本身的高

能耗以及散热问题，一直困扰着良种

场的技术人员。为了找到更加节能降

耗、更好的绿色能源、更加环保的组

培技术，良种场一直在积极尝试，不

仅是为了自身的目标，更是为了整个

组培产业的进步。

“除了解决了我们的能耗

问题，飞利浦GreenPower

LED确是意外之喜，更长

的使用寿命和更优良的光

效表现！相信这将是组培

产业的福音。”

飞利浦GreenPower LED生产模组 飞利浦GreenPower LED生产模组

www.philips.com/hortiwww.philips.com/ho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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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上海：021-2412 7780

北京：010-8527 3059

china.horti@philips.com

www.philips.com/horti

国际交流

我们的合作伙伴

飞利浦与全球知名的专业化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为他们提供光照应用的相关

培训。我们的植物专员可提供光配方的培训，应用工程师负责项目中光照方案设

计与规范的培训。

这个创新的合作关系创造了遍布全球的业务网络，使种植者能够与当地具有资质

的伙伴进行合作。

根据您的需要，可联系：

• 飞利浦LED园艺合作伙伴

具有资质的飞利浦LED园艺合作伙伴，已接受工程设计，光配方及项目培训。

• 业务合作伙伴

商业或植物生产合作伙伴，在特定领域与我们共同完成项目并获得信任。

• 飞利浦客户经理或植物专员 飞利浦设施园艺照明每年都会在相关国际园艺博览会上亮相，

介绍最新产品与应用。例如德国埃森国际植物展、中国国际花

卉园艺博览会、OFA美国园艺信息交流会、荷兰国际园艺展。

我们也参加国际性行业专题研讨会，并且组织世界各地的园艺

工作者参观新的LED应用项目。
想了解飞利浦园艺照明能为您带来什么？ 

为取得联系，

请登录www.philips.com/horti

什么？

www.philips.com/hortiwww.philips.com/ho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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