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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为满足
专门组培生产需要而设计”

LED照明应用于组培的好处：

• 市场证实、适用于不同作物的光配方

• 更高的增殖系数

• 节能

• 更好的生根质量

• 更高的生根率

• 改善的壮苗过程

• 炼苗加快

• 温室移栽成活率提高

• 整个生长周期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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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照明产业领导者，飞利浦设计出种类多样的先进照明产品，

以满足组培生产者不同的需要。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在利用光照最大程度促进植物生长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这是

我们长期以来与全球园艺领导者紧密合作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

这些专业知识及我们所能提供的先进技术，能够大大

改善组培生产的生产结果。

欢迎来到 LED 照明的世界

L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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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植物生长的每个阶段提供最适宜该阶段的光配方。

LED 照明同时也能够保证高均匀的光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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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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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植物及其生产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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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您的需求

我们的方法：
循序渐进的解决方案 

无论您身在何处，
飞利浦的植物专员都在您身边

5飞利浦设施农业 LED 植物照明 - 组织培养飞利浦设施农业 LED 植物照明 - 组织培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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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利浦不只提供照明产品，更有广博的植物生产知识和客户服务。我们的植物专员和应用

工程师会根据您的具体需求量身定制最佳的照明方案，每种植物都有得到独特的“光配方”。

除此之外：飞利浦在您申请补贴过程中将给予配合，免除您后顾之忧。在安装过程中出现

任何问题，我们都会提供多种形式的售后帮助，如回复技术及植物相关问题、光照测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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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知识储备广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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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不同的生产地区、植物和市场，对植物各方面知识要求各异。这就是为什么飞利浦植物专

员们拥有如此广泛的园艺学科背景，并遍布世界各地。

针对实际情况可提供最好的
照明解决方案，每一种植物
都能得到最独特的光配方”



飞利浦的每个“光配方”包括：

不同的植物需要
不同类型的光照和光强”

光照
一个影响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要想获得最佳的照明质量，就需要使用最佳的 LED 。飞利浦的高质

量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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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使得灯具生产商可以选出符合标准的 LED。影响产品性能最为关

键的因素是光输出和色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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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产品具有一致的高质

量特性，所以总是会得到适合您植物生产的 LED， 而不用担心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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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适合植物
生长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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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在与世界园艺研究领导者的合作中完成了从研究、开

发、测试并且最终完善的过程。当然，每个新的项目都会

充实这个数据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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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最合适的其它环境指标

在节能效果的基础上，可以期待的使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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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知更多详细信息，
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philips.com/horti

以下是我们的应用实例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生产模组

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组培灯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科研模组

飞 利 浦 GreenPower TLED 组 培 灯（25-100µ

mol/m2/s）能有效替代传统的荧光灯照明，节能

高达 70%。GreenPower TLED 系列组培灯共推

出六种不同型号，产品为 T8 粗细，在多数场合下

甚至适合原有 T8 荧光灯照明的直接替换改造。

飞利浦GreenPower

LED照明解决方案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是组培生产的理想光源。LED 照明
可根据组培生产所需要的光照和光谱进行精准调节，基于这
种方式，我们可以设计出最好的光配方，适合您作物的生长。

科研模组可实现利用光照对植物的生长和发育进

行调控。模组的可调功能 可精准设定所需要的光

照。该模组具有白光、红光、蓝光和远红光多种

型号，是应用于科研人员探索植物在生长阶段所

需要的最佳光配方的最优光源产品。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生产模组专为没有或

缺少自然光的多层栽培设计的。其节能潜力是极

大 的，在 同 样 的 生 长 光 照 水 平 下 节 能 最 高 达

75%。低散热性也能让光源与植物的距离更近，

从而增加空间利用率。有多种光谱组合，不同光

强和不同光谱的方案可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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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培养
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顶光模组

四川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 福建西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太子参良种繁育中心

组织培养
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柘荣素有“中国太子参之乡”美称，种植太子参

已有百年历史。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区的兴起，当

地政府对于太子参产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的支

持。福建西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中医药

科技研究开发，其下属的太子参良种繁育中心承

担着太子参新品种繁育、脱毒苗生产、良种GAP

栽培、推广应用等重要任务，为生产高品质的太

子参提供优质种源。传统生产上，太子参主要通

过块根繁殖下一代，长期的块根无性繁殖，使太

子参受病毒侵染并积累，导致种质退化，种苗普

遍带病毒，生长缓慢，从而影响太子参品质。福

建西岸公司太子参良种繁育中心通过外植体脱

毒，组培扩繁等方法，工厂化生产太子参脱毒

苗，成为太子参新品种及脱毒苗繁育推一体化重

点企业。

“飞利浦组培灯节能明显，促进太子参生长，缩短组培周期。相信接

下来的试验会给我们更多惊喜！”

种植者
福建西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组织培养

植物
太子参

地点
中国宁德柘荣县

解决方案
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效 果
节电、促进植物生长、缩短组培周期

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主要从事薯类作物的遗传育

种、新品种开发、脱毒种薯快繁及其相关栽培生产

配套技术研究，其薯作研究中心被省农业厅授牌

为“四川省马铃薯基础苗供应中心”。

  

在马铃薯组培苗生产环节中，需要充足的光照和

冷凉的温度来保证组培苗健康成长。而传统荧光

灯存在明显光衰问题，无法长久提供充足的光照，

较高的散热也给组培室内温度控制带来不小的挑

战。组培阶段完成后，小苗会进入温室进行下一步

培养。这时需要更加充足的光照来确保成长为健

康的植株，并避免温室内温度过高而带来的伤害。

为培养出更健康的马铃薯种苗，专家们决定在马

铃薯组培室及温室内进行 LED 人工光源改造。

 

根据飞利浦“光配方”成功应用经验，专家们在组

培 室 采 用 了 飞 利 浦 组 培 专 用 的 GreenPower 

“无论在组培上还是温室里，飞利浦 LED 保障了植物健康成长，并

减少能耗，降低生产及科研成本。”

种植者
四川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

行业
科研

植物
马铃薯

地点
中国四川成都

解决方案
GreenPower TLED 和
GreenPower LED 顶光模组

效果
组培苗更强壮、温室幼苗获得充足
光照、节电、更好控制环境温度

2013年初，西岸公司使用飞利浦GreenPower 

TLED开始进行小规模试验。希望在试验中寻找

到安全、适合太子参组培苗的光谱组合。飞利浦

植物专员根据太子参的生长习性，为西岸公司推

荐了几款不同光谱组合的GreenPower组培

TLED。经过几轮的试验观测，西岸公司的技术

员发现，飞利浦TLED不仅比荧光灯节能一半以

上，更令他们惊喜的是，飞利浦TLED下的太子

参组培苗生长更迅速。很快，西岸公司决定扩大

飞利浦组培TLED的应用规模。现在，已经有超

过 1000支组培灯在西岸的组培室内大规模使

用。小规模的比较试验仍在继续，希望发现

TLED在太子参组培苗生产上的其它潜力。

TLED，从光谱组合到光强设置，均能很好满足马

铃薯组培苗的生长需要。方案实施后，组培室的

能耗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同时室内温度也得到了

更好控制。而温室内的环境对于照明解决方案更

是考验：既要在光照强度上满足植物生长，又要

在产品质量上过硬。在适应严峻环境的同时，又

有着稳定高效的光输出。最终利浦团队经过设计

和模拟，使用了 LED 顶光模组悬吊在温室顶部，

来满足补光强度和均匀度的要求。

 

研究人员发现，飞利浦 TLED 下的马铃薯组培

苗茎干更粗壮，叶片更大，颜色更绿。移栽到

温室里后，成活率大大提高。而温室的马铃薯

苗在 LED 顶光模组的补光下，长势和植物根系

生长情况都得到改善。由于 LED 低散热特性，

补光时也不会给植物带来过多的热量，减少了

控制温度所需要的额外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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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科研院所

大学与科研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科研模组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生产模组

拟南芥种植

组织培养
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生产模组

飞利浦一直与世界上顶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保持

着紧密地合作。在欧洲，飞利浦不仅与农业类高校，

科研机构共同开发光配方，而且为这些研究机构

提供高品质的科研用光。瓦赫宁根大学、乌得勒

支大学和哈瑟尔特大学是其中的一些很好的例子。

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在世界农业研究领域享

有盛誉。瓦赫宁根大学的 Wim van leperen 博士

这么评价与飞利浦的合作：“ 我们科研项目的性

质决定了我们对光源的要求很高。我们需要可靠

的、高质量和操作方便的光源，而飞利浦所提供

目前科研实验室种植拟南芥主要用荧光灯这种

传统人工光源，但存在诸多不足：一，荧光灯

的明显光衰使得植物无法得到持续稳定的足够

光照，拟南芥收获周期逐渐延长，影响了科研

的效率和进度；二，荧光灯是三基色发光，包

含许多对植物生长发育低效或无效的光质成分、

光质组成不合理，使得拟南芥生长不够健壮，

可能会影响一些目标基因的表达；三、荧光灯

耗电较多，增加了科研成本；四、荧光灯产生

的热量，使得培养室的夏季降温变得困难，难

以为拟南芥生长提供理想的温度环境。为能够

高效、节能地培养出更健康的拟南芥，科研人

员们决定采用 LED 光源进行拟南芥种植。

根据飞利浦在拟南芥种植上的成功“光配方”及

应用经验，科研人员采纳了飞利浦 GreenPower 

“拟南芥生长更快、长势更好，飞利浦团队还能提供专业建议，很好

满足了科研工作的需要。”

种植者
大学和科研院所

行业
科研

植物
拟南芥

地点
中国各地

解决方案
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生产模组

效果
特殊光配方的应用使得植物长势更好、
生长更快。LED 的使用降低了电费、
培养室也可以更好地控制环境温度。

的 LED 植物照明解决方案正好满足了我们所有的

需求。GreenPower LED 系列产品给予我们的试

验极大的可控性和自由度。我们十分满意。

乌 得 勒 支 大 学 也 在 其 新 的 气 候 室 中 装 配 了

GreenPower LED 科研模组以提供均一的光照，

进行科学研究。哈瑟尔特大学在与飞利浦合作测

试后，也在其两个新的气候室内安装了飞利浦

LED 照明，目的是提供学生用来研究光和植物形

态建成的关系。

“GreenPower LED 系列产品给予我们的试验极大的可控性和自由度。”

LED 生产模组和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两种

光照方案进行拟南芥种植。小规模试验表明，从

光谱组合到光强设置，均能很好的满足拟南芥的

生长需求，植物长势更好、生长更快，直至到最

后的开花结实。与原有荧光灯相比较，飞利浦的

LED 光方案能够节电 50% 以上，同时培养室

内的温度也得到了更好地控制。

目前，飞利浦植物 LED 的拟南芥种植光配方已

应用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山

东农业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以及包括中科院、农科

院在内的各级科研院所。应用均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飞利浦植物 LED 下生长的拟南芥长势健壮、

生长快、结荚多、籽粒饱满，给科研人员提供了

满意的光环境、培育出健康的拟南芥材料。

大学和研究机构
瓦赫宁根大学
乌得勒支大学
内梅亨大学
哈瑟尔特大学
格罗宁根大学

行业
科研

植物
多种植物

地点
荷兰，比利时

解决方案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科研模组
飞利浦 GreenPower LED 生产模组

13飞利浦设施农业 LED 植物照明 - 组织培养飞利浦设施农业 LED 植物照明 - 组织培养12



A fast return 
on your investment! 

根据您的需要，可联系：

想了解飞利浦设施农业 LED植物照明能为您带来什么？
请登录 www.philips.com/horti

我们将传统荧光灯与 TLED照明做以下比较（如下图）

提供组培苗生长所需要的适合光照是高效生产的关键因素。明

确哪些是您不需要的光照，即超过植物生长所需的光照，有助

于您获取更高的利润。人工照明需要电能，从商业角度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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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方案能把降温花费降到最低。通过使用合适的光强，可以确保光

源产生的热量最小化。

转向 LED，增加您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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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利润得到提高。

投资回报期分析

传统荧光灯

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飞利浦 Greenpower TLED + x-factor ( 有增产等额外好处 )**

如果使用飞利浦 TLED 模组期间，作物产量不变，只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发现 TLED 比传统
荧光灯使用成本更低。

如果把可能的增产（使用 TLED 后植物生长速度增加）考虑在内，投资回报在一年内就能实现。

快速地
收回投资!

广泛的合作网络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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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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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飞利浦设施农业 LED植物照明合作伙伴

   具有资质的飞利浦 LED 植物照明合作伙伴，已接受工程设计，光配方及项目培训。

• 业务合作伙伴

   商业或植物光配方合作伙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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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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