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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

· 汽车照明LED车灯OEM、ODM方案定制及产品提供商

· 汽车内外饰LED照明产品主机厂配套，模块及产品提供商

·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LED灯，方案及产品提供商

· 汽车主机厂、4S集团智能光毯灯投影灯产品定制开发生产商

· 汽车移动式投影灯产品主机厂、4S集团配套提供商

罗 苑 Laurence Luo

元晠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CEO/执行总裁

个人简介:

罗苑（Laurence Luo）是元晠科技执行总裁（CEO）, 负责公司运营和整体发展战略。在成立元晠科技(Oyseni)之前，曾任国企SCC深南电子技术开发高

级经理；上市公司SGC明阳科技技术总监(CTO)；ONPRESS香港安柏集团技术总监以及市场开发总监；在外资RAYBEN乐健集团任职期间，创建及运营集

团旗下子公司LED热管理及光电项目，LED特种照明项目以及汽车内外饰照明项目。

拥有13年在半导体电子和LED特种照明领域及LED UV光源技术领域的经验，在技术应用、工程管理﹑运营战略、渠道和业务/市场开发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和独到的见解。曾在半导体多个行业领域和技术论坛参加会议和研讨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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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车•生活---汽车领域新生态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对物资及精神感官的需要，现今汽车领域提出

“人 • 车 • 生活”的产品生态战略，在实践中探索，在创新中前行，以“人 • 

车 • 生活”的新型基础框架，不断努力创造新的“人 • 车 • 生活” 产品体验，

生活在全新的灯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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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内外饰主要系统分布

车身设计分为造型设计和工程设计2部分，汽车内饰系统是汽车车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内饰系统的设计工作量

占到车造型设计工作量的60%以上，远超过汽车外形，是车身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汽车内饰软硬包围系统

• 顶棚/天窗系统

• 门内护板系统

• 立柱护板系统

• 座椅系统

汽车行李箱内装件系统

汽车内饰安全系统

• 安全气囊系统

• 安全带系统

汽车内饰氛围/照明系统

汽车驾驶室内装件系统

汽车外饰照明系统

汽车外饰前脸后位护板系统发动机舱内装件系统

汽车内饰电子系统

• 主仪表板系统

• 副仪表板系统

• 车内声学系统

• 车内视像系统

• 互联多媒体面板系统

• 中控电子系统

• 方向盘系统

汽车驾驶室空气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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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内外饰灯光和颜色对烘托氛围的重要性

灯光氛围灯光颜色与波长的关系

可见光波长图 CIE1931色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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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氛围灯光三基原色组合可见光波长的主色系

汽车内外饰灯光和颜色对烘托氛围的重要性

RGB三基色图 可见光波长对应频率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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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应用在汽车内外饰和灯光氛围的重要性

合理的颜色搭配使人感到柔和、舒适、时尚、流线美感而又现代，科技感十足……

紫色：紫色是一个神秘的富贵的色彩，与幸运和财富、贵族和华贵相关联

红色：因为红色的波长长,会刺激脑部的神经,所以红色代表让人精神亢奋的状态

橙色：橙色是欢快活泼的光辉色彩，能给别人有庄严、尊贵、神秘是暖色系中最温暖的色

黄色：黄色过于明亮，被认为轻薄，冷淡；性格非常不稳定容易发生偏差

绿色：性格色彩中绿色代表和平、友善、善于倾听、不希望发生冲突的性格

青色：青色象征着坚强、希望、古朴和庄重，清脆而不张扬,伶俐而不圆滑，清爽而不单调

蓝色：由于蓝色沉稳的特性，具有理智、准确的意象，在商业设计中强调科技。

白色：白色明亮干净、畅快、朴素、雅致与贞洁，在商业设计中白色象征高级，科技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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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颜色搭配使人感到柔和、舒适、时尚、流线美感而又现代，科技感十足……

汽车内饰及氛围照明舒适性对驾乘人员的效率、情绪、舒适度以

及心里幸福感和心里健康的影响至关重要。

协调 实用 整洁 安全 舒适 适度

颜色应用在汽车内外饰和灯光氛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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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科技以人为本的灯光设计在汽车未来整车设计中的趋势

汽车未来设计将越来越强调车身造型和内饰设计元素的应用，给驾乘带来舒适性、功能性、设计感、豪华

感、个性化、智能感以及”安全和健康“的体验感。

元晠科技汽车内外饰产品应用分享

汽车前大灯照明 汽车内外饰氛围照明 汽车显示信号照明 汽车移动投影照明 汽车手机无线充电模块 人•车•生活
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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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科技汽车前大灯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3000K色温环境 5500K色温环境

卤素光源3000K色温效果 LED光源5500K色温效果

汽车前大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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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科技汽车内饰氛围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把内饰氛围氛围照明分为3个Layer

汽车内外饰氛围照明

Layer1: 顶棚星空氛围

Layer2: 门内护板氛围
中控台面氛围

Layer3: 安全带口氛围
脚窝氛围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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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线光氛围和星空顶棚氛围灯光技术原理拆解分析

钢化硅玻璃

PVB聚乙烯醇缩丁醛

调光膜

PVB聚乙烯醇缩丁醛

钢化硅玻璃

L
E
D
导
光
件
入
射
光

荧光油墨

全反射光

荧光油墨散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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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科技光纤与纺织覆合在汽车内护板和座椅系统氛围的应用

光纤/化纤混合纺织氛围效果视频

内护板和座椅系统软包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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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科技汽车内饰氛围照明案例应用分享---星空顶棚氛围照明模块

元晠科技组合式星空顶氛围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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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科技汽车内饰氛围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汽车内饰氛围集成系统控制方案

通讯信号

RGBW驱动模块

RGBW LED单元模块

导光结构

氛围光散射结构

顶棚星空氛围
Layer1 Layer1节点

通讯信号

RGBW驱动模块

RGBW LED单元模块

导光结构

氛围光散射结构

门内护板包覆氛围
中控台控制板氛围

Layer2 Layer2节点

通讯信号

RGBW驱动模块

RGBW LED单元模块

导光结构

氛围光散射结构

安全带插入口氛围
脚窝脚垫氛围氛围

Layer3 Layer3节点

总线通讯信号

蓝牙控制通讯信号

RGBW电子程序模块

4G手机互联通讯信号

汽车中控
LIN/INS总
线数据协议

主机厂方案

1.ACC输入
2.阅读灯信号

433频率通讯信号

红外通讯信号

RGBW电子程序模块

后市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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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宝马7系运动版迎宾光毯灯设

计概念，从单色升级为多色自由切

换智能变色光毯灯，在黑夜中为您

的爱车插上多彩天使

翅膀，梦幻般的多彩之

光，照亮你的行驶生活，让

您的爱车脱颖而出，让驾驶更乐趣!

元晠科技汽车外饰迎宾光毯氛围投影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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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宾光毯氛围投影灯方案一

零件特性

序号 名称 功能

1 led 光源

2 定位圈 定位光源

3 透镜D LED聚光

4 透镜C LED聚光

5 石英玻璃菲林 Logo成橡

6 遮光圈 遮光

7 透镜B 成像

8 透镜A 成像

光路图 光点图

元晠科技汽车外饰迎宾光毯氛围投影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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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宾光毯氛围投影灯方案一

挡泥护板安装

传统塑料菲林垂直投射Logo迎宾灯

元晠科技汽车外饰迎宾光毯氛围投影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元晠科技迎宾光毯投影灯安装效果

装车效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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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宾光毯氛围投影灯方案二(此方案在开发设计测试状态)

零件特性

序号 名称 功能

1 铝基板 散热

2 led 光源

3 透镜c LED聚光

4 菲林夹上盖 装配件

5 石英玻璃玻璃菲林 Logo成橡

6 菲林夹下盖 装配件

7 透镜B 成像

8 透镜A 成像

9 外壳上盖 装配件

10 外壳下盖 装配件

元晠科技汽车外饰迎宾光毯氛围投影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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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科技汽车前脸后位动态显示信号案例应用分享

汽车显示信号照明 Oyseni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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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科技汽车前脸后位动态显示信号案例应用分享



汽车移动投影灯，是元晠科技针对汽车移动动态投影照明场景应用，而开发的一款产品。

光引擎采用Color-Filter LCOS显示芯片技术与大功率高亮度白光LED光源技术实现。通过

移动投影照明技术和传感器提供交通信号交互，比如汽车解锁模式出现动态LOGO画面；

汽车与行人互动信息，可加入传感器信号对行人位置跟踪提示、行驶意图信号投射、限速

和安全提示作为智能驾驶技术，将有效提高汽车驾乘的智能安全体验感。

22

元晠科技汽车移动动态投影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汽车移动投影照明

1/4波片

CF-LCOS

LED光源

S光

P光

非
球
面
镜
头

PBS

单通道LCOS微型投影模组系统优势：

1.系统结构简单、紧凑、体积小

2.光学效率高



23

旋转轴2旋转轴1

移动式投影灯汽车后视镜安装设计结构 移动式投影灯汽车后视镜安装模拟效果

元晠科技汽车移动动态投影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汽车折叠后视镜植入移动动态投影灯结构设计



24

元晠科技汽车移动投影照明应用场景演示

移动式奥迪汽车动态投影效果 移动式奔驰汽车动态音频投影效果 奔驰移动式信息投影与人交互视频

元晠科技，动态LOGO投影工程样品实验效果

元晠科技汽车移动动态投影照明案例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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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汽车手机无线充电带氛围模块案例应用分享

汽车手机无线充电模块

智能手机无线充电功能的逐步普及，将推动人-车-生活的三者合一的汽车发展诉求，实现功能载体的配置硬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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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晠汽车手机无线充电带氛围模块案例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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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5系2018款配置手机无线充电功能发布会

宝马5系低配加装，原装”被动式散热”无线充电模块

元晠汽车手机无线充电带氛围模块案例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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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功能产品模块拥有的6大优点

① 支持原车CAN总线协议---当你将具备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放在充电模块上，能够完美实现中控大屏无线充电图标指示当你熄火后，打开

车门，无线充电设备依旧在充电模块上，原车会在仪表盘上显示“无线充电板中有移动设备”，同时原车会发

出声音提醒车主请勿将手机遗留车内。

② 支持原车LIN总线协议---通过原车LIN总线协议，产品所带氛围灯能够完美同步原车氛围灯效果，包括颜色，亮度。

③ 完美支持QI WPC1.2.4无线快充标准---无线充模块完美支持三星10W无线快充标准，充电效率可达普通无线充电2倍。无线快充，更加快人一步。

④ 主动式散热结构

⑤ 高精度外形结构

⑥ 完美匹配原车对接插头

元晠汽车手机无线充电带氛围模块案例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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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车安装协议原车氛围灯同步效果

元晠汽车手机无线充电带氛围模块案例应用分享



UVC会破坏病菌的RNA或DNA，使核酸Z中相邻胸腺嘧啶经光化学反应生成二聚物，二聚物的形成阻止了细胞的复制和最终导致细胞的死亡。从而消灭或

紊乱病菌的微观组织，使病菌失去破坏能力。
30

LED UV紫外对车内空调空气微生物杀菌技术应用分享

高密度UV-C是最安全、最快的消毒剂

✓UVC可以在几秒钟内摧毁99.99%的病原体

✓完全不含化学物质，无副作用

✓高效和绝对可靠

• 污水处理
• 家用净水器

• 空气净化器
• 空调

• 医疗消毒

• 色谱分析

• 紫外通讯
• 紫外干扰

• 食品杀菌
• 包装杀菌

废水处理

空气净化

医疗洁净

医疗分析

军事领域

表面杀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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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黄曲霉菌 灰绿霉菌 黑曲霉 总枝状毛霉A 总枝状毛霉B 酸腐节卵孢 扩展青霉 娄底青霉 点青霉 黑根菌

90% 99%uWs/cm2

31

mJ/cm2

3.9
3.0

4.2

1.3
2.2 2.3

0.0

1.0

2.0

3.0

4.0

5.0

甲型流感病毒 牛痘病毒 柯萨奇病毒 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结核 军团菌

UV-C能量 (99%杀菌效率)

LED UV紫外对车内空调空气微生物杀菌技术应用分享

数据来源于美国UV杀菌剂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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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 应用

UV-C

255nm • 环境监测

265nm • DNA监测

270nm
• 消毒、杀菌

• 军事

275nm
• 空气杀菌

• 军事

UV-B

285nm
• 植物照明

• 蛋白质分析

295nm
• 植物照明

• 蔬菜水果保鲜

310nm
• 医疗设备、光疗

• 涂装，家具生产

UV-A

365nm
• 胶水固化

• 涂装，家具生产

385nm
• 印刷行业

• 曝光固化

395nm

• 印刷行业

• 曝光固化

• 喷墨打印

405nm
• 胶水固化

• 曝光

LED UV紫外对车内空调空气微生物杀菌技术应用分享

冷暖器水箱
冷却风扇暖风芯体

空调控制器 蒸发器芯体

空调箱总成

空调风道
LED UV紫外空调风道模块

压缩机

空调管路

LED UV紫外空调结构原理图

LED UV紫外空调风道模块 LED UV紫外空调风道模块组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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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UV紫外对车内空调空气微生物杀菌技术应用分享

改性材料 尼龙（PA） 聚苯硫醚 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尼龙（PA） 尼龙（PA） 尼龙（PA66） 塑料（PP）

颜色（原色） 黑色/灰色/白色 黑色 黑色/白色 黑色/白色 黑色/灰色/白色 黑色/灰色/白色 黑色/灰色/白色 黑色/淡灰色/白色

导热率(W/m⋅K) 2-14 2-18 3.6 3.3 5 10 15 15

密度(g/cm3) 1.69 1.63 1.7 1.77 1.6 1.8 1.98 1.98

HDT热变形温度
(°C)

188 288 210 220 240 240 270 170

拉伸强度(MPa) 65 64 22 22 55 60 33 15.1

体积电阻(Ω⋅cm) 10的13次方 10的5次方 10的13次方 10的13次方 1.00E+15 1.00E+15 ≥1x1015 ≥1x1015

绝缘强度(kV/mm) 待测 待测 5.1 6.5 4.5 4.5 20 20

性能及特性 导热绝缘 高导热不绝缘 导热不导电 导热不导电 导热不导电 导热不导电
导热不导电

高度的柔韧性
注塑成型的等级聚合物

导热不导电
高度的柔韧性

注塑成型的等级聚合物

UL RTI 65 65 105 130 80 80 130 130

UL-94V0 UL 94 V-0 UL 94 V-0 V-0 (1.3mm) V-0 (0.6mm) 94V0=1.5 94V0=1.5 94V0=1.0 94V0=1.0

UL CTI 0 0 0 0 PLC0 PLC0 0 0

LDS技术应用 待试验 待试验 待试验 待试验 LDS LDS 待试验 待试验

LED UV紫外Mirror metal base材料反射率曲线图

塑料改性材料在LED UV紫外汽车空调风道上的材料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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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UV紫外对车内空调空气微生物杀菌技术应用分享

LED UV紫外空调风道模块工作原理示意图

塑料改性材料

LED UV光源模组

光学透镜

Mirror metal base

光学透镜

塑料改性材料空调风道空气格模块

LED UV紫外空调风道模块工程结构分布爆炸图

发明专利号 : 201811349701.0

实用新型专利号 : 201821868059.2

发明创造名称 : 具有紫外杀菌功能的通风管道系统及车用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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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车•生活
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

高 顏 值 · 黑 科 技
多 用 途 智 能 辅 助 照 明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车载工具灯 警示灯 应急照明

移动电源 户外休闲 野外露营

旅 游 / 交 通 / 预 警 / 充 电 / 迎 宾

应急照明，小孩夜睡，学生晚习，警示照明，车辆检修

户外骑行，户外露营，户外垂钓，夜行照明，SOS求救

手机充电，夏日防暑，音乐氛围，移车提示，迎宾显示

人，车，生活，一灯多用、值得拥有！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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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照明三档间断亮度调节模式

照明模式三档可调，满足用户在不同场景的

照明需要。

· 柔亮白光 · 中亮白光 · 高亮白光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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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按第四次，功能为红蓝爆闪预警提示。

行驶车辆事故、交通警示、道路维修等，

为不同场景安全预警提示。

02 红蓝爆闪预警模式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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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按第五次，产品45°侧光广角LED照明，

可使用于户外露营、学生晚习、检修照明、

搬运照明、家庭应急、户外照明等。

03 侧边LED照明模式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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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按第六档时，进入手电筒照明，高亮度，远射程。户

外随行、强光探照、野外探路、徒步照明、指挥照明等。

04 手电筒照明模式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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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第七次，进入SOS信号模式，荒野求救so easy。

三短亮三长亮三短亮SOS求救模式，可作为SOS求救

信号灯，堪称荒野求救，亦可做户外求助信号灯等。

05 SOS求救闪烁模式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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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变移动电源，内置5000mAH大容量电池，

带充放电接口，一秒变超大充电宝。

让千万车主、户外驴友、家庭、紧急事件处

理，轻松避免手机因没电与外界失联的风险。

06 移动设备充电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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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强磁吸附任意固定

内置磁性吸附，更牢固。

内置强力磁性模块，可以吸附在任何金属铁表面上完

全解放您的双手，去享受更多的乐趣。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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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户外、露营，再也不怕黑暗

元晠多用途智慧辅助灯为你们保驾护航

08 致露营照明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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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09 LED迎宾接待/临时停车提示

产品带有LED电子显示屏，下载产品APP，多国语言，内容可手机编辑。

适用于机场迎宾，商务接待、家用信息留言、车用移车电话等。

手电筒/SOS信号 应急照明 超强磁吸 红蓝爆闪警示灯 迎宾显示屏 超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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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车•生活，多用途智能辅助照明应用分享

10  APP安装流程

扫码下载安装

Android版下载

iPhone版下载

①.下载后打开APP选择语言 ②.链接产品设备 ③.进入设置模式，可编辑文字信息

④.可任意涂鸦编辑

⑤.多种图案供用户选择 ⑥.可编辑图案亮度、大小、走向 ⑦.娱乐功能、音乐播放

APP选择手机系统安装选择

http://downpack.baidu.com/baidunews_AndroidPhone_1014720b.apk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id48282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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