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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

黑板灯，包括灯具主体和1个以上的吊杆组件，单

个吊杆组件与灯具主体之间设有可旋转调节组

件；灯具主体包括灯体、左端盖、右端盖、电源控

制器、光源模组和透镜，左端盖、右端盖分别盖合

在灯体两端，电源控制器置于灯体内，灯体上端

设有连接可旋转调节组件的支架滑槽，灯体下端

设有偏向的凹槽，凹槽的底部设有光源滑槽，光

源滑槽与凹槽相同偏向，光源模组安装在光源滑

槽中，光源滑槽的两侧设有透镜滑槽，透镜安装

在透镜滑槽中。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灯体的照

明方向偏向黑板一侧，光源模组经透镜和灯体下

端凹槽的特殊结构，将光线更加均匀地投放到黑

板上；无需使用外部工具即可进行黑板灯的照明

角度调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212510821 U

2021.02.09

CN
 2
12
51
08
21
 U



1.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包括灯具主体和1个以上的吊杆组件，

单个吊杆组件与灯具主体之间设有可旋转调节组件；所述灯具主体包括灯体、左端盖、右端

盖、电源控制器、光源模组和透镜，左端盖、右端盖分别盖合在灯体两端，电源控制器置于灯

体内，灯体上端设有连接可旋转调节组件的支架滑槽，灯体下端设有偏向的凹槽，凹槽的底

部设有光源滑槽，光源滑槽与凹槽相同偏向，光源模组安装在光源滑槽中，光源滑槽的两侧

设有透镜滑槽，透镜安装在透镜滑槽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体的剖

面结构呈1/6切椭圆的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的长

边一侧设有台阶防眩光反射遮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滑槽

相对于灯体的竖直方向偏移角度α，偏移角度α在15°~30°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透镜的两

侧设有与透镜滑槽相适配的倒勾结构，透镜的两侧边缘靠近光源模组一端相对于远离光源

模组一端宽，透镜的两侧边缘倾斜角度β；透镜远离光源模组的一端为平面结构，透镜靠近

光源模组的一端为抛物线式凸起结构，抛物线式凸起结构的中部内凹形成2个以上的弧形

台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倾斜角度β

在20°~40°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左端盖和

所诉右端盖均设有凸型骨位和M型骨位，凸型骨位的形状与支架滑槽相适配，M型骨位的形

状与灯体的凹槽相适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旋转调

节组件包括L型调节支架和L型安装支架，L型调节支架上端连接吊杆组件，L型调节支架与L

型安装支架之间采用安装螺丝和安装螺母相连接，L型调节支架与L型安装支架之间设有阻

尼垫片，安装螺丝和安装螺母之间设有弹簧垫片以进行柔性紧固，L型安装支架安装在支架

滑槽中，L型安装支架可绕L型调节支架与L型安装支架两者连接的轴心旋转。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所述L型调节支

架设有定位孔，L型安装支架设有弧形孔，定位孔中连接有定位螺丝，定位螺丝限位在弧形

孔中以指示和限制L型安装支架相对于L型调节支架的旋转角度。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特征在于：所述L型安装

支架的旋转角度范围在-20°~+2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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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LED照明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

背景技术

[0002] 教室黑板照明的目的是提供良好的视觉光环境，保证教师轻松地在黑板上书写，

学生清晰的阅读黑板上的内容。若有黑板上受到的照明亮度差异过大，会使视觉长时间处

于亮度差异较大的条件，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为此，照明分布应具有一定的均匀度。现有的

教室黑板使用支架灯作为照明灯具，灯具的实际利用效率极低，而且会产生很强烈的眩光；

有些教室在黑板的上沿仅安装了两根荧光灯管作为黑板灯使用，导致黑板的照度平均值偏

低且均匀度极差，还有一些黑板灯也设置了透镜，但防眩光遮边过短或长短轴光束角设置

不对，虽然对黑板的照明效果有所改善，但透镜亮度过大，距离黑板安装过远，造成学生和

老师方向的眩光增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高亮度可

调角度LED黑板灯。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

黑板灯，包括灯具主体和1个以上的吊杆组件，单个吊杆组件与灯具主体之间设有可旋转调

节组件；灯具主体包括灯体、左端盖、右端盖、电源控制器、光源模组和透镜，左端盖、右端盖

分别盖合在灯体两端，电源控制器置于灯体内，灯体上端设有连接可旋转调节组件的支架

滑槽，灯体下端设有偏向的凹槽，凹槽的底部设有光源滑槽，光源滑槽与凹槽相同偏向，光

源模组安装在光源滑槽中，光源滑槽的两侧设有透镜滑槽，透镜安装在透镜滑槽中。

[0005] 上述技术方案中，灯体的剖面结构呈1/6切椭圆的结构。

[0006] 上述技术方案中，凹槽的长边一侧设有台阶防眩光反射遮边。

[0007] 上述技术方案中，光源滑槽相对于灯体的竖直方向偏移角度α，偏移角度α在15°~
30°之间。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透镜的两侧设有与透镜滑槽相适配的倒勾结构，透镜的两侧边

缘靠近光源模组一端相对于远离光源模组一端宽，透镜的两侧边缘倾斜角度β；透镜远离光

源模组的一端为平面结构，透镜靠近光源模组的一端为抛物线式凸起结构，抛物线式凸起

结构的中部内凹形成2个以上的弧形台阶。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倾斜角度β在20°~40°之间。

[0010] 上述技术方案中，左端盖和所诉右端盖均设有凸型骨位和M型骨位，凸型骨位的形

状与支架滑槽相适配，M型骨位的形状与灯体的凹槽相适配。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可旋转调节组件包括L型调节支架和L型安装支架，L型调节支架

上端连接吊杆组件，L型调节支架与L型安装支架之间采用安装螺丝和安装螺母相连接，L型

调节支架与L型安装支架之间设有阻尼垫片，安装螺丝和安装螺母之间设有弹簧垫片以进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2510821 U

3



行柔性紧固，L型安装支架安装在支架滑槽中，L型安装支架可绕L型调节支架与L型安装支

架两者连接的轴心旋转。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L型调节支架设有定位孔，L型安装支架设有弧形孔，定位孔中连

接有定位螺丝，定位螺丝限位在弧形孔中以指示和限制L型安装支架相对于L型调节支架的

旋转角度。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L型安装支架的旋转角度范围在-20°~+20°之间。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灯体的照明方向偏向黑板一侧，光源模组经透镜和灯

体下端凹槽的特殊结构，将光线更加均匀地投放到黑板上；无需使用外部工具即可进行黑

板灯的照明角度调节。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灯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透镜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右端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是图2中A位置的可旋转调节组件的分解结构放大图。

[0022] 附图标记

[0023] 10、灯具主体；11、灯体；111、1/6切椭圆；112、支架滑槽；113、凹槽；114、光源滑槽；

115、透镜滑槽；116、台阶防眩光反射遮边；12、左端盖；13、右端盖；131、凸型骨位；132、M型

骨位；14、电源控制器；15、光源模组；16、透镜；161、倒勾结构；162、平面结构；163、抛物线式

凸起结构；164、弧形台阶；20、吊杆组件；30、可旋转调节组件；31、L型调节支架；311、定位

孔；32、L型安装支架；321、弧形孔；33、安装螺丝；34、安装螺母；35、阻尼垫片；36、弹簧垫片；

37、定位螺丝。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高亮度可调角度LED黑板灯，其主要包括灯具主体10和2个用于安

装灯具主体10的吊杆组件20，每个吊杆组件20与灯具主体10之间设有可旋转调节组件30，

可旋转调节组件30用于调节灯具主体10的光照角度。吊杆组件20的数量可根据灯具主体10

的长度尺寸进行适当的增加和减少，不限于使用2个吊杆组件20进行灯具主体10的安装。

[0026] 如图2-3所示，灯具主体10包括灯体11、左端盖12、右端盖13、电源控制器14、光源

模组15和透镜16，左端盖12、右端盖13分别盖合在灯体11的两端，电源控制器14置于灯体11

内，光源模组15和透镜16安装在灯体11的下端，电源控制器14与光源模组15电性连接，电源

控制器14可通过一吊杆组件20与黑板灯外的电网连接。

[0027] 如图4所示，灯体11剖面视图的外形呈1/6切椭圆111，灯体11的上端设有支架滑槽

112，支架滑槽112用于与可旋转调节组件30安装连接，可旋转调节组件30的下端从灯体11

的两端卡入支架滑槽112中并用螺丝进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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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灯体11的下端设有偏向的凹槽113，在灯体11安装时，凹槽113向黑板一侧偏向以

将灯光偏向照射到黑板上。在凹槽113的底部设有光源滑槽114，光源滑槽114与凹槽113一

样朝同一侧偏向，光源模组15安装在光源滑槽114中。在可旋转调节组件30居中时，光源滑

槽114相对于灯体11的竖直方向偏移角度α，偏移角度α优选为15°~30°之间。

[0029] 在光源滑槽114的两侧设有透镜滑槽115，如5图所示，透镜16的两侧设有与透镜滑

槽115相适配的倒勾结构161，透镜16的倒勾结构161安装在透镜滑槽115中，透镜16的两侧

边缘靠近光源模组15一端相对于远离光源模组15一端宽，透镜16的两侧边缘倾斜角度β，倾

斜角度β优选为20°~40°之间；透镜16远离光源模组15的一端为平面结构162，透镜16靠近光

源模组15的一端为抛物线式凸起结构163，抛物线式凸起结构163的中部内凹形成2个弧形

台阶164，一个弧形台阶164照向黑板的下半部，另一个弧形台阶164照向黑板的上半部，光

源模组15的灯光在透镜16的抛物线式凸起结构163内经弧形台阶164照射向黑板上，让黑板

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平面的照度更加均匀。弧形台阶164的数量不限于只有2个，可适当增加

弧形台阶164的数量将黑板分多个区域进行照明分布。

[0030] 灯体11的凹槽113的长边一侧设有台阶防眩光反射遮边116，台阶防眩光反射遮边

116将位于学生和老师方向的余光反射至黑板,削弱眩光。

[0031] 如图6所示，左端盖12和右端盖13的结构对称，左端盖12和右端盖13上均设有凸型

骨位131和M型骨位132，凸型骨位131的形状与支架滑槽112相适配，M型骨位132的形状与灯

体11的凹槽113相适配。左端盖12、右端盖13分别盖合在灯体11的两端，并用螺丝进行紧固

安装。

[0032] 如图7所示，可旋转调节组件30包括L型调节支架31和L型安装支架32，吊杆组件20

的上端与天花板固定安装，吊杆组件20的下端与L型调节支架31固定连接，L型调节支架31

与L型安装支架32用安装螺丝33和安装螺母34相连接，L型调节支架31与L型安装支架32之

间设有阻尼垫片35，安装螺丝33和安装螺母34之间设有弹簧垫片36进行柔性紧固，L型安装

支架32安装在灯体11的支架滑槽112中。L型安装支架32可绕L型调节支架31与L型安装支架

32两者连接的轴心旋转调节灯具主体10的照明角度。

[0033] 为了清楚标定及限定灯具主体10的旋转角度，L型调节支架31在L型调节支架31与

L型安装支架32两者连接的轴心的下方位置处设有定位孔311，L型安装支架32在两者连接

的轴心的下端位置处设有以轴心为圆心的弧形孔321，弧形孔321的下方标记有对应的角度

调节范围，本实施例中弧形孔321的角度调节范围为-20°~+20°之间，定位孔311中连接有定

位螺丝37，定位螺丝37限位在弧形孔321中以指示和限制L型安装支架32相对于L型调节支

架31的旋转角度。

[0034] 以上的实施例只是在于说明而不是限制本实用新型，故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范围所述的方法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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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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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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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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