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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灯座，包括安装

座、盖体和灯泡座，所述安装座下表面中部开设

有驱动槽，所述驱动槽内壁等距开设有转槽，且

转槽与外界连通，所述安装座下表面通过螺栓固

定有盖体，所述驱动槽内壁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

蜗杆，且蜗杆底部通过轴承与盖体转动连接，所

述安装座顶部固定有伺服电机，且伺服电机的输

出端与蜗杆固定连接。本实用功能多样，通过伺

服电机带动蜗杆转动，驱动多个调节支臂同时翻

转，转壳在向上翻转时，可调节多个灯泡座之间

的距离变大，反之变小，进而可调节灯具的距离，

且转壳无论如何转动，则连接杆上的灯泡座始终

朝下，使得灯具始终朝下，蜗轮蜗杆具有自锁功

能，使得灯泡座在使用时不会随意晃动，提高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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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灯座，包括安装座（1）、盖体（4）和灯泡座（8），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

（1）下表面中部开设有驱动槽（2），所述驱动槽（2）内壁等距开设有转槽（3），且转槽（3）与外

界连通，所述安装座（1）下表面通过螺栓固定有盖体（4），所述驱动槽（2）内壁通过轴承转动

连接有蜗杆（5），且蜗杆（5）底部通过轴承与盖体（4）转动连接，所述安装座（1）顶部固定有

伺服电机（6），且伺服电机（6）的输出端与蜗杆（5）固定连接，所述转槽（3）内壁安装有可转

动的调节支臂（7），所述调节支臂（7）一端固定有灯泡座（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灯座，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支臂（7）包括固定轴（71）、

转壳（72）、蜗轮环（73）、固定板（74）、第一转轴（75）、第一锥齿轮（76）、第二锥齿轮（77）、第

三锥齿轮（78）、第二转轴（79）、第四锥齿轮（710）、连接杆（711）和U形槽（712），所述转槽（3）

内壁固定有固定轴（71），所述固定轴（71）中部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转壳（72），且转壳（72）

靠近转槽（3）的一端呈圆形设置，所述转壳（72）靠近转槽（3）的一端外侧固定有蜗轮环

（73），且蜗轮环（73）与蜗杆（5）啮合连接，所述转壳（72）内壁对称固定有固定板（74），两个

所述固定板（74）之间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一转轴（75），所述第一转轴（75）两端对称固定

有第一锥齿轮（76）和第二锥齿轮（77），所述固定轴（71）中部固定有第三锥齿轮（78），且第

一锥齿轮（76）与第三锥齿轮（78）啮合连接，所述转壳（72）远离第三锥齿轮（78）的一端通过

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二转轴（79），所述第二转轴（79）一端固定有第四锥齿轮（710），且第四锥

齿轮（710）与第二锥齿轮（77）啮合连接，所述第二转轴（79）中部固定有连接杆（711），所述

转壳（72）靠近第二转轴（79）的一端开设有U形槽（712），所述连接杆（711）一端穿过U形槽

（712）与灯泡座（8）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灯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1）顶部对称固定有紧

固螺杆（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灯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1）顶部固定有保护壳

（10），且伺服电机（6）位于保护壳（10）内壁。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灯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锥齿轮（78）和第四锥齿轮

（710）的齿面朝向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灯座，其特征在于，所述伺服电机（6）为一种减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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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灯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灯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灯座。

背景技术

[0002] 灯泡，是根据电流的热效应原理制成的，指通过电能而发光发热的照明源，由亨

利·戈培尔发明。“照明用器具”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灯泡最常见的功能

是照明。伴随社会的发展，对灯泡的利用也起着不同的变化，最初可能是为了生产生活提供

便利，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灯泡的使用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有了“汽车、美化环境、

装饰”等不同用途的功能性用灯，灯座是固定灯泡位置和使灯触点与电源相连接的器件，在

日常生活中使人们常常使用的；

[0003] 在对一些吊灯中，常需要多个灯泡安装在一个大的安装座上，来使得光线更加柔

和以及照明范围更广，但是现有的吊灯灯座在使用时，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仅能实现对灯

泡进行固定和接电的功能，无法方便的调节各个灯泡之间的距离，进而无法调节照明范围，

且灯具在使用时较不稳定。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多功能灯座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是提供一种可等距调节灯泡距离的多功能灯

座。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灯座，包括安装座、盖体和灯泡座，所述安装座下表

面中部开设有驱动槽，所述驱动槽内壁等距开设有转槽，且转槽与外界连通，所述安装座下

表面通过螺栓固定有盖体，所述驱动槽内壁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蜗杆，且蜗杆底部通过轴

承与盖体转动连接，所述安装座顶部固定有伺服电机，且伺服电机的输出端与蜗杆固定连

接，所述转槽内壁安装有可转动的调节支臂，所述调节支臂一端固定有灯泡座。

[0007] 优选的，所述调节支臂包括固定轴、转壳、蜗轮环、固定板、第一转轴、第一锥齿轮、

第二锥齿轮、第三锥齿轮、第二转轴、第四锥齿轮、连接杆和U形槽，所述转槽内壁固定有固

定轴，所述固定轴中部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转壳，且转壳靠近转槽的一端呈圆形设置，所述

转壳靠近转槽的一端外侧固定有蜗轮环，且蜗轮环与蜗杆啮合连接，所述转壳内壁对称固

定有固定板，两个所述固定板之间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两端对称

固定有第一锥齿轮和第二锥齿轮，所述固定轴中部固定有第三锥齿轮，且第一锥齿轮与第

三锥齿轮啮合连接，所述转壳远离第三锥齿轮的一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二转轴，所述

第二转轴一端固定有第四锥齿轮，且第四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啮合连接，所述第二转轴中

部固定有连接杆，所述转壳靠近第二转轴的一端开设有U形槽，所述连接杆一端穿过U形槽

与灯泡座固定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安装座顶部对称固定有紧固螺杆。

[0009] 优选的，所述安装座顶部固定有保护壳，且伺服电机位于保护壳内壁。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2869688 U

3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三锥齿轮和第四锥齿轮的齿面朝向相同。

[0011] 优选的，所述伺服电机为一种减速电机。

[0012]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灯座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多功能灯座：

[0014] 本装置功能多样，通过伺服电机带动蜗杆转动，驱动多个调节支臂同时翻转，转壳

在向上翻转时，可调节多个灯泡座之间的距离变大，反之变小，进而可调节灯具的距离，且

转壳无论如何转动，则连接杆上的灯泡座始终朝下，使得灯具始终朝下，蜗轮蜗杆具有自锁

功能，使得灯泡座在使用时不会随意晃动，提高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灯座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壳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安装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调节支臂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本实用新型的调节支臂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图5中的A处放大图；

[0021] 图7为图5中的B处放大图。

[0022] 图中标号：1、安装座；2、驱动槽；3、转槽；4、盖体；5、蜗杆；6、伺服电机；7、调节支

臂；71、固定轴；72、转壳；73、蜗轮环；74、固定板；75、第一转轴；76、第一锥齿轮；77、第二锥

齿轮；78、第三锥齿轮；79、第二转轴；710、第四锥齿轮；711、连接杆；712、U形槽；8、灯泡座；

9、紧固螺杆；10、保护壳。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多功能灯座，包括安装座1、盖体4

和灯泡座8，所述安装座1下表面中部开设有驱动槽2，所述驱动槽2内壁等距开设有转槽3，

且转槽3与外界连通，所述安装座1下表面通过螺栓固定有盖体4，所述驱动槽2内壁通过轴

承转动连接有蜗杆5，且蜗杆5底部通过轴承与盖体4转动连接，所述安装座1顶部固定有伺

服电机6，且伺服电机6的输出端与蜗杆5固定连接，所述伺服电机6为一种减速电机，所述转

槽3内壁安装有可转动的调节支臂7，所述调节支臂7一端固定有灯泡座8。

[0025] 参考图4、图5、图6和图7所示，所述调节支臂7包括固定轴71、转壳72、蜗轮环73、固

定板74、第一转轴75、第一锥齿轮76、第二锥齿轮77、第三锥齿轮78、第二转轴79、第四锥齿

轮710、连接杆711和U形槽712，所述转槽3内壁固定有固定轴71，所述固定轴71中部通过轴

承转动连接有转壳72，且转壳72靠近转槽3的一端呈圆形设置，所述转壳72靠近转槽3的一

端外侧固定有蜗轮环73，且蜗轮环73与蜗杆5啮合连接，所述转壳72内壁对称固定有固定板

74，两个所述固定板74之间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一转轴75，所述第一转轴75两端对称固

定有第一锥齿轮76和第二锥齿轮77，所述固定轴71中部固定有第三锥齿轮78，且第一锥齿

轮76与第三锥齿轮78啮合连接，所述转壳72远离第三锥齿轮78的一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

第二转轴79，所述第二转轴79一端固定有第四锥齿轮710，且第四锥齿轮710与第二锥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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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啮合连接，所述第三锥齿轮78和第四锥齿轮710的齿面朝向相同，所述第二转轴79中部固

定有连接杆711，所述转壳72靠近第二转轴79的一端开设有U形槽712，所述连接杆711一端

穿过U形槽712与灯泡座8固定连接，多个蜗轮环73与蜗杆5同时啮合连接，使得蜗杆5在转动

时可同时带动多个蜗轮环73转动，使得蜗轮环73带动转壳72沿着固定轴71为轴心转动，进

而使得安装在转壳72内的灯泡座8进行翻转，转壳72转动使得转壳72内的第一转轴75上的

第一锥齿轮76和第二锥齿轮77沿着固定轴71公转，转壳72内的第一锥齿轮76与固定轴71上

的第三锥齿轮78啮合，使得第一锥齿轮76在沿着固定轴71公转时，被第三锥齿轮78带动进

行自转，进而通过第一转轴75带动第二锥齿轮77自转，使得第二锥齿轮77带动第四锥齿轮

710转动，进而使得第二转轴79转动，使得第二转轴79上的连接杆711转动，进而使得灯泡座

8转动，且第三锥齿轮78和第四锥齿轮710的齿面朝向相同，使得转壳72在向上翻转时，连接

杆711则向下翻转，并且第一锥齿轮76、第二锥齿轮77、第三锥齿轮78和第四锥齿轮710的规

格相同，使得转壳72的翻转角度与连接杆711的翻转角度相同，使得转壳72无论如何转动，

则连接杆711上的灯泡座8始终朝下，使得灯具始终朝下。

[0026] 参考图1所示，所述安装座1顶部对称固定有紧固螺杆9，方便安装座1固定在房顶

上，所述安装座1顶部固定有保护壳10，且伺服电机6位于保护壳10内壁，便于对伺服电机6

进行保护。

[0027] 工作原理：

[0028] 在使用时，通过紧固螺杆9将安装座1固定在房顶上，然后在将灯具安装在灯泡座8

上进行通电，当人们需要调节灯具之间的距离时，通过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6转动，进而带

动蜗杆5转动，多个蜗轮环73与蜗杆5同时啮合连接，使得蜗杆5在转动时可同时带动多个蜗

轮环73转动，使得蜗轮环73带动转壳72沿着固定轴71为轴心转动，进而使得安装在转壳72

内的灯泡座8进行翻转，转壳72转动使得转壳72内的第一转轴75上的第一锥齿轮76和第二

锥齿轮77沿着固定轴71公转，转壳72内的第一锥齿轮76与固定轴71上的第三锥齿轮78啮

合，使得第一锥齿轮76在沿着固定轴71公转时，被第三锥齿轮78带动进行自转，进而通过第

一转轴75带动第二锥齿轮77自转，使得第二锥齿轮77带动第四锥齿轮710转动，进而使得第

二转轴79转动，使得第二转轴79上的连接杆711转动，进而使得灯泡座8转动，且第三锥齿轮

78和第四锥齿轮710的齿面朝向相同，使得转壳72在向上翻转时，连接杆711则向下翻转，并

且第一锥齿轮76、第二锥齿轮77、第三锥齿轮78和第四锥齿轮710的规格相同，使得转壳72

的翻转角度与连接杆711的翻转角度相同，使得转壳72无论如何转动，则连接杆711上的灯

泡座8始终朝下，使得灯具始终朝下，且转壳72在向上翻转时，可调节多个灯泡座8之间的距

离变大，反之变小，进而可调节灯具的距离，并且调节支臂7通过蜗轮蜗杆机构进行传动，蜗

轮蜗杆具有自锁功能，使得灯泡座8在使用时不会随意晃动，提高稳定性。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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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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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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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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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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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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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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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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