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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planar light (10), having a combination function and including a plurality of light-emitting units (20), each light-
emitting unit consisting of a substrate (20A, 20B) of a geometric shape and a plurality of light-emitting diodes (200) provided on
each substrate surface; a piece of metal carrier (30) having a first surface (301) connected to the substrates of the plurality of light-
emitting units; a power source device (40) provided on the first surface and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each light-emitting unit via a
plurality of wires, wherei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ight-emitting diodes on each light-emitting unit i s the same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ight-emitting diodes between the light-emitting units i s the same. The planar light can realize the effects of uniform
brightness and heat dissipation.

(57) 摘要：一种平面灯 （10 ) ，具有组合功能，其包括多个发光单元 （20 ) ，每一发光单元由几何形状的基板
( 20A, 20B ) 及配置于每一基板表面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 （200 ) 组成；一块金属载板 （30 ) ，具有第一表面
( 301 ) 且第一表面与多个发光单元的基板连接；电源装置 （40 ) ，配置于该第一表面上，通过多条导线与每
一个发光单元电性连接，其中每一发光单元上的发光二极管间的距离相同，且发光单元之间的发光二极管间的
距离相同。平面灯可达到亮度及散热均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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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面 灯

技 术领域

本发 明是有 关于一种 平 面灯 ，特 别是有 关于一种使 用 多个发 光单元组

合 而成 的平 面灯 ，可用 于办公 室照 明或墙上照 明。

背景技 术

于一般 办公 室照 明或用 于墙上照 明的平 面灯 虽 已行之 多年 ，先 前 多釆

用较 为耗 电的气体灯具 ，或是发 光效率较 差 的传 统灯 泡。为 因应 时代 需求 ，

目前 的室 内灯具 大多强调 节 能减碳观念 ，使得在 进行 室 内灯具 的更换 时 ，

多是 以釆用发 光二极 管所制成灯具为主要 考虑 ，这是 由于发 光二极 管具有

耗 电较低 ，使 用寿命 长等优 点 ，但散 热考虑 多为这类新推 出室 内灯具 的一

大症结点所在 。综整 目前平 面灯缺 失点如 下：

1. 能源耗 费：若仍釆用传统灯 泡或 气体 灯具 的水银 灯 、氖气灯所制灯

具 ，所需耗 电量极 为可观 ，会造成 能源损耗 。

2 . 未对发 光 源适 当保 护 ： 目前一般 室 内平 面灯 多是釆用格栅 于外侧 固

定 ，使得发 光 源暴 露 于 大气 中，并未对 其进行 防尘 、防水 、防锈 蚀保 护 ，

可 能会 缩短 室 内灯具使 用寿命 。

3 . 加 装散 热装置 ，增加 灯体 的体积 ：少数有加 装散 热结构灯具 ，多 因

未完善考虑 ，造 成 虽改 良了散 热效果 ，但 灯具却 因加 装散 热结构 ，造 成 总

体体积过 大，不仅携 带安装 不便 ，且 又增加 了制造 成本 。

本发 明即基 于上述 目前常见缺 失予以总体 考虑后 ，希 冀 以本发 明所提

供 平 面灯可 同时达节 能 、有 效保 护发 光光 源 、增 长使 用寿命 、增加散 热效

能 ，及 易于安装 的功效 。

发 明 内容

为 了解 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的一主要 目的在 于提供 一散 热性 良好 ，可

达成 防尘 、防水 、防锈蚀 、增 长使 用寿命 ，并 同时考虑 美观视 觉 因素且具



组合 功 能的平 面灯 。

本发 明的另一主要 目的在 于提供 一种 可组合 多个发 光单元 至一金属载

板 上 的平 面灯 ，能有 效地 帮助平 面灯 达到散 热效 果 ，延 长使 用寿命 ，且 不

必加装散 热装置 ，不致增加 整体平 面灯体积 。

本发 明的再一主要 目的在 于提供 一种 可组合 多个发 光单元 ，至一具有

金属 边框 的金属载板 上 的平 面灯 ，能有 效地 帮助 平 面灯达到散 热效果 ，延

长使用寿命 ，且 不必加 装散 热装置 ，不致增加 整体 平 面灯体积 。

本发 明的另一主要 目的在 于提供 一可组合 多个发 光单元 至一金 属载板

上 的平 面灯 ，可方便使 用者 于户外需 大面积呈现 图片或影像 时使 用 ，如 ：

广告 广告牌 或招牌 ，亦即本发 明是釆组合 方式将每单位发 光单元组合 至所

需照 明面积 大小 ，并通过 LED 光 源发 光并透过扩散膜 上 图样 呈现 出光影效

本发 明的另一主要 目的在 于提供 不 同尺 寸的发 光单元 ，可依客户需求 ，

再选择 适 当尺 寸 的发 光单元 ，并且 配置适 当的发 光二极 管数 量 ，以达到客

制化 的 目的 ，可有效 降低 成本及制造 所需时 间。

本发 明还有 一主要 目的在 于提供 不 同尺 寸 的发 光单元 ，每 一发 光单元

上 的每 一发 光二极 管 间的 间隔与距 离相 同，除 了可 以达到 亮度 均 勾效果外 ，

也可进一 步达到 均 勾散 热 的效果 。

同时 ，本发 明的另一主要 目的在 于提供 不 同尺 寸 的发 光单元 ，每 一发

光单元 间的每 一发 光二极 管 间的 间隔与距 离相 同，故 除 了可 以达到 亮度 均

匀效果外 ，也可进一 步达到 均 勾散 热 的效果 。

依据上述 目的 ，本发 明是提供一种 平 面灯 ，包含 :多个发 光单元 ，每 一

发 光单元 由一 几何 形状基板 及 配置于每 一基板 一表 面上 的有 多个发 光二极

管所组成 、一块金属 载板 ，具有 一第一表 面 ，且 第一表 面与多个发 光单元

的基板 连接 、一 电源装置 ，配置于第一表 面上 ，通过 多条 导线与每 一个发

光单元 电性连接 ，其 中，每 一发 光单元上 的每 一发 光二极 管 间的 间隔与距

离相 同，同时 ，每一发 光单元 间的每 一发 光二极 管 间的间隔与距 离相 同。

依据 上述 目的 ，本发 明在提供 一种 平 面灯 ，包含 ：多个发 光单元 ，每

一发 光单元 由一 几何 形状基 板及 配置 于每 一基板 一表 面上 的多个发 光二极



管条所组成 ，而每一发光二极管条配置有 多个发 光二极管 、一金属载板 ，

具有一第一表 面，且第一表 面与多个发光单元 的基板连接 、一 电源装置 ，

配置于第一表 面上 ，通过多条导线与多个发光二极管条 电性连接 ，其 中，

每一发光单元上的每一发光二极管 间的间隔与距 离相 同，同时，每一发光

单元之 间的每一发光二极管 间的间隔与距 离相 同。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经 由本发 明所提供 的一种可组合 的平面灯 ，可达

成散 热 良好 、防尘、防水 、防锈蚀 、增长使用寿命 ，并 同时考虑 美观视 觉

因素的功效 。

附图说 明

图 1A 是本发 明的发光单元 的一 实施例的上视示意 图；

图 1B 是本发 明的发光单元 的另一 实施例的上视示意 图；

图 2 是本发 明的一种平面灯的一 实施例的示意 图；

图 3 是本发 明的发光二极管条 的示意 图；

图 4 是本发 明的一种外罩的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的一种平面灯的示意 图。

主要组件符号说 明

平面灯 10

发光单元 20

基板 20A/20B

多层 电路板 100A

发 光二极管条 100

发光二极管 200

金属载板 30

第一表 面 301

电源装置 40

恒定电 装置 400

金属边框 50



锁固件 70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的平面灯 10 的技术内容、发明目的及其所能达成的功效有

更完整且清楚的揭露，将于下述内容中详细说明之，并请一并参阅所揭露

的图示及图号。

首先，请参照图 1A, 为本发明的发光单元的一实施例的上视示意图。

如图 1A 所示，发光单元 20是由一个矩形基板 20A 以及 配 置于矩形基板 20A

上表面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 （LED ) 200 所组成，且每一个发光二极管 200

在横轴 （X ) 及纵轴 （Y ) 之间的距 离相同；特别是当多个发光单元 20 组

合在一起时，其每一发光单元 20 间的发光二极管 200 在横轴 （X ) 及纵轴

( Y ) 之间的距 离仍然保持相同。在本实施例中，发光单元 20 的矩形基板

20A 为一金属材质，可具有较佳导热特性，特别是当每一发光单元 20 间的

发光二极管 200 在横轴 （X ) 及纵轴 （Y ) 之间的距 离相同时，可达到均匀

散热的效果；本实施例的基板 20A 的材质可以选择铝材、玻璃纤维 （FRP 、

FR-4 ) 或是塑料材料。

接着，请参照图 1B , 为本发明的发光单元的另一实施例的上视示意图。

如图 1B 所示，发光单元 20 是由一个多边形基板 20B 以及 配 置于多边形基

板 0B 上表面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 200 所组成，且每一个发光二极管 200

在横轴 （X ) 及纵轴 （Y ) 之间的距 离相同；特别是当多个发光单元 20 组

合在一起时，其每一发光单元 20 间的发光二极管 200 在横轴 （X ) 及纵轴

( Y )之间的距 离仍然保持相同。在本实施中，发光单元 20 的矩形基板 20B

为一金属材质，可具有较佳导热特性，特别是当每一发光单元 20 间的发光

二极管 200 在横轴 （X ) 及纵轴 （Y ) 之间的距 离相同时，可达到均匀散热

的效果；本实施例的基板 20B 的材质可以选择铝材、玻璃纤维（FRP 、FR-4 )

或是塑料材料。

再接着，请参照图 2 , 为本发明的一种平面灯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如图 2 所示，本发明的平面灯 10 包括一个金属载板 30、多个配置在金属



载板 30 上的发光单元 20 以及 一个电源装置 40 所构成。本实施例的金属载

板 30 , 其具有一个第一表面 301 , 故可将多个发光单元 20 固接于第一表面

301 之上。此外，多个发光单元 20 配置于金属载板 30 的第一表面 301 上

的排列方式，其可以是以多个相 同大小的发光单元 20 组合排列于金属载板

30 的第一表面 301 上，例如：以 多个图 1A 的发光单元 20 组合排列于金属

载板 30 的第一表面 301 上；而每一个发光单元 20 上的发光二极管 200 的

数量则可依所要求的照度值及使用者需求调整。再者，本实施例的金属载

板 30 的材质可以选择铝材、玻璃纤维 （FRP 、 FR-4 ) 或是塑料材料，且本

实施例也不限制金属载板 30 的形状及外观颜 色。电源装置 40 包括至少一

个恒定电流装置 400 , 例如一种直流-直流的转换器 (DC-DC Converter) , 用

来将交流电转为发光单元 20 可使用的直流电，供应多个发光单元 20 上的

每一个发光二极管 200 所需电流来源。在本实施例中，恒定电流装置 400

是直接配置在金属载板 30 的侧边上，如图 2 所示。而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

例中，当金属载板 30 的第一表面 301 的周边形成有金属边框 50 时，则本

实施例的恒定电流装置 400 可配置于金属边框 50 内侧或金属边框 50 的背

面均可。此外，恒定电流装置 400 可将其外部包覆一金属壳以便与发光单

元 20 隔离，彼此间不会受到光、电、热的干扰，可有效提升恒定电流装置

400 使用寿命。

接着，请参考图 3 , 为本发明的发光二极管条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本发明的发光单元 20 包括一个矩形的多层电路板 100A, 其上 已配置有多

个 串接的电性连接位置；接着，将多个发光二极管 200 通过表面黏着的制

程 （SMD Process ) 分别与每一个电性连接位置电性连接；在本实施例中，

其是形成一个发光二极管条 100 ( LED String ) ；再接着，将发光二极管条

100 的多层电路板 100A 与基板 20A/20B 接合成一体，以形成一个发光单元

20; 其中多层电路板 100A 与基板 20A/20B 间的接合方式，是可以使用导

热胶来达成。最后 , 将发光单元 20 上的多个 串接的电性连接位置与导线（未

显示于图中 ）电性连接 ，用以与电源装置 40 连接，以提供发光单元 20 上

的多个发光二极管 200 所需的电源。

本发明的每一发光二极管条 100 的相对于多个发光二极管 200 的另一



表面还可以与一个具有导热效果的导热板连接，此导热板材质可以是金属；

而将导热板与发光二极管条 100 连接的材质可以是导热胶。故当发光二极

管条 100 与基板 20A/20B 连接成一体时，本发明的散热路径是经由多层电

路板 100A 将多个发光二极管条 100 产生的热经由导热胶传递至基板

20A/20B 上，以达到发光二极管条 100 能够散热的效果。

由于在图 的实施例中，是将多个发光单元 20 配置于金属载板 30 的

第一表面 301 上的排列方式，而将每一发光单元 20 与金属载板 30 的第一

表面 301 接合的方式可以是使用导热胶或焊接或以锁固件 70(例如：螺丝)

旋紧方式来使发光单元 20 固定于金属载板 30 的第一表面 301 上。故当多

个发光单元 20 配置于金属载板 30 的第一表面 301 上时，可通过发光单元

20 上的基板 20A/20B 与金属载板 30 的第一表面 301 接触，使得发光单元

20 上所产生的热源传递至整个金属载板 30 上，以有效增加散热效率。此

外，本发明也可以使用导热胶来将发光单元 20 与金属载板 30 的第一表面

301 接合，通过导热胶具有导热但不导电的特性，可使得发光单元 20 中所

发出热量，通过导热胶扩散至整个金属载板 30 上，故可帮助热逸散，有效

增加散热效率。

再接着，请参考图 4 , 为本发明的一种外罩的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为了使本实施例的平面灯 10 能够提供较均勾的照度，故 可 以进一步在金属

载板 30 的第一表面 301 的周围形成一个与第一表面 301 连接成一体的金属

边框 50 , 通过此金属边框 50 的结构，使得本实施例可以在金属边框 50 上

覆盖一个外罩 60 , 例如：一种塑料外罩 60 , 如图 4 所示。很明显地，通过

外罩 60 上的特定图案设计，可达到亮度均勾的效果，故可进一步防止使用

者直视平面灯 10 而产生眩光，可使得平面灯 10 出光更为柔和，同时可通

过此外罩 60 保护内部发光单元 20 不被水气或蝇虫侵蚀，此处金属边框 50

组成材质可以为铝，且不限定其形状、大小。

在此要强调，本发明的特征之一是由多个形状及大小尺寸一致的发光

单元 20 来根据产品的需要进行组合，以得到亮度均勾的照明。因此，在本

发明的外罩 60 的形状及大小尺寸并不加以限制，其形状还可以是任意的几

何形状；例如：圓形、矩形、多边形等。



此外，本发明的平面灯 10 的形状、尺寸及大小，可以依据使用者的需

求进行客制化的调整，故本发明的平面灯 10 可 以使用于办公室照明、墙上

广告板的照明、图画的照明、图像框的照明、招牌的照明等，请参考图 5 ,

为本发明的一种平面灯的示意图。

举一个实施例说明如下：当每一发光单元 20 的尺寸为 15 公分见方时，

则可依金属载板 30 的大小来进行组合，将适当数量的发光单元 20 装设于

金属载板 30 上；例如，金属载板 30 为 65cm 见方灯具时，其可以在金属载

板 30 上装设四个 15 公分见方的发光单元 20 , 而若每一个发光单元 20 上

配置 7 个发光二极管条 100 , 且每一发光二极管条 100 上有 14 个发光二极

管 200 时，则此灯具则是由近 400 个发光二极管 200 所形成，其中，每一

个发光二极管条 100 是由一个恒定电流装置 400 来供应电流；故当每一个

恒定电流装置 400 供应 30mA 电流时，则本发明中由四个发光单元 20 所组

成的平面灯 10 只 需提供 1安培电流即可提供近 400 个发光二极管 200 照明

功能。依此可类推，当本发明的平面灯 10 使用在户外的大型广告广告牌时，

例如，大型广告广告牌为长 16 公尺、宽 9 公尺见方的尺寸时，其可以将

15 公分见方的发光单元 20 依序排列并组合于大型广告广告牌的金属载板

30 上，而每一发光单元 20 上的发光二极管 200 数量，则可视实际照度需

求配置，对此，本发明并不加 以 限制。很明显地，本发明所述的大型广告

广告牌可以在平面灯 10 上配置一扩散膜 （未显示于图中），例：美女图、

风景图 等。此外，在大型广告广告牌使用上，还可以选择于发光单元 20

上配置不同数量的发光二极管 200 , 或是以所需照度值决定装设位置，通

过此可扩充组合平面发光装置，可于扩散膜上贴上任何图像、文字、画、

美女图等等，使得显示影像更为清晰及明亮。在此要强调，本发明的发光

单元 20 的尺寸并非限制在 15 公分，其可以是其它尺寸所形成，故本发明

的一主要 目的即是在进行客制化的平面灯 10 之前，先完成不同尺寸的发光

单元 20 , 当客户的需求确定后，再选择适当尺寸的发光单元 20 , 并且配置

适当的发光二极管 200 数量，以达到客制化的目的，可有效降低成本及制

造所需时间。

另一实施例则为将扩散膜装设在外框的正反两面，亦即正反两面皆呈



现不同影像，此时则发光单元 20 是釆两片背对背贴合方式，各 自贴合于金

属载板 30 两侧，其余结构组成或功能设计皆与前述实施例相同，在此不再

赘述。

很明显地，本发明主要提供一种固定大小的发光单元 20 , 再将此发光

单元 20 以组合方式配置于一金属载板 30 上，通过此种可以组合多个发光

单元 20 的方式，使得本发明的平面灯 10 可以提供不同尺寸大小、不同形

状的灯具或是广告广告牌等相关应用。

在此要强调，本发明的特征之一是由多个形状及大小尺寸一致的发光

单元 20 来根据产品的需要进行组合，以得到亮度均勾的照明。因此，在本

发明的发光单元 20 的基板 20A/20B 的形状及大小尺寸并不加以限制，其形

状还可以是任意的几何形状；例如：圓形、矩形、多边形等。

虽然本发明以前述的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

任何熟悉相似技艺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些许更动

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须视本说明书所附的申请专利范围所

界定者为准。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平面灯，其特征在于，包含：

多个发光单元，每一该发光单元由一几何形状的基板及配置于每一该

基板一表面上的有多个发光二极管所组成；

一金属载板，具有一第一表面，且该第一表面与该多个发光单元的基

板连接；

一电源装置，配置于该第一表面上，通过多条导线与该这些发光单元

电性连接；其中，

每一该发光单元上的每一该发光二极管间的间隔与距 离相同，同时，

每一该发光单元之间的每一该发光二极管间的间隔与距离相同。

2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面灯，其特征在于，该金属载板的材质是铝

材、玻璃纤维 （FRP 、 FR-4 ) 或是塑料材料。

3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面灯，其特征在于，该电源装置为一种恒定

电流装置。

4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面灯，其特征在于，每一该发光单元的该基

板的另一表面上配置一导热板。

5 . 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平面灯，其特征在于，该导热板是通过一导热

胶与该金属载板的第一表面结合成一体。

6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面灯，其特征在于，该平面灯进一步在金属

载板的该第一表面的周围形成一个与该第一表面连接成一体的金属边框。

7 .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平面灯，其特征在于，该平面灯进一步在该金

属边框上配置一外罩。

8 . 一种平面灯，其特征在于，包含：

多个发光单元，每一该发光单元由一几何形状的基板及配置于每一该

基板一表面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条所组成，而每一该发光二极管条配置有

多个发光二极管；

一金属载板，具有一第一表面，且该第一表面与该多个发光单元的该



基板连接 ；

一 电源装 置 ，配置 于该第一表 面上 ，通过 多条 导线与该 些发 光二极 管

条 电性连接 ；其 中，

每 一该发 光单元上 的每 一该发 光二极 管 间的 间隔与距 离相 同， 同时 ，

每 一该发 光单元之 间的每 一该发 光二极 管 间的 间隔与距 离相 同。

9 . 如权 利要 求 8 所述 的平 面灯 ，其特征在 于 ，该平 面灯进一步在金属

载板 的该第一表 面的周 围形成一个与该第一表 面连接 成一体 的金属 边框 。

10. 如权 利要 求 9 所述 的平 面灯 ，其特征在 于 ，该平 面灯进一 步在该

金属边框 上 配置一外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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