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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灯具领域，具体的公开了一种带

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包括安装板、固定座、

LED灯板、灯罩和散热片；所述灯罩为透明空心玻

璃结构，灯罩内装填有带颜色的液体；固定座与

安装板之间设置有改变安装板倾斜角度的调节

机构，调节机构左右对称设置有两组，调节机构

包括有支撑座、调节螺栓、平移块、连接杆和销

轴。本发明通过设置的调节机构能够改变吸顶灯

的照射角度，从而改变照射范围，适应不同位置

的室内使用，并且调节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灯罩

采用空心透明结构，在内部灌注不同颜色的液

体，从而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线，适应不同使用场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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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包括安装板（1）、固定座（2）、LED灯板（3）、灯罩（4）和

散热片（15）；所述LED灯板（3）固定安装在安装板（1）的下表面，灯罩（4）罩设在LED灯板（3）

的外侧，灯罩（4）通过在安装板（1）上开设的灯罩安装槽（5）螺纹安装在安装板（1）上；在安

装板（1）的上表面固定散热片（15），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4）为透明空心玻璃结构，灯罩

（4）内装填有带颜色的液体；所述固定座（2）通过螺栓（25）固定安装在房顶上；

固定座（2）与安装板（1）之间设置有改变安装板（1）倾斜角度的调节机构，调节机构左

右对称设置有两组，调节机构包括有支撑座（6）、调节螺栓（7）、平移块（8）、连接杆（9）和销

轴（10），支撑座（6）固定焊接在固定座（2）上，调节螺栓（7）通过固定在支撑座（6）上的轴承

转动连接在支撑座（6）上，调节螺栓（7）的表面设置螺纹（23），通过螺纹（23）连接有套在调

节螺栓（7）外侧的平移块（8），平移块（8）的下侧通过销轴（10）转动连接连接杆（9），连接杆

（9）的下端通过销轴（10）转动连接在安装板（1）上，对称的调节机构，连杆（9）形成倒置的八

字结构，分别调节两侧的调节螺栓（7），改变安装板（1）的倾斜角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4）的

周围设置有一圈收集板（12），收集板（12）的纵截面为L形结构，上端固定在安装板（1）上，在

收集板（12）内对应的安装板（1）上安装有多个诱虫灯（11），收集板（12）的外侧上覆盖一层

电网（1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平移块（8）

上固定滑套（22），滑套（22）内滑动穿设水平的导向杆（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4）内

的液体为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4）的

上端开设进出液口（14），并且安装有密封盖。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

板（1）上还设置有监控报警系统，监控报警系统包括有控制器（16）、蓄电池（17）、红外线传

感器（18）、亮度传感器（19）、爆闪灯（20）和计时器（24），控制器（16）和蓄电池（17）均安装在

安装板（1）上，红外线传感器（18）和亮度传感器（19）安装在收集板（12）的下侧，爆闪灯（20）

设置有多个，均匀的分布在安装板（1）的四周，蓄电池（17）的输出端分别连接亮度传感器

（19）和控制器（16）上，亮度传感器（19）信号连接在控制器（16）内，控制器（16）通过计时器

（24）连接在红外线传感器（18）和爆闪灯（20）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其特征在于：亮度传感器（19）

监测室内亮度将信号传递到控制器（16）中，通过控制器（16）判断室内亮度是否低于预设阀

值，当低于预设阀值时判定为室内黑暗，监控报警系统内部全部通电而启动，红外线传感器

（18）获取到室内有人体温度信息时，通过控制器（16）中的计时器（25）对该信息进行计时，

在控制器（16）内判断计时产生的时间是否超过预设的阀值，高于该预设阀值时使爆闪灯

（20）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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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灯饰，具体是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

背景技术

[0002] 吸顶灯是灯具的一种，顾名思义是由于灯具上方较平，安装时底部完全贴在屋顶

上所以称之为吸顶灯。光源有普通白灯泡，荧光灯、高强度气体放电灯、卤钨灯、LED等。目前

市场上最流行的吸顶灯就是LED吸顶灯，是家庭、办公室、文娱场所等各种场所经常选用的

灯具。

[0003] 中国专利（公告号：CN  207674263  U，公告日：2018.07.18）公开的一种多功能LED

吸顶灯，其技术方案中功能多样，但是该吸顶灯没有角度调节功能，使得吸顶灯使用单一，

不能够根据需要调节照射范围；另外，吸顶灯只作为灯具使用，在夜晚无法起到很好的安全

防盗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包括安装板、固定座、LED灯板、灯罩和散热片；所述LED

灯板固定安装在安装板的下表面，灯罩罩设在LED灯板的外侧，灯罩通过在安装板上开设的

灯罩安装槽螺纹安装在安装板上，旋转灯罩能够方便的从安装板上取下或安装；在安装板

的上表面固定散热片，对其散热；所述灯罩为透明空心玻璃结构，灯罩内装填有带颜色的液

体，根据人们的喜好进行自我更换，由于灯罩拆卸方便，更加有利于其颜色的更换；所述固

定座通过螺栓固定安装在房顶上，固定座与安装板之间设置有改变安装板倾斜角度的调节

机构，调节机构左右对称设置有两组，调节机构包括有支撑座、调节螺栓、平移块、连接杆和

销轴，支撑座固定焊接在固定座上，调节螺栓通过固定在支撑座上的轴承转动连接在支撑

座上，调节螺栓的末端上也可以通过相同结构的支撑座支撑，调节螺栓的表面设置螺纹，通

过螺纹连接有套在调节螺栓外侧的平移块，旋转调节螺栓能够改变平移块的位置，平移块

的下侧通过销轴转动连接连接杆，连接杆的下端通过销轴转动连接在安装板上，平移块左

右移动，推动安装板上下移动，改变该侧的高度，对称的调节机构，连杆形成倒置的八字结

构，分别调节两侧的调节螺栓，能够改变安装板的倾斜角度，使其朝向不同的方向照射，改

变照射范围。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灯罩的周围设置有一圈收集板，收集板的纵截面为L形结构，上端

固定在安装板上，在收集板内对应的安装板上安装有多个诱虫灯，收集板的外侧上覆盖一

层电网，通过诱虫灯吸引蚊虫，利用电网电击蚊虫，并且在收集板上收集，避免电击后的蚊

虫掉落下来，便于清理。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平移块上固定滑套，滑套内滑动穿设水平的导向杆，使平移块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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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水平方向上移动，使平移块移动更加稳定。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灯罩内的液体为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灯罩的上端开设进出液口，并且安装有密封盖，通过进出液口向灯

罩内装入适量带有颜色的液体，能够使吸顶灯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线。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安装板上还设置有监控报警系统，监控报警系统包括有控制器、蓄

电池、红外线传感器、亮度传感器、爆闪灯和计时器，控制器和蓄电池均安装在安装板上，红

外线传感器和亮度传感器安装在收集板的下侧，使其朝向吸顶灯的下方，对下方的室内情

况进行监控，爆闪灯设置有多个，均匀的分布在安装板的四周，发光时向吸顶灯的周围照

射，起到警示防盗作用；蓄电池的输出端分别连接亮度传感器和控制器上，同时为亮度传感

器和控制器供电，亮度传感器信号连接在控制器内，将信号传递到控制器中，控制器通过计

时器连接在红外线传感器和爆闪灯上，通过控制器控制爆闪灯亮起。

[0011] 进一步的：亮度传感器监测室内亮度，实时将信号传递到控制器中，通过控制器判

断室内亮度是否低于预设阀值，当低于预设阀值时判定为室内黑暗，此时使监控报警系统

内部全部通电而启动，红外线对室内进行监控，当获取到室内有人体温度信息时，通过控制

器中的计时器对该信息进行计时，在控制器内判断计时产生的时间是否超过预设的阀值，

超过后背判定为有外人闯入，使爆闪灯开启，对黑暗下的人员起到警示、恐吓的作用。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设置的调节机构能够改变吸

顶灯的照射角度，从而改变照射范围，适应不同位置的室内使用，并且调节方便快捷，省时

省力；灯罩采用空心透明结构，在内部灌注不同颜色的液体，从而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线，适

应不同使用场合；在夜晚关闭吸顶灯后通过红外线传感器能够监测室内是否有人员进入，

对进入的人员通过爆闪灯起到警示作用，实现安全防盗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中安装板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中监控报警系统的控制原理示意图。

[0016] 图中：1-安装板，2-固定座，3-LED灯板，4-灯罩，5-灯罩安装槽，6-支撑座，7-调节

螺栓，8-平移块，9-连接杆，10-销轴，11-诱虫灯，12-收集板，13-电网，14-进出液口，15-散

热片，16-控制器，17-蓄电池，18-红外线传感器，19-亮度传感器，20-爆闪灯，21-导向杆，

22-滑套，23-螺纹，24-计时器，25-固定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1

请参阅图，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带警示作用的多功能吊灯，包括安装板1、固定座2、

LED灯板3、灯罩4和散热片15；所述LED灯板3固定安装在安装板1的下表面，灯罩4罩设在LED

灯板3的外侧，灯罩4通过在安装板1上开设的灯罩安装槽5螺纹安装在安装板1上，旋转灯罩

4能够方便的从安装板1上取下或安装；在灯罩4的周围设置有一圈收集板12，收集板12的纵

截面为L形结构，上端固定在安装板1上，在收集板12内对应的安装板1上安装有多个诱虫灯

11，收集板12的外侧上覆盖一层电网13，通过诱虫灯11吸引蚊虫，利用电网13电击蚊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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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收集板12上收集，避免电击后的蚊虫掉落下来，便于清理；在安装板1的上表面固定散

热片15，对其散热。

[0018] 所述灯罩4为透明空心玻璃结构，灯罩4内装填有带颜色的液体，优选的液体为水，

灯罩4的上端开设进出液口14，并且安装有密封盖，通过进出液口14向灯罩4内装入适量带

有颜色的液体，能够使吸顶灯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线，根据人们的喜好进行自我更换，由于灯

罩4拆卸方便，更加有利于其颜色的更换。

[0019] 所述固定座2通过螺栓25固定安装在房顶上，固定座2与安装板1之间设置有改变

安装板1倾斜角度的调节机构，调节机构左右对称设置有两组，调节机构包括有支撑座6、调

节螺栓7、平移块8、连接杆9和销轴10，支撑座6固定焊接在固定座2上，调节螺栓7通过固定

在支撑座6上的轴承转动连接在支撑座6上，调节螺栓7的末端上也可以通过相同结构的支

撑座6支撑，调节螺栓7的表面设置螺纹23，通过螺纹23连接有套在调节螺栓7外侧的平移块

8，旋转调节螺栓7能够改变平移块8的位置，为了保证平移块8在水平方向上移动，平移块8

上固定滑套22，滑套22内滑动穿设水平的导向杆21，使平移块8仅能够在水平方向上移动，

使平移块8移动更加稳定；平移块8的下侧通过销轴10转动连接连接杆9，连接杆9的下端通

过销轴10转动连接在安装板1上，平移块8左右移动，推动安装板1上下移动，改变该侧的高

度，对称的调节机构，连杆9形成倒置的八字结构，分别调节两侧的调节螺栓7，能够改变安

装板1的倾斜角度，使其朝向不同的方向照射，改变照射范围。

[0020] 实施例2

在所述安装板1上还设置有监控报警系统，监控报警系统包括有控制器16、蓄电池17、

红外线传感器18、亮度传感器19、爆闪灯20和计时器24，控制器16和蓄电池17均安装在安装

板1上，红外线传感器18和亮度传感器19安装在收集板12的下侧，使其朝向吸顶灯的下方，

对下方的室内情况进行监控，爆闪灯20设置有多个，均匀的分布在安装板1的四周，发光时

向吸顶灯的周围照射，起到警示防盗作用；蓄电池17的输出端分别连接亮度传感器19和控

制器16上，同时为亮度传感器19和控制器16供电，亮度传感器19信号连接在控制器16内，将

信号传递到控制器16中，控制器16通过计时器24连接在红外线传感器18和爆闪灯20上，通

过控制器16控制爆闪灯20亮起。具体的控制方式为，亮度传感器19监测室内亮度，实时将信

号传递到控制器16中，通过控制器16判断室内亮度是否低于预设阀值，当低于预设阀值时

判定为室内黑暗，此时使监控报警系统内部全部通电而启动，红外线对室内进行监控，当获

取到室内有人体温度信息时，通过控制器16中的计时器对该信息进行计时，在控制器16内

判断计时产生的时间是否超过预设的阀值，超过后背判定为有外人闯入，使爆闪灯20开启，

对黑暗下的人员起到警示、恐吓的作用。

[0021] 吸顶灯在平时使用过程中，当需要调节吸顶灯的照射角度和范围时，只需要通过

旋转两侧的调节螺栓7进行快速的调节，使安装板1倾斜；灯罩4为内部空心的玻璃，在其中

能够倒入不同颜色的液体，使吸顶灯能够发出不同颜色的光，使吸顶灯应用在不同的环境

中，使用灵活；吸顶灯在夜晚使用时，正常吸顶灯亮起后，监控报警系统监测到亮度足够，系

统不会启动，当外部亮度黑暗，而依然有人员在室内移动，并且存在的时间超过预设的时

间，则会判断为需要警告，开启爆闪灯20对室闪光，使黑暗下的人员无法准确的移动，起到

最佳的警示作用。

[0022]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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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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