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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车辆用前照灯，包括：第一

配光部，其包括第一光源；第二配光部，其包括第

二光源和微机电系统反射镜；保持构件，其被配

置为保持所述第一光源、所述第二光源、以及所

述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单一的透镜，其包括第一

透镜部和第二透镜部；以及分隔壁，其形成在所

述保持构件中，以便相对于所述保持构件朝向所

述车辆前侧突出，所述分隔壁被配置为分隔在所

述第一透镜部和所述保持构件之间的区域与在

所述第二透镜部和所述保持构件之间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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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用前照灯，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配光部，其包括第一光源，所述第一配光部被配置为对由所述第一光源照射的光

朝向车辆前侧进行配光；

第二配光部，其包括第二光源、反射镜和微机电系统反射镜，所述第二配光部被配置为

通过由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对由所述第二光源照射的光进行反射来以预定的配光模式

朝向所述车辆前侧进行配光；

保持构件，其被配置为保持所述第一光源、所述第二光源、以及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

镜；

单一的透镜，其包括第一透镜部和第二透镜部，所述第一透镜部构成所述第一配光部

的车辆前侧部并且被配置为使得由所述第一光源照射的所述光透过所述第一透镜部，所述

第二透镜部构成所述第二配光部的车辆前侧部并且被配置为使得由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

镜反射的所述光透过所述第二透镜部；以及

分隔壁，其形成在所述保持构件中，以便相对于所述保持构件朝向所述车辆前侧突出，

所述分隔壁被配置为分隔在所述第一透镜部和所述保持构件之间的区域与在所述第二透

镜部和所述保持构件之间的区域，

透镜保持部，其保持所述透镜，所述透镜保持部的前端的下部分连接到所述反射镜的

上部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用前照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透镜包括形成在所述透镜的背面上的凹部，使得所述凹部朝向车辆后侧开放；并

且

所述分隔壁的前端被安置在所述凹部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辆用前照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隔壁在所述第二配光部侧上的表面是被配置为吸收由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镜

反射的所述光的光吸收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辆用前照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保持构件被设置作为散热装置，所述散热装置被配置为散发由所述第一光源和所

述第二光源产生的热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辆用前照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配光部和所述第二配光部沿车辆的上下方向排列；并且

所述第二配光部被安置在相对于所述第一配光部的车辆下侧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辆用前照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镜由二维排列的多个微小可动反射镜构成；并且

每一个所述微小可动反射镜被配置为能够在开启状态和关闭状态之间变化，在所述开

启状态下，每一个所述微小可动反射镜朝向所述车辆前侧照射反射光，在所述关闭状态下，

每一个所述微小可动反射镜朝向所述分隔壁照射所述反射光。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辆用前照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配光部包括反射部，所述反射部被设置在相对于所述第二光源的所述车辆前

侧上并且被配置为反射由所述第二光源照射的所述光，使得所反射的光入射到所述微机电

系统反射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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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辆用前照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透镜部的背面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凹部的底面朝向后侧突出，以便采集由所

述第一光源照射的所述光；以及

所述第二透镜部的背面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凹部的所述底面朝向所述后侧突出，以便

采集由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反射的所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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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用前照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车辆用前照灯。

背景技术

[0002] 在日本专利申请公开第2005-38885号(JP  2015-38885A)中描述的车辆用前照灯

包括固定配光单元和可变配光单元。因此，可变配光单元能够形成各种配光模式，并且朝向

车辆前侧照射具有该配光模式的光。

发明内容

[0003] 然而，在现有技术的车辆用前照灯中，分离形成的固定配光单元和可变配光单元

在车辆上下方向上并排排列。这导致车辆用前照灯的尺寸增大的问题。在这点上，为了抑制

车辆用前照灯的尺寸增大，可以想到将固定配光单元和可变配光单元一体化。但是，在这种

情况下，透镜由单一的透镜构成。结果是，由固定配光单元照射的光可以透过可变配光单元

侧上的透镜，并且由可变配光单元照射的光可以透过固定配光单元侧上的透镜。这可能会

使得难以在每个单元中适当地进行配光。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在抑制尺寸增大的同时适当地配光的车辆用前照灯。

[0005]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案的车辆用前照灯包括：第一配光部，所述第一配光部包括

第一光源，所述第一配光部被配置为对由所述第一光源照射的光朝向车辆前侧进行配光；

第二配光部，其包括第二光源和微机电系统反射镜，所述第二配光部被配置为通过由所述

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对由所述第二光源照射的光进行反射来以预定的配光模式朝向所述车

辆前侧进行配光；保持构件，其被配置为保持所述第一光源、所述第二光源、以及所述微机

电系统反射镜；单一的透镜，其包括第一透镜部和第二透镜部，所述第一透镜部构成所述第

一配光部的车辆前侧部并且被配置为使得由所述第一光源照射的所述光透过所述第一透

镜部，以及所述第二透镜部构成所述第二配光部的车辆前侧部并且被配置为使得由所述微

机电系统反射镜反射的所述光透过所述第二透镜部；以及分隔壁，其形成在所述保持构件

中，以便相对于所述保持构件朝向所述车辆前侧突出，所述分隔壁被配置为分隔在所述第

一配光部中的所述透镜和所述保持构件之间的区域与在所述第二配光部中的所述透镜和

所述保持构件之间的区域。

[0006] 在如上所述构造的车辆用前照灯中，第一光源、第二光源和微机电系统反射镜由

保持构件保持，并且第一配光部和第二配光部的车辆前侧部都由所述单一的透镜构成。这

允许第一配光部和第二配光部相互一体化。因此，能够抑制车辆用前照灯的尺寸增大。

[0007] 此外，朝向车辆前侧突出的分隔壁形成在保持构件中。通过分隔壁将第一配光部

中的透镜与保持部件之间的区域和第二配光部中的透镜与保持部件之间的区域相分隔。因

此，分隔壁起遮挡由第一光源照射的光和由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反射的光的遮光部的作用。

因此，能够抑制由第一光源照射的光透过构成透镜的第二配光部的部分(第二透镜部)，并

且还能够抑制由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反射的光透过构成透镜的第一配光部的部分(第一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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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因此，能够抑制车辆用前照灯的尺寸增大，并且能够在第一配光部和第二配光部中进

行适当的配光。

[0008]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透镜可以包括形成在所述透镜的背面上的凹部，使得所述凹

部朝向车辆后侧开放；并且，所述分隔壁的前端可以被安置在所述凹部内。

[0009] 在上述方案的车辆用前照灯中，能够将分隔壁的前端相对于透镜的后端安置在车

辆前侧上。这使得能够进一步抑制由第一光源照射的光透过第二透镜部，并且进一步抑制

由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反射的光透过第一透镜部。因此，能够更加提高分隔壁的遮光效果。

[0010]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分隔壁在所述第二配光部侧上的表面可以是被配置为吸收由

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反射的所述光的光吸收部。

[0011] 在上述方案的车辆用前照灯中，由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反射的关闭光(在关闭状态

下，由构成微机电系统反射镜的微小可动反射镜反射的光)可以被光吸收部吸收。

[0012]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保持构件可以被设置作为散热装置，所述散热装置被配置为

散发由所述第一光源和所述第二光源产生的热量。

[0013] 在上述方案的车辆用前照灯中，使保持构件起散热装置作用，使得散热装置由第

一配光部和第二配光部共同使用。

[0014]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配光部和所述第二配光部可以沿车辆的上下方向排列，

并且，所述第二配光部可以被安置在相对于所述第一配光部的车辆下侧上。

[0015] 在上述方案的车辆用前照灯中，即使在第一配光部和第二配光部沿车辆上下方向

排列的情况下，例如，也能够在抑制车辆的前部在车辆上下方向上的尺寸增大的同时，在车

辆中设置车辆用前照灯。也就是说，由于第二配光部被配置为使得来自第二光源的光被微

机电系统反射镜反射，因此安置第二配光部的空间变得大于安置第一配光部的空间。同时，

通常，在车辆的前部，保险杠罩设置在相对于车辆用前照灯的透镜的车辆下侧上，并且发动

机罩设置在相对于该透镜的车辆上侧上。因此，通过将第二配光部安置在相对于第一配光

部的车辆下侧上，能够将第二配光部配置为具有第二光源安置在相对于保险杠罩的车辆后

侧上的布局。因此，例如，使得能够在抑制车辆前部在车辆上下方向上的尺寸增大的同时，

在车辆中设置车辆用前照灯。

[0016]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可以由二维排列的多个微小可动反射镜构

成，并且，每一个所述微小可动反射镜可以被配置为能够在开启状态和关闭状态之间变化，

在所述开启状态下，每一个所述微小可动反射镜朝向所述车辆前侧照射反射光，在所述关

闭状态下，每一个所述微小可动反射镜朝向所述分隔壁照射所述反射光。

[0017]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二配光部可以包括反射部，所述反射部被设置在相对于所

述第二光源的所述车辆前侧上并且被配置为反射由所述第二光源照射的所述光，使得所反

射的光入射到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镜上。

[0018]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透镜部的背面可以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凹部的底面朝向

后侧突出，以便采集由所述第一光源照射的所述光；以及，所述第二透镜部的背面可以被配

置为相对于所述凹部的所述底面朝向所述后侧突出，以便采集由所述微机电系统反射镜反

射的所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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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下面将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示范性实施例的特征、优点以及技术和工业意义进行

描述，其中相同的标号表示相同的元件，且其中：

[0020] 图1是在根据本实施例的车辆用前照灯中的车辆右侧上的远光单元在从沿车辆宽

度方向的中心侧观察时的剖视图(沿着图2的II线所截取的放大剖视图)；

[0021] 图2是示出根据本实施例的车辆用前照灯应用于的车辆的前部的正视图；

[0022] 图3是说明图2所示的车辆用前照灯的配光区的一个例子的说明图；

[0023] 图4是说明图2所示的车辆用前照灯的配光区的另一例子的说明图；和

[0024] 图5是对应于图1并示出图1所示的透镜的变型的一个例子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例

[0025] 下面参照附图对根据本实施例的车辆用前照灯10进行描述。注意的是，图中所示

的箭头UP和箭头FR分别表示车辆用前照灯10所应用于的车辆V的车辆上侧和车辆前侧，且

图中所示的箭头RH表示在车辆V面向行驶方向的状态下的车辆右侧。以下，除非另有规定，

否则，在仅仅使用上下方向、前后方向和右左方向进行描述的情况下，它们表示车辆上下方

向的上下、车辆前后方向的前后以及车辆右左方向(车辆宽度方向)的右左。

[0026] 如图2所示，车辆用前照灯10包括在右左侧上的一对前照灯单元12R、12L。前照灯

单元12R安置在车辆V的前部的右端，且前照灯单元12L安置在车辆V的前部的左端。另外，如

图1所示，用于打开和关闭车辆V的发动机舱的发动机罩40的前端安置在前照灯单元12R、

12L的上方。此外，后述的前照灯单元12R、12L的远光单元16的下部从前侧覆盖有由构成车

辆V的前部的保险杠罩42。前照灯单元12R、12L被对称地配置在车辆宽度方向上的右左侧

上。鉴于此，下面的说明涉及右侧上的前照灯单元12R，而省略对左侧上的前照灯单元12L的

说明。

[0027] 如图2所示，前照灯单元12R包括构成前照灯单元12R的车辆宽度方向外侧部分的

近光单元14和构成前照灯单元12R的车辆宽度方向内侧部分的远光单元16。

[0028] 近光单元14具有光源(未示出)，并且被配置为通过光源主要照射车辆V前方的路

面。更具体地，近光单元14被配置为主要照射相对于车辆V的前侧的路面(参见图3和图4所

示的近光配光区)。

[0029] 如图1所示，远光单元16包括构成远光单元16的上端的第一配光部16A和安置为邻

近于第一配光部16A的下侧的第二配光部16B。远光单元16被设置为将第一配光部16A和第

二配光部16B一体化的单元。如图3、4所示，第一配光部16A对相对于由近光单元14照射的近

光配光区的上侧的区域(图3和图4所示的远光配光区)进行配光。另外，第二配光部16B以预

定的配光模式对小于远光配光区的区域(参照图3和图4所示的预定模式配光区)进行配光。

下面对远光单元16进行更具体地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远光单元16包括作为构成远光单元16的后端的“保持构件”的散热装

置18。散热装置18被设置作为在第一配光部16A和第二配光部16B中共同使用的单一的构

件。此外，散热装置18被设置作为散发由后面将描述的第一光源22和第二光源24产生的热

量的散热构件，并且散热装置18由铝合金等制成。

[0031] 散热装置18形成为在侧视图中向前开放的大体U形块形状，并且在某一位置(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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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固定至车身。也就是说，散热装置18被构造为使得其上端和下端相对于散热装置18在

上下方向上的中间部18B向前伸出。在散热装置18的上端向前伸出的部分是上伸出部18A，

且上伸出部18A构成第一配光部16A的后端。另外，散热装置18的下端向前伸出的部分为下

伸出部18C，且散热装置18的中间部18B和下伸出部18C构成第二配光部16B的后端。

[0032] 上伸出部18A的正面是用于保持(固定)后述的第一光源22的上保持面18A1，并且

上保持面18A1沿着与前后方向垂直的表面被安置。此外，用于保持(固定)后述的第二光源

24的下保持面18C1形成在下伸出部18C的正面的上部。下保持面18C1安置在相对于上保持

面18A1的后侧上，并且在侧视图中随着其向上而向后倾斜。此外，用于保持(固定)后述的

MEMS反射镜30的反射镜保持面18B1形成在散热装置18的中间部18B的正面上。反射镜保持

面18B1安置在相对于上保持面18A1和下保持面18C1的后侧上，并且在侧视图中随着其向上

而稍微向前倾斜。

[0033] 此外，作为“分隔壁”的遮光壁20与散热装置18的上伸出部18A的下端一体地形成。

遮光壁20以其板厚度方向基本上沿上下方向而相对于上保持面18A1向前突出。更具体地，

遮光壁20的顶面从上伸出部18A的下端向前延伸。另外，遮光壁20的下面(第二配光部16B侧

的表面)构成上伸出部18A的下面，并且从反射镜保持面18B1的上端向前延伸。由此，遮光壁

20被配置为在上下方向上分隔第一配光部16A与第二配光部16B。另外，遮光壁20的下面在

侧视图中随着其向前而稍微向下倾斜。

[0034] 构成第一配光部16A的第一光源22由上保持面18A1保持(固定到其上)，且第一光

源22安置在相对于遮光壁20的远端(前端)的后侧上。换句话说，遮光壁20和第一光源22被

布置以便于在上下方向上彼此重叠。第一光源22被设置作为LED阵列。也就是说，第一光源

22包括作为发光元件的多个发光二极管(LED)，并且发光二极管(LED)在车辆宽度方向上并

排排列。从第一光源22发射的光L1向前照射并透过后述的透镜32以便于对远光配光区进行

配光。

[0035] 此外，第一光源22电连接到控制部(未示出)，并且通过控制部的控制让多个发光

二极管均发光。更具体地，如图3所示，第一配光部16A被配置为通过在车辆宽度方向上划分

远光配光区来进行配光。即，通过在第一配光部16A中独立地控制多个发光二极管，能够控

制远光配光区中的配光。此外，第一配光部16A设置有遮挡部(未示出)，使得遮挡部可以遮

挡从多个发光二极管发射的光。因此，如图4所示，所划分的配光模式的区通过遮挡部可改

变(图4示出了在车辆宽度方向上中心侧的远光配光区的下部被遮挡部遮挡的例子)。

[0036] 同时，如图1所示，第二配光部16B包括第二光源24、反射镜26和微机电系统(MEMS)

反射镜30。第二光源24被设置作为高亮度光源，例如，发光二极管(LED)、激光器二极管

(LD)、卤素灯和高强度放电灯(HID)。此外，第二光源24被散热装置18的下保持面18C1保持

(固定)。如上所述，下保持面18C1在侧视图中随着其向上而向后倾斜。因此，从第二光源24

发射的光L2向前斜向上照射，接着入射到后述的反射镜26上。

[0037] 反射镜26设置在相对于第二光源24的前侧上，并且从前侧覆盖有车辆V的保险杠

罩42。反射镜26形成为以突出的方式向前弯曲的板状。此外，反射镜26的背面起反射表面

26A的作用，且反射表面26A形成为向后开放的凹曲面形状。从第二光源24发射的光L2被反

射表面26A向后斜向上反射，使得这样反射的光L2入射到后述的MEMS反射镜30上。

[0038] 此外，用于保持后述的透镜32的透镜保持部28一体地形成在反射镜26的上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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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镜保持部28以其轴向沿前后方向而形成为大体筒形状，并且透镜保持部28的前端的下部

分连接到反射镜26的前上部分。此外，透镜保持部28的后部分(除了前端之外的部分)向下

开放，使得由上述反射镜26反射的光L2入射到后述的MEMS反射镜30上，而不与透镜保持部

28相互干扰。注意的是，透镜保持部28在此处未示出的位置处被固定到散热装置18上。

[0039] MEMS反射镜30由上述散热装置18的反射镜保持面18B1保持(固定到其上)，并且安

置在相对于遮光壁20的远端(前端)的后侧上。MEMS反射镜30由二维排列的多个微小可动反

射镜构成，并且多个微小可动反射镜中的每一个通过半导体工艺形成在半导体基板上。此

外，控制部(未示出)电连接到MEMS反射镜30，使得微小可动反射镜通过控制部的控制来驱

动。当微小可动反射镜通过控制部的控制来驱动时，各个微小可动反射镜的反射面的角度

被改变，使得微小可动反射镜进入开启状态或关闭状态。更具体地，当微小可动反射镜进入

开启状态时，从反射镜26入射到微小可动反射镜上的光L2被微小可动反射镜反射(以下将

这样被反射的光称为“开启光L2A”)，且开启光L2A被从MEMS反射镜30向前照射。同时，当微

小可动反射镜进入关闭状态时，从反射镜26入射到微小可动反射镜上的光L2被微小可动反

射镜反射(以下将这样被反射的光称为“关闭光L2B”)，并且关闭光L2B从MEMS反射镜30向前

斜向上照射，使得上述遮光壁20的下面被关闭光L2B照射。

[0040] 如上所述，第二配光部16B被配置为使得第二光源24安置在相对于MEMS反射镜30

的下侧上，使得从第二光源24发射的光L2被反射镜26引导向上。另外，第二配光部16B被配

置为使得借助于由MEMS反射镜30向前反射的开启光L2A，将具有预定配光模式的光照射到

车辆V的前方。例如，如图3所示，近光配光区被具有预定模式(例如，表示车辆V的行驶方向

的箭头等)的光照射。此外，例如，如图4所示，远光配光区沿宽度方向的中心区域被第二配

光部16B照射。

[0041] 此外，在前述散热装置18中的遮光壁20的下面是光吸收部20A，并且在光吸收部

20A上进行黑色涂覆。因此，施加到遮光壁20的下面(光吸收部20A)的关闭光L2B被遮光壁20

的光吸收部20A吸收。注意的是，用于通过遮光壁20的光吸收部20A吸收关闭光L2B的方法不

限于此。例如，可以在散热装置18的表面上进行黑色阳极氧化铝工艺，使得关闭光L2B被遮

光壁20的光吸收部20A吸收。此外，在遮光壁20的光吸收部20A上进行涂覆的情况下，涂覆不

限于黑色，而可以是能够吸收关闭光L2B的颜色。此外，例如，遮光壁20的光吸收部20A的表

面可以被粗糙化(例如，可以在遮光壁20的光吸收部20A上形成皱褶图案)，以便于对入射到

遮光壁20的光吸收部20A上的关闭光L2B进行散射。因此，本发明中的“光吸收部”表示在遮

光壁20的下面中进行涂覆、阳极氧化铝工艺等的部分。

[0042] 此外，远光单元16包括构成远光单元16的前端的透镜32。透镜32安置在相对于第

一光源22和MEMS反射镜30的前侧上，并且被设置作为第一配光部16A和第二配光部16B中共

同使用的单一的透镜。在透镜32的后部分被容纳在透镜保持部28的前端内的状态下，透镜

32被透镜保持部28保持。由此，车辆V的保险杠罩42安置在相对于透镜32的下侧上，且车辆V

的发动机罩40安置在相对于透镜32的上侧上。

[0043] 此外，透镜32的正面是弯曲的，以便于从透镜32的下端到其上端在侧视图中向前

突出。同时，具有在侧视图中向后开放的大体V形的凹部34形成在透镜32的背面沿上下方向

的中间部中。透镜32中的相对于凹部34的底面34A的上部分是上透镜部(第一透镜部)32A。

上透镜部32A安置在相对于第一光源22的前侧上，并且被设置作为用于第一配光部16A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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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另外，上透镜部32A的背面形成为相对于凹部34的底面34A向后突出的上突出面32A1，且

上突出面32A1形成为在侧视图中向后突出的弯曲形状。因此，由第一光源22向前照射的光

L1被上突出面32A1集光，然后光L1透过上透镜部32A以便朝向相对于车辆V的前侧照射。

[0044] 同时，透镜32的相对于凹部34的底面34A的下部分是下透镜部32B。下透镜部(第二

透镜部)32B安置在相对于MEMS反射镜30的前侧上，并且被设置作为用于第二配光部16B的

透镜。下透镜部32B的背面形成为相对于凹部34的底面34A向后突出的下突出面32B1，且下

突出面32B1形成为在侧视图中向前开放的大体U形状(作为向后突出的突出面)。因此，由

MEMS反射镜30向前反射的开启光L2A被下突出面32B1集光，然后，开启光L2A透过下透镜部

32B以便朝向相对于车辆V的前侧照射

[0045] 此外，下突出面32B1从凹部34的底面34A的突出量被设定为大于上突出面32A1从

凹部34的底面34A的突出量。此外，上述散热装置18中的遮光壁20的前端(远端)安置在透镜

32的凹部34内。更具体地，遮光壁20的前端安置得更接近于凹部34的底面34A的后侧，并且

被安置为以便于在前后方向上与凹部34的底面34A相对。因此，第一配光部16A中的上透镜

部32A与散热装置18(上伸出部18A)之间的区域(以下，将该区域称为“第一区16A1”)与第二

配光部16B中的下透镜部32B和散热装置18(中间部18B)之间的区域(以下，将该区域称为

“第二区16B1”)被遮光壁20分隔开。换句话说，在上下方向上，遮光壁20的前端和上突出面

32A1被安置为以便于彼此重叠，并且遮光壁20的前端和下突出面32B1被安置为以便于彼此

重叠。因此，遮光壁20抑制由第一光源22照射的光L1透过透镜32的下透镜部32B，并且遮光

壁20抑制由MEMS反射镜30反射的光L2(开启光L2A和关闭光L2B)透过透镜32的上透镜部

32A。

[0046] 注意的是，在遮光壁20的前端和凹部34的底面34A之间形成预定间隙，并且该间隙

考虑到部件的装配公差等被适当地设定。也就是说，从提高遮光壁20的遮光效果的观点出

发，期望将遮光壁20的前端与凹部34的底面34A抵接。但是，考虑到装配公差等，可以在遮光

壁20的前端和凹部34的底面34A之间形成间隙。因此，在本发明中，“分隔壁被配置为分隔第

一配光部中的透镜和保持构件之间的区域与第二配光部中的透镜和保持构件之间的区域”

包括在遮光壁20的前端和凹部34的底面34A之间形成间隙的情况。也就是说，间隙可以被设

定为能够抑制由第一光源22照射的光L1透过下透镜部32B并且能够抑制由MEMS反射镜30反

射的光L2透过上透镜部32A的尺寸。

[0047] 下面对本实施例的操作和效果进行描述。

[0048] 如上所述构造的车辆用前照灯10中的远光单元16包括：具有设置作为LED阵列的

第一光源22的第一配光部16A；以及具有第二光源24和MEMS反射镜30的第二配光部16B。

[0049] 这里，第一光源22、第二光源24和MEMS反射镜30由散热装置18保持。此外，第一配

光部16A和第二配光部16B的前部分由单一的透镜32构成。这允许第一配光部16A和第二配

光部16B相互一体化。因此，这能够抑制车辆用前照灯10(远光单元16)的尺寸增大。

[0050] 此外，散热装置18设置有遮光壁20，遮光壁20被配置为在上下方向上分隔第一配

光部16A的第一区16A1和第二配光部16B的第二区16B1。因此，遮光壁20起遮挡由第一光源

22照射的光L1和由MEMS反射镜30反射的光L2(开启光L2A和关闭光L2B)的遮光部的作用。这

使得能够抑制由第一光源22照射的光L1透过透镜32的下透镜部32B，并且还能够抑制由

MEMS反射镜30反射的光L2(开启光L2A和关闭光L2B)透过透镜32的上透镜部32A。结果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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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抑制车辆用前照灯10(远光单元16)的尺寸增大，并且能够在第一配光部16A和第二配光

部16B中进行适当的配光。

[0051] 此外，在侧视图中向后开放的凹部34形成在透镜32的背面上，并且遮光壁20的前

端(远端)安置在凹部34内。这使得能够将遮光壁20的前端安置在相对于透镜32的后端的前

侧上。换句话说，构成设置作为单一的透镜的透镜32的背面的上突出面32A1和下突出面

32B1可以通过遮光壁20在上下方向上彼此分隔。这使得能够进一步抑制由第一光源22照射

的光L1透过透镜32的下透镜部32B，并且还能够进一步抑制由MEMS反射镜30反射的光L2(开

启光L2A和关闭光L2B)透过透镜32的上透镜部32A。因此，能够更加提高遮光壁20的遮光效

果。

[0052] 此外，在遮光壁20的光吸收部20A上进行黑色涂覆。这允许遮光壁20的光吸收部

20A吸收由MEMS反射镜30反射的关闭光L2B。结果是，能够抑制由MEMS反射镜30反射的关闭

光L2B在第二配光部16B中漫反射。

[0053] 此外，散热装置18由具有高导热性系数的铝合金制成，并且第一光源22和第二光

源24由散热装置18保持(固定到其)。因此，由第一光源22和第二光源24产生的热量可以被

散热装置18散发，此外，散热装置18可以共同用作第一配光部16A中和第二配光部16B中的

散热构件。

[0054] 此外，在远光单元16中，第一配光部16A和第二配光部16B在上下方向上排列，并且

第二配光部16B安置为邻近于第一配光部16A的下侧。因此，即使在第一配光部16A和第二配

光部16B在上下方向上并排排列的情况下，也能够在抑制车辆V的前部的上下方向上的尺寸

增大的同时，在车辆V中设置车辆用前照灯10。也就是说，在第二配光部16B中，来自第二光

源24的光L2被反射镜26引导向上，从而被MEMS反射镜30反射。因此，在上下方向上安置第二

配光部16B的空间变得大于安置第一配光部16A的空间。同时，在车辆V的前部中，保险杠罩

42设置在相对于透镜32的下侧上，并且发动机罩40设置在相对于透镜32的上侧上。因此，通

过将第二配光部16B安置在相对于第一配光部16A的下侧上，能够使第二配光部16B具有将

第二光源24安置在相对于保险杠罩42的后侧上的布局。因此，这能够在抑制车辆V的前部在

上下方向上的尺寸增大的同时，在车辆V中设置车辆用前照灯10。

[0055] 此外，第一配光部16A对由LED阵列构成的第一光源22照射的光L1朝向相对于车辆

V的前侧进行配光，并且第二配光部16B对由MEMS反射镜30反射的开启光L2A朝向车辆前侧

进行配光。因此，能够通过第一配光部16A对宽广区进行配光，并且能够通过第二配光部16B

以预定模式进行配光。

[0056] 此外，如上所述，第一光源22、第二光源24和MEMS反射镜30由单一的散热装置18保

持(固定到单一的散热装置18)。这使得能够抑制第一光源22、第二光源24和MEMS反射镜30

中的未对准。换句话说，能够适当地定位第一光源22、第二光源24和MEMS反射镜30。结果是，

能够成功地定位由第一配光部16A进行配光的光L1和由第二配光部16B进行配光的具有预

定模式的光。

[0057] 注意的是，在本实施例中，凹部34形成在远光单元16的透镜32的背面上，但是如图

5所示，在透镜32中可以省略凹部34。在这种情况下，例如，透镜32的背面可以沿垂直于前后

方向的表面形成，并且遮光壁20的远端可以设置为靠近透镜的背面。此外，在这种情况下，

透镜32中的上透镜部32A的正面可以形成为在侧视图中向前突出的弯曲形状，并且透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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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下透镜部32B的正面可以形成为在侧视图中向前突出的弯曲形状。

[0058] 此外，在远光单元16中，第一配光部16A和第二配光部16B沿上下方向排列，第二配

光部16B安置在相对于第一配光部16A的下侧上。替代地，可以将第二配光部16B安置在相对

于第一配光部16A的上侧上。另外，第一配光部16A和第二配光部16B可以沿车辆宽度方向排

列，并且第二配光部16B可以安置在相对于第一配光部16A的车辆宽度方向上的内侧上或者

车辆宽度方向上的外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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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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