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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包括壳体、

散热片、减震垫底座，所述壳体内部设置有变换

器，且所述变换器表面设置有导热硅脂，且所述

导热硅脂表面固连有散热片，且所述散热片表面

设置有散热槽，且所述散热槽内部设置有涡轮风

扇，所述壳体表面设置有减震垫底座，且所述减

震垫底座表面设置有减震垫，且所述减震垫表面

设置有复位弹簧。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变换器表

面设置导热硅胶将热量传递给散热片，通过散热

片表面固定连接的散热槽集聚热量，通过散热槽

内部设置的涡轮风扇吸热透过一号蜂窝透气孔

进行排热，从而起到LED开关电源散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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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包括壳体(1)、散热片(2)、减震垫底座(3)，其特

征在于：所述壳体(1)表面设置有一号蜂窝透气孔(101)，所述壳体(1)内部固定连接有横板

(102)，且所述横板(102)固定连接有主板(103)，且所述主板(103)表面设置有变换器

(104)，且所述变换器(104)表面固定连接有导热硅脂(1040)，所述壳体(1)表面设置有防护

盖(105)，且所述防护盖(105)两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柱(1050)，所述壳体(1)内部插入有固定

块(106)，所述固定块(106)表面设置有连接机构(107)，且所述连接机构(107)内部设置有

圆柱(1070)，且所述圆柱(1070)内部设置有连接柱(1071)，且所述连接柱(1071)内部设置

有金属针(1072)，且所述金属针(1072)一端顶部固定连接有连接线(1073)，所述固定块

(106)表面设置有线槽(1074)，所述壳体(1)表面一侧设置有指示灯(108)，所述导热硅脂

(1040)表面固定连接有散热片(2)，且所述散热片(2)一端顶部固定连接有散热槽(201)，且

所述散热槽(201)表面设置有二号蜂窝透气孔(2010)，所述散热槽(201)表面两侧设置有连

接耳(2011)，所述散热槽(201)内部设置有置放室(202)，且所述置放室(202)内部设置有电

机(203)，且所述电机(203)一端铰接有涡轮风扇(204)，所述壳体(1)表面固定连接有减震

垫底座(3)，且所述减震垫底座(3)表面设置有减震垫(301)，且所述减震垫(301)表面固定

连接有复位弹簧(302)，且所述复位弹簧(302)一端底部固定连接有底阀柱(30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

仅背面设置有一号蜂窝透气孔(101)，其它三面呈密封状态，所述壳体(1)表面固定连接有

四组减震垫底座(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机

构(107)，所述连接机构(107)表面固定连接有圆柱(1070)，且所述圆柱(1070)一端表面距

离连接机构(107)表面的总高度为三厘米，所述圆柱(1070)表面呈闭口设计。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块

(106)表面固定连接有防护盖(105)，且所述防护盖(105)两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柱(1050)，所

述固定块(106)表面设置有九组线槽(1074)，且所述线槽(1074)与防护盖(105)滑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片

(2)底部为整个平面，平面表面竖直方向呈镂空条状设计，所述散热片(2)表面固定连接有

散热槽(201)，所述散热槽(201)为三个面凹槽设计，且所述散热槽(201)两个对立面设置有

两组二号蜂窝透气孔(20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

表面设置有减震垫底座(3)，且所述减震垫底座(3)表面设置有减震垫(301)，且所述减震垫

(301)表面呈弧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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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电子产品的芯片的高度集成，功能要求越来越多，体积要求越来越小。

演变出小型化、高功能与高效率发展的电子设备，LED开关电源就是其中的一种，LED开关电

源内部设计的高性能的元件在高速运行下会产生大量的热，这些热不除去，使LED开关电源

散热不良会引起光衰弱，在大多数的LED开关电源设计中，没有防水防尘防摔设计，使LED开

关电源在恶劣环境下发生损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

开关电源，通过变换器表面设置导热硅胶将热量传递给散热片，通过散热片表面固定连接

的散热槽集聚热量，通过散热槽内部设置的涡轮风扇吸热透过一号蜂窝透气孔进行排热，

从而起到LED开关电源散热的效果。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

源，包括壳体、散热片、减震垫底座，所述壳体表面设置有一号蜂窝透气孔，所述壳体内部固

定连接有横板，且所述横板固定连接有主板，且所述主板表面设置有变换器，且所述变换器

表面固定连接有导热硅脂，所述壳体表面设置有防护盖，且所述防护盖两端滑动连接有固

定柱，所述壳体内部插入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表面设置有连接机构，且所述连接机构内部

设置有圆柱，且所述圆柱内部设置有连接柱，且所述连接柱内部设置有金属针，且所述金属

针一端顶部固定连接有连接线，所述固定块表面设置有线槽，所述壳体表面一侧设置有指

示灯，所述导热硅脂表面固定连接有散热片，且所述散热片一端顶部固定连接有散热槽，且

所述散热槽表面设置有二号蜂窝透气孔，所述散热槽表面两侧设置有连接耳，所述散热槽

内部设置有置放室，且所述置放室内部设置有电机，且所述电机一端铰接有涡轮风扇，所述

壳体表面固定连接有减震垫底座，且所述减震垫底座表面设置有减震垫，且所述减震垫表

面固定连接有复位弹簧，且所述复位弹簧一端底部固定连接有底阀柱。

[0005] 进一步在于，所述壳体仅背面设置有一号蜂窝透气孔，其它三面呈密封状态，所述

壳体表面固定连接有四组减震垫底座，使得LED开关电源在户外工作时，壳体三面呈密封状

态，减少雨水进入的几率，而壳体表面设置的四组减震垫底座同时，起到隔离雨水流动至壳

体底部开孔处的作用。

[0006] 进一步在于，所述连接机构表面固定连接有圆柱，且所述圆柱一端表面距离连接

机构表面的总高度为三厘米，所述圆柱表面呈闭口设计，使得使得LED开关电源在户外工作

时，预防雨水浸泡漏电，同时减少线路接线的使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0007] 进一步在于，所述固定块表面固定连接有防护盖，且所述防护盖两端滑动连接有

固定柱，减少连接机构内部灰尘进入，延长LED开关电源寿命使用，所述固定块表面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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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组线槽，且所述线槽与防护盖滑动连，使防护盖更紧密贴合连接机构表面。

[0008] 进一步在于，所述散热片底部为整个平面，平面表面竖直方向呈镂空条状设计，使

热量同一个方向快速集聚，所述散热片表面固定连接有散热槽，所述散热槽为三个面凹槽

设计，且所述散热槽两个对立面设置有两组二号蜂窝透气孔，集聚热量，使热量快速排出。

[0009] 进一步在于，所述壳体表面设置有减震垫底座，且所述减震垫底座表面设置有减

震垫，预防LED电源开关摔倒时损坏的可能性，且所述减震垫表面呈弧形设计，使壳体受力

时，均匀向四周扩散。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1] 1、通过变换器表面设置导热硅胶将热量传递给散热片，通过散热片表面固定连接

的散热槽集聚热量，通过散热槽内部设置的涡轮风扇吸热透过一号蜂窝透气孔进行排热，

从而起到LED开关电源散热的效果。

[0012] 2、通过壳体表面设置防护盖，从而减少连接机构内部灰尘进入，延长LED开关电源

寿命使用，通过线槽与防护盖滑动连，使防护盖更紧密贴合连接机构表面，提高防尘，防雨

效率，通过壳体表面设置防震垫底座等结构，从而预防LED电源开关摔倒时损坏的可能性。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立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整体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减震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连接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中散热槽侧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壳体；101、一号蜂窝透气孔；102、横板；103、主板；104、变换器；1040、导热

硅脂；105、防护盖；1050、连接耳；106、固定块；107、连接机构；1070、圆柱；1071、连接柱；

1072、金属针；1073、连接线；1074、线槽；108、指示灯；2、散热片；201、散热槽；2010、二号蜂

窝透气孔；2011、固定耳；202、置放室；203、电机；204、涡轮风扇；3、减震垫底座；301、减震

垫；302、复位弹簧；303、底阀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2] 7.请参阅图1‑6所示，一种具有散热结构的LED开关电源，包括壳体1、散热片2、减

震垫底座3，壳体1表面设置有一号蜂窝透气孔101，壳体1内部固定连接有横板102，横板102

固定连接有主板103，主板103表面设置有变换器104，变换器104表面固定连接有导热硅脂

1040，壳体1表面设置有防护盖105，防护盖105两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柱1050，壳体1内部插入

有固定块106，固定块106表面设置有连接机构107，连接机构107内部设置有圆柱1070，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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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内部设置有连接柱1071，连接柱1071内部设置有金属针1072，金属针1072一端顶部固

定连接有连接线1073，固定块106表面设置有线槽1074，壳体1表面一侧设置有指示灯108，

导热硅脂1040表面固定连接有散热片2，散热片2一端顶部固定连接有散热槽201，散热槽

201表面设置有二号蜂窝透气孔2010，散热槽201表面两侧设置有连接耳2011，散热槽201内

部设置有置放室202，置放室202内部设置有电机203，电机203一端铰接有涡轮风扇204，壳

体1表面固定连接有减震垫底座3，减震垫底座3表面设置有减震垫301，减震垫301表面固定

连接有复位弹簧302，复位弹簧302一端底部固定连接有底阀柱303。

[0023] 工作原理：使用时，通过壳体1内部设置的横板102将固定块106固定在表面一侧，

通过固定块106表面设置的九组连接机构107插入外线接头通电，当通电工作正常时，壳体1

表面设置的指示灯108亮起来，当指示灯108出现闪烁不良情况时，需要停止接线或者检查

线路是否接错，此时通过连接机构107内部设置的圆柱1070密切固定外线接头时，圆柱1070

内部设置的连接柱1071所保护金属针1072接触外线接头内部金属达到通电完成，同时使连

接机构形成封闭空间，从而预防雨水浸泡漏电，同时减少线路接线的使用时间，提高工作效

率，当固定块106固定连接线1073给主板103提供电源时，通过固定块106表面设置线槽

1074，使固定块106两侧连接的防护盖105更紧密贴合在固定块106表面，起到连接机构107

防尘作用，而防护盖105是通过连接耳1050固定在固定块106表面的，当变换器104高速运行

时产生大量的热时，通过导热硅脂1040将热量传递到散热片2底部，而散热片2表面呈竖向

条状，将热量快速聚集一个方向到散热槽201底面，散热槽201通过固定耳2011固定在1壳体

内部表面，而散热槽201表面呈二号蜂窝透气孔2010设置，使热量快速通过集聚，此时置放

室202内部设置的电机203启动工作快速转动涡轮风扇204，通过涡轮风扇204采用离心式导

流，使其噪音减小，同时使热量气流湍流向一号蜂窝透气孔101明显减少排放，当LED开关电

源发生摔落时，壳体1表面四角设置的减震垫301通过内壁固连的复位弹簧302与底阀柱303

表面反复滑动将受力传递到减震垫底座3表面，从而达到卸力作用，减轻壳体1内部设置受

力的影响，从而提高用户使用LED开关电源体验感，同时延长其使用寿命时间，减少资源浪

费。

[0024]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实用新型的至少一个

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

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

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25]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实用新

型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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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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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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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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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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