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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LED灯

(57)摘要

一种灯具无导线连接结构及防爆LED灯，包

括能够与从灯具上壳体内引出的电源线电连接

的上接线件、能够与从灯具下壳体内引出的电线

电连接的下接线件，上接线件与下接线件能够拔

插地电连接，上接线件与下接线件实现无导线连

接，上接线件上具有能够与灯具上壳体拆卸连接

的快速拆装结构。全新组装构造的灯具无导线连

接结构，电源连接件是分为两体的，分为上接线

件与下接线件，电源线由灯具上壳体内引出后与

上接线件连接，连接后便于将上接线件与灯具上

壳体通过快拆结构快速安装；下接线件与灯具内

部由灯具下壳体内引出的电线可在工作台上连

接，连接好后，将上接线件与下接线件对接插入，

再将灯具上壳体与灯具下壳体连接，整个灯具安

装完成，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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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爆LED灯，其特征在于：包含有灯具无导线连接结构，所述灯具无导线连接结

构包括能够与从灯具上壳体内引出的电源线电连接的上接线件（71）、能够与从灯具下壳体

内引出的电线电连接的下接线件（72），所述上接线件（71）与所述下接线件（72）能够拔插地

电连接，所述上接线件（71）与所述下接线件（72）实现无导线连接，所述上接线件（71）上具

有能够与灯具上壳体拆卸连接的快速拆装结构；

所述上接线件（71）与所述下接线件（72）能够绕所述灯具上壳体的中心线360度旋转地

插接设置；所述灯具上壳体与所述灯具下壳体通过螺纹旋紧连接；

所述灯具上壳体为出线套（1），所述灯具下壳体为电源上盒体（2），所述防爆LED灯还包

括与所述电源上盒体（2）能够拆卸连接的电源下盒体（3），所述电源上盒体（2）与所述电源

下盒体（3）之间形成用于收容驱动电源的电源腔；

所述防爆LED灯还包括具有基板（41）的光源壳体（4）、安装于所述基板（41）正面的光源

装置（5）、罩设于所述基板（41）正面及所述光源装置（5）上的透明罩（6），所述光源壳体（4）

包括一体成型于所述基板（41）背面的散热层，所述散热层包括位于中部的电源盒安装平台

（42）、围设于所述电源盒安装平台（42）周边部的翅片圈（43），所述电源盒安装平台（42）包

括位于中部的安装走线管（421）、由所述安装走线管（421）的径向向外延伸形成的多片散热

主筋板（422），每片所述散热主筋板（422）的外端部分别分叉继续向外延伸形成两个翅片

（431），所有的翅片（431）形成所述的翅片圈（43），整个所述翅片圈（43）的高度高于所述电

源盒安装平台（42）的高度，电源下盒体（3）安装于电源盒安装平台（42）上；

所述电源下壳体（3）的通线管与所述安装走线管（421）对应配合，所述电源下壳体（3）

用以隔绝所述电源腔和所述电源盒安装平台（42），中间开设圆形小孔，所述安装走线管

（421）通过所述圆形小孔连接所述电源腔和所述电源盒安装平台（42）；

所述电源盒安装平台（42）还包括以所述安装走线管（421）的中心线为圆心的散热联接

环（424）、由所述散热联接环（424）的径向向外延伸形成的多片散热辅筋板（423），每片所述

散热辅筋板（423）的外端部分别分叉继续向外延伸形成两个所述翅片（431），所述散热联接

环（424）与多片散热主筋板（422）相结合，相邻两个所述散热主筋板（422）之间具有一个所

述散热辅筋板（423），相邻两个所述散热主筋板（422）、相邻所述散热主筋板（422）与所述散

热辅筋板（423）具有缝隙；

每个所述翅片（431）自与所述散热主筋板（422）的接壤处向外渐变渐薄地延伸，每个所

述翅片（431）自与所述散热主筋板（422）的接壤处向外渐变渐低地延伸；

所述基板（41）的正面中部为向外凸出的凸台部，所述光源装置（5）安装于所述凸台部，

所述透明罩（6）包括罩边圈（61）、自所述罩边圈（61）的圈向下凹陷形成构成向下凸出的弧

面体的透明罩本体（62），所述凸台部及所述光源装置（5）位于所述透明罩本体（62）的腔体

内；

所述上接线件（71）与所述下接线件（72）两个中的一个上具有凸出的中心杆（721）、以

所述中心杆（721）中心线为圆心的多圈插环（722），两个中的另一个上具有凸出的多圈中心

线相重合的围壁（714），每相邻的两个围壁（714）之间形成能够收容所述插环（722）的插槽

（712），位于中心的围壁（714）内形成能够收容所述中心杆（721）的中心槽（711），所述中心

杆（721）与/或多个所述插环（722）上设置多个第一导电体（713），多个所述围壁（714）上设

置有对应所述第一导电体（713）的第二导电体（723），当所述上接线件（71）与所述下接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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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处于相插状态时，多个第一导电体（713）分别与相应的所述第二导电体（723）相接触，

第一导电体（713）为弹性触头，第二导电体（723）为导电环，是环形贴面结构；

所述快速拆装结构包括设置于所述上接线件（71）周边部的多个弹性卡扣（715）、用于

控制所述弹性卡扣（715）缩进的按钮 （716），所述按钮（716）固定于所述弹性卡扣（715）上，

所述灯具上壳体内设置有多个凸台（11），当相应的弹性卡扣（715）弹设在所述凸台（11）上

后，上接线件（71）相对灯具上壳体位置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爆LED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电体（713）与所述第二导

电体（723），为相互配合的弹性触头与导电环结构，所述灯具上壳体与所述灯具下壳体通过

螺纹旋紧连接，当所述灯具上壳体与所述灯具下壳体处于连接状态下，所述螺纹的中心线、

所述插环（722）的中心线与所述围壁（714）的中心线相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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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LED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爆LED灯。

背景技术

[0002] 灯具内部具有电线，在安装灯具时，需要将灯具内部的电线与墙体引出的电源线

连接。而现有的灯具无导线连接结构，通常都是采用螺纹螺钉的方式将电源线的端部与灯

具内电线的端部分别拧紧固定于灯具无导线连接结构的上下两侧。通常电源线都是位于空

间上方，如天花板、路灯顶部，灯具安装时，一个通常无法完成安装，通常要两个人完成，一

个人托住灯具，另一个人使用工具将电源线与电源连接件之间拧紧连接，在安装实施时非

常不方便，费时费力费人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防爆LED灯。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种技术方案是：一种防爆LED灯，包含有

灯具无导线连接结构，所述灯具无导线连接结构包括能够与从灯具上壳体内引出的电源线

电连接的上接线件、能够与从灯具下壳体内引出的电线电连接的下接线件，所述上接线件

与所述下接线件能够拔插地电连接，所述上接线件与所述下接线件实现无导线连接，所述

上接线件上具有能够与灯具上壳体拆卸连接的快速拆装结构，

[0005] 所述上接线件与所述下接线件能够绕所述灯具上壳体的中心线360度旋转地插接

设置，所述灯具上壳体与所述灯具下壳体通过螺纹旋紧连接，

[0006] 所述灯具上壳体为出线套，所述灯具下壳体为电源上盒体，所述防爆LED灯还包括

与所述电源上盒体能够拆卸连接的电源下盒体，所述电源上盒体与所述电源下盒体之间形

成用于收容驱动电源的电源腔，

[0007] 所述防爆LED灯还包括具有基板的光源壳体、安装于所述基板正面的光源装置、罩

设于所述基板正面及所述光源装置上的透明罩，

[0008] 所述电源上盒体与所述光源壳体能够拆卸地连接，

[0009] 所述光源壳体包括一体成型于所述基板背面的散热层，所述散热层包括位于中部

的电源盒安装平台、围设于所述电源盒安装平台周边部的翅片圈，所述电源盒安装平台包

括位于中部的安装走线管、由所述安装走线管的径向向外延伸形成的多片散热主筋板，每

片所述散热主筋板的外端部分别分叉继续向外延伸形成两个翅片，所有的翅片形成所述的

翅片圈，整个所述翅片圈的高度高于所述电源盒安装平台的高度，电源下盒体安装于电源

盒安装平台上，

[0010] 所述电源下盒体的通线管与所述安装走线管对应配合，

[0011] 所述电源盒安装平台还包括以所述安装走线管的中心线为圆心的散热联接环、由

所述散热联接环的径向向外延伸形成的多片散热辅筋板，每片所述散热辅筋板的外端部分

别分叉继续向外延伸形成两个所述翅片，所述散热联接环与多片散热主筋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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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每个所述翅片自与所述散热主筋板的接壤处向外渐变渐薄地延伸，每个所述翅片

自与所述散热主筋板的接壤处向外渐变渐低地延伸，

[0013] 所述基板的正面中部为向外凸出的凸台部，所述光源装置安装于所述凸台部，所

述透明罩包括罩边圈、自所述罩边圈的圈向下凹陷形成构成向下凸出的弧面体的透明罩本

体，所述凸台部及所述光源装置位于所述透明罩本体的腔体内，所述上接线件与所述下接

线件两个中的一个上具有凸出的中心杆、以所述中心杆中心线为圆心的多圈插环，两个中

的另一个上具有凸出的多圈中心线相重合的围壁，每相邻的两个围壁之间形成能够收容所

述插环的插槽，位于中心的围壁内形成能够收容所述中心杆的中心槽，所述中心杆与/或多

个所述插环的立面上设置多个第二导电体，多个所述围壁的立面上设置有对应所述第二导

电体的第一导电体，当所述上接线件与所述下接线件处于相插状态时，多个第一导电体分

别与相应的所述第二导电体相接触，第一导电体为弹性触头，第二导电体为导电环，是环状

贴面结构。

[0014]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导电体与所述第二导电体，为相互配合的弹性触头

与导电环结构，当所述灯具上壳体与所述灯具下壳体处于连接状态下，所述螺纹的中心线、

所述插环的中心线与所述围壁的中心线相重合。

[0015]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快速拆装结构包括设置于所述上接线件周边部的多个弹

性卡扣、用于控制所述弹性卡扣缩进的按钮，所述按钮固定于所述弹性卡扣上，所述灯具上

壳体内设置有多个凸台，当相应的弹性卡扣弹设在所述凸台上后，上接线件相对灯具上壳

体位置固定。

[0016] 本发明的范围，并不限于上述技术特征的特定组合而成的技术方案，同时也应涵

盖由上述技术特征或其等同特征进行任意组合而形成的其它技术方案。例如上述特征与本

申请中公开的（但不限于）具有类似功能的技术特征进行互相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等。

[0017]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本发明提供一种

全新组装构造的灯具无导线连接结构，电源连接件是分为两体的，分为上接线件与下接线

件，电源线由灯具上壳体内引出后与上接线件连接，连接后便于将上接线件与灯具上壳体

通过快速拆装结构快速安装；下接线件与灯具内部由灯具下壳体内引出的电线可在工作台

上连接，连接好后，将上接线件与下接线件对接插入，再将灯具上壳体与灯具下壳体连接，

整个灯具安装完成，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1为防爆LED灯外观示意图；

[0019] 附图2为防爆LED灯全剖示意图；

[0020] 附图3为附图2的A处放大示意图；

[0021] 附图4为光源壳体的立体示意图；

[0022] 附图5为防爆LED灯分解示意图；

[0023] 其中：1、出线套；11、凸台；2、电源上盒体；3、电源下盒体；4、光源壳体；41、基板；

42、电源盒安装平台；421、安装走线管；422、散热主筋板；423、散热辅筋板；424、散热联接

环；43、翅片圈；431、翅片；5、光源装置；6、透明罩；61、罩边圈；62、透明罩本体；71、上接线

件；711、中心槽；712、插槽；713、第一导电体；714、围壁；715、弹性卡扣；716、按钮；72、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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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件；721、中心杆；722、插环；723、第二导电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附图1-3所示，一种灯具无导线连接结构,主要用于分体式安装的灯具类。详细

如见附图3，包括用于与从灯具上壳体内引出的电源线电连接的上接线件71、用于与从灯具

下壳体内引出的电线电连接的下接线件72。上接线件71与下接线件72能够拔插地电连接，

是指有供电状况下，上接线件71与下接线件72相插时，即实现电导通。上接线件71上具有能

够与灯具上壳体拆卸连接的快速拆装结构。快速拆装结构，如卡扣式凸台11、弹销等通过卡

合定位等方式。

[0025] 当将上接线件71与下接线件72相插连接，再将灯具上壳体与灯具下壳体安装固

定，灯具即安装完成。

[0026] 关于上接线件71与下接线件72拔插配合处的具体结构：

[0027] 下接线件72上具有向上凸出的中心杆721、以中心杆721中心线为圆心的多圈插环

722。上接线件71上具有向下凸出的多圈中心线相重合的围壁714，每相邻的两个围壁714之

间形成能够收容插环722的插槽712，位于中心的围壁714内形成能够收容中心杆721的中心

槽711。中心杆721、插环722、围壁714都是绝缘体。

[0028] 多个围壁714上分别设置有多个第一导电体713，第一导电体713为弹设于插槽712

内的多个弹性触头。中心杆721与多个插环722上分别设置有第二导电体723，第二导电体

723为贴设于中心杆721外表面、多个插环722内外表面的导电环，是环状贴面结构。第一导

电体713的顶部用于与灯具上壳体内引出的电源线电连接。第二导电体723的底部与灯具下

壳体内引出的电线电连接。

[0029] 当上接线件71与下接线件72处于相插状态时，多个第一导电体713分别与相应的

第二导电体723相接触，由于第二导电体723呈环状，因而无论灯具上壳体与灯具下壳体之

间处于何种角度状态，都不影响第一导电体713与第二导电体723之间的配合情况。而且插

环722围壁714都是绝缘体，使用安全，结构紧凑。

[0030] 电源线由灯具上壳体内引出后与上接线件连接，连接后便于将上接线件与灯具上

壳体通过快速拆装结构快速安装；下接线件与灯具内部由灯具下壳体内引出的电线可在工

作台上连接，连接好后，将上接线件与下接线件对接插入，再将灯具上壳体与灯具下壳体连

接，整个灯具安装完成，操作方便。

[003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防爆LED灯，上述灯具无导线连接结构在防爆LED灯中的应用。

[0032] 在本实施例中，灯具上壳体为出线套1，灯具下壳体为电源上盒体2，防爆LED灯还

包括与电源上盒体2能够拆卸连接的电源下盒体3，电源上盒体2与电源下盒体3之间形成用

于收容驱动电源的电源腔。防爆LED灯还包括具有基板41的光源壳体4、安装于所述基板41

正面的光源装置5、罩设于基板41正面及光源装置5上的透明罩6、将透明罩6密封固定于基

板41正面上的圈壳等部件。

[0033] 上接线件71上具有能够与灯具上壳体（即出线套1）拆卸连接的快速拆装结构，相

应的，灯具上壳体（即出线套1）上也具有对应的快速拆装结构。如附图2、3所示，在灯具上壳

体（即出线套1）内设置有多个凸台11，相应的上接线件71的周边部设置有多个弹性卡扣

715、用于控制弹性卡扣715缩进的按钮716，按钮716固定于弹性卡扣715上，多个凸台1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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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其中一个的左右两侧具有限位块，当相应的弹性卡扣715弹入两限位块与凸台11之间

后，上接线件71相对灯具上壳体便相应定位。拆下上接线件71时，只需按动按钮716，使得弹

性卡扣715离开凸台11上方即可。安装方便，无需采用螺钉等零件。由于灯具上壳体处于空

间较高位置，连接上接线件71时，采用螺钉等固定方式，螺钉等元件易掉落，安装较麻烦。

[0034] 光源壳体4包括一体成型于基板41背面的散热层，散热层包括位于中部的电源盒

安装平台42、围设于电源盒安装平台42周边部的翅片圈43，电源盒安装平台42包括位于中

部的安装走线管421、由安装走线管421的径向向外延伸形成的多片散热主筋板422，每片散

热主筋板422的外端部分别分叉继续向外延伸形成两个翅片431，所有的翅片431形成翅片

圈43，整个翅片圈43的高度高于电源盒安装平台42的高度，电源下盒体3安装于电源盒安装

平台42上。电源盒安装平台42，也是作为散热的一部分，电源盒单独位于电源盒安装平台42

上方，因而大大降低了电源盒腔内及光源壳体4本身的热量，降低了由于温高造成的零部件

损坏的风险，使用较安全，寿命较长。

[0035] 电源盒安装平台42还包括以安装走线管421的中心线为圆心的散热联接环424、由

散热联接环424的径向向外延伸形成的多片散热辅筋板423，每片散热辅筋板423的外端部

分别分叉继续向外延伸形成两个翅片431，散热联接环424与多片散热主筋板422相结合。每

相邻两个散热主筋板422之间具有一个散热辅筋板423。相邻两个散热主筋板422、相邻散热

主筋板422与散热辅筋板423具有较大缝隙，便于热量的发散。

[0036] 中间部位电源盒安装平台42热量较集中，本实用新型采用仿生的原理，

[0037] 从翅片431厚度上，每个翅片431自与散热主筋板422的接壤处向外渐变渐薄地延

伸。从翅片431高度上，每个翅片431自与散热主筋板422的接壤处向外渐变渐低地延伸。

[0038] 基板41的正面中部为向外凸出的凸台部，光源装置5安装于凸台部一，透明罩6包

括罩边圈61、自罩边圈61的圈向下凹陷形成构成向下凸出的弧面体的透明罩本体62，凸台

部及光源装置5位于透明罩本体62的腔体内。有利于LED光线的透出，光线损失较少。

[0039] 如上，我们完全按照本发明的宗旨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并非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和实施方法。相关技术领域的从业者可在本发明的技术思想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不同的变化

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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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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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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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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