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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灯具领域，公开防眩光的

LED洗墙灯具，包括灯壳(1)和防眩光罩(2)，灯壳

(1)中设有安装腔(3)，灯壳(1)两侧设有安装条

(11)，安装条(11)的外侧设有安装槽(111)，防眩

光罩(2)的内侧设有卡条(21)，防眩光罩(2)通过

卡条(21)与安装槽(111)的卡合固定在灯壳(1)

的顶部。本实用新型的洗墙灯设有防眩光罩，达

到防眩光的目的。且在不需要防眩光的场合可通

过卡扣快速的拆卸，方便使用。洗墙灯优化玻璃

的上胶的结构，压玻璃时胶水溢出造成固定不牢

或者有间隙而产生进水现象造成产品死灯而需

要频繁维护问题，大大减少了灯具的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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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包括灯壳(1)和防眩光罩(2)，灯壳(1)中设有安装腔(3)，其

特征在于：灯壳(1)两侧设有安装条(11)，安装条(11)的外侧设有安装槽(111)，防眩光罩

(2)的内侧设有卡条(21)，防眩光罩(2)通过卡条(21)与安装槽(111)的卡合固定在灯壳(1)

的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其特征在于：防眩光罩(2)包括第一防

眩光罩(22)、第二防眩光罩(23)、第三防眩光罩(24)和第四防眩光罩(25)，第一防眩光罩

(22)、第二防眩光罩(23)、第三防眩光罩(24)和第四防眩光罩(25)上都固定有三角格栅

(2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其特征在于：灯壳(1)内还设有横向设

置的挡板(12)，挡板(12)的上方安装有PCB板(13)，PCB板(13)的上方固定有透镜(1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其特征在于：灯壳(1)的底部固定有安

装组件(14)，安装组件(14)安装在灯壳(1)底部的两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其特征在于：安装组件(14)包括固定

支架(141)和安装支架(142)，固定支架(141)包括安装部(1411)和接触板(1412)，安装部

(1411)与接触板(1412)之间依次通过第一折弯部(1413)、固定板(1414)、第二折弯部

(1415)连接，接触板(1412)、固定板(1414)都与灯壳(1)的底平面平行，接触板(1412)与灯

壳(1)的底部贴合，固定板(1414)上设有用于与灯壳(1)固定的固定通孔(1416)，安装部

(1411)、第一折弯部(1413)、固定板(1414)、第二折弯部(1415)、接触板(1412)一体成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其特征在于：安装支架(142)包括安装

背板(1421)和安装底板(1422)，安装背板(1421)与安装底板(1422)  垂直，安装底板(1422)

上设有用于固定洗墙灯具的第一孔(142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其特征在于：安装支架(142)还包括螺

钉，安装背板(1421)的顶部设有第二孔(1424)，安装部(1411)设有安装通孔(1417)，螺钉穿

过安装通孔(1417)与第二孔(1424)并通过螺母固定，安装背板(1421)与固定板(1414)所呈

的角度为α，0°≤α≤18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其特征在于：安装条(11)上表面的端

部设有凸起(112)，安装条(11)的上表面还设有挡胶凹槽(113)，安装条(11)的上方固定有

钢化玻璃(15)，钢化玻璃(15)固定在灯壳(1)的顶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其特征在于：防眩光罩(2)下方设有空

腔(27)，灯壳(1)的顶部与空腔(27)卡合。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其特征在于：灯壳(1)的前后两端固

定有端盖(16)，灯壳(1)与端盖(16)之间设有防水硅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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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灯具领域，尤其涉及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

背景技术

[0002] 洗墙灯，顾名思义，让灯光像水一样洗墙面，是一种户外建筑亮化照明常用的线性

灯具，主要用于建筑的装饰照明以及建筑的外轮廓勾勒，LED洗墙灯因其高效、节能、色彩丰

富、寿命长、控制方式多样化、可实现多种效果而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所，如市政大楼、商业综

合体、企业大楼、历史建筑、娱乐场所等。目前市场上的洗墙灯主要追求高光通量，高光效，

存在眩光现象，玻璃通过打胶固定，存在压玻璃胶水溢出而造成固定不牢或者时间久后防

水不可靠，影响产品的安全及寿命，在对城市建筑进行亮化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光污染，影

响建筑的亮化效果和城市居民的健康。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眩光值高，光污染问题，以及玻璃固定不牢漏水问题

的缺点，提供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5] 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包括灯壳和防眩光罩，灯壳中设有安装腔，灯壳两侧设有

安装条，安装条的外侧设有安装槽，防眩光罩的内侧设有卡条，防眩光罩通过卡条与安装槽

的卡合固定在灯壳的顶部。防眩光罩通过卡扣直接卡在所述的洗墙灯上，这样在朝向人的

一侧的遮光角增大，以达到防眩光的目的。在不需要防眩光的场合可通过卡扣快速的拆卸。

[0006] 作为优选，防眩光罩包括第一防眩光罩、第二防眩光罩、第三防眩光罩和第四防眩

光罩，第一防眩光罩、第二防眩光罩、第三防眩光罩和第四防眩光罩上都固定有三角格栅。

第一防眩光罩为防眩光罩Lx1、第二防眩光罩、第三防眩光罩都为防眩光罩Mx2、第四防眩光

罩为防眩光罩Rx1。

[0007] 作为优选，灯壳内还设有横向设置的挡板，挡板的上方安装有PCB板，PCB板的上方

固定有透镜。透镜可控制出光角度。

[0008] 作为优选，安装组件包括固定支架和安装支架，固定支架包括安装部和接触板，安

装部与接触板之间依次通过第一折弯部、固定板、第二折弯部连接，接触板、固定板都与灯

壳的底平面平行，接触板与灯壳的底部贴合，固定板上设有用于与灯壳固定的固定通孔，安

装部、第一折弯部、固定板、第二折弯部、接触板一体成型。

[0009] 作为优选，安装支架包括安装背板和安装底板，安装背板与安装底板垂直，安装底

板上设有用于固定洗墙灯具的第一孔。

[0010] 作为优选，安装支架还包括螺钉，安装背板的顶部设有第二孔，安装部设有安装通

孔，螺钉穿过安装通孔与第二孔并通过螺母固定，安装背板与固定板所呈的角度为α，0°≤α

≤180°。安装背板与固定板所呈的角度为α，即为安装支架和固定支架之间的角度能够调

节，因此可以改变洗墙灯具在墙壁或者是地面上的安装角度，适应安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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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优选，安装条上表面的端部设有凸起，安装条的上表面还设有挡胶凹槽，安装

条的上方固定有钢化玻璃，钢化玻璃固定在灯壳的顶部。灯体固定玻璃的固定槽设置一个

挡胶结构，把玻璃胶打在固定槽内，压玻璃时胶水充满固定槽，防止胶水向内溢出，增加胶

水和玻璃接触的可靠性。

[0012] 作为优选，防眩光罩下方设有空腔，灯壳的顶部与空腔卡合。

[0013] 作为优选，灯壳的前后两端固定有端盖，灯壳与端盖之间设有防水硅胶。硅胶垫、

端盖、防水接头、硅胶垫安装在灯壳的两侧通过端盖固定，硅胶垫具有防水性能，以达到防

水目的，防水接头安装在灯壳背部的螺丝孔内。

[0014]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具有显著的技术效果：洗墙灯设有防眩光

罩，达到防眩光的目的。且在不需要防眩光的场合可通过卡扣快速的拆卸，方便使用。洗墙

灯优化玻璃的上胶的结构，压玻璃时胶水溢出造成固定不牢或者有间隙而产生进水现象造

成产品死灯而需要频繁维护问题，大大减少了灯具的维护费用。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图1中A的局部放大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图。

[0018] 图4是固定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安装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以上附图中各数字标号所指代的部位名称如下：其中，1—灯壳、2—防眩光罩、3—

安装腔、11—安装条、12—挡板、13—PCB板、14—安装组件、15—钢化玻璃、16—端盖、17—

防水硅胶、18—透镜21—卡条、22—第一防眩光罩、23—第二防眩光罩、24—第三防眩光罩、

25—第四防眩光罩、26—三角格栅、27—空腔、111—安装槽、112—凸起、113—挡胶凹槽、

141—固定支架、142—安装支架、1411—安装部、1412—接触板、1413—第一折弯部、1414—

固定板、1415—第二折弯部、1416—固定通孔、1417—安装通孔、1421—安装背板、1422—安

装底板、1423—第一孔、1424—第二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2] 实施例1

[0023] 防眩光的LED洗墙灯具，如图1-5所示，包括灯壳1和防眩光罩2，灯壳1中设有安装

腔3，灯壳1两侧设有安装条11，安装条11的外侧设有安装槽111，防眩光罩2的内侧设有卡条

21，防眩光罩2通过卡条21与安装槽111的卡合固定在灯壳1的顶部。

[0024] 防眩光罩2包括第一防眩光罩22、第二防眩光罩23、第三防眩光罩24和第四防眩光

罩25，第一防眩光罩22、第二防眩光罩23、第三防眩光罩24和第四防眩光罩25上都固定有三

角格栅26。

[0025] 灯壳1内还设有横向设置的挡板12，挡板12的上方安装有PCB板13，PCB板13的上方

固定有透镜18。

[0026] 安装组件14包括固定支架141和安装支架142，固定支架141包括安装部1411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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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板1412，安装部1411与接触板1412之间依次通过第一折弯部1413、固定板1414、第二折弯

部1415连接，接触板1412、固定板1414都与灯壳1的底平面平行，接触板1412与灯壳1的底部

贴合，固定板1414上设有用于与灯壳1固定的固定通孔1416，安装部1411、第一折弯部1413、

固定板1414、第二折弯部1415、接触板1412一体成型。

[0027] 安装支架142包括安装背板1421和安装底板1422，安装背板1421与安装底板1422

垂直，安装底板1422上设有用于固定洗墙灯具的第一孔1423。

[0028] 安装支架142还包括螺钉，安装背板1421的顶部设有第二孔1424，安装部1411设有

安装通孔1417，螺钉穿过安装通孔1417与第二孔1424并通过螺母固定，安装背板1421与固

定板1414所呈的角度为α，0°≤α≤180°。安装背板与固定板所呈的角度为α，即为安装支架

和固定支架之间的角度能够调节，因此可以改变洗墙灯具在墙壁或者是地面上的安装角

度，适应安装要求。

[0029] 安装条11上表面的端部设有凸起112，安装条11的上表面还设有挡胶凹槽113，安

装条11的上方固定有钢化玻璃15，钢化玻璃15固定在灯壳1的顶部。

[0030] 防眩光罩2下方设有空腔27，灯壳1的顶部与空腔27卡合。

[0031] 灯壳1的前后两端固定有端盖16，灯壳1与端盖16之间设有防水硅胶17。

[0032] 总之，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

作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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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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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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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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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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