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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及防爆灯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及防爆

灯，其包括，壳体，包括防爆安装面；灯罩固定座，

金属材质，其为圆环结构，具有相对的内径面和

外径面，灯罩固定座的内径面设有凹槽；及灯罩，

塑料材质制成，所述灯罩一体注塑成型在灯罩固

定座上，灯罩包括开口端，开口端周向设有凸起

部，凸起部与灯罩固定座的凹槽相适配，本发明

通过在灯罩固定座的内径面设置凹槽，通过将灯

罩与灯罩固定座的凹槽注塑形成，避免采用胶水

进行固定的步骤，确保两者固定的牢靠，增加防

爆性能，且加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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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灯罩固定座，金属材质，其为圆环结构，具有相对的内径面和外径面，所述灯罩固定座

的内径面设有凹槽；及

灯罩，塑料材质制成，所述灯罩一体注塑成型在灯罩固定座上，所述灯罩包括开口端，

所述开口端周向设有凸起部，所述凸起部与灯罩固定座的凹槽相适配，

所述凸起部的底部高于开口端的底部，所述开口端的凸起部、开口端的底部与灯罩固

定座的凹槽底部形成用于放置密封圈的密封槽，

所述凹槽具有位于上侧的限位部以及位于下侧的限制部，所述限制部与限位部之间形

成凹槽，所述限制部宽度小于限位部的宽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限制部与密封槽接触的

面为斜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的凸起部上端形成

环壁，且所述环壁与灯罩固定座的内径面紧密接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通过注塑方式与灯

罩固定座构成一体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的横截面为抛物线

形。

6.一种采用上述权利要求1、2、3、4或5所述的隔爆型防爆灯灯罩的防爆灯，其包括壳

体，所述壳体上设有安装面，所述安装面上设有上述的防爆灯灯罩，所述防爆灯灯罩与安装

面之间设有密封槽，所述密封槽内设置密封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防爆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外侧壁上还设有多个相互间隔

的散热格栅片。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防爆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固定座的外径面设有翻边，所

述翻边套设在壳体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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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及防爆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照明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及防爆灯。

背景技术

[0002] 灯具，是指能透光、分配和改变光源分布的器具，包括除光源外所有用于固定和保

护光源所需的全部零部件，以及与电源连接的线路附件。而防爆灯是诸多灯具中的一种，具

有防爆性能。

[0003] 隔爆型防爆灯，由于1区较为恶劣，要求灯具具有很强的可靠性。其包括灯罩、灯

壳，灯罩为透明的，对于防爆系数较低的防爆灯，其灯罩直接一体成型安装在防爆灯的安装

外壳上，而采用塑料材料制成的灯罩，由于塑料和金属材料的接合面很难通过隔爆型认证

所需的燃烧试验，不能适用于防爆要求高的1区环境。

[0004] 而对于防爆性能较高的防爆灯，其灯罩通过固定座固定在灯壳上，而灯罩多是通

过胶水固定在固定座内，但由于胶水的粘结性能限制，灯罩与固定座之间的连接往往不够

牢靠，降低了防爆灯的可靠性，无法满足恶劣环境条件下工作的需求，而且由于灯的高温，

会导致胶水老化导致粘结不牢靠，影响整体的防爆性能。

[0005] 而申请日为2013.03.07，申请号为201310073086.6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隔爆型

防爆灯具，其包括壳体、压圈及透明罩；所述壳体包括防爆安装面，所述防爆安装面设有内

螺纹；所述压圈具有相对的内径面与外径面，所述压圈的外径面上设有外螺纹，所述防爆安

装面套设于所述压圈外，所述压圈的外螺纹与所述防爆安装面的内螺纹相螺合，所述压圈

的内径面设有凸出部，所述凸出部为环状结构；所述透明罩包括开口端，所述开口端上设有

折边，所述折边的周缘与所述压圈的内径面粘接，且所述折边与所述凸出部相抵持，使所述

透明罩通过所述压圈固定于所述壳体上，所述透明罩、所述压圈及所述壳体共同形成密封

的光源腔。但是该专利中透明罩的折边的周缘与所述压圈的内径面粘接，其导致该结构内

还是存在胶水粘结，在长时间使用下，胶水老化也会导致两者的连接不牢靠，影响防爆性

能。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以上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不需要胶水粘结的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及

防爆灯。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隔爆型防爆灯灯罩，其包括，

[0008] 灯罩固定座，金属材质，其为圆环结构，具有相对的内径面和外径面，所述灯罩固

定座的内径面设有凹槽；及

[0009] 灯罩，塑料材质制成，所述灯罩一体注塑成型在灯罩固定座上，所述灯罩包括开口

端，所述开口端周向设有凸起部，所述凸起部与灯罩固定座的凹槽相适配。

[0010] 所述凸起部的底部高于开口端的底部，所述开口端的凸起部、开口端的底部与灯

罩固定座的凹槽底部形成用于放置密封圈的密封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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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凹槽由位于上侧的限位部以及位于下侧的限制部，所述限制部与限位部之间

形成凹槽，所述限制部宽度小于限位部的宽度。

[0012] 所述限制部与密封槽接触的面为斜面。

[0013] 所述灯罩的凸起部上端形成环壁，且所述环壁与灯罩固定座的内径面紧密接触。

[0014] 所述灯罩通过注塑方式与灯罩固定座构成一体结构。

[0015] 所述灯罩的横截面为抛物线形。

[0016] 一种采用上述隔爆型防爆灯灯罩的防爆灯，其包括壳体，所述壳体上设有安装面，

所述安装面上设有上述的防爆灯灯罩，所述防爆灯灯罩与安装面之间设有密封槽，所述密

封槽内设置密封圈。

[0017] 所述壳体外侧壁上还设有多个相互间隔的散热格栅片。

[0018] 所述灯罩固定座的外径面设有翻边，所述翻边套设在壳体外侧。

[0019] 本发明通过在灯罩固定座的内径面设置凹槽，通过将灯罩与灯罩固定座的凹槽注

塑形成，避免采用胶水进行固定的步骤，确保两者固定的牢靠，增加防爆性能，且加工方便。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

[0022] 图3为图2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3] 图4为灯罩固定座的剖面示意图。

[0024] 图5为图4中B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5] 图6为灯罩的剖面示意图。

[0026] 图7为图6中C处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28]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爆灯，其包括，壳体1，包括防爆安装

面；壳体1包括上壳体11、下壳体12以及盖板13，所述下壳体12与盖板13螺纹配合，两者之间

形成容纳LED电源的容腔，所述上壳体11的表面为防爆安装面，用于安装LED光源，上壳体11

与容腔之间设有通道，用于电线穿过实现LED光源与LED电源的连接，上壳体11通过螺丝与

下壳体12固定连接。

[0029] 所述上壳体11外侧壁上还设有多个相互间隔的散热格栅片，用于对LED光源进行

散热，同时所述下壳体12的外侧壁上也周向设置多个相互间隔的散热格栅片，用于对LED电

源进行散热。

[0030] 如图4和图5所示，灯罩固定座2，其为圆环结构，具有相对的内径面25和外径面26，

所述灯罩固定座与所述壳体的防爆安装面同心设置，所述灯罩固定座2的内径面设有凹槽

21，所述凹槽21为环状结构，该灯罩固定座2为金属材质；

[0031] 所述凹槽21由位于上侧的限位部23以及位于下侧的限制部24，所述限制部24与限

位部23之间形成凹槽，所述限制部24宽度小于限位部23的宽度。

[0032] 针对塑料的热胀冷缩的情况，在灯罩固定座与灯罩之间设置密封圈，能很好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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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塑料热胀冷缩与灯罩固定座之间形成的缝隙造成密封效果不佳的情况，利用下侧宽度小

的限制部24与灯罩的底边之间形成的容腔，作为放置密封圈的安装槽4，即实现灯罩固定座

与上壳体之间的密封，满足防爆灯的防爆要求。

[0033] 如图6和图7所示，灯罩3，所述灯罩3包括开口端，所述开口端周向设有凸起部31，

所述凸起部31为环状结构，所述凸起部31与灯罩固定座的凹槽相适配，且通过注塑形成，即

通过注塑工艺，将灯罩与灯罩固定座的连接处直接成型在凹槽内，一省去了采用胶水固定

的缺陷，二其固定牢固，且不易脱落。凸起部的截面为矩形，卡在凹槽内，很难通过外力进行

拆卸，确保两者的固定牢靠，有效的防止灯罩脱落，且省去了目前防爆灯需要用压圈固定灯

罩的步骤。

[0034] 所述凸起部的底部高于开口端的底部，且该位置构成底边33，为环状结构，所述开

口端的凸起部、开口端的底边与灯罩固定座的凹槽底部形成用于放置密封圈的密封槽，所

述壳体、灯罩固定座与灯罩构成密封的光源腔。

[0035] 而限制部与密封槽接触的面为斜面，利用斜面挤压的原理，提高密封圈的密封效

果。

[0036] 所述灯罩固定座的外径面设有翻边22，所述翻边套设在壳体外侧，覆盖式安装能

够减少灰尘或其他物质从缝隙进入壳体内部。

[0037] 而灯罩的截面为抛物线形，也可以不局限于抛物线形，如半圆形、子弹形等形状，

其在灯罩底边上侧周向突出形成凸起部，而该凸起部则是通过注塑在防爆壳内一体成型。

[0038] 由于限位部的内径面为直面，故在所述灯罩3的凸起部上端形成环壁32，且所述环

壁与灯罩固定座的内径面紧密接触，以提高两者之间的贴合程度。

[0039] 实施例不应视为对本发明的限制，但任何基于本发明的精神所作的改进，都应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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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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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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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