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600〇AV
(1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 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4 年 6月 26 日 （26.06.2014) WO 2014/094584 A 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CN/CN]; 中国福建省厦门湖里枋湖北二路 15 11号
F21 V 23/00 (2006.01) F21Y 101/02 (2006.01) 5 楼 ，Fujian 361010 (CN) 。 周琳 (ZHOU, Lin)

[CN/CN];(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3/0896 11
中国福建省厦门湖里枋湖北二路 15 11号

5 楼 ，Fujian 36 1010 (CN) 。 赵函 （ZHAO, Han)
(22) 国际申请日： 2013 年 12 月 16 曰 （16. 12.2013) [CN/CN]; 中国福建省厦门湖里枋湖北二路 15 11号

5楼，Fujian 361010 (CN )。(25) 申 言： 中文
(81)(26) 公布语言： 中文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保

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30) 优先权：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2012 10562730. 1 2012 年 12 月 2 1 曰 (21 .12.2012) CN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R, IS,

(71) 申请人 (对除美国外的所有指定国) : 厦门立达信照 JP, KE, KG,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明有限公司 （LEELEDS LIGHTING (XIAMEN) CO.,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LTD.) [CN/CN]; 中国福建省厦门湖里枋湖北二路 ML, NA, NG, NI,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PT,
15 11号立达信楼 5楼，Fujian 361010 (CN )。 QA, RO, RS, RU, RW, SA,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72) 发明人；及 UZ, VC, VN, ZA, ZM, ZW 。
(71) 申请人 （仅对美 国）：王林华 （WANG, Linhua)

[CN/CN]; 中国福建省厦门湖里枋湖北二路 15 11号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保
5 楼，Fujian 361010 (CN) 。 朱小暴 （ZHU, Xiaolei)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见续页]

(54) Title: ELECTRIC CONNECTING PIECE AND LED LAMP USING SAME

(54) 发明名称 ：电连接件及使用该电连接件的 LED 灯

(57) Abstract: A n electric connecting piece (30) and an LED lamp using the electric connecting
piece (30) are provided. The electric connecting piece (30) i s used for the electric connection
between a light source substrate (20) and a driving board (40) of the LED lamp (100), and com
prises an input terminal (32) and an output terminal (34). The LED lamp (100) comprises the driv
ing board (40) and the light source substrate (20). The output terminal (34) i s provided on the driv
ing board (40) of the LED lamp (100), and the light source substrate (20) i s provided with a fixing
hole (22) corresponding to the input terminal (32). The input terminal (32) i s fixed in the fixing
hole (22) of the light source substrate (20) and i s electr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light source sub -
strate (20). The output terminal (34) comprises two contacts (342), and one end of each of the two
contacts (342) i s electr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driving board (40) respectively. The input terminal
(32) comprises two connection head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provided corresponding to the two
contacts (342). One end of each of the two connection heads i s electr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light
source substrate (20) respectively. During assembling, the two contacts (342) of the output terminal
(34) are respectively inserted into the two corresponding connection heads of the input terminal
(32), and the two connection heads are elastically propped against the two contacts (342) respect
ively. The electric connecting piece (30) has the advantage of convenience in automatic assem
bling.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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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连接件 （30 ) 及使用该电连接件 （30 ) 的 LED 灯 （100 ) 。电连接件 （30 ) 用于 LED 灯 （100 ) 的光源
基板 （20) 与驱动板 （40) 之间的电连接，包括输入端子 （32 ) 和输出端子 （34 ) 。 LED 灯 （100 ) 包括驱动
板 （40) 和光源基板 （20) 。输出端子 （34 ) 设置在 LED 灯 （100 ) 的驱动板 （40) 上，光源基板 （20 ) 对应
输入端子 （32 ) 设有固定孔 （22 ) 。输入端子 （32 ) 固定在光源基板 （20) 的固定孔 （22 ) 内并与光源基板
( 20 ) 电连接。输出端子 （34 ) 包括两个触头 （342 ) ，两个触头 （342 ) 的一端分别与驱动板 （40 ) 电连

接。输入端子 （32 ) 包括两个连接头，两个连接头分别对应两个触头 （342 ) 设置。两个连接头的一端分别与
光源基板 （20) 电连接。组装时，输出端子 （34 ) 的两个触头 （342 ) 分别插设在输入端子 （32 ) 对应的两个
连接头内，两个连接头分别弹性地抵接两个触头 （342 ) 。电连接件 （30) 具有便于自动化组装的优点。



说明书

发明名称：电连接件及使用该电连接件 的LED 灯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一种导电结构以及使用该导电结构的照明灯具，特别涉及一种电连

接件以及使用该电连接件的 LED 灯。

背景技术

[2] 传统的 LED 照明灯是通过将导线从驱动电路板上引出，穿过灯头端面与光源

基板电连接，从而为光源基板上的 LED 芯片供电。例如，公布 日为 2012 年 11

月 28 日，申请号为 201210276961.6 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揭示了一种对流散热式

LED 灯泡，该 LED 灯泡包括灯头、驱动电路、导热柱、以及设置在导热柱外壁

上的 LED 。该驱动电路通过其引出的两条导线分别焊接在导热柱的电极端子上

从而实现为导热柱外壁的 LED 供电。

[3] 然而，由于导线属于柔性质地的导电材料，因此在生产组装过程中，必须通过

人工作业将导线的两端分别焊接在驱动电路板和导热柱上。这就使得该 LED 灯

泡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完全实现 自动化组装。

发 明内容

[4]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结构简单，适于 自动化组装的电连接件及使用该电

连接件的 LED 灯。

[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之一为： 一种电连接件，用于 LED 灯的光源基板与驱

动板之间的电连接，其包括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该 LED 灯包括驱动板和光源

基板，该输出端子设置在该 LED 灯的驱动板上，该输入端子设置在该 LED 灯的

光源基板上并与该光源基板电连接，该输出端子包括两个触头，所述两个触头

的一端分别与该驱动板电连接，该输入端子包括两个连接头，所述两个连接头

分别对应所述两个触头设置，所述两个连接头的一端分别与该光源基板电连接

，组装吋，该输出端子的两个触头分别插设在该输入端子对应的两个连接头内

，所述两个连接头分别弹性地抵接所述两个触头。

[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之二为：一种 LED 灯，包括电连接件，该电连接件用



于 LED 灯的光源基板与驱动板之间的电连接，该电连接件包括输入端子和输出

端子，该 LED 灯包括驱动板和光源基板，该输出端子设置在该 LED 灯的驱动板

上，该输入端子设置在该 LED 灯的光源基板上并与该光源基板电连接，该输出

端子包括两个触头，所述两个触头的一端分别与该驱动板电连接，该输入端子

包括两个连接头，所述两个连接头分别对应所述两个触头设置，所述两个连接

头的一端分别与该光源基板电连接，组装吋，该输出端子的两个触头分别插设

在该输入端子对应的两个连接头内，所述两个连接头分别弹性地抵接所述两个

触头。该 LED 灯的驱动板垂直固接在该光源基板底部。

[7]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LED 灯使用了该电连接件使得该驱动板与该光源基板电连

接。该电连接件包括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该输入端子设置在该LED 灯的光源基

板上并通过该输入端子的两个连接头与该光源基板电连接；该输出端子的两个

触头分别于该驱动板电连接。组装吋，该输出端子的两个触头分别插设在该输

入端子连接头内，该连接头弹性的夹持两个触头。由于该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

的电连接过程完全通过机械连接方式，而不需要手动穿线和焊接，这就使得该L

ED灯在组装吋，可以设定将该驱动板轴向插设入该光源基板的输入端子内，从

而完成二者电连接，而无需通过焊接来完成，从而可以实现 自动化生产。

附图说明

[8] 图 1是使用本发明电连接件的 LED 灯第一实施例 的立体分解图 。

[9] 图 2 是图 1所示 LED 灯组装后的主视图。

[10] 图 3 是沿图 2 中 A-A 线的剖示图。

[11] 图 4 是图 3 所示的 B 部分局部放大图。

[12] 图 5 是图 1 LED 灯去除灯罩后的俯视图。

[13] 附图标记说明：

[14] 100 LED 灯

[15] 10 灯泡壳

[16] 20 光源基板

[17] 22 固定孔

[18] 24 LED 光源



[19] 26 电极

[20] 30 电连接件

[21] 32 输入端子

[22] 322 绝缘外壳

[23] 324 插孔

[24] 3242 卡接区

[25] 3244 连通区

[26] 326 弹片

[27] 3262 夹持端

[28] 3264 导电端

[29] 34 输出端子

[30] 342 触头

[31] 3422 卡接部

[32] 344 支撑套

[33] 3442 通孔

[34] 346 定位柱

[35] 40 驱动板

[36] 42 定位孔

[37] 50 灯头

具体实施方式

[38]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阐述：

[39] 图 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电连接件及使用该电连接件的 LED 灯的立体分解图

，该 LED 灯 100 包括一灯泡壳 10 、一光源基板 20 、一电连接件 30 、一驱动板

40 和一灯头 50 。该灯泡壳 10 罩设在该光源基板 20 上。该光源基板 20 设置在

该灯头 50 的端面。该驱动板 40 设置在该灯头 50 的内部，该驱动板 40 通过该

电连接件 30 与该光源基板 20 形成电连接。

[40] 请参考图 1 、图 3 和图 4 ，该电连接件 30 包括一输入端子 32 和一输出端子 34

。该输入端子 32 包括一绝缘外壳 322 、两个插孔 324 和两个连接头。该绝缘外



壳 322 为塑料材质制成。该绝缘外壳 322 成方形结构。这两个插孔 324 并排设

置在该绝缘外壳 322 的端面中央。每个插孔 324 均呈'工'字型结构。每个插孔

324 包括两个卡接区 3242 和一个连通区 3244 ，这两个卡接区 3242 分设在该插

孔 324 的两端，且由该连通区 3244 互相连通在一起。每个连接头由两个弹片

326 构成，每个弹片 326 均为导电金属一体成型而成，该导电金属材质可以是弹

簧钢、铜片等。每个弹片 326 包括一个导电端 3262 和一个夹持端 3264 ，该导

电端 3262 穿过该输入端子 32 的绝缘外壳 322 与该光源基板 322 的电极电连接

，该夹持端 3264 呈 V 字型结构。每个弹片 326 的导电端 3262 卡接在该插孔

324 的卡接区 3242 内，每个弹片 326 的夹持端 3264 延伸到该连通区 3244 ，每

个连接头的弹片 326 的夹持端 3264 在该连通区 3244 内两两相对并互相抵持。

[41] 请参考图 1 ，该光源基板 20 包括一个固定孔 22 、多个 LED 光源 24 和四个电

极 26 。该固定孔 22 对应该输入端子 32 的绝缘外壳 322 设置在该光源基板 20

中央，该绝缘外壳 322 收容在该固定块内。这些 LED 光源 24 围绕该固定孔 22

呈等角度圆周排布。这些电极 26 对应该输入端子 32 的导电端 3264 设置在该固

定孔 22 的两个对边外。这些 LED 光源 24 围成的最小内径大于这些电极 26 围成

的最大外径。该输入端子 32 的导电端 3264 分别焊接在该光源基板 20 的四个电

极 26 上。该输入端子 32 的绝缘外壳 322 嵌接在该光源基板的固定孔 22 内，从

而使得该光源基板 20 上的 LED 光源 24 围绕该输入端子 32 呈等角度圆周排布。

[42] 请参考图 1 、图 2 、图 3 和图 4 ，该电连接件 30 的输出端子 34 包括两个触头

342 、一支撑套 344 、和两个定位柱 346 。这两个触头 342 为 L 型金属插针，这

两个触头 342 中部还设有卡接部 3422 。该卡接部 3422 为方形结构。该支撑套

342 由绝缘材料制成。该支撑套 342 端面对应这些触头 342 的卡接部 3422 设有

通孔 3442 。这些触头 342 通过将该卡接部 3422 插设在该通孔 3442 中从而固定

在该支撑套 344 内。组装后，这些触头的两端分别伸出该支撑套 344 之外。这

两个定位柱 346 设置在该支撑套 344 的一个侧面。这两个定位柱 346 的方向与

该支撑套 344 的通孔 3442 互相垂直。

[43] 请参考图 1 ，该驱动板 40 包括两个电极和两个定位孔 42 。这两个电极设置在

该驱动板 40 的一边边缘处。这两个定位孔 42 对应该输出端子 34 的定位柱 346



设置在该驱动板 40 上。该输出端子 34 通过将定位柱 346 插设在该驱动板 40 的

定位孔 42 中，从而使得该输出端子 34 的触头 342 —端分别于该驱动板 40 上的

电极互相定位。该输出端子 34 的触头 342 —端焊接在该驱动板 40 的电极上。

[44] 请参考图 5 ，组装吋，将该驱动板 40 的输出端子 34 从该灯头 50 内部轴向插

设到该光源基板 20 的输入端子 32 内，从而使得该输入端子 32 的夹持端 3262

从两个相对的方向一起弹性的夹持该输出端子 34 的触头 342 ，形成接触电连接

[45] 综上所述，该 LED 灯 100 使用了该电连接件 30 使得该驱动板 40 与该光源基

板 20 电连接。该电连接件 30 包括输入端子 32 和输出端子 34 ，该输入端子 32

设置在该 LED 灯 100 的光源基板 20 上并通过该输入端子 32 的两个连接头与该

光源基板 20 电连接；该输出端子 34 的两个触头 342 分别于该驱动板 40 电连接

。组装吋，该输出端子 34 的两个触头 342 分别插设在该输入端子 32 连接头内

，该连接头弹性的夹持两个触头 342 。由于该输入端子 32 和输出端子 34 均采

用刚性材料，其电连接过程完全通过机械连接方式，而不需要手动穿线和焊接

，这就使得该 LED 灯 100 在组装吋，可以设定将该驱动板 40 的输出端子 34 轴

向插设入该光源基板 20 的输入端子 32 内，从而完成二者电连接，而无需通过

焊接来完成，从而可以实现自动化生产。此外，该输入端子 32 还设置了绝缘外

壳 322 ，该绝缘外壳 322 上设有插孔 324 。该输入端子 32 的弹片 326 的夹持端

3262 卡接在该插孔 324 内，从而固定在该绝缘外壳 322 上，并穿过该插孔 324

在该插孔 324 的连通区 3244 内两两相对并互相抵持，这就使得两个相抵持的夹

持端 3262 被设置在该绝缘外壳 322 内部，从而夹持该输出端子 34 的触头 342

吋能够保护该电连接状态，使该电连接件工作更稳定。即便该 LED 灯 100 受到

震动，该触头 342 仍然能被弹性的夹持，从而保证稳定的电连接。进一步的，

该输出端子 34 上设置了定位柱 346 ，该驱动板 40 顶部侧面设有电极且对应该

输出端子 34 设有支撑套 344 ，该支撑套 344 用于保护细长的触头 342 ，以免发

生弯折变形。该支撑套 344 上设有两个定位柱 346 。该驱动板 40 的侧壁对应这

些定位柱 346 设有定位孔 42 ，从而使得该输出端子 34 的支撑套 344 通过这些

定位柱 346 插设在对应的定位孔 42 内以使得该输出端子 34 的触头 342 —端能



与该驱动板 40 的电极互相定位 ，以便于 自动化生产中过波峰焊或回流焊一次性

焊接起来。

[46] 除此之外 ，该 电连接件 的输入端子可 以只采用一个弹片作为连接头。 该弹片包

括导电端和夹持端 ，该夹持端呈 V 字型结构 ，该输入端子还包括两个 ' T '字型插

孔 ，每个插孔包括一个卡接 区和一个连通 区，该弹片 的夹持端卡接在该插孔 的

卡接 区内，并穿过该插孔延伸至该连通 区，与该插孔 内壁相抵持。该连接头的

V 字型夹持端 的一端与该导电端连接 ，另一端弹性 的抵接该输 出端子 34 的触头

342 ，从而实现稳 固的电连接。采用这种方式电连接可 以减少用料 ，降低生产成

本 ，同吋使得该 电连接件 的结构更简单。

[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 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 的任何修改 、等 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保

护 的范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一种电连接件，用于 LED 灯的光源基板与驱动板之间的电连接，

其包括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该 LED 灯包括驱动板和光源基板，

其特征在于：该输出端子设置在该 LED 灯的驱动板上，该光源基

板对应该输入端子设有固定孔，该输入端子固定在该光源基板的

固定孔内并与该光源基板电连接，该输出端子包括两个触头，所

述两个触头的一端分别与该驱动板电连接，该输入端子包括两个

连接头，所述两个连接头分别对应所述两个触头设置，所述两个

连接头的一端分别与该光源基板电连接，组装吋，该输出端子的

两个触头分别插设在该输入端子对应的两个连接头内，所述两个

连接头分别弹性地抵接所述两个触头。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连接件，其特征在于：每个连接头由两

个弹片构成，所述弹片均为导电金属一体成型而成，每个弹片包

括导电端和夹持端，该导电端与该光源基板的电极电连接，该夹

持端呈 V 字型结构。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电连接件，其特征在于：该输入端子还包

括 绝缘外壳及两个插孔，该绝缘外壳收容在该固定孔内，该两个

插孔设置在该绝缘外壳上，每个插孔 包括两个卡接区和一个连通

区，每个弹片的导电端卡接在该插孔的卡接区内，所述弹片的夹

持端在该连通区内两两相对设置。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电连接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孔为'工'字

型结构。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连接件，其特征在于：每个连接头由一

个弹片构成，该弹片由导电金属一体成型而成，该弹片包括导电

端和夹持端，该夹持端呈 V 字型结构，该夹持端弹性的抵接所述

触头。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连接件，其特征在于：该光源基板还包

括正负电极，所述电极对应该输入端子的导电端设置在该固定孔



之外，该输入端子的导电端与对应的电极电连接。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 1或 5 所述的电连接件，其特征在于：该输出端子

还包括支撑套，该输入端子的触头为 L 型金属插针，该触头插设

在该支撑套内，该支撑套固定在该驱动板上。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电连接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头中部还

设有卡接部，该支撑套对应该卡接部设有插槽，所述触头通过所

述卡接部插设在该插槽内从而固接在该支撑套内。

[权利要求 9] 一种使用权利要求 1至 8 中任一项所述的电连接件的 LED 灯，其

特征在于：该驱动板轴向固接在该光源基板底部。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 LED 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多个 LED

光源，所述 LED 光源围绕设置在该光源基板上的输入端子呈等角

度圆周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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