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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LED霓虹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LED霓虹灯，包括：基

板，所述基板上开设凹槽，所述凹槽的轮廓呈现

一定的图案，所述凹槽中卡设有柔性灯带，所述

柔性灯带包括：灯串和套设于所述灯串外的透明

软管，所述透明软管的两端密封，所述透明软管

卡设于所述凹槽中并处于受挤压状态。本实用新

型提供的LED霓虹灯，透明软管套设于灯串外，起

到防水的作用，同时，透明软管挤设于凹槽中，透

明软管外壁与凹槽内壁产生摩擦力，使得透明软

管不会脱落。该方案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可以

随时更换柔性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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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ED霓虹灯，其特征在于，包括：基板，所述基板上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的轮廓

呈现图案，所述凹槽中卡设有柔性灯带，所述柔性灯带包括：灯串和套设于所述灯串外的透

明软管，所述透明软管的两端密封，所述透明软管卡设于所述凹槽中并处于受挤压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ED霓虹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的轮廓为五角星状、圆环状、

椭圆状、多边形状或波浪形状。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LED霓虹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的轮廓与所述凹槽一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ED霓虹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为透明材质制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ED霓虹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串包括：两条导线以及并联于所

述导线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ED霓虹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软管与所述基板之间通过胶

水粘结。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LED霓虹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的轮廓包括：多个直线

段和多个圆弧段，所述凹槽在所述圆弧段处的深度大于所述直线段处。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LED霓虹灯，其特征在于，每一个所述圆弧段处所述凹槽的深度

与所述圆弧段的半径相对应。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LED霓虹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圆弧段的半径越小，所述圆弧段处

所述凹槽的深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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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霓虹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显示轮廓的LED（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霓虹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夜景装饰照明也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传统霓虹

灯由于光线均匀连续、亮度高、色彩鲜艳等优点，曾广受人们的青睐，但它采用的原理和结

构是用电极来激发玻璃管内的惰性气体发光，具有耗电量大、易破碎损坏、不易运输安装、

维修费用高等缺陷，在用电紧缺的大城市里已被逐步限用；另一方面，由于LED具有节能环

保、寿命长、色彩多样等优点，近些年来采用LED作为发光光源的霓虹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基本上达到了发光均匀连续、亮度高等效果，且可以任意造型，并根据需要方便地裁剪和延

接，非常适合建筑轮廓、广告招牌、店铺门面等场所的装饰。

[0003] 公开号为CN253172Y的专利，公开了一中LED标牌板，含有基板和透明树脂层，基板

上设有文字或图案的凹槽，凹槽内置有用串联、并联方式联接而成的发光二极管串，凹槽上

覆盖有透明树脂层，透明树脂层上表面覆盖涂色层。

[0004] 该专利中，使用树脂层覆盖凹槽来固定灯串，成本高，并且不方便更换灯串。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LED霓虹灯，降低制造成本，并方便更换

灯串。

[0006] 一种LED霓虹灯，包括：基板，所述基板上开设有，所述凹槽的轮廓呈现一定的图

案，所述凹槽中卡设有柔性灯带，所述柔性灯带包括：灯串和套设于所述灯串外的透明软

管，所述透明软管的两端密封，所述透明软管卡设于所述凹槽中并处于受挤压状态。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凹槽的轮廓为五角星状、圆环状、椭圆状、多边形状、波浪形状或不

规则多边形状。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基板的轮廓与所述凹槽一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基板为透明材质制成。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灯串包括：两条导线以及并联于所述导线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透明软管与所述基板之间通过胶水粘结。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凹槽的轮廓包括：多个直线段和多个圆弧段，所述凹槽在所述圆弧

段处的深度大于所述直线段处。

[0013] 进一步地，每一个所述圆弧段处所述凹槽的深度与所述圆弧段的半径相对应。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圆弧段的半径越小，所述圆弧段处所述凹槽的深度越大。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LED霓虹灯，透明软管套设于灯串外，起到防水的作用，同时，透

明软管挤设于凹槽中，透明软管外壁与凹槽内壁产生摩擦力，使得透明软管不会脱落。该方

案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可以随时更换柔性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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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 是本实用新型LED霓虹灯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 是图1中A-A断面图；

[0018] 图3 是本实用新型LED霓虹灯中灯串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LED霓虹灯中基板轮廓的可选实施方式一；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LED霓虹灯中基板轮廓的可选实施方式二；

[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LED霓虹灯中基板轮廓的可选实施方式三；

[0022] 图7是本实用新型LED霓虹灯中基板轮廓的可选实施方式四；

[0023] 图8是本实用新型LED霓虹灯中基板轮廓的可选实施方式五；

[0024] 图9是本实用新型LED霓虹灯中基板轮廓的可选实施方式六。

[0025] 100.基板，101.凹槽，102.固定孔，200.透明软管，300.灯串，301.导线，302.发光

二极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7] 一种LED霓虹灯，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基板100，基板100上开设有轮廓呈现一定

图案的凹槽101，凹槽101中卡设有柔性灯带，柔性灯带可随意弯折以适应凹槽101，柔性灯

带包括：灯串300和套设于灯串300外的透明软管200，透明软管200为透明材质制造并且为

柔性，例如，常见的PVC透明软管，透明软管200的两端密封，透明软管200卡设于凹槽101中

并处于受挤压状态。

[0028] 组装时，先将透明软管200套设于灯串300外，再将透明软管200两端密封，制成柔

性灯带，再将柔性灯带卡设于凹槽101中。

[0029] 基板100上开设有固定孔102，使用时，可以通过固定孔102将LED霓虹灯挂设于墙

壁上，通电后，柔性灯带显示出凹槽101的轮廓。

[0030] 本实施例中，透明软管200套设于灯串300外，起到防水的作用，同时，透明软管200

挤设于凹槽101中，透明软管200外壁与凹槽101内壁产生摩擦力，使得透明软管101不会脱

落。该方案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可以随时更换柔性灯带。

[0031] 凹槽101的轮廓根据需要设计，可以为五角星状、圆环状、椭圆状、多边形状、波浪

形状、不规则多边形状或图案，图案可以为图4~9所示。

[0032] 通常，基板100的轮廓与凹槽101一致。

[0033] 本实施例的一可选实施方式中，基板100为透明材质。

[0034] 本实施例的一可选实施方式中，如图3所示，灯串300包括两条导线301以及并联于

导线301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302。

[0035] 本实施例的一可选实施方式中，为使得透明软管300与基板100之间固定地更牢

固，可以使用胶水粘结。

[0036] 凹槽101的轮廓包括多个直线段和多个圆弧段，透明软管200在圆弧段处除了受到

凹槽101的挤压外，其自身由于弯曲而变形，在圆弧段处其变形程度更大，即图2中透明软管

200的高度H更大。因此，为保证透明软管200不凸出凹槽101，凹槽101在圆弧段处的深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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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直线段处。

[0037] 进一步地，多个圆弧段处半径不一致，透明软管200的变形程度也不一致，因此，每

一个圆弧段处凹槽101的深度应该与该圆弧段的半径相对应。

[0038] 具体地，圆弧段的半径越小，圆弧段处凹槽101的深度越大。

[0039]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所

作的等同替代或变换，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

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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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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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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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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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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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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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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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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