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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壁灯

(57)摘要

一种壁灯，包括灯体组件、连接轴、旋转件和

底盘，所述连接轴的一端与用于照明的灯体组件

固定连接，连接轴的另一端与底盘枢接，所述的

底盘固定安装在墙体上从而将灯体组件定位，所

述的旋转件安装在连接轴上并与位于底盘内，在

底盘上设有与旋转件相对设置的限位件，所述的

灯体组件能够通过旋转件和限位件以连接轴为

轴心限位转动，从而改变灯体组件的出光方向。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连接轴上安装旋转件并在底

盘安装与旋转件相对设置的限位件，使得连接轴

能够在底盘上以旋转件与限位件发生干涉配合

为条件限位转动，而能够根据需求在特定角度范

围内调节出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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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壁灯，其特征在于：包括灯体组件(1)、连接轴(2)、旋转件(3)和底盘(4)，所述连

接轴(2)的一端与用于照明的灯体组件(1)固定连接，连接轴(2)的另一端与底盘(4)枢接，

所述的底盘(4)固定安装在墙体上从而将灯体组件(1)定位，所述的旋转件(3)安装在连接

轴(2)上并与位于底盘(4)内，在底盘(4)上设有与旋转件(3)相对设置的限位件(5)，所述的

灯体组件(1)能够通过旋转件(3)和限位件(5)以连接轴(2)为轴心限位转动，从而改变灯体

组件(1)的出光方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灯，其特征在于：底盘(4)包括基板(41)和接线柱(44)，在基

板(41)的中部设有一个通孔(43)，连接轴(2)的端部通过通孔(43)枢接在基板(41)上，旋转

件(3)的一端安装在连接轴(2)上且另一端向基板(41)的一侧延伸，所述的接线柱(44)安装

在基板(41)上并位于基板(41)远离旋转件(3)的一侧，两个限位件(5)设置在基板(41)上并

分别位于通孔(43)的两侧从而使得旋转件(3)始终位于基板(41)远离接线柱(44)的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件(3)包括首尾相接的连接板

(31)和限位板(32)，所述的限位板(32)为扇形结构且限位板(32)的短弧端与连接板(31)相

连接，在连接板(31)的中部设有第四安装孔(33)，所述的第四安装孔(33)与连接轴(2)的横

轴(22)的安装部(25)相配合从而将旋转件(3)限位安装在连接轴(2)上，并且在安装部(25)

的端部安装有螺母(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壁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限位件(5)为螺杆状结构，两个限位

件(5)分别设置在连接板(31)的两侧并且两个限位件(5)与连接板(31)之间的距离小于限

位板(32)的长弧端到连接板(31)之间的距离，从而将旋转件(3)的限位板(32)限位在基板

(41)的一侧，当旋转件(3)转动至限位板(32)的侧壁与其中一个限位件(5)接触并抵接时，

旋转件(3)无法继续转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轴(2)包括纵轴(21)和横轴

(22)，所述横轴(22)的一端与纵轴(21)的中部相连接从而形成“T”形结构，在横轴(22)的另

一端设有与底盘(4)和限位件(5)相连接的安装部(25)，在纵轴(21)的两端分别设有上接轴

(23)和下接轴(2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体组件(1)包括相对设置的上灯

体和下灯体，在上灯体和下灯体内均设有独立的光源，所述上灯体和下灯体分别安装在连

接轴(2)的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上，上灯体的上灯罩(12)与下灯体的下灯罩(13)的开

口侧相对设置且留有间隙。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壁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体组件(1)包括上灯板(11)、上灯

罩(12)、下灯罩(13)、两个安装板(14)、两个发光板(15)、两个盖板(16)、两个支撑轴(17)和

两个轴套(18)，两个安装板(14)分别安装在连接轴(2)的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靠近横

轴(22)一端的端部，两个发光板(15)通过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分别安装在两个安装板

(14)远离横轴(22)一侧的外壁上，两个盖板(16)通过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分别安装在

两个发光板(15)上，两个支撑轴(17)的一端分别安装在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的端部，

所述的上灯板(11)安装在位于上接轴(23)上的支撑轴(17)的另一端，且位于上接轴(23)上

的支撑轴(17)突出上灯板(11)设置并与一个轴套(18)相连接用于限位，所述的下灯罩(13)

安装在位于下接轴(24)上的支撑轴(17)的另一端，且位于下接轴(24)上的支撑轴(17)突出

下灯罩(13)设置并与另一个轴套(18)相连接用于限位，所述上灯罩(12)的一端通过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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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灯板(11)上的倒钩安装在上灯板(11)的边缘，上灯罩(12)的另一端呈放射状延伸从而将

位于连接轴(2)的横轴(22)一侧的安装板(14)、发光板(15)、盖板(16)和支撑轴(17)罩住，

所述的下灯罩(13)呈放射状延伸从而将位于连接轴(2)的横轴(22)另一侧的安装板(14)、

发光板(15)、盖板(16)和支撑轴(17)罩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壁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光板(15)包括线路板(151)，在线

路板(151)的中部设有第一安装孔(152)，发光板(15)通过第一安装孔(152)安装在纵轴

(21)的上接轴(23)或下接轴(24)上，在线路板(151)的边缘间隔分布有多个用于发光的灯

源(153)。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壁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盖板(16)包括底板(162)，在底板

(162)的边沿突出设置有外围壁(161)，在底板(162)的中部突出设置有圆台(163)从而在外

围壁(161)与圆台(163)之间形成了用于容纳发光板(15)的灯源(153)的空间，在圆台(163)

的中部设有第二安装孔(164)，盖板(16)通过第二安装孔(164)安装在纵轴(21)的上接轴

(23)或下接轴(24)上。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壁灯，其特征在于：在支撑轴(17)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三安装

孔(171)和凸筋(172)，所述的第三安装孔(171)套装在纵轴(21)的上接轴(23)或下接轴

(24)上，所述的凸筋(172)与轴套(18)相配合从而将上灯板(11)或下灯罩(13)限位安装在

支撑轴(1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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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领域，特别是一种壁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的照明壁灯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现有市场

上的绝大部分照明壁灯的发光角度无法调节，导致其呈现的照明方式仍然较为传统和单

一，难以满足现代照明的需求和用户更舒适的生活体验，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发光角度可调、

成本较低的壁灯。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壁灯，包括灯体组件1、连接轴2、旋转件3和底盘4，所述连接轴2 的一端与用

于照明的灯体组件1固定连接，连接轴2的另一端与底盘4枢接，所述的底盘4固定安装在墙

体上从而将灯体组件1定位，所述的旋转件3安装在连接轴2上并与位于底盘4内，在底盘4上

设有与旋转件3相对设置的限位件5，所述的灯体组件1能够通过旋转件3和限位件5以连接

轴2为轴心限位转动，从而改变灯体组件1的出光方向。

[0006] 优选的，底盘4包括基板41和接线柱44，在基板41的中部设有一个通孔  43，连接轴

2的端部通过通孔43枢接在基板41上，旋转件3的一端安装在连接轴2上且另一端向基板41

的一侧延伸，所述的接线柱44安装在基板41上并位于基板41远离旋转件3的一侧，两个限位

件5设置在基板41上并分别位于通孔43的两侧从而使得旋转件3始终位于基板41远离接线

柱44的一侧。

[0007]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件3包括首尾相接的连接板31和限位板32，所述的限位板32为

扇形结构且限位板32的短弧端与连接板31相连接，在连接板31 的中部设有第四安装孔33，

所述的第四安装孔33与连接轴2的横轴22的安装部25相配合从而将旋转件3限位安装在连

接轴2上，并且在安装部25的端部安装有螺母6。

[0008] 优选的，所述的限位件5为螺杆状结构，两个限位件5分别设置在连接板  31的两侧

并且两个限位件5与连接板31之间的距离小于限位板32的长弧端到连接板31之间的距离，

从而将旋转件3的限位板32限位在基板41的一侧，当旋转件3转动至限位板32的侧壁与其中

一个限位件5接触并抵接时，旋转件3无法继续转动。

[0009] 优选的，所述的连接轴2包括纵轴21和横轴22，所述横轴22的一端与纵轴21的中部

相连接从而形成“T”形结构，在横轴22的另一端设有与底盘4  和限位件5相连接的安装部

25，在纵轴21的两端分别设有上接轴23和下接轴  24。

[0010] 优选的，所述的灯体组件1包括上灯体和下灯体，在上灯体和下灯体内均设有独立

的光源，上灯体的上灯罩12与下灯体的下灯罩13的开口侧相对设置且留有间隙。

[0011] 优选的，所述的灯体组件1包括上灯板11、上灯罩12、下灯罩13、两个安装板1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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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光板15、两个盖板16、两个支撑轴17和两个轴套18，两个安装板14分别安装在连接轴2

的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靠近横轴22一端的端部，两个发光板15通过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分

别安装在两个安装板14远离横轴22一侧的外壁上，两个盖板16通过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分

别安装在两个发光板15上，两个支撑轴17的一端分别安装在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的端部，

所述的上灯板11安装在位于上接轴23上的支撑轴17的另一端，且位于上接轴23上的支撑轴

17突出上灯板11设置并与一个轴套18相连接用于限位，所述的下灯罩13安装在位于下接轴

24上的支撑轴17的另一端，且位于下接轴24上的支撑轴17突出下灯罩13设置并与另一个轴

套18相连接用于限位，所述上灯罩12的一端通过设置在上灯板11上的倒钩安装在上灯板11

的边缘，上灯罩12的另一端呈放射状延伸从而将位于连接轴2的横轴22一侧的安装板14、发

光板15、盖板16和支撑轴17罩住，所述的下灯罩13呈放射状延伸从而将位于连接轴2的横轴

22另一侧的安装板14、发光板15、盖板16  和支撑轴17罩住。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发光板15包括线路板151，在线路板151的中部设有第一安装孔

152，发光板15通过第一安装孔152安装在纵轴21的上接轴23或下接轴24上，在线路板151的

边缘间隔分布有多个用于发光的灯源153。

[0013] 优选的，所述的盖板16包括底板162，在底板162的边沿突出设置有外围壁161，在

底板162的中部突出设置有圆台163从而在外围壁161与圆台163  之间形成了用于容纳发光

板15的灯源153的空间，在圆台163的中部设有第二安装孔164，盖板16通过第二安装孔164

安装在纵轴21的上接轴23或下接轴24上

[0014] 优选的，在支撑轴17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三安装孔171和凸筋172，所述的第三安装

孔171套装在纵轴21的上接轴23或下接轴24上，所述的凸筋172  与轴套18相配合从而将上

灯板11或下灯罩13限位安装在支撑轴17上。

[0015] 本实用新型的壁灯通过将用于照明的灯体组件安装在连接轴上并将连接轴枢接

在底盘上，通过在连接轴上安装旋转件并在底盘安装与旋转件相对设置的限位件，使得连

接轴能够在底盘上以旋转件与限位件发生干涉配合为条件限位转动，即用户在点亮灯体组

件后，可以通过旋转灯体组件从而能够根据需求在特定角度范围内调节出光方向，从而实

现了灯体组件出光方向的改变，呈现了更好的照明方式，给人们带来了更美好、更舒适的生

活体验，并且变比与传统的灯具节约了成本、简化了复杂的结构、改善了出光的方式。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实用新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实用新型的连接轴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的剖视图；

[0020] 图5是实用新型的发光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实用新型的盖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实用新型的支撑轴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是实用新型的旋转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是实用新型的螺母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是实用新型的限位件与基板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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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11是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的另一视角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1至11给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壁灯具

体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壁灯不限于以下实施例的描述。

[0028] 如图1和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壁灯包括灯体组件1、连接轴2、旋转件3  和底盘4，所

述连接轴2的一端与用于照明的灯体组件1固定连接，连接轴2 的另一端与底盘4枢接，所述

的底盘4固定安装在墙体上从而将灯体组件1定位，所述的旋转件3安装在连接轴2上并与位

于底盘4内，在底盘4上设有与旋转件3相对设置的限位件5，所述的灯体组件1能够通过旋转

件3和限位件  5以连接轴2为轴心限位转动，从而改变灯体组件1的出光方向。具体的，和接

线柱44，在基板41的中部设有一个通孔43，连接轴2的端部通过通孔43  枢接在基板41上，旋

转件3的一端安装在连接轴2上且另一端向基板41的一侧延伸，所述的接线柱44安装在基板

41上并位于基板41远离旋转件3的一侧，两个限位件5设置在基板41上并分别位于通孔43的

两侧从而使得旋转件  3始终位于基板41远离接线柱44的一侧，使用时，用户将灯体组件1点

亮后并转动灯体组件1，使灯体组件1带动连接轴2转动，连接轴2转动从而带动旋转件3在底

盘4内转动，当旋转件3沿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至与两个限位件  5的其中一个限位件5干涉

配合时，连接轴2和灯体组件1无法继续转动，从而形成了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在特定角度范

围内(两个限位件5形成的夹角之间)  调节灯体组件1的出光方向的转动机构。

[0029]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用于照明的灯体组件1安装在连接轴2上并将连接轴2  枢接在

底盘4上，通过在连接轴2上安装旋转件3并在底盘4安装与旋转件3  相对设置的限位件5，使

得连接轴2能够在底盘4上以旋转件3与限位件5发生干涉配合为条件限位转动，即用户在点

亮灯体组件1后，可以通过旋转灯体组件1从而能够根据需求在特定角度范围内调节出光方

向，从而实现了灯体组件1出光方向的改变，呈现了更好的照明方式，给人们带来了更美好、

更舒适的生活体验，并且变比与传统的灯具节约了成本、简化了复杂的结构、改善了出光的

方式。

[0030] 如图3所示，所述的连接轴2包括纵轴21和横轴22，所述横轴22的一端与纵轴21的

中部相连接从而形成“T”形结构，在横轴22的另一端设有与底盘4和限位件5相连接的安装

部25，在纵轴21的两端分别设有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

[0031] 如图2和4所示，所述的灯体组件1包括上灯体和下灯体，在上灯体和下灯体内均设

有独立的光源，上灯体的上灯罩12与下灯体的下灯罩13的开口侧相对设置且留有间隙，所

述上灯体和下灯体分别安装在连接轴2的上接轴23  和下接轴24上。具体的，所述的灯体组

件1包括上灯板11、上灯罩12、下灯罩13、两个安装板14、两个发光板15、两个盖板16、两个支

撑轴17和两个轴套18，两个安装板14分别安装在连接轴2的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靠近横轴

22一端的端部，两个发光板15通过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分别安装在两个安装板14远离横轴

22一侧的外壁上，两个盖板16通过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  分别安装在两个发光板15上，两个

支撑轴17的一端分别安装在上接轴23和下接轴24的端部，所述的上灯板11安装在位于上接

轴23上的支撑轴17的另一端，且位于上接轴23上的支撑轴17突出上灯板11设置并与一个轴

套18相连接用于限位，所述的下灯罩13安装在位于下接轴24上的支撑轴17的另一端，且位

于下接轴24上的支撑轴17突出下灯罩13设置并与另一个轴套18相连接用于限位，所述上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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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12的一端通过设置在上灯板11上的倒钩安装在上灯板11的边缘，上灯罩12的另一端呈放

射状延伸从而将位于连接轴2的横轴  22一侧的安装板14、发光板15、盖板16和支撑轴17罩

住，所述的下灯罩13  呈放射状延伸从而将位于连接轴2的横轴22另一侧的安装板14、发光

板15、盖板16和支撑轴17罩住。

[0032] 如图5所示，所述的发光板15包括线路板151，在线路板151的中部设有第一安装孔

152，发光板15通过第一安装孔152安装在纵轴21的上接轴23或下接轴24上，在线路板151的

边缘间隔分布有多个用于发光的灯源153。如图  6所示，所述的盖板16包括底板162，在底板

162的边沿突出设置有外围壁161，在底板162的中部突出设置有圆台163从而在外围壁161

与圆台163之间形成了用于容纳发光板15的灯源153的空间，在圆台163的中部设有第二安

装孔  164，盖板16通过第二安装孔164安装在纵轴21的上接轴23或下接轴24上。如图7所示，

在支撑轴17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三安装孔171和凸筋172，所述的第三安装孔171套装在纵轴

21的上接轴23或下接轴24上，所述的凸筋172  与轴套18相配合从而将上灯板11或下灯罩13

限位安装在支撑轴17上。

[0033] 本实用新型的灯体组件1为二壁灯结构，在上下灯罩内均设有独立的光源，用户旋

转上灯罩12通过连接轴2带动下灯罩13以限位件5与旋转件3干涉为边界限位转动，从而调

节二壁灯的出光方向。

[0034] 如图8至10所示，所述的旋转件3包括首尾相接的连接板31和限位板32，所述的限

位板32为扇形结构且限位板32的短弧端与连接板31相连接，在连接板31的中部设有第四安

装孔33，所述的第四安装孔33与连接轴2的横轴  22的安装部25相配合从而将旋转件3限位

安装在连接轴2上，装配时，先将底盘4的基板41通过通孔43安装在安装部25上，再将旋转件

3通过第四安装孔33安装在安装部25上，最后在安装部25的端部安装螺母6使旋转件3  与基

板41的外表面相贴合并避免旋转件3从安装部25上脱出，所述的限位件  5为螺杆状结构，两

个限位件5分别设置在连接板31的两侧并且两个限位件5  与连接板31之间的距离小于限位

板32的长弧端到连接板31之间的距离，从而将旋转件3的限位板32限位在基板41的一侧，当

旋转件3转动至限位板32 的侧壁与其中一个限位件5接触并抵接时，旋转件3无法继续转动

从而使得连接轴2能够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转动，从而能够改变灯体组件1的出光角度。

[0035] 如图4和11所示，所述的底盘4还包括挡壁42和固定板45，所述的挡壁  42沿基板41

的边缘设置并将旋转件3、螺母6和限位件5、接线柱44包围在挡壁42形成的腔体内，所述的

固定板45安装在两个限位件5的端部并与挡壁  42平齐设置用于将底盘4固定安装在墙体的

暗盒内。

[0036]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

认定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

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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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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