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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 housing (3). The circuit board (6) comprises an AC-DC constant voltage power supply module, a lithium battery charging man
agement module, a DC-DC constant current power supply and an intelligent module. The lamp housing (3) i s further provided there -
on with a solar cell panel, a vehicle-charging port and a mains port. The lamp housing (3) i s further provided therein with a re -
chargeable battery, a GPS chip, a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ule and a wireless reception module. The multifunctional energy-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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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3)) 。

一种带有多种充 电方式的 LED 多功能节能灯 ，其包括灯头 （1 ) 、可伸缩连杆 （2 ) 、灯壳 （3 ) 、灯罩
( 4 ) 、LED 灯珠及固定灯板 （5 ) 、DC 插孔 （10) 、电路板 （6 ) 和锂 电池 （7 ) 。灯头 （1) 和灯壳 （3 ) 之
间设置有可伸缩连杆 （2 ) ，可伸缩连杆 （2 ) 内部设置有锂 电池 （7 ) 。灯壳 （3 ) 顶部设置有 LED 灯珠及固
定灯板 （5 ) ，灯壳 （3 ) 顶部的表面设置有灯罩 （4 ) ，灯壳 （3 ) 侧面设置有电源开关 （8 ) 、指示灯、DC
插孔 （10 ) 。灯壳 （3 ) 内设置有电路板 （6 ) ，电路板 （6 ) 上包括 AC-DC 恒压电源模块、锂 电池充电管理
模块、DC-DC 恒流 电源和智能模块。灯壳 （3 ) 上还设有太阳能电池板、车载充电端 口、市电端 口，灯壳
( 3 ) 内还设有可充电电池、GPS 芯片、无线发射模块和无线接收模块。该 LED 多功能节能灯集照明灯、手
电筒、应急灯等功能于一身，可通过太阳能、手机充电器、车载充电器等多种方式充电。



发明名称：一种带有多种充电方式的LED 多功能节能灯

[1]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涉及电子照明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带有多种充电方式的LED 多功能

节能灯。

[3] 背景技术

[4] 目前市面上已有的灯具种类较多，如照明灯、手电筒、荧光应急灯等等，但功

能、用途单一，其使用和携带极其不便，同一个灯无法挪作它用，给使用者带

来诸多麻烦；同吋，传统灯具如白炽灯和普通的CFL 荧光节能灯，白炽灯效率低

、发热大、寿命短等缺点已经处于淘汰的边缘；普通CFL 荧光灯相对白炽灯虽有

改善，但由于釆用高压击打荧光粉来发光，耗电大、光效低，同一点荧光粉在

长期击打下会出现衰减甚至损坏，内含水银不环保，故大大缩减了荧光节能灯

的使用寿命，工作吋热量大、表面温度高，其光谱中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对

人体有害，灯体为普通玻璃，易碎、且不耐用，外观比较粗糙，影响了照明效

果。

[5] 公开号CN201434220Y 公开了一种LED 多功能充电节能灯、CN201335311Y 公开

了一种LED 照明台灯。上述公开的技术都存在功能少，适用范围小等不足，难以

满足用户要求。

[6] 发明内容

[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设计精美、使用简单、携带方便的带有多种充电方

式的LED 多功能节能灯，集照明灯、手电筒、荧光应急灯等功能于一身，安全、

环保、节能，使用寿命长，利于推广。

[8] 本发明由灯头、可伸缩连杆、灯壳、灯罩、LED 灯珠及固定灯板、电路板和锂

电池构成，灯头和灯壳之间设置有可伸缩连杆，灯壳顶部设置有LED 灯珠及固定

灯板，LED 灯珠可以是数个，灯壳顶部的表面设置有灯罩，灯壳侧面设置有电源

开关、指示灯、灯壳内设置有电路板，可伸缩连杆内部设置有和锂电池，电路

板上包括有AC-DC 恒压电源模块、锂电池充电管理模块、DC-DC 恒流电源模块



和智能模块。其中：灯壳 （3) 上还设有太阳能电池板、DC端口 （10) 、车载充

电端口、市电端口；其内还设有可充电电池、GPS芯片、无线发射模块、无线接

收模块。

由于釆用LED为照明光源，可达到环保、节电、延长寿命的目的；釆用可抽拉

式PC外壳，配备锂电池，在停电的吋候有锂电池给LED灯供电，保持LED灯继

续点亮，起到应急灯的作用；壳体表面设置DC插孔，DC插孔可以是5V-24V 插

孔，可利用手机充电器、车载充电器等及吋给壳体内锂电池充电，保持电力稳

定；壳体上安装开关，可随吋控制灯的亮和灭状态，也可当做LED手电筒使用，

内部釆用恒压加恒流的方式，保证LED灯珠工作稳定性；配有智能模块，可智能

控制以上各种功能；灯壳上附有PC灯罩，解决了眩光的问题，使发光均匀、舒

适、不刺眼，利于人体健康。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设计精美、使用简单、携带方便，集照明灯、手电筒、荧光

应急灯等功能于一身，安全、环保、节能，使用寿命长，相当于一个可移动式

多功能照明产品，能够一灯多用，使用极其方便，可广泛运用于商铺、酒店、

陈列室、商场、办公室、仓库、公共场所、家庭等场所，也能直接替代白炽灯

和CFL荧光节能灯，利于推广。

附图说明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可伸缩连杆收缩状态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灯壳、灯罩、LED灯珠及固定灯板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电路方框示意图。

图中 1是灯头，2是可伸缩连杆，3是灯壳，4是灯罩，5是LED灯珠及固定灯板

，6是电路板，7是锂电池，8是电源开关，9是指示灯，10是DC插孔。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以最佳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本发明由灯头 （1) 、可伸缩连杆 （2) 、灯壳 （3) 、灯罩 （4) 、LED灯珠及

固定灯板 (5) 、DC插孔 （10) 、电路板 （6) 和锂电池 （7) 太阳能电池板、D



C端 口 （10 ) 、车载充电端 口、市电端 口、可充电电池、GPS 芯片、无线发射模

块 、无线接收模块等构成 ，灯头 （1) 和灯壳 （3) 之间设置有可伸缩连杆 （2)

，灯壳 （3) 顶部设置有 LED 灯珠及 固定灯板 （5) ， LED 灯珠可 以是数个 ，灯壳

(3) 顶部的表面设置有灯罩 （4) ，灯壳 （3) 侧面设置有电源开关 （8) 和指

示灯 （9) 、 DC插孔 （10) , 灯壳 （3) 内设置有电路板 （6) , 可伸缩连杆 （2

) 内部设置有和锂电池 （7) ，电路板 （6) 上包括有AC-DC 恒压电源模块 、锂

电池充电管理模块 、DC-DC 恒流电源模块和智能模块。

[21] 本设计有多种外接电源对本产品进行充电的DC端 口，内设计有适合于多种外

接电源输 出电压的充电和 LED 驱动电路。与其它相比。功能更多，适用范围更广

泛 ，郊外可接太阳能充电，室内可接A C电源和DC电源充电，车上可接车充充电

。而其它相对应产品也最多是一个DC车充充电，且电压受控制 ，众所周知车充

输 出只有 5V 电压 ，他们的LED 灯只能用 5V来充电，我们的灯可适合郊外不同电

压的太阳能板充电 （5-24V) ，与其它相比，我们更有独创性和创造性。当在野

外遇到危险和 自然灾害吋 ，可 以通过GPS 系统进行报警和定位 ，以便获得及吋救

助。

[22] 在有电吋 ，依靠宽电压AC85 —265V 输入的AC-DC 电子恒压模块 电源将市电转

换为稳定的直流电压 ，然后通过一个DC-DC 电子恒流模块实现给LED 灯珠提供

恒定的电流 ，顺利完成电光的转换 ，从而使 LED 灯珠发出环保的柔和光线 ；在停

电吋 ，智能模块判断后 ，智能切换线路到 由锂电池线路 ，锂电池 （7) 由于是低

直流电压 ，所 以直接通过一个DC-DC 电子恒流模块给LED 灯珠提供恒定的电流

，使 LED 灯珠发出环保的柔和光线 ，实现了应急灯的功能；D C插孔 （10) 可 以

是 5V-24V 插孔 ，可利用手机充电器、车载充电器等及吋给壳体内锂电池充电，

保持电力稳定可利用手机充电器、车载充电器等及吋给壳体内锂电池充电，保

持电力稳定 ；通过拉伸可伸缩连杆 （2) 可实现充当手电筒使用的 目的。

[23] LED 灯珠体积有插脚 3 (直径为 3mm) 和 5 (直径为 5mm) 两种 ，灯板上面

可 以排放 48-288 颗 LED 灯珠。釆用 3M M 和 5M M 插脚式灯珠 ，在使用吋灯珠

不发烫 ，根据不同产品可 以多种排放。

[24] LED 灯的灯头包括E27 ， E26, E14, Ell , GU10 等 ，可 以悬挂在交流AC85-265



V的电源插座里面，虽然很多灯都适合这些，但他们是一般的普通照明而已，而

本设计LED 灯，既可照明，没交流电吋，又可从插座里面取下来作为手电筒用，

同吋还可以作为应急灯使用，灯悬挂在交流AC85-265V 的电源插座里面，当突然

停电吋，LED 灯可以亮，起到了应急灯的作用。这些多功能融为一体的LED 节能

灯与其它相比，都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1、一种带有多种充电方式的LED 多功能节能灯，包括灯头 （1)

、可伸缩连杆 （2) 、灯壳 （3) 、灯罩 （4) 、LED 灯珠及固定灯

板 （5) 、DC插孔 （10) 、电路板 （6) 和锂电池 （7) 构成，灯

头 （1) 和灯壳 （3) 之间设置有可伸缩连杆 （2) , 灯壳 （3) 顶

部设置有LED 灯珠及固定灯板 （5) ，灯壳 （3) 顶部的表面设置

有灯罩 （4) ，灯壳 （3) 侧面设置有电源开关 （8) 、指示灯 （9

) ，灯壳 （3) 内设置有电路板 （6) ，可伸缩连杆 （2) 内部设置

有和锂电池 （7) ，电路板 （6) 上包括有AC-DC 恒压电源模块、

锂电池充电管理模块、DC-DC 恒流电源模块和智能模块，其特征

在于所述灯壳 （3) 上还设有太阳能电池板、DC端口 （10) 、车

载充电端口、市电端口；其内还设有可充电电池、GPS芯片、无

线发射模块、无线接收模块。

[权利要求 2]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带有多种充电方式的LED 多功能节

能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LED 灯珠为 3mm和 5mm插脚式灯珠，

排置数量为48-288颗 。

[权利要求 3]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带有多种充电方式的LED 多功能节

能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头包括 27 26 14 11， ；10五种，

可旋挂在电源为AC85 —265V 的交流电插座里。

[权利要求 4]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带有多种充电方式的LED 多功能节

能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DC插孔 （10) 为5V-24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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