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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连体LED灯珠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连体LED灯珠，其包

括：杯体，所述杯体设置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侧

壁上设置有侧槽，所述杯体顶部设置有滑槽，所

述滑槽顶部设置有锁定孔；LED芯片，所述LED芯

片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槽底部中央；荧光胶，所

述荧光胶填充在所述安装槽底部将所述LED芯片

及焊接金线固定；反光杯，所述反光杯顶部对称

设置有至少两个固定耳，所述固定耳的形状大小

与所述滑槽配合，所述固定耳滑动卡接在所述滑

槽内并将所述反光杯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槽内；

锁钉，所述锁钉固定套设安装有弹簧，所述弹簧

下侧安装有旋片，所述旋片与所述弹簧固定连

接，所述锁钉安装在所述锁定孔内并卡接所述固

定耳。实现了对LED灯珠的小体积一体化，提高对

LED芯片的焊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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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体LED灯珠，其特征在于，包括：杯体，所述杯体中央设置有安装槽，所述安装

槽侧壁上设置有侧槽，所述杯体顶部设置有滑槽，所述侧槽底部设置有线槽，所述滑槽顶部

设置有锁定孔；LED芯片，所述LED芯片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槽底部中央，焊接金线穿过所述

线槽与所述LED芯片焊接；荧光胶，所述荧光胶填充在所述安装槽底部将所述LED芯片及焊

接金线固定；反光杯，所述反光杯顶部对称设置有至少两个固定耳，所述固定耳的形状大小

与所述滑槽配合，所述固定耳滑动卡接在所述滑槽内并将所述反光杯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

槽内；锁钉，所述锁钉固定套设安装有弹簧，所述弹簧下侧安装有旋片，所述旋片与所述弹

簧固定连接，所述锁钉安装在所述锁定孔内并卡接所述固定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体LED灯珠，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槽顶部设置有一个固

定台阶；还包括：支架，所述支架顶部设置有凸缘，所述凸缘与所述固定台阶配合，所述支架

底部设置有与所述线槽配合的第二线槽，所述支架固定安装在所述侧槽上；透镜，所述透镜

固定安装在所述反光杯顶部并被所述支架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体LED灯珠，其特征在于，所述线槽外端设置有固定槽，

所述固定槽内固定安装有端子，所述端子与所述LED芯片电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体LED灯珠，其特征在于，所述杯体底部设置有过液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体LED灯珠，其特征在于，所述锁钉顶部及所述旋片与

所述锁定孔螺纹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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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体LED灯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LED灯珠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连体LED灯珠。

背景技术

[0002] LED全称为半导体发光二极管，采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以直接将电能转化为光

能，电号转换成光信号的发光器件；其特点是功耗低、高亮度、色彩艳丽、抗振动、寿命长(正

常发光8-10万小时)、冷光源等优点，是真正的“绿色照明”。以LED为光源的灯饰产品在21世

纪的将来，必然取代白炽灯，成为人类照明的又一次革命，LED灯珠广泛用于灯饰照明、LED

大屏幕显示、交通灯、装饰、电脑、电子玩具礼品、交换机、电话机、广告、城市光彩工程等诸

多生产领域。

[0003] 现有LED灯珠一般通过在杯体外部设置反光杯、透镜及支架等配置部件使用，使用

时散热器或载体需要铣出适合的空腔安装，在固定安装时较为不方便，铣削浪费的铝料也

较多，不利于控制成本；而现有的一体化LED灯珠的体积较大或是扣合过于紧密，在生产和

拆卸时非常不方便。

[0004] 因此，亟需一种能解决以上一种或多种问题的连体LED灯珠。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一种或多种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连体LED灯珠。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连体LED灯珠，其包括：杯体，所述杯体

中央设置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侧壁上设置有侧槽，所述杯体顶部设置有滑槽，所述侧槽底

部设置有线槽，所述滑槽顶部设置有锁定孔；LED芯片，所述LED芯片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槽

底部中央，焊接金线穿过所述线槽与所述LED芯片焊接；荧光胶，所述荧光胶填充在所述安

装槽底部将所述LED芯片及焊接金线固定；反光杯，所述反光杯顶部对称设置有至少两个固

定耳，所述固定耳的形状大小与所述滑槽配合，所述固定耳滑动卡接在所述滑槽内并将所

述反光杯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槽内；锁钉，所述锁钉固定套设安装有弹簧，所述弹簧下侧安

装有旋片，所述旋片与所述弹簧固定连接，所述锁钉安装在所述锁定孔内并卡接所述固定

耳。

[0006] 进一步地，所述侧槽顶部设置有一个固定台阶；还包括：支架，所述支架顶部设置

有凸缘，所述凸缘与所述固定台阶配合，所述支架底部设置有与所述线槽配合的第二线槽，

所述支架固定安装在所述侧槽上；透镜，所述透镜固定安装在所述反光杯顶部并被所述支

架固定。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线槽外端设置有固定槽，所述固定槽内固定安装有端子，所述端子

与所述LED芯片电性连接；所述杯体底部设置有过液槽；所述锁钉顶部及所述旋片与所述锁

定孔螺纹配合。

[0008] 本实用新型取得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所述杯体、所述LED芯片、所述

反光杯、所述锁钉以及其他部件通过巧妙的结构连接在一起，实现了LED芯片及其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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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一体化，能够方便地固定安装在散热器上，减少对散热器设置的安装槽的铣削，同时

在生产时能够方便地通过侧槽对LED芯片进行焊接，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以上极大地提高了

本实用新型的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连体LED灯珠的立体图；

[0010]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连体LED灯珠的爆炸图；

[0011]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连体LED灯珠的俯视图；

[0012]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连体LED灯珠的俯视图A-A处的剖视图；

[0013]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连体LED灯珠的俯视图A-A处的剖视图I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4] 【附图标记】

[0015] 101···杯体

[0016] 102···安装槽

[0017] 103···侧槽

[0018] 104···固定台阶

[0019] 105···滑槽

[0020] 106···线槽

[0021] 107···固定槽

[0022] 108···锁定孔

[0023] 109···过液槽

[0024] 201···锁钉

[0025] 202···弹簧

[0026] 203···旋片

[0027] 301···反光杯

[0028] 302···固定耳

[0029] 401···支架

[0030] 402···凸缘

[0031] 403···第二锁定孔

[0032] 404···端子

[0033] 501···透镜

[0034] 601···LED芯片

[0035] 701···荧光胶。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和优点能够更加浅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

分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新型能够以很多不同于此描述的其他方式来实施，本领域

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下面公

开的具体实施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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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如图1-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连体LED灯珠，其包括：杯体101，所述杯体

101中央设置有安装槽102，所述安装槽102侧壁上设置有侧槽103，所述杯体101顶部设置有

至少两个滑槽105，所述侧槽103底部设置有线槽106，所述滑槽105顶部设置有锁定孔108；

LED芯片601，所述LED芯片601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槽102底部中央，焊接金线穿过所述线槽

106与所述LED芯片601焊接；荧光胶701，所述荧光胶701填充在所述安装槽102底部将所述

LED芯片601及焊接金线固定；反光杯301，所述反光杯301顶部对称设置有至少两个固定耳

302，所述固定耳302的形状大小与所述滑槽105配合，所述固定耳302滑动卡接在所述滑槽

105内并将所述反光杯301固定安装在所述安装槽102内；锁钉201，所述锁钉201固定套设安

装有弹簧202，所述弹簧202下侧安装有旋片203，所述旋片203与所述弹簧202固定连接，所

述锁钉201安装在所述锁定孔108内并卡接所述固定耳302。

[0038] 需要指出的是，所述滑槽105呈L字型；所述侧槽103对称设置有两个，所述侧槽103

的深度小于所述安装槽102的深度，留出大于等于7mm深度的空腔用于填充所述荧光胶701；

金线在与所述LED芯片601焊接后，其外端卡接在所述线槽106内；所述反光杯301底部的进

光孔的直径一般大于所述LED芯片601的最大直径，所述反光杯301安装后紧压在荧光胶层

顶部，所述固定耳302上设置有通孔与所述锁钉201配合，同时所述锁钉201顶部及所述旋片

203与所述锁定孔108螺纹配合，进而能够方便地卡接固定所述反光杯301和调整安装后部

件间的空隙，以避免松动，同时方便后续的拆卸、更换。

[0039] 具体地，如图2、图4所示，还有一种实施方式是：所述侧槽103顶部设置有一个固定

台阶104；还包括：支架401，所述支架401顶部设置有凸缘402，所述凸缘402与所述固定台阶

104配合，所述凸缘402两端设置有第二锁定孔403，所述第二锁定孔403的位置与所述固定

台阶104的位置配合，所述支架401底部设置有与所述线槽106配合的第二线槽，所述支架

401安装在所述侧槽103上，使用螺丝穿过所述第二锁定孔403将所述支架401固定在所述固

定台阶104顶部；透镜501，所述透镜501被所述凸缘402卡接在所述反光杯301顶部，进而被

所述支架401固定在所述杯体101顶部，所述透镜501可以是凹透镜或凸透镜，所述凸缘402

内侧底部的形状与所述透镜501边缘的形状配合。实现了进一步地对LED的光效进行调整。

[0040] 具体地，如图2、图3所示，所述线槽106外端设置有固定槽107，所述固定槽107内固

定安装有端子404，所述端子404与所述LED芯片601电性连接，所述端子404用于与外部电路

电性连接。所述杯体101底部设置有过液槽109，所述过液槽109与散热器上设置的水冷槽配

合冷却所述杯体101。

[004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所述杯体101、所述LED芯片601、所述反光杯301、所

述锁钉201以及其他部件通过巧妙的结构连接在一起，实现了LED芯片及其配套使用部件的

一体化，能够方便地固定安装在散热器上，减少对散热器设置的安装槽的铣削，同时在生产

时能够方便地通过侧槽对LED芯片进行焊接，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以上极大地提高了本实用

新型的实用价值。

[0042]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或多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

和详细，但并不能因此理解为对实用新型专利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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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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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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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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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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