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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LED FIREPROOFING CEILING LAMP WITH PORCELAIN RADIATOR

(54) 发明名称：带陶瓷散热器的 LED 防火天花灯

(57) Abstract: A n LED fireproofing ceiling lamp with a porcelain radiator,
including a connection box (1), a connection terminal stand (2), a connection
box bottom cover (3), a drive circuit assembly (5), an LED light source as
sembly (7), a heat conductive porcelain radiator (4), a metallic fireproofing
lamp tank (6), a fireproofing cotton ring (9), and a metallic fireproofing cover
(12). The connection box (1) i s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connection box bot
tom cover (3) and the connection terminal stand (2) i s housed therein. The
drive circuit assembly (5) i s provided inside the hollow cavity of the heat
conductive porcelain radiator (4). The upper and lower end of the heat con
ductive porcelain radiator (4) are respectively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bot -
torn of the connection box bottom cover (3) and that of the metallic fireproof
ing lamp tank (6). The LED light source assembly (7) i s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inner bottom of the metallic fireproofing lamp tank (6) and conducts heat
onto the heat conductive porcelain radiator (4) via the bottom of the metallic
fireproofing lamp tank (6). The metallic fireproofing cover (12) i s fixedly
connected to the ：front surface of the metallic fireproofing lamp tank (6), and
the fireproofing cotton ring (9) wraps the outer wall of the metallic fireproof
ing lamp tank (6) and covers the back of the panel of the metallic fireproofing
cover (12). Said device has good radiation effects and good fireproofing ef
fects, and the heat conductive porcelain radiator (4) belongs to an insulator,
and an non-isolated drive circuit can be employed, reducing the costs of the
drive circuit.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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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则 4.17 的声明： 本国际公布：
- 关于 申请人有权 申请并被授予专利(细则 4 .17(iD)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 发 明人资格(细则 4 . ( )

一种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包括接线盒 （1) 、接线端子 台 （2 ) 、接线盒底盖 （3 ) 、驱动 电路
组件 ( 5 ) 、 LED 光源组件 （7 ) 、导热陶瓷散热器 （4 ) 、金属防火灯筒 （6 ) 、防火棉圈 （9 ) 、金属防火面
盖 （12 ) 。接线盒 （1) 与接 线盒底盖 （3 ) 相 固定连接并将接线端子 台 （2 ) 容置于 内部 。驱动 电路组件
( 5 ) 置于导热陶瓷散热器 （4 ) 的中空 内腔 内。导热陶瓷散热器 （4 ) 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接线盒底盖 （3 ) 、

金属防火灯筒 （6 ) 的底面相 固定连接 。LED 光源组件 （7 ) 固定连接于金属防火灯筒 （6 ) 的内底面 ，并通过
金属防火灯筒 （6 ) 的底面将热量传导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 上 。金属防火面盖 （12 ) 固定连接于金属防火
灯筒 （6 ) 的正面 ，防火棉圈 （9 ) 套于金属防火灯筒 （6 ) 侧壁外并覆盖在金属防火面盖 （12 ) 的面板背面 。
该装置散热效果好 ，防火效果好 ，而且导热陶瓷散热器 （4 ) 属于绝缘体 ，可 以使用非隔离式的驱动 电路 ，
降低 了驱动 电路 的成本 。



带陶瓷散热器的 LED 防火天花灯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防火说天花灯 ，尤其涉及一种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

火天花灯 。

背景技术 书

天花灯是一种较常见的灯具 。传统 的天花灯普遍采用 卤素灯作为光源 ，

其功率较大 ，使用寿命较短 ，光束角较小，具有高耗能、光效低和高发热 的

缺点；出于节能的需要 ，还 出现 了采用节能灯光源 的产 品，但是相对于 LED

来说 ，上述光源仍不能代表最新的发展方 向。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技术 的进步 ，

目前 LED 因具有节能、环保等诸多优点受到越来越广泛 的欢迎和应用 。但是

目前的 LED 天花灯普遍采用铝制 的散热器 ，其本身是非绝缘体 ，考虑到 电学

安全的需要 ，需要采用隔离式驱动 电源 ，因此成本较高。另外 ，目前 LED 天

花灯很少考虑到防火 的需要 ，在天花板发生火情 时，不能很好 的阻止天花灯

部位 的防火 。

实用新型 内容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 的不足 ，提供一种驱动

电源成本较低 、散热效果好 、防火效果好 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实用新型包括接线盒 、接线端子台、

接线盒底盖 、驱动 电路组件 、LED 光源组件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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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灯还包括导热陶瓷散热器 、金属防火灯筒 、防火棉圈、金属防火面盖 ，

所述接线盒与所述接线盒底盖相 固定连接并将所述接线端子 台容置于 内部 ，

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设有一中空 内腔 ，所述驱动 电路组件容置于所述 内腔 内，

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接线盒底盖、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的底面相固定连接 ，所述 LED 光源组件 固定连接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的内底

面 ，并通过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的底面将热量传导到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上 ，

所述金属防火面盖固定连接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的正面 ，所述防火棉 圈套于

所述金属防火灯筒侧壁外并覆盖在所述金属防火面盖的面板背面 。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还包括透镜 、装饰环盖 ，所述装饰

环盖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相固定连接 ，并将所述透镜定位 固定 。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还包括硅胶 圈，所述硅胶 圈位于所

述防火棉 圈与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的面板背面之 间，并与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的

面板背面相贴合 。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还包括安装卡簧组件 ，所述安装卡

簧组件 固定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上 。

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的侧壁插入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的侧壁 围成的腔 内，并

通过至少两个螺钉将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的侧壁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的侧壁相

固定连接 。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还包括至少两个螺栓 ，所述螺栓依

次穿过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的底面 、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的侧壁并与所述接线

盒底盖相连接 。

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的四周设有若干均布 的散热翅片。

所述接线盒与所述接线盒底盖相卡扣连接 。

所述金属防火灯筒及所述金属防火面盖采用钢材制成 。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由于本实用新型包括导热陶瓷散热器 、金属

防火灯筒 、防火棉圈、金属防火面盖 ，所述接线盒与所述接线盒底盖相固定



连接并将所述接线端子台容置于 内部 ，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设有一中空 内腔 ，

所述驱动 电路组件容置于所述 内腔 内，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的上下两端分别

与所述接线盒底盖、所述金属防火灯筒的底面相 固定连接 ，所述 LED 光源组

件 固定连接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的内底面 ，并通过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的底面

将热量传导到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上 ，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固定连接于所述金

属防火灯筒 的正面 ，所述防火说棉 圈套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侧壁外并覆盖在所

述金属防火面盖 的面板背面；本实用新型采用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其不仅

导热散热效果好 ，而且属于绝缘体 ，可 以使用非隔离式的驱动 电路 ，降低 了

驱动 电路 的成本 ；通过采用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所述防

火棉圈和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在发生火情 时书，可 以避免室 内的高温火焰在

短时间内烧毁天花灯 ，抵挡火焰通过天花灯继续上升 ，起到 了安全防火的作

用 ，故本实用新型驱动 电源成本较低 、散热效果好 、防火效果好 ；

由于本实用新型还包括硅胶 圈，所述硅胶 圈位于所述防火棉 圈与所述金

属防火面盖 的面板背面之 间，并与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的面板背面相贴合 ，所

述硅胶 圈将所述金属防火面盖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之 间的缝隙密封 ，起到 了

防水的作用 ，能够避免天花板 内的水汽通过所述金属防火面盖与所述金属防

火灯筒之间的缝隙进入到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内，从而避免所述 LED 光源组件

接触到水汽 ，故本实用新型防水效果好 。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 3 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的一个断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如 图 1〜图 5 所示 ，本实施例 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包括接

线盒 1、接线端子台 2、接线盒底盖 3、导热陶瓷散热器 4、驱动 电路组件 5、

金属防火灯筒 6、LED 光源组件 7、透镜 8、防火棉圈 9、硅胶 圈 10、装饰环

盖 11、金属防火面盖 12、两个说螺栓 14、安装卡簧组件 6 1，所述金属防火灯

筒 6 及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采用钢材制成 ，所述接线盒 1 与所述接线盒底盖

3 相固定连接并将所述接线端子台 2 容置于 内部 ，具体来讲 ，所述接线盒 1

与所述接线盒底盖 3 相卡扣连接 ，当然也可 以采用螺纹连接等其他连接方式 ，书
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设有一 中空 内腔 ，所述驱动 电路组件 5 容置于所述 内

腔 内，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的四周设有若干均布 的散热翅片 ，以增加散热

面积 ，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接线盒底盖 3、所述金

属防火灯筒 6 的底面相 固定连接 ，具体连接方式为：所述螺栓 14 依次穿过所

述金属防火灯筒 6 的底面、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的侧壁并与所述接线盒底

盖 3 相连接 ，当然也可 以采用其他连接方式 ，所述 LED 光源组件 7 固定连接

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的内底面 ，并通过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的底面将热量

传导到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上 ，所述安装卡簧组件 6 1 固定于所述金属防火

灯筒 6 上 ，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固定连接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的正面 ，具

体连接方式为：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的侧壁插入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的侧壁

围成 的腔 内，并通过两个螺钉 13 将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的侧壁与所述金属

防火灯筒 6 的侧壁相 固定连接 ，当然也可 以采用其他连接方式 ，所述装饰环

盖 11 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相固定连接 ，并将所述透镜 8 定位 固定 ，所述防

火棉 圈 9 套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侧壁外并覆盖在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的面

板背面 ，所述硅胶 圈 10 位于所述防火棉 圈 9 与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的面板

背面之间，并与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的面板背面相贴合 ，能够避免天花板 内

的水汽通过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之间的缝隙进入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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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金属防火灯筒 6 内，从而避免所述 LED 光源组件 7 接触到水汽 ，防水效果

好 。

本实用新型采用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其不仅导热散热效果好 ，而且

属于绝缘体 ，可 以使用非隔离式 的驱动 电路 ，降低 了驱动 电路 的成本 ；通过

采用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所述防火棉圈 9 和所述导

热陶瓷散热器 4，在发生火情 时，可 以避免室 内的高温火焰在短时间内烧毁

天花灯 ，抵挡火焰通过天花灯继续上升 ，起到 了安全防火 的作用 ，因此 ，本

实用新型驱动 电源成本较低 、散热效果好 、防火效果好 。

本实用新型可广泛应用于照 明领域 。



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包括接线盒 （1 ) 、接线端子台 （2 ) 、

接线盒底盖 （3 ) 、驱动 电路组件 （5 ) 、LED 光源组件 （7)，其特征在于 ：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还包括导热陶瓷散热器 （4 ) 、金属

防火灯筒 （6)、防火棉圈 （9 ) 、金属防火面盖 （12 ) ，所述接线盒 （1) 与

所述接线盒底盖 （3 ) 相固定连接并将所述接线端子台 （2 ) 容置于 内部 ，

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 设有一中空 内腔 ，所述驱动 电路组件 （5 ) 容置

于所述 内腔 内，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 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接线盒

底盖 （3 ) 、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 的底面相固定连接 ，所述 LED 光源组

件 （7 ) 固定连接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 的内底面 ，并通过所述金属防

火灯筒 （6) 的底面将热量传导到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上 ，所述金属

防火面盖 （12 ) 固定连接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 的正面 ，所述防火棉

圈 （9 ) 套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 侧壁外并覆盖在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

的面板背面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还包括透镜 （8 ) 、装饰环盖 （11 ) ，

所述装饰环盖 （11 ) 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 相固定连接 ，并将所述透

镜 （8 ) 定位 固定。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还包括硅胶 圈 （10 ) ，所述硅胶 圈

( 10) 位于所述防火棉圈 （9 ) 与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 的面板背面之

间，并与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 的面板背面相贴合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还包括安装卡簧组件 （6 1 ) ，所述安

装卡簧组件 （61 ) 固定于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 上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其特征在于 ：



权 利 要 求 书
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 的侧壁插入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的侧壁 围成

的腔 内，并通过至少两个螺钉 （13 ) 将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 的侧壁与

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的侧壁相固定连接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还包括至少两个螺栓 （14) ，所述螺

栓 （14 ) 依次穿过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 的底面、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 的侧壁并与所述接线盒底盖 （3 ) 相连接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导热陶瓷散热器 （4) 的四周设有若干均布 的散热翅片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其特征在于 ：

所述接线盒 （1) 与所述接线盒底盖 （3 ) 相卡扣连接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带陶瓷散热器 的 LED 防火天花灯 ，其特征在于 ：

所述金属防火灯筒 （6) 及所述金属防火面盖 （12 ) 采用钢材制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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