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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2) 内设有与灯头 (1) 电连接的具有 LED 发光体 (41) 的前芯片 (4); 其中在
灯壳 (2) 的后部设有与灯头 (1) 电连接的具有 LED 发光体的后芯片 ( 6) ，此
后芯片 (6) 上罩置一透光的后泡壳 ( 7)。该 LED 灯结构具有 以下优点：令
灯具的前端面实现集 中照 明，而后端面实现补光照射 ，实现 LED 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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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面LED 灯结构

腳 或

[1] 本发明涉及一种LED 灯，尤指一种可实现双面发光的LED 灯结构。

獄

[2] 如图1所示，传统的LED 射灯主要在一后部配合有灯头 的喇叭型灯壳2'内设置

具有LED 的芯片，在灯壳 的前部可以配合透镜5'，照明光束是从灯壳2'的前端

面射出。此LED 灯具有亮度大且照射范围集中的特点，特别是LED 射灯被广泛应

用于陈列物品的照明，通常是LED 射灯的出光面对准需照射的物体，当此LED 射

灯布置于陈列柜中吋，需照射的物品较为明亮，而周围的环境反而突显得更加

暗淡，对于一些特殊的物品，光束较为集中并无法完全体现其整体的色泽，如

需对周围的环境补光，还需另外设置其它的照明灯具，无形中增加了光线布置

的复杂性。

[3] 本发明的目的便是提供一种双面LED 灯结构，其不仅具有对物品集中照明的功

育，还可以对周围的环境实现补光，令其对物品的照明效果更加立体，同吋减

少照明灯具的布置。

[4]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的解决方案是：

[5] 一种双面LED 灯结构，其包括一具有灯头的灯壳，在灯壳内设有与灯头电连接

的具有LED 发光体的前芯片；其特征在于：在灯壳的后部设有与灯头电连接的具

有LED 发光体的后芯片，此后芯片上罩置一透光的后泡壳。

[6] 所述灯壳为金属材质，其外表面周缘分布有凸筋。

[7] 所述灯壳内进一步设有散热罩，其外周缘分布有散热鰭片，前芯片是配合于散

热罩中并与灯头电连接，而后芯片与散热罩的后端配合。

[8] 所述灯壳为采用塑胶件制作，其外表面周缘形成凸筋，则灯壳对应凸筋的内表

面形成凹槽以对应散热罩的散热鰭片。

[9] 所述散热罩为一对应灯壳内腔的金属套体，各鰭片之间形成镂空孔。



[10] 所述灯壳的前端配合有透镜。

[11] 所述后芯片为一环体或具有幵口的环体，其套置灯头而配合在灯壳上。

[12] 所述后泡壳为一环形套壳。

[13] 所述后泡壳为一具弧面的壳体。

[14] 采用上述方案后，本发明的双面LED 灯，通过在灯壳的后端设置后芯片，令灯

具的前端面实现集中照明，而后端面实现补光照射，实现LED 射灯双面出光的功

育，以达到较佳的立体照明效果，同吋减少灯具的布置数量。

關 删

[15] 图1是传统LED 灯的结构示意图；

[16] 图2是本发明的立体分解图1;

[17] 图3是本发明的立体分解图2 ;

[18] 图4是本发明的外观示意图；

[19] 图5是本发明的结构剖视图。

[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21] 如图2至图5所示，本发明揭示了一种双面LED 灯结构，其包括一具有灯头 1的

灯壳2，置于灯壳2中的散热罩3，置于散热罩3中并与灯头 1电连接的具有LED 发

光体4 1的前芯片4，在前芯片4的前方设有一透镜5 ; 本发明的关键在于：

[22] 在灯壳2的后部还设有与灯头电连接的具有LED 发光体的后芯片6，此后芯片6

同吋位置于散热罩3的后端并与散热罩3配合，在此后芯片上罩置一透光的后泡

壳7，此后泡壳7可为一弧面的壳体，令增加出光范围。

[23] 所述灯壳2为一喇叭型罩壳，其外表面周缘分布有凸筋2 1，则灯壳2内表面对应

凸筋2 1处形成凹槽，此灯壳2的后端配合灯头 1，并与灯头 1之间形成台阶面22以

供配合后芯片6。

[24] 所述散热罩3为一对应灯壳2内腔的金属套体，其外周缘分布有散热鰭片3 1，各

鰭片3 1恰对准上述灯壳2凸筋2 1的凹槽，各鰭片3 1之间形成镂空孔32，如此设置

更便于灯具的散热，在散热罩3的内腔中设有配合前芯片4的台阶座33。

[25] 所述透镜5是固定在灯壳2的前端，并将散热罩3定位于灯壳2中。



[26] 所述后芯片6为一环体或具有幵 口的环体 ，其套置灯头 1而配合在灯壳2的台阶

面22上并与散热罩3的后端接触配合 ，以令其热量可传导至散热罩3上实现散热

[27] 所述后泡壳7亦为一环形套壳 ，其恰罩置后芯片6后与灯壳2配合在一起。

[28] 上述灯壳2可采用塑胶件制作 ，其设置 的作用是保护灯具而具防尘的功能。当

然此灯壳2亦可直接 由金属制成 ，其外表面形成 的凸筋即为散热鰭片 ，则散热罩

3便无需设置 ，前芯片4直接配合于灯壳2内即可。

[29] 组装吋 ，将灯头 1固定在灯壳2中，并将散热罩3配合于灯壳2中，将前芯片4固

定于散热罩3中后令透镜5固定在灯壳2的前端 ，再将后芯片6与后泡壳7依次套置

灯头 1而 固定于灯壳2的后端。

[30] 综上所述 ，本发明的双面LED 灯 ，其前端面可 以实现集 中照明，而后端面可 以

实现补光照射 ，令LED 射灯具有一双面 出光的功能 ，以实现较佳 的立体照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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