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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LED 电源及具有该 LED 电源的 LED 日光灯，涉及照明技术领域 。该 LED 电源包括 LED 电源 电路 （1) 、
两个启辉器接 口端子 （2 ) 、DC 输 出端 （5 ) 和输 出电源线 （7 ) 。具有该 LED 电源的 LED 日光灯还包括 LED
灯管 （8 ) 和端盖 （9 ) ，每个端盖 （9 ) 分别设置两个端子 （10) ，两个端子 （10) 位于同一端盖 （9 ) 内部
的内端部之间通过导电件 （11) 短接 。LED 灯管 （8 ) 设置有 DC 输入端 （12 ) ，DC 输入端 （12 ) 与输出电源
线 （7 ) 可拆卸 电连接 。该 LED 电源可直接安装于原来启辉器的位置 ，并匹配原有的启辉器接 口，安装时不
需要改变任何 电路 ，可实现简单快速更换 ，方便实用。由于 LED 电源外置，具有改善 LED 灯管的出光质量和
易过安规等特点，LED 灯管可直接安装于原来荧光灯的位置。



说 明 书

一种 LED 电源及具有该 LED 电源的 LED 日光灯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 LED 电源及具有该 LED

电源的 LED 日光灯。

背景技术

LED 日光灯采用发光二极管作为光源，光效更高、更为节能、使用寿命

更长，而且更为环保。LED 日光灯节电高达 70%以上，寿命为普通灯管的 10

倍以上，已成为目前阶段代替荧光灯管的最理想产品。

现有技术中，如图 5 所示，几乎市场上所有 LED 日光灯都是采用内置

电源的 LED 日光灯 22。所谓内置电源就是指将电源放置于灯管里面。这种

内置式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做成直接替换现有的荧光灯管，而无需对原有

电路作任何改动。

例如：申请号为 201 120020876. 4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 " 一种

具有启辉器的 LED 灯 " ，其技术方案包括 LED 灯管和 LED 启辉器，LED 灯管

的每一端都设有两个端子，LED 灯管一端的两个端子短接，另一端的两个端

子为分立端子，其中一个分立端子用于与一条电源进线相接，另一个分立

端子通过 LED 启辉器与短接的一个端子相接，短接的另一个端子与另一条

电源进线相接。LED 灯管和 LED 启辉器均安装在两端进线型灯座上，该具有

启辉器的 LED 灯能兼容传统的两端进线型灯座，上述 LED 灯采用了内置电

源的方式。

但这种电源内置式 LED 日光灯存在以下缺陷： （1) 更换电源难度大。

LED 的使用寿命远大于电源的使用寿命，如果电源坏了，直接更换整个 LED

日光灯将导致极大的浪费，若只更换电源，又必需依靠专业人员对电路进

行拆卸更换； （2 ) 影响 LED 发光的质量。发出的热量使得 LED 日光灯在使



用过程中会产生眩光、暗影和出光不够均匀柔和等； （3 ) 散热差。由于电

源采用内置式，电源的热量也就加入到灯管内，使得 LED 的散热又增加了

难度，缩短了 LED 的使用寿命； （4 ) 回收成本高，内置电源式也增加了电

子垃圾的回收处理的成本，因为必须把电源部分拆出来再分别处理； （5 )

很难达到安规的标准。由于电源内置，对达到安规标准造成很大影响。

由于内置电源的 LED 日光灯存在上述缺陷，随之人们又发明了一种外

置电源的 LED 日光灯。

例如：申请号为 200920134372. 8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 "一种外

置的 LED 电源的 LED 日光灯" ，其结构包括 LED 日光灯体，该 LED 日光灯

体上连接有一外置的 LED 电源，所述外置的 LED 电源包括 PCB 电路板、输

入和输出端子、电源盒，PCB 电路板内置于电源盒中，输入端子通过 PCB

电路板、输出端子与 LED 日光灯体连接。该外置的 LED 电源的 LED 日光灯

虽解决了内置电源的 LED 日光灯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但由于其电源安装需

要改变原有的线路，才能将其固定在传统日光灯的灯板上，需要重新改变

原有的灯板电路结构。

实用新型内容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避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 LED 电

源及具有该 LED 电源的 LED 日光灯，其 LED 电源可直接安装于原来的启辉器

位置，并匹配原有的启辉器接口，安装时不需要改变任何电路，可实现简

单快速更换，方便实用；由于 LED 电源外置，使 LED 灯管可实现无眩光、

无暗影和出光均匀柔和；当一端通电，另一端用手触摸绝对安全；LED 电源

的热量从灯光外部散发，减轻了 LED 灯管的散热负担，延长了 LED 灯管的使

用寿命；还可节约回收成本并容易达到安规的标准，LED 灯管可直接安装于

原来荧光灯的位置。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 LED 电源，包括有 LED 电源电路，设置有与所述 LED 电源电路电



连接 的两个启辉器接 口端子 ，所述 LED 电源 电路 的外部设置有绝缘外壳 ，

所述 LED 电源 电路与两个所述启辉器接 口端子 的一端部 电连接 ，所述绝缘

外壳设置有通孔 ，所述 LED 电源 电路设置有 DC 输 出端 ，所述 DC 输 出端连

接有输 出 电源线 ，所述输 出 电源线穿过所述通孔 、并外露于所述绝缘外壳 。

优选 的，两个所述启辉器接 口端子 的一端部设置于所述密封板 的 内侧 ，

两个所述启辉器接 口端子 的另一端部设置于所述密封板 的外侧 。

优选 的，所述绝缘外壳包括下端开 口呈筒状 结构 的外壳 ，以及 与所述

外壳 固定连接 的密封板 。

优选 的，所述密封板与所述外壳可拆卸连接 。

更优选 的，所述密封板 与所述外壳扣接 。

一种具有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包括 LED 灯 管 ，所述 LED 灯管连接

有 以上权利要求 1 至 5 任 意一项所述 的 LED 电源 ，所述 LED 灯 管 的两端分

别连接有端盖 ，所述端盖设置有两个 端子 ，所 述端子包括有设置于所 述端

盖 内侧 的 内端 以及 设置于所述端盖外侧 的外端 ，设置 于 同个端盖 的所 述两

个端子 的 内端之 间通过导 电件短接 ，所述 LED 灯 管设置有 DC 输入端 。

优选 的，每个所述端盖 的两个端子之 间通过导 电片短接 。

更优选 的，所述 LED 灯 管包括有散热体和灯罩 ，所述散热体和所述灯

罩连接形成 中空 圆柱状 的 LED 灯管 ；

所述散热体均匀设置有散热片 。

进一步 的，所述 LED 灯 管 内设置有 LED 光源组件 ，所述 中空 圆柱状 的

LED 灯 管 内设置有基板 ，所述基板 的两端与所述散热体连接 ，所述 LED 光源

组件设置于所述基板 ，所述 LED 光源 组件与所述 DC 输入端 电连接 。

更进一步 的，所述基板 的两端设置有 固定扣 。

本实用新型 的有益效果如下 ：

本实用新型 的一种 LED 电源 ，包括有 LED 电源 电路 ，设置有与 LED 电

源 电路 电连接 的两个启辉器接 口端子 ，LED 电源 电路 的外部 设置有绝缘外



壳 ，LED 电源 电路与两个启辉器接 口端子 的一端 电连接 ，绝缘外壳设置有通

孔 ， LED 电源 电路设置有 DC 输 出端 ，DC 输 出端连接有输 出 电源线 ，输 出

电源线 穿过通孔 、并外露于绝缘外壳 ；

本实用新型 的一种具有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包括 LED 灯 管 ，LED

灯 管连接有 以上 的 LED 电源 ，LED 灯管 的两端分别连接有端盖 ，端盖设置有

两个端子 ，端子包括有设置于端盖 内侧 的 内端 以及 设置于端盖外侧 的外端 ，

设置 于 同个端盖 的两个端子 的 内端之 间通过导 电件短接 ，LED 灯 管设置有

DC 输入端 。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实用新型 的一种 LED 电源及具有该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其 LED 电源可直接 安装于原来 的启辉器位置 ，并匹配原有 的启辉

器接 口，安装 时不需要 改变任 何 电路 ，可实现 简单快速更换 ，方便实用 ；

由于 LED 电源外置 ，使 LED 灯管可实现无眩光 、无 暗影和 出光均匀柔和 ；

当一端通 电，另一端用手触摸绝对 安全 ；LED 电源 的热量从灯光外部散发，

减轻 了 LED 灯 管 的散热 负担 ，延长 了 LED 灯 管 的使用寿命 ；还可节约 回收

成本并容 易达到安规 的标准 ，LED 灯 管可直接 安装于原来荧光灯 的位置 。

附图说明

利用 附 图对 本实用新 型做进一步说 明，但 附 图中的 内容不构成对 本实

用新型 的任何 限制 。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 的一种 LED 电源一个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本实用新型 的一种 LED 电源及具有该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的

使用状态 的 电路示意 图。

图 3 是 图 2 中的 LED 灯管的一个截面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现有技术 的荧光灯 的 电路结构示意 图。

图 5 是现有技术 的 内置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的 电路结构示意 图。

在 图 1 至 图 5 中包括有 ：

LED 电源 电路 1 ;



启辉器接 口端子 2 ;

外壳 3 ;

密封板 4 ;

DC 输 出端 5 ;

通孔 6 ;

输 出 电源线 7 ;

LED 灯管 8 ;

端盖 9 ；

端子 10 ;

导 电件 1 1 ;

DC 输入端 12 ;

散热 体 13 ;

灯 罩 14;

凹槽 5 ；

凸条 16 ;

散热片 17 ;

LED 光源 组件 18 ;

基板 19 ;

固定扣 20;

荧光灯 2 1 ;

内置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2 2 。

具体实施方式

结合 以下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 明。

实施例 1。

本实用新型 的一种 LED 电源 的具体实施方式之一 ，如 图 1 至 图 5 所示 ，

设置有 与 LED 电源 电路 1 电连接 的两个启辉器接 口端子 2 ， LED 电源 电路 1



的外部设置有绝缘外壳 ， LED 电源 电路 1 与两个启辉器接 口端子 2 的一端

部 电连接 ，绝缘外壳设置有通孔 6， LED 电源 电路 1 设置有 DC 输 出端 5，DC

输 出端 5 连接有输 出电源线 7，输 出 电源线 7 穿过通孔 6、并外露于绝缘外

壳 。

本实用新型 的 LED 电源 ，设置于原荧光灯 2 1 灯板 的启辉器位置 ，由于 电

源外置 ，使 LED 灯管 8 可实现无眩光、无暗影和出光均匀柔和；当一端通 电，

另一端用手触摸绝对安全 ；电源 的热量从灯光外部散发，减轻 了 LED 灯 管 8 的

散热负担 ，延长 了 LED 灯 管 8 的使用寿命 ；还可节约 回收成本 ；该 LED 电

源可直接 安装 于原来 的启辉器位置 ，并匹配原有 的启辉器接 口，故使用本

实施例 的 LED 电源不需要 改变任何 电路 ，方便实用 。

本实用新型 的 LED 电源 ，可直接 安装于原来 的启辉器位置 ，并匹配原有

的启辉器接 口，安装 时不需要 改变任 何 电路 ，可实现 简单快速 更换 ，方便

实用 ； 由于 LED 电源外置 ，使 LED 灯 管 8 可实现无眩光 、无 暗影和 出光均

匀柔和 ；当一端通 电，另一端用手触摸绝对 安全 ；LED 电源 的热量从灯光外

部散发，减轻 了 LED 灯 管 8 的散热 负担 ，延长 了 LED 灯 管 8 的使用寿命 ；还

可节约 回收成本并容 易达到安规 的标准 。

当本实用新型 的 LED 电源坏 了，只需将输 出 电源线 7 从 LED 灯 管 8 的

DC 输入端 12 拔 出，购买新 的 LED 电源 ，像 安装启辉器一样 ，将本实用新型

的 LED 电源 安装在启辉器 原来 的位置 ，再将 电源输 出线接 到 LED 灯 管 8 的

DC 输入端 12 即可 。

实施例 2。

一种 LED 电源 ，本实施例 的其他结构与实施例 1 相 同，不 同之处在 于 ：

两个启辉器接 口端子 2 的一端部设置于密封板 4 的 内侧 ，两个启辉器接 口

端子 2 的另一端部设置于密封板 4 的外侧 。两个启辉器接 口端子 2 的一端

部设置于密封板 4 的 内侧 ，方便与 LED 电源 电路 1 连接 ；两个启辉器接 口

端子 2 的另一端部设置于密封板 4 的外侧 ，方便与 LED 灯 管 8 连接 。



绝缘外壳包括下端开 口呈筒状结构 的外壳 3，以及 与外壳 3 固定连接 的

密封板 4。密封板 4 与外壳 3 固定连接 ，使得绝缘外壳 的绝缘性 能更好 。

实施例 3。

一种 LED 电源 ，本实施例 的其他结构与实施例 1 相 同，不 同之处在 于 ：

密封板 4 与外壳 3 可拆卸连接 。密封板 4 与外壳 3 可拆卸连接 ，当 内部 的

LED 电源 电路 1 损坏后 ，可方便地将 LED 电源 电路 1 取 出，外壳 3 与密封板

4 还可 以回收利用 ，节约 能源 。

密封板 4 与外壳 3 扣接 。需要说 明的是 ：密封板 4 与外壳 3 除了可采

用 扣接 的方式进行连接外 ，还可 以根据 实际需要采取其他 的连接方式 。

实施例 4 。

一种具有实施例 1 或者实施例 2 或者实施例 3 的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

灯 ，

包括 LED 灯管 8 ，LED 灯管 8 连接有 以上实施例 1 或者实施例 2 或者实

施例 3 的 LED 电源 ，LED 灯 管 8 的两端分别连接有端盖 9，端盖 9 设置有两

个端子 10，端子 10 包括有设置于端盖 10 内侧 的 内端 以及 设置于端盖 10

外侧 的外端 ，设置于 同个端盖 10 的两个端子 的 内端之 间通过导 电件 11 短

接 ，LED 灯 管 8 设置有 DC 输入端 12， DC 输入端 12 与输 出 电源线 7 可拆卸

电连接 。

本实用新型的 LED 灯管 8 的安装过程只需将原来的荧光灯 2 1 灯管取下 ，

将 LED 灯管 8 安装于原来装荧光灯 2 1 灯管的位置即可 。

本实施例 的 LED 电源和 LED 灯管 8 安装于灯板后 ，其工作原理如下 ：以图

作为参考 图，电源输入 L 端与 LED 灯管 8 左下方的端子 10 的一端 电连接 ，

LED 灯管 8 的左下方的端子 10 的另一端与左边的导 电件 11 的一端 电连接 ，左

边的导 电件 11 的另一端与 LED 灯管 8 左上方的端子 10 的一端 电连接 ，LED 灯

管 8 左上方的端子 10 的另一端与 LED 电源 的一端 电连接 ，LED 电源 的另一端

与 LED 灯管 8 右上方的端子 10 的一端 电连接 ，LED 灯管 8 右上方的端子 10 的



另一端与右边 的导 电件 11 的一端 电连接 ，右边的导 电件 11 的另一端与 LED 灯

管 8 右下方的端子 10 的一端 电连接 ，LED 灯管 8 右下方的端子 10 的另一端与

镇流器 的一端 电连接 ，镇流器 的另一端与 电源输入 N 端 电连接 。

将来 自电网的交流 电压直接引到 LED 电源 ，经过 LED 电源 的稳压处理后 ，

输出低 的直流 电压 ，LED 电源 的 DC 输出端 5 连接到 LED 灯管 8 的 DC 输入端 12，

LED 电源将该 电压提供给 LED 灯管 8。

需要说 明的是：只对 LED 灯管 8 —端 的两个端子进行短接 的情况只适合 内

置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22，如 图 5 所示 ，而对于本实用新型的外置 电源 的可直

接代替荧光灯 2 1 使用 的 LED 日光灯装置 ，如果只是将 LED 灯管 8 —端的两个

端子短接 ，则 电路不能构成一个 回路 。

本实用新型将原来的启辉器替换为 LED 电源 ， LED 电源安装在原来启辉

器 的位置 ，并且使用 同样 的接 口，将原来的荧光灯 2 1 替换为 LED 灯管 8，不

改变原荧光灯 2 1 灯板 的任何线路 ，即可达到节能、无眩光 、无暗影和出光均

匀柔和 ；当一端通 电，另一端用手触摸绝对安全；电源 的热量从灯光外部散发，

减轻 LED 灯 管 8 的散热负担 ，延长 LED 灯 管 8 的使用寿命 ；还可节约 回收

成本 、方便安装使用等意想不到 的技术效果 。

每个端盖 9 的两个端子 10 之 间通过导 电片短接 。需要说 明的是 ：每个

端盖 9 的两个端子 10 之 间也可 以通过导线或者其他导 电件 1 1 短接 。

LED 灯 管 8 包括有散热体 13 和灯 罩 14 ，散热体 13 和灯 罩 14 固定连接

形成 中空 的圆柱状 。使得 LED 灯 管 8 的外形基本与荧光灯 2 1 相 同，可更好

地 匹配原有 的荧光灯 2 1 灯座 。

具体地 ，散热体 13 和灯 罩 14 扣接形成 中空的圆柱状 。采用 扣接 的方

式方便散热体 13 和灯罩 14 的安装或者拆卸 。更具体地 ，可 以在散热体 13

设置有 凹槽 15，灯 罩 14 设置有 凸条 16，凸条 16 与 凹槽 15 扣接 。

散热体 13 均匀设置有散热片 17。散热片 17 用 于更好地为 LED 光源 组

件 18 散热 ，可延长 LED 灯管 8 的使用寿命 。



LED 灯管 8 内设置有 LED 光源 组件 18，中空 圆柱状 的 LED 灯管 8 内设

置有基板 19 ，LED 光源 组件 18 设置于基板 19 ，基板 19 的两端与散热体 13

连接 ，LED 光源 组件 18 与 DC 输入端 12 电连接 。将 LED 光源 组件 18 放置于

散热体 13 的基板 19 上 ，能更好将 LED 光源组件 18 工作 时产 生 的热量散 出。

LED 光源 组件 18 与 DC 输入端 12 电连接 ，来 自 LED 电源通过 DC 输入端 12

为 LED 光源 组件 18 供 电。

基板 19 的两端设置有 固定扣 2 0。设置 的固定扣 2 0 能更好地将 LED 光

源 组件 18 固定 ，防止其晃动 。

最后应 当说 明的是 ， 以上 实施例仅用 于说 明本实用新型 的技术方案而

非对 本实用新 型保护 范 围的限制 ，尽 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 了

详细说 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 员应 当理解 ，可 以对 本实用新 型 的技术方

案进行修 改或者等 同替换 ，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 的实质和范 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 LED 电源 ，包括有 LED 电源 电路 ，其特 征在 于 ：设置有与所述

LED 电源 电路 电连接 的两个启辉器接 口端子 ，所述 LED 电源 电路 的外部设置

有绝缘外壳 ，所述 LED 电源 电路与两个所述启辉器接 口端子 的一端部 电连

接 ，所述绝缘外壳设置有通孔 ，所述 LED 电源 电路设置有 DC 输 出端 ，所述

DC 输 出端连接有输 出电源线 ，所述输 出电源线 穿过所述通孔 、并外露于所

述绝缘外壳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 LED 电源 ，其特 征在 于 ：两个所述启辉

器接 口端子 的一端部 设置于所 述密封板 的 内侧 ，两个所述启辉器接 口端子

的另一端部设置于所述密封板 的外侧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 LED 电源 ，其特 征在 于 ：所述绝缘外壳

包括下端开 口呈筒状 结构 的外壳 ，以及 与所述外壳 固定连接 的密封板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 LED 电源 ，其特 征在 于 ：所述密封板 与

所述外壳可拆卸连接 。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一种 LED 电源 ，其特 征在 于 ：所述密封板 与

所述外壳扣接 。

6、一种具有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包括 LED 灯 管 ，其特征在 于 ：所

述 LED 灯 管连接有 以上权利要求 1 至 5 任 意一项所述 的 LED 电源 ，所述 LED

灯 管 的两端分别连接 有端盖 ，所述端盖设置有两个端子 ，所述端子包 括有

设置 于所述端盖 内侧 的 内端 以及 设置 于所述端盖外侧 的外端 ，设置于 同个

端盖 的所述两个端子 的内端之 间通过导 电件短接 ，所述 LED 灯 管设置有 DC

输入端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一种具有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其特 征在

于 ：每个所述端盖 的两个端子之 间通过导 电片短接 。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一种具有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其特 征在



于 ：所述 LED 灯 管包括有散热体和灯 罩 ，所述散热体和所述灯 罩连接形成

中空圆柱状 的 LED 灯 管 ；所述散热体均匀设置有散热片 。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一种具有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其特 征在

于 ：所述 LED 灯 管 内设置有 LED 光源 组件 ，所述 中空 圆柱状 的 LED 灯 管 内

设置有基板 ，所述基板 的两端与所述散热体连接 ，所述 LED 光源 组件 设置

于所述基板 ，所述 LED 光源 组件与所述 DC 输入端 电连接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一种具有 LED 电源 的 LED 日光灯 ，其特 征

在 于 ：所述基板 的两端设置有 固定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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