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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包

括供电装置、墙轨与移动照明装置；移动照明装

置滑动设置在墙轨上且移动照明装置连接供电

装置，移动照明装置具有本体设有滚轮组件、电

源组件、驱动组件与LED发光组件；滚轮组件滑动

设置在墙轨上，电源组件分别连接供电装置及驱

动组件，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滚轮组件沿墙轨行

进，并在滚轮组件行进时控制LED发光组件发光。

上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墙轨设置在墙上，长

度远远超过传统LED灯所设置的移动滑轨，也就

是说，传统LED灯的移动滑轨长度是比较短的，而

墙轨非常长，这样的设计使得移动照明装置可以

在较长的墙轨上做出较长路径的移动照明，从而

为区域照明提供了一种新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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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供电装置、墙轨与移动照明装置；

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上且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连接所述供电装置，所

述移动照明装置具有本体且于所述本体设有滚轮组件、电源组件、驱动组件与LED发光组

件；

其中，所述滚轮组件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上，所述电源组件分别连接所述供电装置及

所述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沿所述墙轨行进，并在所述滚轮组件

行进时控制所述LED发光组件发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组件包括充电组

件与电池组件，所述充电组件分别连接所述供电装置及所述电池组件，所述电池组件连接

所述驱动组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组件活动连接所

述供电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

述滚轮组件沿所述墙轨行进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沿所述墙轨作往复运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装置设置于所述

墙轨的端部位置或中间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墙轨形成闭环形状，所

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沿所述墙轨行进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沿所述闭环形

状作环绕运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装置设置于所述

墙轨的中间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墙轨竖直

向上设置，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上方。

9.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墙轨平行

于地面设置，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上且位于所述墙轨的旁边。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于所述

本体上设有连接所述滚轮组件的斜向支撑件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位于所述墙轨的侧上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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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LED显示领域，特别是涉及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发光二极管(LED，Light  Emitting  Diode)具有亮度高、工作电压低、功耗小、大型

化、寿命长、耐冲击和性能稳定等优点，已经得到广泛研究应用，下面给出三个案例。

[0003] 申请号为201721195209.3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基于导轨可移动的LED洗墙灯，

包括LED灯、左右移动滑轨和万向球节；所述灯具本体上设置有固定滑柱，且固定滑柱通过

上端敢接设置的固定块固定于墙体表面上端；所述固定滑柱开设的滑槽上设置有横向移动

滑轨，且横向移动滑轨与固定滑柱的端头位置上均设置有限位盖；所述横向移动滑轨的滑

块连接处设置有加固块；所述LED灯固定柱下端设置有万向球节，且LED灯通过万向球节固

定于LED灯固定柱的下端，且万向球节设置有灯具调节固定螺栓。该基于导轨可移动的LED

洗墙灯设有的左右移动滑轨上端滑块上同样设置有加固块，且加固快呈三角形结构设计的

设置，有利于提高左右移动滑轨的安装固定强度，有效增加该灯具本体的使用寿命，提高使

用安全系数。

[0004] 申请号为201721886311.8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LED轨道灯，涉及LED灯具技术领

域。该LED轨道灯，包括：散热器、LED光源、透镜、驱动电源、轨道头和轨道杆；散热器的形状

为筒状，散热器一端的侧壁上、沿散热器的长度方向设有开口；LED光源可拆卸连接在散热

器内、且远离开口的位置处，透镜安装在散热器内、且位于LED光源远离开口的一侧，设置在

散热器内、且与LED光源电连接；轨道杆活动连接在散热器内，且轨道杆以与散热器的连接

端为支点、可在开口的中心线及散热器轴线确定的平面内转动；轨道头可拆卸连接在轨道

杆上。散热器和灯筒一体化，直接用作灯筒，能够快速散热，延长了LED光源的使用寿命，轨

道杆与散热器之间可灵活旋转，且轨道头可拆卸可更换提高了LED轨道灯的通用性。

[0005] 申请号为201820206355.X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嵌入式导轨磁铁安装LED灯具的

幕墙安装系统，包括吸盘、载板、卡槽、举升缸、连接杆、电机、驱动轴、主动链轮以及从动链

轮，吸盘安装在立板后端面上，载板固定在举升缸上端，卡槽开设在支撑座上表面上，举升

缸固定在卡槽内下表面上，该设计实现了幕墙本体的快速固定功能，连接杆固定在支撑座

左端面上，电机安装在支架左侧面下部位置，驱动轴设置在槽体内下部，且驱动轴左端与电

机相连接，主动链轮安装在驱动轴右端，从动链轮安装在槽体内上部，且从动链轮通过传动

链条与主动链轮相连接，该设计实现了幕墙本体安装高度的调节功能，本实用新型结构合

理，功能齐全，适用范围广，实用性强。

[0006] 但是，现有的LED照明缺乏沿着较长的围墙轨道移动产品。

发明内容

[0007]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

[0008] 一种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包括供电装置、墙轨与移动照明装置；所述移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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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上且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连接所述供电装置，所述移动照明装置

具有本体且于所述本体设有滚轮组件、电源组件、驱动组件与LED发光组件；其中，所述滚轮

组件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上，所述电源组件分别连接所述供电装置及所述驱动组件，所述

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沿所述墙轨行进，并在所述滚轮组件行进时控制所述LED

发光组件发光。

[0009] 上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墙轨设置在墙上，长度远远超过传统LED灯所设置的

移动滑轨，也就是说，传统LED灯的移动滑轨长度是比较短的，而上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

的墙轨非常长，这样的设计使得移动照明装置可以在较长的墙轨上做出较长路径的移动照

明，从而为区域照明提供了一种新的实现方式，特别适合在不需要长时间光照区域提供一

条照明路径，从而在节约大量照明光源的前提下实现了动态发光效果，在此过程中无需人

工干预或者人工干预较少，节约了人力资源。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源组件包括充电组件与电池组件，所述充电组件分

别连接所述供电装置及所述电池组件，所述电池组件连接所述驱动组件并用于为所述驱动

组件供电。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组件活动连接所述供电装置。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沿所述墙轨行进以使

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沿所述墙轨作往复运动。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设置于所述墙轨的端部位置或中间位置。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形成闭环形状，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

组件沿所述墙轨行进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沿所述闭环形状作环绕运动。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设置于所述墙轨的中间位置。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竖直向上设置，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

述墙轨上方。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平行于地面设置，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

所述墙轨上且位于所述墙轨的旁边。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于所述本体上设有连接所述滚轮组件的

斜向支撑件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位于所述墙轨的侧上方，从而使得所述移动照明装置的

本体位于所述墙轨的侧上方。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所示实施例的应用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2] 图4为图3所示实施例的应用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墙轨形状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墙轨形状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墙轨形状示意图。

[0026] 图8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墙轨形状示意图。

[0027] 图9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墙轨形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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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10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墙轨的横截面示意图。

[0029] 图11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墙轨的横截面示意图。

[0030] 图12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墙轨的横截面示意图。

[0031] 图13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墙轨的横截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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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

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33]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或“设置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

一个元件上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

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

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34]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

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

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35] 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是，一种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其包括供电装置、墙轨与移动

照明装置；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上且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连接所述供电装

置，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具有本体且于所述本体设有滚轮组件、电源组件、驱动组件与LED发

光组件；其中，所述滚轮组件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上，所述电源组件分别连接所述供电装置

及所述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沿所述墙轨行进，并在所述滚轮组

件行进时控制所述LED发光组件发光。上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墙轨设置在墙上，长度远

远超过传统LED灯所设置的移动滑轨，也就是说，传统LED灯的移动滑轨长度是比较短的，而

上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的墙轨非常长，这样的设计使得移动照明装置可以在较长的墙

轨上做出较长路径的移动照明，从而为区域照明提供了一种新的实现方式，特别适合在不

需要长时间光照区域提供一条照明路径，从而在节约大量照明光源的前提下实现了动态发

光效果，在此过程中无需人工干预或者人工干预较少，节约了人力资源。

[003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通过供电导线连接所述供电装置；在其

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可拆卸地连接所述供电装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

述LED发光组件设置在所述本体上部位置处或者设置在所述本体的侧面上。这样可以灵活

设计LED的出光方向。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LED发光组件设置在所述本体上或所述本

体外；所述滚轮组件设置于所述本体下部或下方，所述电源组件至少部分设置于所述本体

内部，所述驱动组件设置于所述本体内部。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本体开设有安装腔，

所述电源组件至少部分设置于所述安装腔中，所述驱动组件设置于所述安装腔中，所述滚

轮组件至少部分设置于所述安装腔中，所述LED发光组件至少部分设置于所述安装腔外。在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一种围墙移动LE  D照明系统，其包括供电装置100、墙轨200

与移动照明装置300；所述移动照明装置300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200上且所述移动照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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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300可拆卸地连接所述供电装置100，所述移动照明装置300具有本体310且于所述本体

310上设有滚轮组件320、电源组件330、驱动组件340与LED发光组件350；其中，所述滚轮组

件320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200上，所述电源组件330分别连接所述供电装置100及所述驱动

组件340，所述驱动组件340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320沿所述墙轨200行进，并在所述滚轮

组件320行进时控制所述LED发光组件350发光，LED发光组件350设置在所述本体310上部位

置处。该实施例应用于墙顶上如图2所示，在墙999的顶部设有供电装置100和墙轨200。

[003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源组件包括充电组件与电池组件，所述充电组件分

别连接所述供电装置及所述电池组件，所述电池组件连接所述驱动组件并用于为所述驱动

组件供电。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设有供电端口，所述充电组件延

伸设有与所述供电端口相匹配的插电端部，所述电源组件用于通过所述插电端部和所述供

电端口的连接而从所述供电装置获得电源。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组件活动连接

所述供电装置，即所述充电组件可拆卸地连接所述供电装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驱

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沿所述墙轨行进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沿所述墙轨作往复

运动。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设置于所述墙轨的端部位置或中间位置。围墙移

动LED照明系统包括两个供电装置，所述供电装置分别设置于所述墙轨的两端部位置。在其

中一个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包括两个供电装置100，每一供电装置

100上设有供电端口101，所述电源组件330延伸设有插电端部331，插电端部331与供电端口

101相匹配，所述电源组件用于通过所述插电端部和所述供电端口的连接而从所述供电装

置获得电源，LED发光组件350设置在所述本体310的侧面上。该实施例应用于墙顶上如图4

所示，在墙999的顶部设有供电装置100和墙轨200。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

源组件于所述本体两侧分别设有插电端部。

[003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形成闭环形状，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

组件沿所述墙轨行进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沿所述闭环形状作环绕运动。在其中一个实施

例中，如图5所示，所述墙轨形成矩形闭环形状。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如图6所示，所述墙轨

形成跑道形闭环形状。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如图7所示，所述墙轨形成圆形闭环形状，即圆

环形状，其余实施例以此类推。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设置于所述墙轨的中间

位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形成多路径闭环形状。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如图8所

示，所述墙轨形成8字形闭环形状，此时移动照明装置可以具有多条移动路径。在其中一个

实施例中，如图9所示，所述墙轨形成类似88字形闭环形状，此时移动照明装置可以具有更

多条移动路径，从而可以设计更多的移动轨迹。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

设有预定多个字形的形状，例如春节快乐、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或打倒美帝国主义等，这样

可以实现更好的展示效果。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包括多段相互连接的

轨道，各所述轨道可拆卸地安装于墙上，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各所述轨道可拆卸地安装于

墙壁上，这样可以灵活调整各所述轨道拼接形成预定多个字形的形状。

[003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竖直向上设置，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

述墙轨上方。即，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墙顶上。这样的设计，有利于应用在小区或

者厂区，配合监控设备具有极好的监控效果。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安装于墙壁

上；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平行于地面设置，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述墙

轨上且位于所述墙轨的旁边。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于所述本体上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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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述滚轮组件的斜向支撑件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位于所述墙轨的侧上方，从而使得

所述移动照明装置的本体位于所述墙轨的侧上方。即，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滑动设置在墙壁

上，且移动照明装置的发光方向可以向外也可以向下，能够获得灵活、大范围的照明效果。

[0040] 为了更好地实现移动照明装置的滚轮组件滑动设置在所述墙轨上，进一步地，在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顺序设有第一内弯部、第一外轨部、第一竖轨部、轨身安装部、

第二竖轨部、第二外轨部与第二内弯部，所述第一内弯部、所述第一外轨部、所述第一竖轨

部、所述轨身安装部、所述第二竖轨部、所述第二外轨部与所述第二内弯部共同围合形成轨

道内区，且所述第一内弯部与所述第二内弯部共同形成连通所述轨道内区的安装入口，所

述第一内弯部、所述第一外轨部与所述第一竖轨部还于所述轨道内区中共同围合形成第一

弯入区域，所述第二内弯部、所述第二外轨部与所述第二竖轨部还于所述轨道内区中共同

围合形成第二弯入区域，即弯入区域包括所述第一弯入区域与第二弯入区域位于所述轨道

内区中，亦可理解为所述弯入区域为所述轨道内区的一部分，即所述第一弯入区域与第二

弯入区域为所述轨道内区的一部分，同样地，可理解为所述安装入口为所述轨道内区的一

部分。这样的设计，滚轮组件可以通过安装入口装入轨道内区中，并且在第一弯入区域中受

到所述第一内弯部与所述第一外轨部的位置限制，以及在第二弯入区域中受到所述第二内

弯部与所述第二外轨部的位置限制，这种设计极大提升了所述墙轨的稳固连接程度，使得

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及其所述滚轮组件在安装后难以从所述墙轨脱出，在墙轨安装牢固的前

提下可以抗衡特大风雨冲击，尤其适合在墙面安装所述墙轨。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

一内弯部、所述第一外轨部、所述第一竖轨部、所述轨身安装部、所述第二竖轨部、所述第二

外轨部与所述第二内弯部一体成型设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具有对称结构例

如轴对称结构或者面对称结构；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内弯部与所述第二内弯部

对称设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外轨部与所述第二外轨部对称设置；在其中一个

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竖轨部与所述第二竖轨部对称设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0所

示，所述墙轨顺序设有一体成型设置的第一内弯部210、第一外轨部220、第一竖轨部230、轨

身安装部240、第二竖轨部250、第二外轨部260与第二内弯部270，且第一内弯部210、第一外

轨部220、第一竖轨部230、轨身安装部240、第二竖轨部250、第二外轨部260与第二内弯部

270共同围合形成轨道内区290，且所述第一内弯部210与所述第二内弯部270共同形成连通

所述轨道内区290的安装入口280，所述第一内弯部210、所述第一外轨部220与所述第一竖

轨部230还于所述轨道内区290中共同围合形成第一弯入区域291，所述第二内弯部270、所

述第二外轨部260与所述第二竖轨部250还于所述轨道内区290中共同围合形成第二弯入区

域292。

[0041] 为了进一步提升墙轨与移动照明装置及其滚轮组件滑动连接的可靠性，进一步

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还设有连接所述第一内弯部的第一内弯端，以及连接所

述第二内弯部的第二内弯端，所述第一内弯端与所述第一内弯部之间形成弯折并且所述第

一内弯端朝向所述第一竖轨部方向延伸以形成第三弯入区域，所述第二内弯端与所述第二

内弯部之间形成弯折并且所述第二内弯端朝向所述第二竖轨部方向延伸以形成第四弯入

区域；其中，所述第三弯入区域连通所述第一弯入区域，所述第四弯入区域连通所述第二弯

入区域。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内弯端与所述第二内弯端对称设置。这种设计增加

了抵接受力位置，极大提升了所述墙轨的稳固连接程度，使得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及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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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轮组件在安装后难以从所述墙轨脱出，在墙轨安装牢固的前提下可以抗衡特大风雨冲

击，尤其适合在墙面安装所述墙轨。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1所示，所述墙轨还设有连

接所述第一内弯部210的第一内弯端211，以及连接所述第二内弯部270的第二内弯端271，

所述第一内弯端211与所述第一内弯部210之间形成弯折并且所述第一内弯端211朝向所述

第一竖轨部230方向延伸以在所述第一内弯端211、所述第一内弯部210与所述第一外轨部

220之间形成第三弯入区域293，所述第二内弯端271与所述第二内弯部270之间形成弯折并

且所述第二内弯端271朝向所述第二竖轨部250方向延伸以在所述第二内弯端27、所述第二

内弯部270与所述第二外轨部260之间形成第四弯入区域294；其中，所述第三弯入区域293

连通所述第一弯入区域291，所述第四弯入区域294连通所述第二弯入区域292。

[0042] 为了减少摩擦损耗以提升墙轨与移动照明装置有效滑动的使用寿命，进一步地，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2所示，所述墙轨还于所述第一内弯端211的端部设有第一弧形

区域401，于所述第一内弯端211与所述第一内弯部210连接的外弯折位置处设有第二弧形

区域402，于所述第一内弯部210与所述第一外轨部220连接的外弯折位置处设有第三弧形

区域403，于所述第二内弯部270与所述第二外轨部260连接的外弯折位置处设有第四弧形

区域404，于所述第二内弯端271与所述第二内弯部270连接的外弯折位置处设有第五弧形

区域405，于所述第二内弯端271的端部设有第六弧形区域406，于所述第二内弯部270与所

述第二外轨部260连接的内弯折位置处设有第七弧形区域407，于所述第二外轨部260与所

述第二竖轨部250连接的内弯折位置处设有第八弧形区域408，于所述第二竖轨部250与所

述轨身安装部240连接的内弯折位置处设有第九弧形区域409，于所述第一竖轨部230与所

述轨身安装部240连接的内弯折位置处设有第十弧形区域410，于所述第一外轨部220与所

述第一竖轨部230连接的内弯折位置处设有第十一弧形区域411，以及，于所述第一外轨部

220与所述第一内弯部210连接的内弯折位置处设有第十二弧形区域412。进一步地，在其中

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3所示，所述墙轨还于所述第一内弯端211与所述第一内弯部210连接

的内弯折位置处设有第十三弧形区域413，于所述第一外轨部220与所述第一竖轨部230连

接的外弯折位置处设有第十四弧形区域414，于所述第二内弯端271与所述第二内弯部270

连接的内弯折位置处设有第十五弧形区域415，以及，于所述第二外轨部260与所述第二竖

轨部250连接的外弯折位置处设有第十六弧形区域416。这样的设计，可以较好地避免角位

刮擦，从而减少摩擦损耗以提升墙轨与移动照明装置有效滑动的使用寿命。

[0043] 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还包括与所述供电装

置连接的固定照明装置；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与所述固定照

明装置信号连接，并且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与所述供电装置活动连接。这样的设计使得所述

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具有固定与移动的两种发光源，可以在地面与高位发光，基于不同的

移动照明装置与固定照明装置设计，还可以实现多处发光以及各种相异的发光效果；配合

供电装置的设计，移动照明装置能够与供电装置连接或从供电装置中脱离，具有应用方便

的优点，适用于各种不同设计的具有围墙结构的生产生活环境中。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

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与所述固定照明装置电连接。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通

过连接线与所述固定照明装置电连接；进一步地，所述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还包括所述连

接线。该实施例中，供电装置通过连接线与固定照明装置电连接，移动照明装置与固定照明

装置无线信号连接。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照明装置设置有LED发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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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控制设备。

[0044] 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照明装置固定设置在所述供电装置上；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照明装置包括路灯或洗墙灯；或者，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固定照明装置包括至少一LED灯带；或者，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照明装置包

括至少一LED管状照明结构；或者，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LED管状照明结构包括LED灯

管；或者，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照明装置包括至少一LED灯笼。可以理解，固定照

明装置可根据需求灵活设计其形状与结构，以适配各种具有围墙结构的生产生活环境设

计。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照明装置设有中心发光区与至少二周边发光区，所述供

电装置设置于所述中心发光区下方并与所述中心发光区连接，各所述周边发光区分别与所

述中心发光区连接。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心发光区呈圆环形。进一步地，所述中心

发光区与所述周边发光区分别设有多个LED灯珠，且所述中心发光区的LED灯珠的功率大于

所述周边发光区的LED灯珠的功率；这样，一方面可以获得集中发光的固定照明装置，另一

方面可以具有光线较强的中心发光区与辅助配光的周边发光区，再一方面还可以配合移动

照明装置实现全方位多区域发光效果。

[0045] 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照明装置设置信号收发器，所述移动照

明装置设有信号接收器；所述信号收发器用于发送控制信号，所述信号接收器用于接收所

述控制信号，并且所述移动照明装置用于根据所述控制信号实现发光控制。进一步地，所述

发光控制包括发光、移动与充电。进一步地，所述信号收发器用于接收并转发控制信号。这

样，可以通过包括手机、平板或电脑等的外部设备，向固定照明装置发送控制信号，由其转

发给移动照明装置，从而控制固定照明装置与移动照明装置。

[004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墙轨形成多路径闭环形状。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

驱动组件设有行进控制结构，所述行进控制结构用于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在形成多路径闭

环形状的所述墙轨上按预设的巡游路径行进。进一步地，所述巡游路径根据外部移动终端

设置或调整且不能脱离所述墙轨。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设有供电位，所述供

电位在所述巡游路径上，且所述行进控制结构用于在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到达所述供电位时

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连接所述供电位。

[004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设有信号发射器，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设有信

号接收器；所述信号接收器用于根据所述信号发射器获取所述供电位的定位信息，所述移

动照明装置用于根据所述定位信息连接所述供电位。这样，移动照明装置能够获知供电装

置的位置，智能地找到供电装置并与其连接，从而获得供电，一方面有利于实现智能化持久

自运行，另一方面可以配合其他设计实现“回家”功能。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

述控制信号包括回归信息，所述信号接收器用于根据所述信号发射器获取所述回归信息，

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在接收到所述回归信息时根据所述定位信息自行移动到所述供电装置

并且连接所述供电位。这样，有利于远程控制述移动照明装置自行找到供电装置的供电位

并获得供电，从而实现“回家”功能且可以实现智能化持久自运行。

[0048] 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还设有连接所述驱动组件的

路径设置存储装置；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于所述本体设有

LED发光组件、滚轮组件、驱动组件、电池组件与路径设置存储装置；进一步地，所述本体设

有壳体，所述LED发光组件设置在所述壳体上，所述滚轮组件至少部分设置在所述壳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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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述驱动组件、所述电池组件与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均设置在所述壳体内部；在其中

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池组件设有用于连接所述供电位的连接端部；进一步地，所述连接端

部活动插接于所述供电位；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池组件分别与所述驱动组件及所

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连接；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用于设置并存储巡游路径，所述驱动组

件分别与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及所述滚轮组件连接，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在形成多路

径闭环形状的所述墙轨上按预设的所述巡游路径行进；其中，所述供电位在所述巡游路径

上，且所述驱动组件用于在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到达所述供电位时控制所述电池组件连接所

述供电位。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设有滚轮组件、驱动组件、LED发光组

件、电池组件与路径设置存储装置；所述电池组件分别与所述驱动组件及所述路径设置存

储装置连接；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用于设置并存储巡游路径，所述驱动组件分别与所述

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及所述滚轮组件连接，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在形成多路径闭环形状的

所述墙轨上按预设的所述巡游路径行进；其中，所述供电位在所述巡游路径上，且所述驱动

组件用于在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到达所述供电位时控制所述电池组件连接所述供电位。其余

实施例以此类推。

[0049] 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照明装置通过连接杆可拆卸地固定在

所述供电装置上；可以理解，LED灯珠、LED灯、LED发光体与LED发光组件都是具有LED发光芯

片的点光源，三者的结构可以相同或相异，也可以统一称为LED发光组件，即，固定照明装

置、供电装置和/或移动照明装置设有LED发光组件。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固定照明装置、

供电装置和/或移动照明装置中的LED发光组件的数量为一个、二个或多个。

[0050] 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照明装置的数量为多个，多个固定照明

装置分别连接所述供电装置，或者，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包括主线缆、供电装置、移动照明

装置与多个固定照明装置，多个固定照明装置分别连接所述主线缆并通过所述主线缆连接

所述供电装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包括连接线、供电装置、移动照

明装置与多个固定照明装置，多个固定照明装置分别通过所述连接线连接所述供电装置。

[005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设有滚轮组件、驱动组件、LED发光组件、

充电组件、电池组件与路径设置存储装置；所述电池组件分别与所述驱动组件、所述LED发

光组件、所述充电组件及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连接；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用于设置并

存储巡游路径，所述驱动组件分别与所述LED发光组件、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及所述滚轮

组件连接，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在形成多路径闭环形状的所述墙轨上按预

设的所述巡游路径行进，并在行进时控制所述LED发光组件发光；所述驱动组件还用于驱动

所述滚轮组件行进到所述供电系统所在位置时，控制所述充电组件连接所述供电系统；所

述供电系统用于在连接所述充电组件时为所述电池组件充电。这样，移动照明装置能够自

行沿巡游路径行进，并且还能自行找到供电系统进行充电，从而为园林区的区域照明提供

了一种新的实现方式，特别适合在不需要长时间光照区域提供一条照明路径，从而实现了

动态发光效果，在此过程中无需人工干预或者人工干预较少，节约了人力资源；配合多个移

动照明装置还可以实现队伍模式，特别适合巡游使用。

[005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装置作为所述移动照明装置的供电结构，用于为

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供电，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能够获得行进的能源。其中，所述行进路径

包括巡游路径、优先路径和/或漫游路径。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供电系统位于行进路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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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供电系统设计成一个小拱门。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供电系统位于行进路径上，且围

墙移动LED照明系统设置两个供电系统。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供电系统位于行进路径的一

侧。

[005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设有滚轮组件、驱动组件、LED发光组件、

充电组件、电池组件与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设有机

架，所述滚轮组件、所述电池组件、所述驱动组件、所述LED发光组件、所述充电组件及所述

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均设置在所述机架上，且所述滚轮组件位于所述机架底部。进一步地，所

述移动照明装置设有壳体，所述LED发光组件设置于所述壳体上，所述滚轮组件设置于所述

壳体底部，所述电池组件、所述驱动组件、所述充电组件及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均设置于

所述壳体内部。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LED发光组件包括至少一LED灯及其驱动模块，所

述LED灯通过所述驱动模块分别连接所述驱动组件及所述电池组件。所述LED灯的发光面设

置于所述壳体上，所述LED发光组件的其余部分设置于所述壳体内部。在其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设有壳体，所述滚轮组件设置于所述壳体底部，所述LED发光组件、所

述电池组件、所述驱动组件、所述充电组件及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均设置于所述壳体内

部，所述壳体于所述LED灯的发光面处设有透明板或者开设有开口以便透光。

[005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池组件分别与所述驱动组件、所述LED发光组件、所

述充电组件及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连接；所述电池组件用于供电，即分别为所述驱动组

件、所述LED发光组件、所述充电组件及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供电。进一步地，所述电池组

件设有开关电路以及蓄电池；所述蓄电池通过所述开关电路分别与所述驱动组件、所述LED

发光组件、所述充电组件及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连接。

[005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滚轮组件包括两个或以上的滚轮组，每一滚轮组包括

至少二滚轮，或者所述滚轮组件包括三个或以上的滚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滚轮组

件包括连接所述驱动组件的主动轮，以及随行滚动的从动轮，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

主动轮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行进；进一步地，所述主动轮具有转动结构。

[005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用于设置并存储巡游路径，所述驱

动组件分别与所述LED发光组件、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及所述滚轮组件连接，所述驱动组

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按所述巡游路径行进，并在行进时控制所述LED发光组件发光；即

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滚动以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按所述巡游路径行进，并

且所述驱动组件用于在行进时控制所述LED发光组件发光。进一步地，所述驱动组件设置连

接所述LED发光组件的动态感应开关，所述动态感应开关用于在感应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行

进时控制所述LED发光组件发光；进一步地，所述动态感应开关还连接所述滚轮组件，所述

动态感应开关用于在感应所述滚轮组件滚动时控制所述LED发光组件发光。进一步地，所述

动态感应开关连接所述主动轮或所述从动轮。

[005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驱动组件还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行进到所述供电系

统所在位置时，控制所述充电组件连接所述供电系统；所述供电系统用于在连接所述充电

组件时为所述电池组件充电。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

使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行进到所述供电系统所在位置，所述驱动组件控制所述充电组件连接

所述供电系统；然后所述供电系统在其所在位置为所述移动照明装置的所述电池组件充

电。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驱动组件控制所述充电组件抵接所述供电系统的充电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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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方式实现电连接，所述供电系统连接所述充电组件并为所述电池组件充电，即所述供

电系统连接所述充电组件并通过所述充电组件为所述电池组件充电。

[005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用于设置所述巡游路径以使所述供

电系统所在位置位于所述巡游路径上；所述供电系统设有信号发射器，所述移动照明装置

还设有信号接收器；所述信号接收器用于根据所述信号发射器获取所述供电系统所在位置

的定位信息，所述驱动组件与所述信号接收器连接，所述驱动组件根据所述定位信息驱动

所述滚轮组件按所述巡游路径行进至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到达所述供电系统所在位置时，控

制所述充电组件连接所述供电系统并控制所述滚轮组件暂停行进直至充电完成。这样，所

述移动照明装置可以知道所述供电系统所在位置，并通过驱动组件聪明地找到所述供电系

统，从而实现电连接与充电。

[005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驱动组件设有控制器、判断模块与驱动电机结构，所述

电池组件分别与所述控制器、所述判断模块及所述驱动电机结构连接；所述控制器分别与

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所述判断模块、所述驱动电机结构及所述信号接收器连接，所述驱

动电机结构与所述滚轮组件连接，所述控制器用于通过所述驱动电机结构驱动所述滚轮组

件按所述巡游路径行进；所述信号接收器用于根据所述信号发射器获取所述供电系统所在

位置的定位信息并传送至所述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用于通过所述判断模块根据所述定位信

息判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到达所述供电系统时，由所述控制器控制所述电池组件连接所述

供电系统并控制所述滚轮组件暂停行进直至充电完成。这样，可以实现智能充电。进一步

地，所述控制器用于通过所述判断模块根据所述定位信息判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到达所述

供电系统时，进一步通过所述判断模块判断所述电池组件的电量需要充电时，由所述控制

器控制所述电池组件连接所述供电系统并控制所述滚轮组件暂停行进直至充电完成。这

样，可以实现智能充电，在电量足够时，无需每次都充电。

[006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设有充电判断装置，所述充电判断装置

分别与所述电池组件及所述驱动组件连接，所述充电判断装置用于在所述电池组件的电量

低于预设阈值时，通过所述驱动组件直接驱动所述滚轮组件向所述供电系统所在位置行

进。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具有设置模块与存储模块，所述电池组件

分别与所述设置模块及所述存储模块连接，所述设置模块用于在形成多路径闭环形状的所

述墙轨上设置优先路径与所述巡游路径，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所述优先路径与所述巡游

路径；所述驱动组件分别与所述设置模块及所述存储模块连接，所述充电装置用于在所述

电池组件的电量低于预设阈值时，控制所述驱动组件直接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按所述优先路

径向所述供电系统所在位置行进。这样，在电量较低时，可以直接跑去充电，避免无法及时

充电导致趴窝。

[006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设置模块还用于在形成多路径闭环形状的所述墙轨上

设置漫游路径，所述存储模块还用于存储所述漫游路径，所述漫游路径与所述优先路径存

在至少一处交汇点。进一步地，所述漫游路径的范围大于所述巡游路径。进一步地，所述漫

游路径通过多个所述优先路径连接所述巡游路径。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行进网络，例如巡游

路径是日常路径，优先路径是危机路径，漫游路径是扩大路径。

[006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系统设有供电位，所述供电位用于连接所述充电

组件；所述驱动组件还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行进到所述供电系统所在位置时，控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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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组件连接所述供电位并控制所述滚轮组件暂停行进直至充电完成。在其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供电系统还设有遮盖所述供电位的防水盖，用于提供较好的防水效果。在其中一个

实施例中，所述防水盖具有半包围结构。这样具有较好的防水效果。

[006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组件包括无线充电模块；所述供电系统于所述巡

游路径下方设有无线充电线路，所述驱动组件还用于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按所述巡游路径行

进时，控制所述无线充电模块连接所述供电系统的无线充电线路。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

述供电系统于部分所述行进路径下方设有无线充电线路。进一步地，所述供电系统于全部

所述巡游路径下方设有无线充电线路。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供电系统于全部所述行

进路径下方设有无线充电线路。进一步地，所述供电系统于全部所述行进路径下方设有无

线充电线路。这样可以实现不间断的充电效果，特别适合路径不太长的场合使用。

[0064] 进一步地，各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还设有连接所述驱动组件的光感模块，

所述光感模块用于感应环境亮度，在所述环境亮度低于预设置亮度值时，使能所述驱动组

件，即使得所述驱动组件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按所述巡游路径行进，并在行进时控制所述LED

发光组件发光；进一步地，所述光感模块还用于在所述环境亮度不低于预设置亮度值时，控

制所述驱动组件驱动所述滚轮组件行进到所述供电系统所在位置，由所述驱动组件控制所

述充电组件连接所述供电系统；所述供电系统用于在连接所述充电组件时为所述电池组件

充电。这样，可以在环境亮度高时自行充电，在环境亮度低时自动巡行。

[0065] 进一步地，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还设有监控设备，所述监控设备分别与所述电池组

件及所述驱动组件连接，所述驱动组件还用于在行进时控制所述监控设备获取监控信息。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监控设备包括摄像头。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监控设备还包

括旋转座，所述摄像头固定于所述旋转座上。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驱动组件连接所述

旋转座。这样，在移动照明装置行进时可以获取监控信息，适合应用于厂区或小区巡逻。配

合所述充电组件包括无线充电模块且所述供电系统于所述巡游路径下方设有无线充电线

路的实施例，能够达到不间断地巡逻监控效果。

[0066] 进一步地，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还设有传输设备，所述传输设备分别与所述电池组

件、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及所述驱动组件连接，所述传输设备用于接收控制信息，根据所

述控制信息从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选择所述巡游路径、所述优先路径和/或所述漫游路

径，或者通过所述路径设置存储装置重新设置所述巡游路径、所述优先路径和/或所述漫游

路径，通过所述驱动组件驱动所述滚轮组件按所述巡游路径、所述优先路径或所述漫游路

径行进。这样，用户可以在后台遥控选择或调整行进路径。进一步地，所述传输设备通过所

述驱动组件连接所述监控设备，所述传输设备还用于根据所述控制信息通过所述驱动组件

控制所述监控设备的开关；进一步地，所述传输设备还连接所述监控设备，所述传输设备用

于根据所述控制信息发送所述监控设备的监控信息，例如将所述监控设备的监控信息传输

到目标终端。这样，用户可以在后台遥控获取监控信息。进一步地，所述驱动组件连接所述

旋转座，所述传输设备还用于根据所述控制信息通过所述驱动组件控制所述旋转座转动以

调整所述摄像头的摄像方向。这样，用户可以在后台遥控获取目标方向的监控信息。本实施

例可以应用于特定线路巡逻方面。

[0067]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照明装置或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还包括悬挂设置的至少一LED

辅助发光件；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LED辅助发光件悬挂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或者所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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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或者所述固定照明装置上。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每一所述LED辅助发光件通过一连接

挂件以支撑方式悬挂设置；所述连接挂件包括连接杆与悬挂丝线，所述连接杆一端固定于

所述移动照明装置上例如固定于所述机架上或者所述壳体上，所述连接杆另一端通过悬挂

丝线连接所述LED辅助发光件。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LED辅助发光件包括支架、LED表

贴灯、控制模块、供能结构与透光密封结构，所述LED表贴灯、所述控制模块与所述供能结构

均固定设置在所述支架上，所述供能结构分别与所述LED表贴灯及所述控制模块连接，所述

控制模块与所述LED表贴灯连接，所述透光密封结构包覆所述支架、所述LED表贴灯、所述控

制模块与所述供能结构。进一步地，所述透光密封结构对应于所述LED表贴灯的位置具有若

干透光部，用于透出所述LED表贴灯的光线。进一步地，所述透光密封结构为透光塑料制件，

例如透光材料为PMMA、PP、PVC、PET、PC、PS或ABS等。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

LED辅助发光件包括支架、LED表贴灯、控制模块、供能结构与透光密封结构，所述LED表贴

灯、所述控制模块与所述供能结构均固定设置在所述支架上，所述供能结构分别与所述LED

表贴灯及所述控制模块连接，所述控制模块与所述LED表贴灯连接，所述透光密封结构包覆

所述支架、所述LED表贴灯、所述控制模块与所述供能结构且所述透光密封结构的外表面形

成圆球形。进一步地，所述透光密封结构开设有安装腔，所述支架、所述供能结构、所述控制

模块与所述LED表贴灯均设置于所述安装腔中。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透光密封结构上

设有透光保护层。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透光保护层全覆盖所述LED辅助发光件的透光

密封结构。进一步地，所述透光保护层采用柔性透光材料制得。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

LED辅助发光件的透光密封结构上设有柔性层，所述柔性层于所述LED辅助发光件的出光位

置开设有透孔。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透孔为圆柱体或圆台体形状；在其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透孔为圆台体形状且圆台体较小的底面朝向所述LED辅助发光件，圆台体较大的底

面朝向外部。进一步地，所述柔性层采用不透光材料制得，所述透孔填充设有透光材料以形

成圆柱体或圆台体，进一步地，圆柱体或圆台体内部设有非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以增强透出

光线的散射效果。进一步地，所述透光密封结构对应所述LED表贴灯的数量开设有灯孔，各

所述LED表贴灯的发光端一一对应地嵌置于各所述灯孔。进一步地，各所述LED表贴灯的发

光端均匀分布于所述LED辅助发光件的透光密封结构且整体形成一个环形。进一步地，各所

述LED表贴灯的发光端均匀分布于所述LED辅助发光件的透光密封结构且整体形成多个相

互平行的环形。进一步地，各所述LED表贴灯的发光端均匀分布于所述LED辅助发光件的透

光密封结构且整体形成一个正多面体，正多面体包括正四面体、正六面体、正八面体、正12

面体或正20面体，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六个LED表贴灯的发光端均匀分布于所述LED辅助

发光件的透光密封结构整体形成一个正八面体；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八个LED表贴灯的发

光端均匀分布于所述LED辅助发光件的透光密封结构整体形成一个正六面体；其余实施例

以此类推。进一步地，所述LED辅助发光件的透光密封结构上设有柔性层，所述柔性层于所

述LED辅助发光件的每一出光位置分别开设有透孔，各所述透孔填充设有透光材料以形成

圆柱体或圆台体，每一所述圆柱体或圆台体内部设有非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以增强透出光

线的散射效果。

[006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移动照明装置还包括悬挂设置的多个所述LED辅助发

光件；进一步地，所述控制模块为无线控制模块，用于接收外部控制信号导通或切断所述供

能结构与各所述LED表贴灯的连接，这样，用户或管理员可以在外部通过移动终端控制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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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发光件的发光或者熄灭。进一步地，各所述LED辅助发光件的所述控制模块统一设置，

用于统一接收外部控制信号同时导通或同时切断所述供能结构与各所述LED表贴灯的连

接。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传输设备连接统一设置的所述控制模块，所述传输设备还用

于根据所述控制信息控制统一设置的所述控制模块；或者所述传输设备分别连接各所述控

制模块，所述传输设备还用于根据所述控制信息控制各所述控制模块。

[006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移动照明装置上设有控制全部所述LED辅助发光件的总开

关，总开关开启时全部LED辅助发光件即发光；这样的设计，用户可以执行开启全部所述LED

辅助发光件；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LED辅助发光件设有触碰开关以控制LED表贴灯于

运动状态下发光。进一步地，所述LED辅助发光件于所述安装腔中设有连接所述LED表贴灯

或所述控制模块的开关，所述开关用于控制所述LED辅助发光件在运动时发光，进一步地，

所述开关用于在所述LED辅助发光件处于运动状态下使所述LED表贴灯发光。进一步地，所

述开关还用于在所述LED辅助发光件处于静止状态下切断以使所述LED表贴灯停止发光。在

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开关为感应开关，所述感应开关用于感应所述LED辅助发光件在运

动状态下例如速率超过预设值时导通以使所述LED表贴灯发光。进一步地，所述感应开关还

用于感应所述LED辅助发光件停止运动后切断以使所述LED表贴灯停止发光。在其中一个实

施例中，所述开关为振动开关或动平衡开关。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传输设备通过所述

驱动组件连接所述总开关，所述传输设备还用于根据所述控制信息通过所述驱动组件控制

所述总开关。

[007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LED辅助发光件整体为球形或者为具有延伸结构的球

形，例如具有延伸结构的球形为球形加上连线加上其他小配件。或者，在其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LED辅助发光件整体为预设造型件。例如，所述LED辅助发光件整体为预设造型的手

办。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预设造型件包括金字塔、多层塔、人物、汽车、建筑物、视频、

植物、昆虫、古生物或预设空想事物的模型；例如所述预设造型件包括龙、苹果、猪八戒、变

形金刚、复仇者联盟、关公大战秦琼和/或七个葫芦娃兄弟等。进一步地，所述预设造型件根

据接收到的用户需求定制得到，这样，可以配合时代变化和时尚潮流提供更新潮的移动照

明装置。进一步地，各实施例中，所述LED辅助发光件远离所述连接挂件的一端还通过连线

连接设有声音件，所述声音件用于发出声音，例如在所述移动照明装置发生运动时发出声

音；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声音件包括铃铛或风铃管。这样，可以为移动照明装置实现

声光效果，尤其是运动状态下的声光效果，无论大雨小雨白天黑夜均适用。进一步地，所述

移动照明装置的数量为多个，这样，可以形成多个地面发光源，还可以组成队伍或形成队

列。为了便于充电，进一步地，所述供电系统的数量为多个。进一步地，所述供电系统的数量

大于或等于所述移动照明装置的数量。

[0071]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还包括，上述各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相互组

合所形成的、能够实施的围墙移动LED照明系统。

[0072]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7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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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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