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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及其制备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LED照明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其包括玻璃透镜、LED

光源、盖板、基板和散热器，LED光源固定在基板

正面上；透镜罩在LED光源上，且至少在透镜背面

的外边缘上涂有粘性胶层，将透镜与基板贴合粘

紧；散热器的背面设有一圈凸出于散热器表面的

防水沿，将固定有透镜的基板固定安装在由所述

防水沿围绕成的空间中，在所述空间内填充密封

胶、将透镜和基板完全封闭在该空间中；对应透

镜在盖板上设有透镜窗口，盖板自上方盖在透镜

上并固定，透镜从透镜窗口中穿出。本发明还涉

及该LED模组的制备工艺。本发明所述LED模组具

有良好的防水性、密封性以及散热性，同时生产

制造方便、生产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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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包括玻璃透镜、LED光源(5)、盖板(1)、基板(6)和散热器

(9)，其特征在于：LED光源(5)固定在基板(6)正面上；玻璃透镜罩在LED光源(5)上，且至少

在玻璃透镜背面的外边缘上涂有粘性胶层(17)，将玻璃透镜与基板(6)贴合粘紧；散热器

(9)的背面设有一圈凸出于散热器(9)表面的防水沿(8)，将固定有玻璃透镜的基板(6)固定

安装在由所述防水沿(8)围绕成的空间中，在所述空间内填充密封胶(16)、将玻璃透镜和基

板(6)完全封闭在该空间中；对应玻璃透镜在盖板(1)上设有透镜窗口(2)，盖板(1)自上方

盖在玻璃透镜上并固定，玻璃透镜从透镜窗口(2)中穿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其特征在于：玻璃透镜采用连板玻璃

透镜(3)。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其特征在于：基板(6)与散热器(9)

接触的面上均匀涂有导热硅脂(1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其特征在于：散热器(9)背面上设有基

板定位柱(10)，基板定位柱(10)位于由防水沿(8)围绕成的空间内，对应基板定位柱(10)在

基板(6)上设置第一定位孔(7)。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其特征在于：散热器(9)背面上设有透

镜定位柱(12)，透镜定位柱(12)也位于由防水沿(8)围绕成的空间内，对应透镜定位柱(12)

在玻璃透镜上设置第二定位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其特征在于：盖板(1)的背面通过粘胶

(18)与散热器(9)的防水沿(8)或者填充在防水沿(8)围绕空间中的密封胶(16)粘接为一

体，实现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1-2或者4-6中任一所述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其特征在于：散热器

(9)的正面安装有防水接头(11)，对应防水接头(11)在散热器(9)上设有通孔(13)，防水接

头(11)上的正负极接线穿过散热器(9)的通孔(13)后、分别焊接在基板(6)的正负极上。

8.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①将LED光源(5)安装在基板(6)正面上并进行焊接；将导热硅脂(15)涂均匀的涂抹在

基板(6)背面，将基板(6)置于散热器(9)上防水沿(8)围绕成的空间中，并用紧固件将基板

(6)固定在散热器(9)上；在玻璃透镜的背面沿边缘涂抹一圈粘性胶层(17)，将玻璃透镜罩

在相应的LED光源(5)上，并将玻璃透镜的外边缘与基板(6)贴合粘紧；

②向散热器(9)背面防水沿(8)所围绕成的空间中均匀、分层的灌入密封胶(16)，直至

基板(6)以及玻璃透镜背面完全封闭在散热器(9)背面所述空间内后停止；

③取一具有透镜窗口(2)的盖板(1)，沿密封胶(16)的轨迹涂抹一圈粘胶(18)，最后将

盖板(1)自上方盖在玻璃透镜上，盖板(1)的背面通过粘胶(18)与密封胶(16)粘接为一体，

得到LED模组。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②中灌入密封胶(16)后，将LED模

组置于60℃～80℃的环境中，待凝固至80％后取出，放置在操作台上直至冷却后，再进行步

骤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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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及其制备工艺，属于LED照明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市面上现有的LED模组中透镜的固定方式多为十几个螺丝固定，一方面，工艺繁

琐，人工操作量大，生产效率低，另一方面，因散热器与基板接触的面为平面，因此基板外围

无遮挡，而螺丝挤压胶垫的压力又不平均，因此，基板与散热器之间会存在间隙，这样制作

出来的LED模组的密封防水效果并不理想，随着时间的增长和户外恶劣环境的影响，螺丝松

动产生缝隙和胶圈老化后产生吸水情况，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寿命。

[0003] 除上述外，目前市售的LED模组都是采用连板PC透镜，但受到材料的限制，现有连

板PC透镜的透光率、耐温性、耐腐蚀性能都不理想，且易老化、黄化，使灯具整灯光衰严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密封防水性能好、

能够提高灯具发光效率且生产制造方便、生产效率高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

[0005] 本发明所述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包括玻璃透镜、LED光源、盖板、基板和散热

器，LED光源固定在基板正面上；玻璃透镜罩在LED光源上，且至少在玻璃透镜背面的外边缘

上涂有粘性胶层，将玻璃透镜与基板贴合粘紧；散热器的背面(即散热器与基板正对的面

上)设有一圈凸出于散热器表面的防水沿，将固定有玻璃透镜的基板固定安装在由所述防

水沿围绕成的空间中，在所述空间内填充密封胶、将玻璃透镜和基板完全封闭在该空间中；

对应玻璃透镜在盖板上设有透镜窗口，盖板自上方盖在玻璃透镜上并固定，玻璃透镜从透

镜窗口中穿出。

[0006] 本发明所述LED模组中，因在散热器背面设有一圈加高的防水沿，使散热器上与基

板接触一面不再是平面，而是有一圈防水沿来包住基板和玻璃透镜，形成防水结构，起到良

好的挡水作用，因此防水性能较好；同时，本发明先采用粘性胶层使玻璃透镜的外边缘与基

板贴合粘紧，确保玻璃透镜外边缘与基板的密封对接(即在二者的对接处无开合缝隙)，这

样能够避免因LED光源发热或冷却所带来的玻璃透镜内部空气热胀冷缩对密封胶的影响，

还通过灌入密封胶，将各内部部件全部密封在由防水沿所围绕成的空间内、与散热器成为

一体，实现二次密封，进一步加强粘结，增强了LED模组的防水性和密封性。同时，玻璃透镜

外边缘与基板之间密封对接，还能有效防止后续灌胶工艺中的密封胶渗入玻璃透镜内部空

腔中，保证透镜光效以及产品美观。

[0007] 本发明改变了传统LED模组的结构，相比市面上机械结合胶圈密封的透镜以及部

分运用少量胶体粘合密封的透镜而言，本发明除了具有良好的防水性和密封性，还能够有

效防止传统工艺使用胶圈的老化现象，同时克服了传统使用螺丝固定所带来的压力及严密

性不均匀的技术缺陷。

[0008] 本发明所述LED模组中的玻璃透镜优选连板玻璃透镜。所谓连板玻璃透镜是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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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玻璃透镜设计在某板上，最终形成一体结构。通过采用连板玻璃透镜，能够使透光率高达

92％，使耐温性达到-50℃～+550℃，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盐碱、表面静电吸尘现象少于连板

PC透镜、无老化或黄化现象等优势，从而能够更好的提高灯具发光效率，延长灯具寿命。实

际应用时可以根据LED模组的型号尺寸设计成多组连板玻璃透镜。

[0009] 本发明中，基板与散热器接触的面上均匀涂有导热硅脂，通过导热硅脂能够保证

LED光源与散热器之间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能。

[0010] 为了便于组装，可以在散热器背面上设有基板定位柱，基板定位柱位于由防水沿

围绕成的空间内，对应基板定位柱在基板上设置第一定位孔。安装基板时，将基板上的第一

定位孔与散热器背面上的基板定位柱对准，即可将基板沿基板定位柱平稳放入散热器背面

由防水沿所围绕成的空间中，操作方便。同理，还可以在散热器背面上设有透镜定位柱，透

镜定位柱也位于由防水沿围绕成的空间内，对应透镜定位柱在玻璃透镜上设置第二定位

孔，通过透镜定位柱和第二定位孔能够便于玻璃透镜的安装。

[0011] 优选的，盖板的背面(即盖板与玻璃透镜正对的面上)通过粘胶与散热器的防水沿

或者填充在防水沿围绕空间中的密封胶粘接为一体，实现固定。

[0012] 优选的，散热器的正面安装有防水接头，对应防水接头在散热器上设有通孔，防水

接头上的正负极接线穿过散热器的通孔后、分别焊接在基板的正负极上。

[0013] 本发明所述的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4] ①将LED光源安装在基板正面上并进行焊接；对散热器背面进行表面处理，将导热

硅脂涂均匀的涂抹在基板背面，将基板置于散热器上防水沿围绕成的空间中，并用紧固件

将基板固定在散热器上；在玻璃透镜的背面沿边缘涂抹一圈粘性胶层，将玻璃透镜罩在相

应的LED光源上，并将玻璃透镜与基板贴合粘紧；

[0015] ②向散热器背面防水沿所围绕成的空间中均匀、分层的灌入密封胶，直至基板以

及玻璃透镜背面完全封闭在散热器背面所述空间内后停止；

[0016] ③取一具有透镜窗口的盖板，沿密封胶的轨迹涂抹一圈粘胶，最后将盖板自上方

盖在玻璃透镜上，盖板的背面通过粘胶与密封胶粘接为一体，得到LED模组。

[0017] 制作完成后，待盖板与密封胶之间涂抹的粘胶凝固后，移至防水老化车间进行检

验，检验合格后，即可收入仓库保管。

[0018] 优选的，将模组置于60℃～80℃的环境中，使密封胶快速凝固，待凝固至80％后取

出，放置在操作台上直至冷却后，再进行步骤③操作。

[0019] 综上可知，本发明从材料、结构、工艺上解决了LED模组灯具的光衰和防水等级低

这一问题，还大大减少了螺丝机械固定的流程，减少了人工操作，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

生产效率，使产品更符合自动化生产需求。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所述LED模组，在散热器背面设有一圈加高的防水沿，起到良好的挡水作

用，防水性能好；

[0022] 2、本发明采用二次密封增强了LED模组的防水性和密封性，同时还能保证良好的

散热性能；

[0023] 3、相比市面上机械结合胶圈密封的透镜以及部分运用少量胶体粘合密封的透镜

而言，本发明除了具有良好的防水性和密封性，还能够有效防止传统工艺使用胶圈的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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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同时克服了传统使用螺丝固定所带来的压力及严密性不均匀的技术缺陷，同时大大

减少了螺丝机械固定的流程，减少了人工操作，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产品

更符合自动化生产需求；

[0024] 4、玻璃透镜采用连板玻璃透镜，能够提高灯具发光效率，延长灯具寿命。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LED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LED模组的剖面图；

[0027] 图3是图2中I部位的局部放大图；

[0028] 图4是图2中II部位的局部放大图。

[0029] 图中：1、盖板；2、透镜窗口；3、连板玻璃透镜；4、紧固螺钉；5、LED光源；6、基板；7、

第一定位孔；8、防水沿；9、散热器；10、基板定位柱；11、防水接头；12、透镜定位柱；13、通孔；

14、凹槽；15、导热硅脂；16、密封胶；17、粘性胶层；18、粘胶。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做进一步描述：

[0031] 如图1～4所示，本发明所述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包括玻璃透镜、LED光源5、盖板

1、基板6和散热器9，LED光源5固定在基板6正面上；玻璃透镜罩在LED光源5上，且至少在玻

璃透镜背面的外边缘上涂有粘性胶层17，将玻璃透镜与基板6贴合粘紧；散热器9的背面(即

散热器9与基板6正对的面上)设有一圈凸出于散热器9表面的防水沿8；基板6与散热器9接

触的面上均匀涂有导热硅脂15，以保证LED光源5与散热器9之间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能，将

固定有玻璃透镜的基板6通过紧固螺钉4固定安装在由所述防水沿8围绕成的空间中，在所

述空间内填充密封胶16、将玻璃透镜和基板6完全封闭在该空间中；对应玻璃透镜在盖板1

上设有透镜窗口2，盖板1自上方盖在玻璃透镜上并固定，玻璃透镜从透镜窗口2中穿出；散

热器9的正面安装有防水接头11，对应防水接头11在散热器9上设有通孔13，防水接头11上

的正负极接线穿过散热器9的通孔13后、分别焊接在基板6的正负极上。本实施例中的基板6

采用铝基板6；散热器9采用压铸铝散热器9；玻璃透镜采用连板玻璃透镜3(即将数个玻璃透

镜设计在某板上，最终形成一体结构)，连板玻璃透镜3设计了2组，连板玻璃透镜3中各透镜

单元与基板6上的LED光源5一一对应。

[0032] 为了便于组装，本实施例在散热器9背面上设有基板定位柱10，基板定位柱10位于

由防水沿8围绕成的空间内，对应基板定位柱10在基板6上设置第一定位孔7，安装基板6时，

将基板6上的第一定位孔7与散热器9背面上的基板定位柱10对准，即可将基板6沿基板定位

柱10平稳放入散热器9背面由防水沿8所围绕成的空间中，操作方便。同时，在散热器9背面

上设有透镜定位柱12，透镜定位柱12也位于由防水沿8围绕成的空间内，对应透镜定位柱12

在连板玻璃透镜3上设置第二定位孔，本实施例中透镜定位柱12设在防水沿8上，需要说明

的是，本实施例中对第二定位孔的结构形式进行了变通，第二定位孔不再是通孔13，而是沿

纵向设计在连板玻璃透镜3外周的凹槽14，通过凹槽14对透镜定位柱12进行导向，以便于连

板玻璃透镜3的安装(当然，在实际生产时，将透镜定位柱12设计散热器9背面上、同时在第

二定位孔设计为通孔13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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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上述玻璃透镜灌胶LED模组的制备工艺，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4] ①将LED光源5通过贴片机安装在基板6正面上，并通过回流焊设备进行焊接；

[0035] 将导热硅脂15涂均匀的涂抹在基板6背面，使光源与散热器9之间有良好的热传导

性能，将基板6沿散热器9背面的基板定位柱10平稳放下，使基板6位于于散热器9上防水沿8

围绕成的空间中，并用紧固螺钉4将基板6固定在散热器9上；

[0036] 将防水接头11固定在散热器9的正面，将防水接头11的正负极接线从散热器9的通

孔13中穿过，并将正负极接线分别锡焊在基板6的正负极上；

[0037] 在连板玻璃透镜3的背面沿边缘涂抹一圈粘性胶层17，将连板玻璃透镜3沿散热器

9背面的透镜定位柱12平稳放下，使连板玻璃透镜3罩在LED光源5上，并将连板玻璃透镜3与

基板6贴合粘紧；

[0038] ②向散热器9背面防水沿8所围绕成的空间中均匀、分层的灌入密封胶16(本实施

例中的密封胶16采用由深圳市乐天工业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LT-6510W环氧电子灌封胶，具

有粘结力强，密封性好，固结时间短等特点)，直至基板6以及连板玻璃透镜3背面完全封闭

在散热器9背面所述空间内，为了确保连板玻璃透镜3粘接的牢固性，本实施例在灌胶时直

至密封胶将连板玻璃透镜3的外围完全覆盖，之后停止；

[0039] ③将模组置于60℃～80℃的环境中，使密封胶16快速凝固，待凝固至80％后取出，

放置在操作台上直至冷却；

[0040] ④取一具有透镜窗口2的盖板1，沿密封胶16的轨迹涂抹一圈粘胶18，最后将盖板1

自上方盖在连板玻璃透镜3上，盖板1的背面通过粘胶18与密封胶16粘接为一体，得到LED模

组。

[0041] 本实施例所述LED模组改变了传统LED模组的结构，其具有以下优势：

[0042] 1、因采用连板玻璃透镜3，使透光率高达92％，使耐温性达到-50℃～+550℃，同时

兼具耐腐蚀、抗盐碱、表面静电吸尘现象少于连板PC透镜、无老化或黄化现象等优势，从而

能够更好的提高灯具发光效率，延长灯具寿命；

[0043] 2、因在散热器9背面设有一圈加高的防水沿8，使散热器9上与基板6接触一面不再

是平面，而是有一圈防水沿8来包住基板6和连板玻璃透镜3，形成防水结构，起到良好的挡

水作用，因此防水性能较好；

[0044] 先采用粘性胶层17使连板玻璃透镜3的外边缘与基板6贴合粘紧，确保连板玻璃透

镜3外边缘与基板6的密封对接(即在二者的对接处无开合缝隙)，这样能够避免因LED光源5

发热或冷却所带来的透镜内部空气热胀冷缩对外部的影响(最好增加一下对相关影响的描

述)，之后通过灌入密封胶16，将各内部部件全部密封在由防水沿8所围绕成的空间内、与散

热器9成为一体，实现二次密封，进一步加强粘结，增强了LED模组的防水性和密封性；

[0045] 同时，连板玻璃透镜3外边缘与基板6之间密封对接，还能有效防止后续灌胶工艺

中的密封胶16渗入透镜内部空腔中，保证透镜光效以及产品美观。

[0046] 3、相比市面上机械结合胶圈密封的透镜以及部分运用少量胶体粘合密封的透镜

而言，本发明除了具有良好的防水性和密封性，还能够保证良好的散热性能，同时可以有效

防止传统工艺使用胶圈的老化现象，同时克服了传统使用螺丝固定所带来的压力及严密性

不均匀的技术缺陷。

[0047] 本发明不仅从材料、结构、工艺上解决了LED模组灯具的光衰和防水等级低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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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大大减少了螺丝机械固定的流程，减少了人工操作，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

率，使产品更符合自动化生产需求。

[004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7000.1-2005》中，第9.2项：防止粉尘、固体异

物和水侵入的实验，检测上述LED模组达到IP67防护等级，符合户外灯具使用标准，尤其是

密封防水性能符合使用标准。

[0049] 同时，对上述LED模组的散热性能进行测试，即温升测试：

[0050] 测试条件：LED光源功率30w，室温29℃，测试时间4小时

[0051] 测试结果：LED模组的正面(透镜面)温升18℃，背面(散热器面)温升20℃，符合户

外灯具使用时温升不超过40℃的标准。

[0052] 通过上述检测结构可知，本发明在保证了密封防水性能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证良

好的散热性能，确保LED光源芯片的使用寿命，使整体LED模组可以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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