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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照明灯，所述照明灯包括

箱体(10)、驱动电源(20)、照明模组(30)以及快

接灯座(40)；所述驱动电源(20)设置于所述箱体

(10)内，所述驱动电源(20)具有输入口和输出

口，所述输入口用于连接外部供电源；所述快接

灯座(40)的一端用于与所述输出口电气连接，另

一端位于所述箱体(10)的外部以供所述照明模

组(30)插接；所述照明模组(30)具有能够定位于

所述快接灯座(40)的定位部，所述定位部配置为

能够与所述快接灯座(40)电气连接。本发明的照

明灯能够实现免工具维护，其具有安装简易、维

护方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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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包括箱体(10)、驱动电源(20)、照明模组(30)

以及快接灯座(40)；

所述驱动电源(20)设置于所述箱体(10)内，所述驱动电源(20)具有输入口和输出口，

所述输入口用于连接外部供电源；

所述快接灯座(40)的一端用于与所述输出口电气连接，另一端位于所述箱体(10)的外

部以供所述照明模组(30)插接；

所述照明模组(30)具有能够定位于所述快接灯座(40)的定位部，所述定位部配置为能

够与所述快接灯座(40)电气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模组(30)包括散热器(31)、LED

光源(32)以及防水公座(33)，所述防水公座(33)作为所述定位部设置于所述散热器(31)，

所述快接灯座(40)具有与所述防水公座(33)相匹配的母座接口，所述LED光源(32)安装于

所述散热器(31)并通过所述防水公座(33)与所述快接灯座(40)电气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模组(30)包括透镜(34)和压圈

(35)，所述压圈(35)固定安装于所述散热器(31)，所述透镜(34)安装于所述压圈(35)并与

所述LED光源(32)对应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包括锁扣(50)，所述锁扣

(50)安装于所述箱体(10)的外壁，所述照明模组(30)具有与所述锁扣(50)相匹配的卡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包括插排(60)，所述插排

(60)位于所述箱体(10)中并在所述快接灯座(40)和所述输出口之间提供电气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包括快接端子(70)，所述快

接端子(70)位于所述箱体(10)中并在所述输入口和所述外部供电源之间提供电气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包括卡箍(80)，所述卡箍

(80)固定设置在所述箱体(10)内部，所述卡箍(80)具有弹性以能够夹持及释放所述驱动电

源(20)。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包括调节组件

(90)，所述调节组件(90)配置为能够在外部的安装基座与所述箱体(10)之间提供连接并允

许所述箱体(10)调节倾斜角度。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件(90)包括安装支架(91)和

齿盘(92)；所述安装支架(91)的一端用于与所述安装基座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所述齿盘

(92)连接；所述箱体(10)设有与所述齿盘(92)相匹配的齿环；所述齿盘(92)配置为能够在

与所述齿环啮合的啮合位置和脱离所述齿环的脱离位置之间移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照明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件(90)包括手柄螺丝(93)，

所述齿盘(92)和所述齿环分别设有第一螺纹孔和第二螺纹孔，所述手柄螺丝(93)能够分别

与所述第一螺纹孔及所述第二螺纹孔连接以将所述齿盘(92)限制在所述啮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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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照明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照明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大部分隧道仍使用的是传统的高压钠灯，该类光源的灯具耗电率高、寿命

短，拆卸麻烦，维护费用高，难以满足国家节能减排的需求。而现在部分地区为了响应国家

节能减排的政策和要求，将部分传统路灯换成了LED隧道灯，但是该类LED路灯大多数为一

体式LED整灯或模组式灯具，其需要专用工具才能进行维护，且安装工序复杂、安装效率低、

维护费用高，不利于大面积推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照明灯，该照明灯能够

实现免工具维护，其具有安装简易、维护方便的优点。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照明灯，所述照明灯包括箱体、驱动电源、照

明模组以及快接灯座；所述驱动电源设置于所述箱体内，所述驱动电源具有输入口和输出

口，所述输入口用于连接外部供电源；所述快接灯座的一端用于与所述输出口电气连接，另

一端位于所述箱体的外部以供所述照明模组插接；所述照明模组具有能够定位于所述快接

灯座的定位部，所述定位部配置为能够与所述快接灯座电气连接。

[0005] 可选的，所述照明模组包括散热器、LED光源以及防水公座，所述防水公座作为所

述定位部设置于所述散热器，所述快接灯座具有与所述防水公座相匹配的母座接口，所述

LED光源安装于所述散热器并通过所述防水公座与所述快接灯座电气连接。

[0006] 可选的，所述照明模组包括透镜和压圈，所述压圈固定安装于所述散热器，所述透

镜安装于所述压圈并与所述LED光源对应设置。

[0007] 可选的，所述照明灯包括锁扣，所述锁扣安装于所述箱体的外壁，所述照明模组具

有与所述锁扣相匹配的卡槽。

[0008] 可选的，所述照明灯包括插排，所述插排位于所述箱体中并在所述快接灯座和所

述输出口之间提供电气连接。

[0009] 可选的，所述照明灯包括快接端子，所述快接端子位于所述箱体中并在所述输入

口和所述外部供电源之间提供电气连接。

[0010] 可选的，所述照明灯包括卡箍，所述卡箍固定设置在所述箱体内部，所述卡箍具有

弹性以能够夹持及释放所述驱动电源。

[0011] 可选的，所述照明灯包括调节组件，所述调节组件配置为能够在外部的安装基座

与所述箱体之间提供连接并允许所述箱体调节倾斜角度。

[0012] 可选的，所述调节组件包括安装支架和齿盘；所述安装支架的一端用于与所述安

装基座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所述齿盘连接；所述箱体设有与所述齿盘相匹配的齿环；所述齿

盘配置为能够在与所述齿环啮合的啮合位置和脱离所述齿环的脱离位置之间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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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可选的，所述调节组件包括手柄螺丝，所述齿盘和所述齿环分别设有第一螺纹孔

和第二螺纹孔，所述手柄螺丝能够分别与所述第一螺纹孔及所述第二螺纹孔连接以将所述

齿盘限制在所述啮合位置。

[001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由于所述快接灯座的一端与所述输出口电气连接，另一端位

于所述箱体的外部以供所述照明模组插接；所述照明模组具有能够定位于所述快接灯座的

定位部，所述定位部配置为能够与所述快接灯座电气连接。因此，当本发明的照明灯进行装

配时，所述照明模组能够借助于定位部方便、快捷地与所述快接灯座连接，并且，当所述照

明灯需要进行维护时，所述照明模组能够方便地与所述快接灯座插接或从所述快接灯座上

拔下，从而实现免工具维护，大大提升了维护的便利性。

[0015] 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照明灯的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照明灯的正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照明灯的俯视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的照明灯的仰视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的照明灯的零部件爆炸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的照明灯的照明模组的爆炸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

[0023] 10‑箱体，

[0024] 20‑驱动电源，

[0025] 30‑照明模组，31‑散热器，32‑LED光源，33‑防水公座，34‑透镜，35‑压圈，

[0026] 40‑快接灯座，

[0027] 50‑锁扣，

[0028] 60‑插排，

[0029] 70‑快接端子，

[0030] 80‑卡箍，

[0031] 90‑调节组件，91‑安装支架，92‑齿盘，93‑手柄螺丝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33]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的照明灯包括箱体10、驱动电源20、照明模组30以及快接

灯座40；驱动电源20设置于箱体10内，驱动电源20具有输入口和输出口，输入口用于连接外

部供电源；快接灯座40的一端用于与输出口电气连接，另一端位于箱体10的外部以供照明

模组30插接；照明模组30具有能够定位于快接灯座40的定位部，定位部配置为能够与快接

灯座40电气连接。

[0034] 在本发明中，驱动电源20起到变压的作用。由于快接灯座40的一端与输出口电气

连接，另一端位于箱体10的外部以供照明模组30插接；照明模组30具有能够定位于快接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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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40的定位部，定位部配置为能够与快接灯座40电气连接。因此，当本发明的照明灯进行装

配时，照明模组30能够借助于定位部方便、快捷地与快接灯座40连接，并且，当照明灯需要

进行维护时，照明模组30能够方便地与快接灯座40插接或从快接灯座40上拔下，从而实现

免工具维护，大大提升了维护的便利性。

[0035] 应当理解的是，照明模组30可以设计为多种形式，只要其能够方便地与快接灯座

40实现插接即可，为了提高照明模组30的使用寿命，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6所

示，照明模组30包括散热器31、LED光源32以及防水公座33，防水公座33作为定位部设置于

散热器31，快接灯座40具有与防水公座33相匹配的母座接口，LED光源32安装于散热器31并

通过防水公座33与快接灯座40电气连接。

[0036] 其中，散热器31可以采用一体化压铸铝或精工铝挤型材制作而成，LED光源32可以

采用COB集成光源或多颗点阵式光源，防水公座32可以采用尼龙或PVC与铜件注塑而成。

[0037] 散热器31不仅仅起到向LED光源32提供安装基础的作用，其通过与外界的热交换

而降低LED光源32的工作温度，从而保证LED光源32的使用寿命。

[0038] 进一步的，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6所示，照明模组30还包括透镜34和

压圈35，压圈35固定安装于散热器31，透镜34安装于压圈35并与LED光源32对应设置。

[0039] 具体的，透镜34的材质为PC或PMMA或高硼硅玻璃，其起到光线重新分配的作用，提

升照明效果；压圈35的材质为ADC12，其起到稳固透镜的作用。

[0040] 为了进一步提高照明模组30的安装稳定性，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1、

3、5所示，照明灯包括锁扣50，锁扣50安装于箱体10的外壁，照明模组30具有与锁扣50相匹

配的卡槽。

[0041] 本发明的照明灯通过设计上述的快接灯座、照明模组以及锁扣，省去了模组螺钉

固定、电线外接的步骤，可实现模组免工具直接插拔的安装方式，具有快速固定的功能。

[0042] 进一步的，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5所示，照明灯还包括插排60，插排60

位于箱体10中并在快接灯座40和输出口之间提供电气连接。上述的插排60的材质为尼龙或

PVC与铜件注塑，其固定于箱体10的内部，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

[0043] 为了进一步提升照明灯的安装效率，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5所示，照

明灯包括快接端子70，快接端子70位于箱体10中并在输入口和外部供电源之间提供电气连

接。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快接端子70的材质可以为尼龙或PVC与铜件注塑，快接端子70能够

省去接线焊接、缠绕等环节，便于拆卸，提升照明灯的安装及维护效率。

[0044] 为了提升驱动电源20的安装及维护效率，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5所

示，照明灯包括卡箍80，卡箍80固定设置在箱体10内部，卡箍80具有弹性以能够夹持及释放

驱动电源20。卡箍80的材质可以为弹簧钢，其固定于箱体10内，起到固定驱动电源20的作

用，通过设置卡箍80，节省了螺丝紧固环节，提高了驱动电源20的拆卸效率。

[0045] 进一步的，照明灯还包括调节组件90，调节组件90配置为能够在外部的安装基座

与箱体10之间提供连接并允许箱体10调节倾斜角度。通过调节组件90调节箱体10的倾斜角

度，从而达到调节照明模组30的照射角度的目的。

[0046] 应当理解的是，调节组件90可以设计为多种结构，只要其能够调节箱体10的倾斜

角度即可。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1和图5所示，调节组件90包括安装支架91和齿

盘92；安装支架91的一端用于与安装基座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齿盘92连接；箱体10设有与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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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92相匹配的齿环；齿盘92配置为能够在与齿环啮合的啮合位置和脱离齿环的脱离位置之

间移动。

[0047] 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地将齿盘92限制在啮合位置从而使照明灯的照射角度保持在

期望的角度范围内，在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中，调节组件90包括手柄螺丝93，齿盘92和齿

环分别设有第一螺纹孔和第二螺纹孔，手柄螺丝93能够分别与第一螺纹孔及第二螺纹孔连

接以将齿盘92限制在啮合位置。

[0048] 当需要调节照射角度时，转动手柄螺丝93使得齿盘92与齿环脱离，然后调节箱体

10的倾斜角度，在箱体10的倾斜角度调节完成之后，反向转动手柄螺丝93使得齿盘92被拧

紧在啮合位置，从而阻止了齿环相对于齿盘92的转动，即，阻止了箱体10的转动，使得箱体

10保持在期望的倾斜角度。

[0049] 本发明的照明灯通过设置上述的调节组件90，从而取消了传统的专用角度调节工

具，提高了调节效率，同时还增加了角度调节的精度。

[0050]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在本

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

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但这些简单变型和组合同样应当视为

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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