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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格栅庭院灯，包括灯

头、用于支撑灯头的灯杆，灯头包括灯头腔体、位

于灯头腔体内的格栅光源模组和电源，电源为格

栅光源模组供电，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光源模

组包括光源安装架、光源板、光源装饰件和反光

格栅，光源安装架与反光格栅相连，光源板与光

源装饰件设置于光源安装架和反光格栅之间，光

源装饰件上设有挡在LED灯珠前阻挡LED光线直

接进入人眼的挡光突起，反光格栅上设有多个用

于对光源板灯光进行反射的反光面。本实用新型

在满足户外照明的同时不眩光、不易吸附灰尘油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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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格栅庭院灯，包括灯头、用于支撑灯头的灯杆，灯头包括灯头腔体、位于灯头腔

体内的格栅光源模组和电源，电源为格栅光源模组供电，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光源模组包

括光源安装架、光源板、光源装饰件和反光格栅，光源安装架与反光格栅相连，光源板与光

源装饰件设置于光源安装架和反光格栅之间，光源装饰件上设有挡在LED灯珠前阻挡LED光

线直接进入人眼的挡光突起，反光格栅上设有多个用于对光源板灯光进行反射的反光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格栅庭院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光格栅由多个子格栅组成，

每个子格栅为由多个反光面作为侧面拼接组成的梯形台格栅，安装在一起的光源板和光源

装饰件位于梯形台格栅的上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格栅庭院灯，其特征在于：多个子格栅的外围设有与光源安装

架相连的突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格栅庭院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头腔体为由拉丝上盖、拉丝

框架、灯体围成的中空腔体，灯头腔体内设有电器仓和光源模组腔，电源和接线端子位于电

器仓内，格栅光源模组位于光源模组腔内，灯体下侧设有钢化玻璃，位于光源模组腔下侧的

钢化玻璃透明。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格栅庭院灯，其特征在于：设有由后拉丝上盖、后拉丝边框、后

安装架围成的后腔体，后腔体下侧设有后装饰玻璃，后腔体内设有与灯体连接的抱箍，抱箍

与灯体之间、拉丝上盖与后拉丝上盖之间、钢化玻璃与后装饰玻璃之间设有使圆形灯杆通

过的圆孔。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格栅庭院灯，其特征在于：设有由后托上盖和后托围成的后腔

体，后腔体的一端与灯头连接，另一端与灯杆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格栅庭院灯，其特征在于：拉丝上盖与灯体之间设有防水胶

条。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格栅庭院灯，其特征在于：钢化玻璃通过玻璃胶粘在灯体上，

并且钢化玻璃与灯体之间设有防止玻璃坠落的安全夹。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格栅庭院灯，其特征在于：拉丝上盖、拉丝边框由铝型材经成

型、拉丝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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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格栅庭院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格栅庭院灯，属于照明灯具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庭院灯一般应用于户外，主要用于道路照明或是美化和装饰环境的作用。对

于庭院灯照明来说，由于传统的灯具结构的限制，使用PC透镜，存在照明效果不好眩光严

重、吸附灰尘油污光衰严重的问题。又由于灯具外壳都采用喷塑处理、外观形式单一，无创

新无特色，达不到美化环境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格栅庭院灯，在满足户外照明的同时不

眩光、不易吸附灰尘油污。

[0004] 为了解决所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格栅庭院灯，包括灯

头、用于支撑灯头的灯杆，灯头包括灯头腔体、位于灯头腔体内的格栅光源模组和电源，电

源为格栅光源模组供电，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光源模组包括光源安装架、光源板、光源装

饰件和反光格栅，光源安装架与反光格栅相连，光源板与光源装饰件设置于光源安装架和

反光格栅之间，光源装饰件上设有挡在LED灯珠前阻挡LED光线直接进入人眼的挡光突起，

反光格栅上设有多个用于对光源板灯光进行反射的反光面。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反光格栅由多个子格栅组成，每个子格栅为由多个反光面作为侧

面拼接组成的梯形台格栅，安装在一起的光源板和光源装饰件位于梯形台格栅的上表面。

[0006] 进一步的，多个子格栅的外围设有与光源安装架相连的突檐。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灯头腔体为由拉丝上盖、拉丝框架、灯体围成的中空腔体，灯头腔

体内设有电器仓和光源模组腔，电源和接线端子位于电器仓内，格栅光源模组位于光源模

组腔内，灯体下侧设有钢化玻璃，位于光源模组腔下侧的钢化玻璃透明。

[0008] 进一步的，设有由后拉丝上盖、后拉丝边框、后安装架围成的后腔体，后腔体下侧

设有后装饰玻璃，后腔体内设有与灯体连接的抱箍，抱箍与灯体之间、拉丝上盖与后拉丝上

盖之间、钢化玻璃与后装饰玻璃之间设有使圆形灯杆通过的圆孔。

[0009] 进一步的，设有由后托上盖和后托围成的后腔体，后腔体的一端与灯头连接，另一

端与灯杆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拉丝上盖与灯体之间设有防水胶条。

[0011] 进一步的，钢化玻璃通过玻璃胶粘在灯体上，并且钢化玻璃与灯体之间设有防止

玻璃坠落的安全夹。

[0012] 进一步的，拉丝上盖、拉丝边框由铝型材经成型、拉丝而成。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设有光源装饰件和反光格栅，使光线不直接

进入人眼，而是经过多次反射，保证路面照明需求的同时可使光柔和，不眩光。本实用新型，

采用反光格栅及透光玻璃的形式，有效的解决了PC透镜吸附灰尘导致光衰严重的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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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表面采用拉丝氧化处理独特外观，提升表面质感，还满足了作为新型LED庭院灯的

装饰功能。同时灯具可适应多种不同灯杆，实现多种安装方式。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实施例1所述庭院灯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实施例1所述灯头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实施例1所述格栅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实施例1所述格栅模组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某一子格栅模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实施例2所述庭院灯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为实施例2所述灯头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A、圆形灯杆，B、灯头，C、方形灯杆，1、拉丝上盖，2、拉丝边框，3、防水胶条，4、

格栅模组，  5、电源，6、灯体，7、钢化玻璃，8、安全夹，9、后拉丝上盖，10、后拉丝边框，11、灯

杆抱箍，12、后安装架，13、后装饰玻璃，14、光源安装架，15、光源板，16、光源装饰件，17、反

光格栅，18、挡光突起，19、LED灯珠，20、反光面，21、后托上盖，22、后托。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灯头安装在圆形灯杆上的庭院灯，如图1所示，包括灯头B、用于

支撑灯头B的圆形灯杆A，圆形灯杆A穿过灯头B。

[0025] 如图2所示，所述灯头包括拉丝上盖1、拉丝边框2、防水胶条3、格栅光源模组4、电

源5、灯体6、钢化玻璃7、安全夹8、后拉丝上盖9、后拉丝边框10、灯杆抱箍11、后安装架12、后

装饰玻璃13。

[0026] 所述拉丝上盖1与拉丝边框2通过卡槽和焊接而成一体，之后与灯体6围成中空的

灯头腔体。拉丝上盖1与灯体6间设有防水胶条3，实现灯体上侧的防水防尘。设若干格栅光

源模组4安装在灯体6的光源模组腔内。设电源5、接线端子等安装在灯体6的电器仓内。电源

5与格栅模组4间导线相连，为光源供电。设钢化玻璃7用玻璃胶粘接在灯体6下侧，实现灯体

下侧的防水防尘。所述钢化玻璃7发光区（位于光源模组腔下侧的部分）为透明，光源由此出

光。发光区外印刷油墨，使灯具美观简洁。设安全夹8，一端卡在玻璃上，一端由螺栓紧固在

灯体6上，用来防止未知的原因导致玻璃坠落伤人。设灯杆抱箍11，与灯体6抱紧，可使灯具

在安装在灯杆上。

[0027] 设后拉丝上盖9与后拉丝边框10通过卡槽和焊接而成一体后安装在后安装架12上

侧，设后装饰玻璃13安装在后安装架12下侧，同样用安全夹8防止玻璃坠落，所述后安装架

12与灯体6紧固在一起。抱箍11与灯体6之间、拉丝上盖1与后拉丝上盖9之间、钢化玻璃7与

后装饰玻璃13之间设有使圆形灯杆通过的圆孔。

[0028] 如图4所示，所述格栅模组4由反光格栅17、光源装饰件16、光源板15、光源安装架

14组成。所述光源安装架14上安装有光源板15，光源板上设有光源装饰件16，反光格栅17通

过四周的突檐与光源安装架上14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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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如图3、5所示，所述反光格栅17由多个子格栅组成，每个子格栅为由四个反光面20

作为侧面拼接组成的梯形台格栅，安装在一起的光源板15和光源装饰件16位于梯形台格栅

的上表面。光源装饰件16上设计有挡光突起18，挡光突起18挡在LED灯珠19前端，能够阻挡

LED光线直接进入人眼，从而有效防止眩光。

[0030] 本实施例中，光源板15发出的光经过挡光突起18的阻拦、反光面20的反射后从梯

形台格栅的下表面发出。光源装饰件16与反光格栅17配合使用，起装饰、配光的作用，使灯

珠发出的光按照特定的规律分布，满足照明需求。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灯头B可设置1-50个格栅模组4，所述格栅模组4可设置1-50个光

源板15，所述灯杆A的高度为2米～15米，灯杆A上设有1-10个灯头B。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拉丝上盖1、拉丝边框2为铝型材经成型、拉丝而成。也可为铝、铁

不锈钢板拼接成型、而后喷塑处理。

[0033] 灯体6、后安装架12为压铸成型，也可为板拼或玻璃钢成型。

[0034] 灯杆抱箍,11为钢板冲压或铝合金压铸成型。

[0035] 安全夹8为不锈钢折弯或铝型材成型，表面电泳或氧化成黑色，或者为金属原色。

[0036]   光源安装架14为压铸、或铝型材，或冲压等方式成型，光源装饰件16为注塑成型，

挡光突起18在光源装饰件16上，也可以在反光格栅17上，反光格栅17为冲压拼接，或者为注

塑镀亮膜成型。

[0037] 实施例2

[0038]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灯头安装在方形灯杆上的庭院灯，如图1所示，包括灯头B、用于

支撑灯头B的方形灯杆C，方形灯杆C通过后腔体与灯头B相连。

[0039]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拉丝上盖1、钢化玻璃7的断面改为平齐，去掉与圆型灯杆

匹配的半圆孔。灯头腔体与方形灯杆C之间设有设有由后托上盖21和后托22围成的后腔体，

所述后托21一端与灯体6紧固，另一端与灯杆C连接。设后托上盖21安装于后托22上侧，起装

饰和防水防尘的作用。

[0040] 本实施例中，灯头腔体与灯头腔体内的格栅光源模组与实施例1相同，此处不再累

述。

[0041] 本实施例中，所述后托21、后托上盖22为板拼、冲压或压铸成型，表面拉丝或喷塑，

方形灯杆C为铝型材或钢管。

[0042] 本实用新型发光体采用LED光源，具有节能、环保、使用寿命长等优点。独特的光源

装饰件和反光格栅设计，使光线经过多次反射，保证路面照明需求的同时可使光柔和，不眩

光。本实用新型，采用反光格栅及透光玻璃的形式，有效的解决了PC透镜吸附灰尘导致光衰

严重的问题。本实用新型不仅具有照明功能，外形采用极简手法设计，表面采用拉丝氧化处

理独特外观，提升表面质感。线条简洁流畅，外观简洁自然大方，还满足了作为新型LED庭院

灯的装饰功能。同时灯具可根据不同需求，实现多种安装方式。

[0043] 本实用新型上述实施方案，只是举例说明，不是仅有的，所有在本实用新型范围内

或等同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实用新型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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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6

CN 209084542 U

6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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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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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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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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