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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偏光束角自防眩光

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包括LED灯体和多个

LED透镜，LED透镜包括开口朝上的反射杯和设置

在所述反射杯的开口处的折射透镜，所述反射杯

内的底部中心竖直朝上安装LED灯，所述反射杯

的内侧壁用于将LED灯的光线反射到所述折射透

镜；其中，所述折射透镜包括一个斜面部或者并

排设置的多个斜面部，所述斜面部与所述LED灯

体的长度方向平行且与所述LED灯的中心线夹

角，各所述斜面部将反射到其上的光线折射出去

形成往所述LED灯体的同一侧偏离的光线，本实

用新型无眩光，发光均匀度高，成本低，结构简

单，整灯重量轻，组装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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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长条状的LED灯

体和竖直朝上安装在所述LED灯体上的多个LED透镜，所述多个LED透镜沿所述LED灯体的长

度方向均匀排布，所述LED透镜包括开口朝上的反射杯和设置在所述反射杯的开口处的折

射透镜，所述反射杯内的底部中心竖直朝上安装LED灯，所述反射杯的内侧壁用于将LED灯

的光线反射到所述折射透镜；

其中，所述折射透镜包括一个斜面部或者并排设置的多个斜面部，所述斜面部与所述

LED灯体的长度方向平行且与所述LED灯的中心线夹角，各所述斜面部将反射到其上的光线

折射出去形成往所述LED灯体的同一侧偏离的光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多个斜面部水平排布且排布方向与所述LED灯体的长度方向垂直，所述多个斜面部的垂

直于所述LED灯体的长度方向的剖面呈锯齿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任

意相邻的两个所述斜面部之间通过竖直部连接，所述竖直部与所述多个斜面部的排布方向

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反射杯的内侧壁呈锥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LED透镜还包括柱形的安装筒，所述反射杯设置在所述安装筒中，所述安装筒、反射杯以

及折射透镜一体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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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投光灯是指定被照面上的照度高于周围环境的灯具，主要用于大面积作业场矿、

建筑物轮廓、体育场、立交桥、纪念碑、公园和花坛等。因此，几乎所有室外使用的大面积照

明灯具都可看作投光灯。LED投光灯主要运用于单体建筑、历史建筑群外墙照明，绿化景观

照明，广告牌照明等专门设施照明，酒吧、舞厅等娱乐场所气氛照明。

[0003] 建筑物外立面经常采用LED洗墙灯又叫线型LED投光灯，等等。因为其外形为长条

形，也有人将之称为LED线条灯，其技术参数与LED投光灯大体相似，相对于LED投光灯的圆

形结构，LED投光洗墙灯的条形结构的散热装置显得更加好处理一点。LED投光洗墙灯，顾名

思义，让灯光象水一样洗过墙面，主要也是用来做建筑装饰照明之用，还有用来勾勒大型建

筑的轮廓。由于LED具有节能、光效高、色彩丰富、寿命长等特点，从而得到广泛使用。非常适

用于政府亮化工程、商业场所、地铁、高架立交桥、建筑外墙、建筑地标等内外墙面的全景式

投光照明。景观建筑物楼体，户外广场。景观物及墙面、陈列品刷色。能适应室内外各种温湿

度环境。

[0004] 因此LED投光灯外形种类也非常多，分别有长条形、圆形、方形、长短、大小都可以

自行选择，适用于不同的造型的建筑安装及使用。LED投光灯让灯光照射在墙面上，可以用

来做建筑装饰照明之用，还可以用来勾勒大型建筑的轮廓，由于LED灯有节能、光效高、色彩

丰富、寿命长等特点，所以目前其他光源的投光灯逐渐被LED灯代替。与传统灯具对比具有

节能、低碳、长寿、显色性好、响应速度快等优点。但传统LED投光灯具普遍存在对被照物表

光照投射不均匀、照射光束过于集中、易产生杂光、眩光等问题。

[0005] 参考图1，是传统LED投光洗墙灯安装后的实测光学效果图，左图是实拍效果图，右

图中双箭线对应的角度的黑色顶点代表灯具，曲线与竖直线之间的阴影部分的面积代表光

线照射量，另外，右图中横坐标的比例尺和纵坐标的比例尺是不同的。因为被照墙面的下部

离灯较近,而上部离灯较远,因此普通配光会使被照墙的偏下部光线较为集中，特别双箭线

范围内很亮，中间弱，上部急剧变暗，整体均匀性很差。人站在被照射建筑墙面的对面，还有

刺眼光照射进观察者的眼睛，其眩光比较强烈，造成观察者在视觉上的不适感，并产生不少

的无效光线损失，因此降低了整个灯具光照利用率。因此在日常工程安装投光灯的过程中，

必须人为调整灯具的倾斜角度，容易造成各个灯具角度有差异，又增加了施工难度，而且因

为灯具固定和角度调整等环节都需要使用工具，令整个安装过程耗时长、且安装效果容易

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0006] 针对LED灯具眩光的防护，市面上的LED灯具均采用防眩光板或防眩光罩加以遮

挡，将壳体需要防眩光的一边型材拉高，如图2所示，虽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户外灯具

对防眩光防护的要求，但是必然额外增加较多金属材料，增加材料由于光反射率很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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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降低整灯的光效，不但增加产品的整体重量，同时还增加生产组装和包装的困难度，产

品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偏光束

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

[0008]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构造一种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

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包括长条状的LED灯体和竖直朝上安装在所述LED灯体上的多个LED

透镜，所述多个LED透镜沿所述LED灯体的长度方向均匀排布，所述LED透镜包括开口朝上的

反射杯和设置在所述反射杯的开口处的折射透镜，所述反射杯内的底部中心竖直朝上安装

LED灯，所述反射杯的内侧壁用于将LED灯的光线反射到所述折射透镜；

[0009] 其中，所述折射透镜包括一个斜面部或者并排设置的多个斜面部，所述斜面部与

所述LED灯体的长度方向平行且与所述LED灯的中心线夹角，各所述斜面部将反射到其上的

光线折射出去形成往所述LED灯体的同一侧偏离的光线。

[0010] 优选地，所述多个斜面部水平排布且排布方向与所述LED灯体的长度方向垂直，所

述多个斜面部的垂直于所述LED灯体的长度方向的剖面呈锯齿状。

[0011] 优选地，任意相邻的两个所述斜面部之间通过竖直部连接，所述竖直部与所述多

个斜面部的排布方向垂直。

[0012] 优选地，所述反射杯的内侧壁呈锥形。

[0013] 优选地，所述LED透镜还包括柱形的安装筒，所述反射杯设置在所述安装筒中，所

述安装筒、反射杯以及折射透镜一体成型。

[0014] 本实用新型的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

实用新型中的折射透镜包括一个斜面部或者并排设置的多个斜面部，各所述斜面部将反射

到其上的光线折射出去形成往所述LED灯体的同一侧偏离的光线，无眩光，发光均匀度高，

从而令人的视觉效果柔和、均匀，在传统LED投光灯的壳体或型材基础上，不需要额加增加

防眩光板或防眩光罩加以遮挡，还不会降低整灯的光效，并整个产品看上去形状整洁美观，

具有质量可靠，结构简单，整灯重量轻，生产成本低廉，组装容易，包装简单等优点，可广泛

适用于LED投光灯，特别适合需要防眩光要求的LED投光灯，不仅会降低LED灯具金属资源的

浪费，还降低的LED生产、组装的难度和包装成本，而且被照物表面的光照投射面积更大光

斑更均匀，不产生杂光、光源利用率低、眩光等一系列问题，总而言之，本实用新型装置更加

实用。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

可以根据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6] 图1是传统LED投光洗墙灯安装后的实测光学效果图；

[0017] 图2是传统防眩光LED投光洗墙灯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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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LED透镜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20] 图5是LED透镜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21] 图6是LED透镜的光路原理图；

[0022] 图7本实用新型偏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的实测光学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更全面的描

述。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典型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

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实用新型的公

开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0024]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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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类

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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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0026] 本实用新型总的思路是：将照明装置中的折射透镜设计为包括一个斜面部或者并

排设置的多个斜面部，所述斜面部与所述LED灯体的长度方向平行且与所述LED灯的中心线

夹角，各所述斜面部将反射到其上的光线折射出去形成往所述LED灯体的同一侧偏离的光

线。

[0027]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说明书附图以及具体的实施方式对上

述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说明，应当理解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以及实施例中的具体特征是对本

申请技术方案的详细的说明，而不是对本申请技术方案的限定，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实用

新型实施例以及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8] 参考图3，本实施例的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特别适用于建筑

外立面定向投光照明灯具，是专门为户外建筑外立面定向投光照明而设计的特殊非对称角

度专业灯具。具体的，本实施例的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包括一组安装脚

3、长条状的LED灯体1和多个LED透镜2。

[0029] 所述多个LED透镜2竖直朝上安装在所述LED灯体1上，并且沿所述LED灯体1的长度

方向均匀排布。灯体1的顶部设置一层玻璃片，多个LED透镜2位于所述玻璃片下方，所述玻

璃片的表面丝印黑色烤漆并预留与所述多个LED透镜2的出光面对应的多个空白区域，所述

多个空白区域与所述多个LED透镜2分别上下正对。

[0030] 所述一组安装脚3固定在LED灯体1的底部，安装脚3呈倒T字型，安装脚3通过螺栓

锁紧安装。

[0031] 参考图4-6，所述LED透镜2包括柱形的安装筒21、开口朝上的反射杯22和折射透镜

23，所述安装筒21、反射杯22以及折射透镜23一体成型。

[0032] 所述反射杯22设置在所述安装筒21中，折射透镜23设置在所述反射杯22的开口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2377856 U

5



处，所述反射杯22内的底部中心竖直朝上安装LED灯4，所述反射杯22的内侧壁作为反射壁，

用于将LED灯4光线反射到所述折射透镜23，再经由折射透镜23折射出去。

[0033] 反射壁的形状可以参考TIR透镜，本实施例中，反射壁(即反射杯22的内侧壁)呈锥

形。

[0034] 其中，所述折射透镜23包括一个斜面部231或者并排设置的多个斜面部231，多个

是指的两个以及两个以上。本实施例中，折射透镜23包括两个斜面部231。

[0035] 每一所述斜面部231与所述LED灯体1的长度方向平行且与所述LED灯4的中心线夹

角，各所述斜面部231将反射到其上的光线折射出去形成往所述LED灯体1的同一侧偏离的

光线。

[0036] 具体的，所述多个斜面部231水平排布，即多个斜面部231的排布方向是水平的，或

者说与水平面平行，且多个斜面部231的排布方向还与所述LED灯体1的长度方向垂直。所述

多个斜面部231的垂直于所述LED灯体1的长度方向的剖面呈锯齿状。

[0037] 本实施例中，任意相邻的两个所述斜面部231之间通过竖直部232连接，竖直部232

是与多个斜面部231的排布方向垂直。

[0038] 参考图7，使用时，将本实施例的光束角自防眩光的LED户外定向照明装置固定在

建筑外立面正下方，由于采用非对称的配光设计，可以将光线均匀的投射在建筑外立面上，

在控制眩光的同时，不但提高了光的利用率(特别是将原来属于眩光部份的光线通过透镜

改变出光方向)，还不会增加现有灯具结构的复杂度。本实用新型装置中的透镜，改变出光

范围,并将光效中的最大照度点从原来下部扩展至被照射墙上部处,实现灯具被照墙面几

米范围的较均匀光斑配光,当几个灯具一起排列时,就会出现水平洗墙的效果,光斑均匀过

渡到墙面区域,在视觉效果上完美地将照明区域与建筑单元融合为一体。参考图7，左图是

实拍效果图，右图中双箭线对应的角度的黑色顶点代表灯具，曲线与竖直线之间的阴影部

分的面积代表光线照射量，另外，右图中横坐标的比例尺和纵坐标的比例尺是不同的。从图

7中,被照墙面在人眼附近(即上下1-2.5米范围)也就是双箭线范围内照度与均匀度都会高

一点,其它地方才逐渐降低。人们在观看建筑照明光学效果时,建筑墙面如此布光,由本实

施例的装置将光斑均匀过渡到建筑物被照墙面区域,并将被照面对面光线通过光学透镜的

结构调整,使其照射方向也与被照面方同一致，制造出较完美的光路，以达到均匀的洗墙效

果,这样人会感到舒服,不易于疲劳，在视觉效果上完美地将照明区域与建筑单元融合为一

体。

[0039] 与传统的投光洗墙灯相比，光线更加柔和均匀，让建筑外立面的照度及照度均匀

度均优于市面上LED投光灯标准，为城市景观照构建更加健康舒适、节能环保的景观照明环

境，打造新一代健康护眼、节能舒适、智慧高效的城市建筑光环境。而且，本实施例的装置的

内部结构设计合理、外表美观，不但制备工艺简单，还确保产品性能优经久耐用。

[0040]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

下，还可做出很多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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