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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LED汽车尾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LED汽车尾灯，包括反

射镜和LED线路板等，所述反射镜为自由曲面反

射镜，所述LED线路板相对固定安装在所述反射

镜的前方靠近所述反射镜的边缘处，所述LED线

路板上的LED的出光面朝向所述反射镜的正面，

所述LED线路板包括LED、FPC板和铝板，所述铝板

是所述LED线路板的基础件，所述FPC板设置在所

述铝板上，所述LED设置在所述FPC板上，所述LED

线路板位于所述LED汽车尾灯的正面视角下的不

可见区域，特定条件下所述反射镜的正面可不设

置花纹。本实用新型所需空间小，造型多变，反射

镜镜面加工要求低，点灯均匀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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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包括反射镜和LED线路板，所述反射镜为自由曲面反

射镜，所述LED线路板相对固定安装在所述反射镜前方靠近所述反射镜的边缘处，所述LED

线路板上的LED的出光面朝向所述反射镜的正面，所述反射镜用于将所述LED发出的光反射

向前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所述LED线路板包括LED、FPC板和铝

板，所述铝板是所述LED线路板的基础件，所述FPC板设置在所述铝板上，所述LED设置在所

述FPC板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还设有离散材料的内配光镜，所述内

配光镜设置在所述LED线路板和所述反射镜的前方，所述内配光镜用于将经过所述反射镜

反射的光折射出去。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还设有控制模块，所述控制模块固定

在所述反射镜上，所述控制模块与所述LED线路板通过接插件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所述LED线路板固定安装在所述反射

镜上。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所述LED线路板通过所述反射镜上的

热烫柱结构从正面固定在所述反射镜上。

7.如权利要求1-6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所述LED线路

板位于所述LED汽车尾灯的正面视角下的不可见区域。

8.如权利要求3-6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射镜

采用白色的PC材料制成，所述反射镜的正面不镀铝，且不设置花纹。

9.如权利要求1-6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所述LED线路

板有多个，并分散布置在所述反射镜的正面的不同位置处。

10.如权利要求3-6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LED汽车尾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内配光

镜的面型是两片箭头式的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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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汽车尾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LED汽车尾灯，尤其是自由曲面反射式尾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车用照明越来越多的采用LED作为主要光源，其优点是可以在更小的空间内，

同时做出很多具有高辨识度的尾灯。普通的反射式LED汽车尾灯普遍存在以下明显缺陷：

[0003] 1、在反射镜侧壁布置LED，需要整个反射镜的深度较深，导致灯具的前后方向尺寸

较大，比较占用空间；

[0004] 2、反射镜自身的安装以及LED线路板在反射镜上的安装普遍采用螺钉联接，相应

地需要在反射镜的背面设置螺钉柱结构，导致反射镜局部较厚，注塑成型时极易使反射镜

正面产生缩印；

[0005] 3、由于线路板不可多次弯折，很难满足复杂的造型需求；

[0006] 4、反射镜正面花纹加工要求高。

发明内容

[0007] 为克服现有普通反射式LED汽车尾灯的上述各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LED汽

车尾灯，其空间利用率极高，所需空间小，造型多变，能满足复杂造型需要，并且反射镜镜面

加工要求降低，点灯均匀性好。

[0008]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技术方案有：

[0009] 一种LED汽车尾灯，包括反射镜和LED线路板，所述反射镜为自由曲面反射镜，所述

LED线路板相对固定安装在所述反射镜前方靠近所述反射镜的边缘处，所述LED线路板上的

LED的出光面朝向所述反射镜的正面，所述反射镜用于将所述LED发出的光反射向前方。

[0010] 所述LED线路板可以包括LED、FPC板和铝板，所述铝板是所述LED线路板的基础件，

所述FPC板设置在所述铝板上，所述LED设置在所述FPC板上。

[0011] 所述LED汽车尾灯还可以设有离散材料的内配光镜，所述内配光镜设置在所述LED

线路板和所述反射镜的前方，所述内配光镜用于将经过所述反射镜反射的光折射出去。

[0012] 所述LED汽车尾灯还设有控制模块，所述控制模块固定在所述反射镜上，所述控制

模块与所述LED线路板通过接插件连接。

[0013] 所述LED线路板可以固定安装在所述反射镜上。

[0014] 所述LED线路板可以通过所述反射镜上的热烫柱结构从正面固定在所述反射镜

上。

[0015] 所述LED线路板位于所述LED汽车尾灯的正面视角下的不可见区域。

[0016] 所述反射镜采用白色的PC材料制成，所述反射镜的正面不镀铝，且不设置花纹。

[0017] 所述LED线路板可以有多个，并分散布置在所述反射镜的正面的不同位置处。

[0018] 所述内配光镜的面型可以是两片箭头式的曲面。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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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实用新型采用反射式自由曲面设计，将LED线路板安装在反射镜正面不可见区

域，很好地利用了有限的灯具空间，并且可以分出很多的小型LED线路板，有助于满足复杂

的造型需求，同时取消了反射镜的正面花纹，更便于反射镜的模具加工。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装配体正面视图(不含内配光镜)；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装配体正面视图(含内配光镜)；

[0023] 图3是图2的局部剖视图；

[0024] 图4是安装状态下某个LED线路板的立体图；

[0025] 图5是安装状态下某个LED线路板的剖面图；

[0026] 图6是图4中的LED线路板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是图4中的反射镜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7所示，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LED汽车尾灯，包括反射镜1和LED线路板2，

所述反射镜为自由曲面反射镜，所述LED线路板相对固定安装在所述反射镜的前方，特别是

靠近所述反射镜的边缘处，所述LED线路板上的LED的出光面朝向所述反射镜的正面，当然

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以便所述反射镜将LED发出的光反射向前方。所述反射镜采用自由曲

面造型，对LED位置精度要求较低，造型多变，可塑性强，所需空间小，结构紧凑，特别是不再

需要纵深方向有较大的空间，即使在较小的灯具空间限制条件下，也能很好地满足复杂的

空间造型要求。所谓自由曲面，是指面型可以为任意空间曲面。

[0029] 所述LED线路板可以包括LED2-1、FPC板2-2和铝板2-3，也可以称为线路板小总成。

所述铝板是所述LED线路板的基础件，所述FPC板设置在所述铝板上，所述LED设置在所述

FPC板上。

[0030] 所述LED线路板具有柔性，可折弯布置，因此有助于配合自由曲面的反射镜造型，

实现各种空间位置和各种空间角度的光的反射，使本实用新型相对于传统的反射式LED汽

车尾灯具有更好的造型可塑性，并且可以极大地降低对反射镜深度的要求。

[0031] 所述LED汽车尾灯还可以设有离散材料的内配光镜3，见图2中的阴影部分区域，内

配光镜外表面区域也是所述LED汽车尾灯的发光区域。所述内配光镜设置在所述LED线路板

和所述反射镜的前方。LED射出的光先经所述反射镜反射射向所述内配光镜，再经过所述内

配光镜折射而出。光线传递路线如图3中箭头所示。离散材料是一种能够模糊点光源的材

料，采用离散材料的内配光镜可以均匀点灯效果。因此本实用新型在非常有限的灯具空间

内，不仅满足了造型多变的需求，同时还做到了点灯的均匀性。

[0032] 所述LED汽车尾灯还设有控制模块4，所述控制模块固定在所述反射镜上，所述控

制模块与所述LED线路板通过接插件实现连接，具体是所述控制模块通过接插件与所述LED

线路板的所述FPC板电性连接。所述FPC板具有柔性，可以将所述LED线路板设置成其中的

FPC板一部分延伸出所述铝板之外，所述控制模块则通过接插件连接在超出所述铝板之外

的那部分FPC板上，使得连接灵活，无需严格限制所述控制模块的安装位置。

[0033] 所述LED线路板可以固定安装在所述反射镜上。与所述反射镜直接接触的是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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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线路板上的所述铝板。作为基础件，是所述铝板固定在所述反射镜上。

[0034] 所述LED线路板可以通过热烫的方式从正面固定在所述反射镜上。具体可以是所

述LED线路板通过所述反射镜上的热烫柱1-1固定在反射镜上。相比传统的汽车尾灯中从反

射镜背后放入LED线路板的装配结构，可以极大地降低对反射镜深度的要求，由于没有了局

部厚壁结构，因此也不会对反射镜正面造成缩印，且安装方便。

[0035] 通过控制所述铝板的折弯角度可以控制LED的发光角度，通过控制所述铝板的高

度可以控制LED的发光高度，最终调整光型以满足尾灯的法规要求。

[0036] 对于前述任意一种所述LED汽车尾灯，可以在以下多个方面进行进一步优化。

[0037] 1、所述LED线路板优选位于所述LED汽车尾灯的正面视角下的不可见区域，通常靠

近所述反射镜的边缘。

[0038] 2、对于设置有所述离散材料的内配光镜的情况，所述反射镜优选采用白色的PC材

料制成，所述反射镜的正面不镀铝。通过不镀铝的(白PC材料)自由曲面可以实现尾灯的功

能。再加上通过所述离散材料的内配光镜实现了均匀的点灯效果，使所述反射镜的正面即

使不设置花纹，仍然能够满足尾灯的亮度要求，因此可以明显降低反射镜正面的加工难度。

这种方案既省去了镀铝，又无需花纹加工，加工难度显著降低，成本节约明显。

[0039] 3、针对一个所述反射镜，所述LED线路板可以配置多个，并分散布置在所述反射镜

的正面的不同位置处，方便满足复杂的空间造型和多样化的点灯效果需要。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内配光镜的面型为两片箭头式的曲面，如图2所示。事实上，也可

以采用其他各种可能形状的空间曲面。

[0041] 本实用新型基于可折弯的FPC加铝板的结构上布置LED，通过热烫的方式从正面固

定在自由曲面反射镜上，极大地降低了对反射镜深度的要求，并且容易实现复杂的造型要

求。从空间、造型和实际装配等方面均优于传统的从反射镜背后放入LED线路板的LED汽车

尾灯。

[0042]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以及具体的技术手段并不局限于汽车尾灯，其他灯具也可

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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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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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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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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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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