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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手持式LED照明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手持式LED照明设备，

该照明设备包括：密封壳体，密封壳体由前壳和

后壳固定连接而成，泛光光源组件固定设置在前

壳通光区域处；聚光光源组件设置在后壳顶部开

口处；散热装置包括散热片和轴流风扇，散热片

固定设置在密封壳体内，后壳内侧固定设置轴流

风扇，对应轴流风扇位置，后壳上设置有通风口；

电池设置在密封壳体内为各用电器件进行供电；

控制装置包括设置在密封壳体内的控制器和光

源电路板，光源电路板设置有恒流驱动电路，控

制器通过恒流驱动电路驱动聚光光源组件或泛

光光源组件工作；控制器还通过光源电路板上设

置的充电管理电路为电池充电；控制器还控制轴

流风扇的开启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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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该照明设备包括：

密封壳体，所述密封壳体由前壳和后壳固定连接而成，所述前壳上部设置有通光区域，

所述后壳顶部开口；

泛光光源组件，所述泛光光源组件固定设置在所述前壳通光区域处，用于近距离照明；

聚光光源组件，所述聚光光源组件设置在所述后壳顶部开口处，用于远距离照明；

散热装置，所述散热装置包括散热片和轴流风扇，所述散热片固定设置在所述密封壳

体内，所述后壳内侧固定设置所述轴流风扇，对应所述轴流风扇位置，所述后壳上设置有通

风口；

电池，所述电池设置在所述密封壳体内为各用电器件进行供电；

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设置在所述密封壳体内的控制器和光源电路板，所述光

源电路板设置有恒流驱动电路，所述控制器通过所述恒流驱动电路驱动所述聚光光源组件

或泛光光源组件工作；所述控制器还通过所述光源电路板上设置的充电管理电路为所述电

池充电；所述控制器还控制所述轴流风扇的开启或关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壳体底部活动连

接挂钩，所述挂钩与内置在所述密封壳体底部的POM支撑装置活动连接，所述挂钩内侧设置

有铁嵌件和磁铁，所述铁嵌件顶部胶粘所述磁铁，通过所述铁嵌件将所述磁铁背面的磁力

导向到正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泛光光源组件包括泛

光光源、反光板和透镜，所述透镜固定设置在所述前壳通光区域处，所述泛光光源设置在所

述透镜后方，且所述泛光光源通过导热胶粘贴在所述前壳内侧，所述泛光光源后侧周向设

置所述反光板，所述反光板与所述前壳固定连接；其中，所述泛光光源采用COB封装，所述透

镜采用非球面凸透镜，且所述非球面凸透镜边缘设置有细火花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光光源组件包括两

个聚光光源和两个聚光透镜，所述后壳顶部开口通过防水双面胶粘贴钢化玻璃作为透光区

域，该透光区域处固定设置有两个所述聚光光源，两个所述聚光光源固定连接所述后壳上

部，每个所述聚光光源前方采用定位柱将相应所述聚光透镜固定连接所述后壳；其中，所述

聚光透镜采用全反射透镜。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壳体一

侧还通过环氧胶粘接有按键，所述按键包括开关按键和Boost按键，所述开关按键用于通过

所述控制器切换光源工作，顺序为泛光、聚光，并带记忆功能，设定时间内不操作，设置为下

一次按键是关机，下次开机是关机时的状态，所述Boost按键用于实现短时间的超负荷工

作。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壳体内

还设置有用于实时感知所述密封壳体内部温度的感温器件，所述控制器获取所述感温器件

的温度信号，如果温度超过预设值，所述控制器发送信号开启所述轴流风扇，以控制所述密

封壳体内的温度。

7.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壳侧面设

置有用于连接外部电源的充电口，所述充电口上盖设有充电口防水塞。

8.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壳内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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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LED电量指示灯，所述LED电量指示灯通过导光柱显示所述电池电量。

9.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口上盖

设有后盖盖板，所述后壳盖板采用百叶窗设计，避免了大颗粒进入所述轴流风扇。

10.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壳和后

壳均采用铝合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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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LED照明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是关于一种LED照明设备，特别是关于一种手持式LED照明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LED灯是一种电光源，当电子经过被封装在环氧树脂物中半导体晶片时，带负电的

电子和晶片上带正电的空穴复合而消失的同时产生光子。传统的汽车维修行业用的白炽灯

和荧光灯，易碎，防水等级低，不可户外使用。

[0003] 现有手持式工具灯没法将体积和功率结合在一起，现有产品1000lm，产品总功率

是9W，产品是恒流设计，意味着功率是恒定在9W，这个功率的产品每分钟发热量是  350焦

耳，产品尺寸是150*57*24mm。由于现有产品为手持式铝合金灯具，因此现有尺寸下，产品外

壳的温升会有40℃，意味着在环境温度40度时使用，外壳会有80℃，整个产品会烫手，并且

内部元器件的温度也会比较高，无法保证产品使用寿命，再加上产品要求IP67等级的防尘

防水，故没法增加对流孔，产品必须是密闭的，那么任何在小尺寸下实现大功率以及高等级

的防尘防水就是现有手持式照明设备核心所需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充分散热和导热设计使产品散

热更充分，能够延长产品使用寿命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手持式LED照明设备，该照

明设备包括：密封壳体，所述密封壳体由前壳和后壳固定连接而成，所述前壳上部设置有通

光区域，所述后壳顶部开口；泛光光源组件，所述泛光光源组件固定设置在所述前壳通光区

域处，用于近距离照明；聚光光源组件，所述聚光光源组件设置在所述后壳顶部开口处，用

于远距离照明；散热装置，所述散热装置包括散热片和轴流风扇，所述散热片固定设置在所

述密封壳体内，所述后壳内侧固定设置所述轴流风扇，对应所述轴流风扇位置，所述后壳上

设置有通风口；电池，所述电池设置在所述密封壳体内为各用电器件进行供电；控制装置，

所述控制装置包括设置在所述密封壳体内的控制器和光源电路板，所述光源电路板设置有

恒流驱动电路，所述控制器通过所述恒流驱动电路驱动所述聚光光源组件或泛光光源组件

工作；所述控制器还通过所述光源电路板上设置的充电管理电路为所述电池充电；所述控

制器还控制所述轴流风扇的开启或关闭。

[0006] 上述手持式LED照明设备，优选地，所述密封壳体底部活动连接挂钩，所述挂钩与

内置在所述密封壳体底部的POM支撑装置活动连接，所述挂钩内侧设置有铁嵌件和磁铁，所

述铁嵌件顶部胶粘所述磁铁，通过所述铁嵌件将所述磁铁背面的磁力导向到正面。

[0007] 上述手持式LED照明设备，优选地，所述泛光光源组件包括泛光光源、反光板和透

镜，所述透镜固定设置在所述前壳通光区域处，所述泛光光源设置在所述透镜后方，且所述

泛光光源通过导热胶粘贴在所述前壳内侧，所述泛光光源后侧周向设置所述反光板，所述

反光板与所述前壳固定连接；其中，所述泛光光源采用COB封装，所述透镜采用非球面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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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且所述非球面凸透镜边缘设置有细火花纹。

[0008] 上述手持式LED照明设备，优选地，所述聚光光源组件包括两个聚光光源和两个聚

光透镜，所述后壳顶部开口通过防水双面胶粘贴钢化玻璃作为透光区域，该透光区域处固

定设置有两个所述聚光光源，两个所述聚光光源固定连接所述后壳上部，每个所述聚光光

源前方采用定位柱将相应所述聚光透镜固定连接所述后壳；其中，所述聚光透镜采用全反

射透镜。

[0009] 上述手持式LED照明设备，优选地，所述密封壳体一侧还通过环氧胶粘接有按键，

所述按键包括开关按键和Boost按键，所述开关按键用于通过所述控制器切换光源工作，顺

序为泛光、聚光，并带记忆功能，设定时间内不操作，设置为下一次按键是关机，下次开机是

关机时的状态，所述Boost按键用于实现短时间的超负荷工作。

[0010] 上述手持式LED照明设备，优选地，所述密封壳体内还设置有用于实时感知所述密

封壳体内部温度的感温器件，所述控制器获取所述感温器件的温度信号，如果温度超过预

设值，所述控制器发送信号开启所述轴流风扇，以控制所述密封壳体内的温度。

[0011] 上述手持式LED照明设备，优选地，所述后盖侧面设置有用于连接外部电源的充电

口，所述充电口上盖设有充电口防水塞。

[0012] 上述手持式LED照明设备，优选地，所述后壳内侧设置有LED电量指示灯，所述  LED

电量指示灯通过导光柱显示所述电池电量。

[0013] 上述手持式LED照明设备，优选地，所述通风口上盖设有后盖盖板，所述后壳盖板

采用百叶窗设计，避免了大颗粒进入所述轴流风扇。

[0014] 上述手持式LED照明设备，优选地，所述前壳和后壳均采用铝合金件。

[0015]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本实用新型采用全铝合金的外壳增加了产品的强度以及厚重的手感，采用轴流

风扇主动散热，充分的散热和导热设计使产品散热更充分，保证内部元器件的温度不会很

高，创新型地将主动散热(轴流风扇)在手持类照明产品上的使用，有效延长产品的使用寿

命；

[0017] 2、本实用新型合理的防尘防水(IP67)设计使产品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正常使用；

[0018] 综上，本实用新型主动散热，结构稳定，可靠散热，高亮度，外观美观，可便携，可以

户外使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手持式LED照明设备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右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后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1前壳、2后壳、3控制器、4电池、5轴流风扇、51后盖盖板、6  挂钩、61

磁铁、62挂钩封口件、7泛光光源、8反光板、9透镜、91透镜压板、92密封圈、10聚光光源、11聚

光透镜、111钢化玻璃、12按键、13挂绳通孔、14充电口防水塞及15导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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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

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如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手持式LED照明设备，包括前壳1、后壳2、聚光光

源组件、泛光光源组件、散热装置、控制器3、光源电路板和电池4。

[0027] 前壳1和后壳2固定连接形成密封壳体，前壳1上部设置有通光区域，后壳2顶部开

口。对应通光区域，前壳1内侧固定设置有泛光光源组件，泛光光源组件用于在光照不良的

条件下进行近距离照明。后壳2顶部开口处设置有聚光光源组件，聚光光源组件用于进行远

距离照明。

[0028] 壳体内还设置散热装置，散热装置包括散热片和轴流风扇5，散热片可以固定连接

后壳2，且位于散热片附近位置，后壳2内侧还固定连接轴流风扇5。对应轴流风扇  5位置，后

壳2上设置有通风口，通风口上盖设有后盖盖板51，后壳盖板51采用百叶窗设计，百叶窗设

计在通风的既保证了产品美观(遮住了内部的散热片和轴流风扇)  也避免了大颗粒进入轴

流风扇5。

[0029] 壳体内还设置有控制器3、光源电路板和电池4，控制器3通过螺丝固定连接在后壳

2内侧，光源电路板上设置有恒流驱动电路和充电管理电路，控制器3通过恒流驱动电路用

于驱动泛光光源组件和聚光光源组件工作，确保光通量恒定；控制器还通过充电管理电路

为电池4充电，其中，电池4设置在壳体内部下方，可以将产品质心整个往底部移动，电池21

可以采用大容量锂聚合物电池，用于长时间供电。另外，控制器3还控制轴流风扇5的开启或

关闭。

[0030] 优选地，密封壳体底部活动连接开口式挂钩6，开口式挂钩6使得产品方便地进行

挂设。挂钩6通过螺丝与内置在密封壳体内侧底部的POM支撑装置(POM中文为聚甲醛)活动

连接，其中，POM支撑装置可以采用各种支撑装置，在此不做限定。挂钩6  通过与POM支撑装

置的摩擦可以支持整个产品在任意角度站立的阻尼。挂钩6内侧设置有铁嵌件和磁铁61，磁

铁61胶粘在铁嵌件顶部，通过铁嵌件将磁铁61背面的磁力导向到正面，增加磁铁的利用率，

因此本实用新型磁铁和挂钩的设计增加了产品的使用场合，产品可以通过挂钩实现站立，

由于磁铁的设计可以将产品吸附在铁板上，通过挂钩的角度调节，实现不同范围内的光照，

磁铁61外侧设置有橡胶标贴。另外，挂钩6外侧通过塑料件的过盈配合设置有挂钩封口件

62。

[0031] 优选地，泛光光源组件包括泛光光源7、反光板8和透镜9，泛光光源7通过导热胶粘

贴在前壳1通光区域处。位于泛光光源前方，透镜9通过透镜压板91固定设置在前壳1通光区

域处，且透镜9与通光区域边缘通过0型密封圈92进行密封防水。泛光光源7后侧周向设置有

反光板8，反光板8与前壳1固定连接。另外，泛光光源7可以采用COB封装，由于本实用新型的

泛光光源7采用COB封装，此封装的优点在于性价比高，缺点在于光斑不均匀，为了实现光斑

均匀，透镜9采用非球面凸透镜，实现均匀的大面积圆形光斑，但是因为COB封装的LED采用

蓝黄两种波长的光配合而成，经过透镜9折射后会实现色散，导致边缘会有不规则的黄色光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209386051 U

6



斑，为了消除边缘的黄色光斑，本实用新型通过在透镜9边缘做细火花纹(为了不损伤花纹，

花纹设置在透镜内侧面)实现局部光线的散射以消除或淡化边缘的黄色光斑。

[0032] 优选地，聚光光源组件包括两个聚光光源10、两个聚光透镜11和若干定位柱，后壳

2顶部开口通过防水双面胶粘贴钢化玻璃111作为透光区域，透光区域处设置有两个聚光光

源10，两个聚光光源10固定连接后壳2上部。对应透光区域每个聚光光源前方均采用四个定

位柱将一聚光透镜11固定连接后壳2；另外，每一聚光光源10  均采用LED，通过相应聚光透

镜11实现半角12度的聚光，聚光透镜11采用全反射透镜，实现小尺寸高聚光；由于聚光光源

组件采用两个聚光光源，使得聚光也能达到  500lm以上，可比拟市场上大部分的手电筒。

[0033] 优选地，后壳2一侧还通过环氧胶粘接按键12，按键12包括开关按键和Boost  按

键。开关按键通过控制器3切换光源工作，切换顺序为泛光和聚光，并带记忆功能，一定时间

内不去按，控制器3设置为下一次按键是关机，下次开机是关机时的状态。开关按键长按可

以实现无级调光，本实用新型的聚光和泛光都可以实现10％-100％的无级调光，为了确保

所有档位都可以恒流，故使用的是PWM调光，Boost按键可实现短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可实现

150％的亮度3分钟。

[0034] 优选地，壳体内还设置有感温器件，感温器件用于实时感知密封壳体内部温度，控

制器3可以采用单片机，单片机用于获取感温器件信号，如果温度超过预设值，控制器发送

信号开启轴流风扇5供电，开启工作，通过感温器件保证产品温度不会过高，延长产品的使

用寿命。

[0035] 优选地，后盖2顶部一侧开设有挂绳通孔13。

[0036] 优选地，后盖2侧面设置有充电口，充电口上盖设有充电口防水塞14，充电口防水

塞14通过过盈配合装配在充电口上实现防水。

[0037] 优选地，壳体内部LED电量指示灯，LED电量指示灯通过导光柱15让用户方便查看

当前电量。

[0038] 优选地，前壳1和后壳2均可以采用铝合金件，使产品拥有较高的结构强度和质感。

为了保证手感温度不会太高，温度过高时控制器3会开启轴流风扇13对产品进行主动散热，

散热主要以空气置换的方式进行(快速的将散热片上的热量通过空气带出)，保证了光源和

元器件的寿命。

[0039] 上述实施例中，轴流风扇5可以选择的是20Db的静音方式，为了实现轴流风扇的防

水，轴流风扇5内的元器件和过线使用了胶封工艺。

[0040] 上述实施例中，壳体尺寸可以为151mm*57mm*23.5mm。

[0041] 根据上述说明书的揭示和教导，本实用新型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以对上述实

施方式进行适当的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

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此外，尽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实

用新型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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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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