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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灯，其包括：光学上盖；用于

与电源连接的灯头；管状壳体，其中管状壳体包

括与光学上盖密封连接的上端，与灯头连接的下

端，以及位于管状壳体较低部分的至少一个透气

孔；位于管状壳体内部的气体通道，该气体通道

连通光学上盖的内表面和至少一个透气孔；以及

位于管状壳体内部的光源组件和与光源组件电

性连接的驱动组件。本发明还公开一种包含上述

灯以及灯罩的灯具。本发明的灯及灯具能够防

水，当灯的内部气体因热胀冷缩导致灯的内部气

压变化时，灯的密封连接处不易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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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灯，其包括：

光学上盖；

用于与电源连接的灯头；

管状壳体，其包括与所述光学上盖密封连接的上端、与所述灯头连接的下端、以及位于

所述管状壳体较低部分的至少一个透气孔；

位于所述管状壳体内部的气体通道，所述气体通道连通所述光学上盖的内表面和所述

至少一个透气孔；

位于所述管状壳体内部的光源组件；

位于所述管状壳体内部与所述光源组件电性连接的驱动组件；以及

所述管状壳体内部的分隔板，

其中，所述光学上盖与所述分隔板之间形成用于容纳所述光源组件的第一空间，所述

分隔板与所述灯头之间形成用于容纳所述驱动组件的第二空间，所述分隔板包括至少一个

通孔，以允许气体在所述第一空间与所述第二空间之间流动，从而形成所述气体通道，

所述第二空间被分隔壁分成用于容纳所述驱动组件的驱动腔和用于连通所述至少一

个通孔和所述至少一个透气孔的通道，并且

所述灯内部的空间仅通过所述至少一个透气孔与所述管状壳体的外部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灯，其中，所述分隔壁与所述管状壳体一体成型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灯，其中，所述驱动腔中填充有第一导热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灯，其中，所述光源组件固定在所述分隔板上，所述分隔板所

在的平面与所述管状壳体的轴向方向大致上垂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灯，其中，所述管状壳体包括由第二导热材料制成的上管和由

绝缘材料制成的下管，所述上管和所述下管之间密封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灯，还包括位于所述上管内部的分隔板，在所述上管和下管内

部，所述光学上盖与所述分隔板之间形成用于容纳所述光源组件的第一空间，所述分隔板

与所述灯头之间形成用于容纳所述驱动组件的第二空间，所述分隔板包括至少一个通孔，

以允许气体在所述第一空间与所述第二空间之间流动，从而形成所述气体通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灯，其中，所述第二空间被分隔壁分成用于容纳所述驱动组件

的驱动腔和用于连通所述至少一个通孔和所述至少一个透气孔的通道。

8.一种灯具，其包括：

根据权利要求1到7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灯；以及

灯罩，其与所述灯的所述管状壳体的外表面密封连接，并在所述管状壳体与所述灯罩

之间形成第三空间，所述至少一个透气孔允许气体在所述气体通道与所述第三空间之间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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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及灯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照明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灯和包含该灯的灯具。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地，灯在结构上包括光学上盖、管状壳体、灯头，以及安装在管状壳体内部的

光源组件和驱动组件，其中，光学上盖是一种透明或半透明的光学元件，供光线透过，灯头

用于与电源连接，光源组件包括LED或其它类型的光源，驱动组件用于向光源组件供电。通

常情况下，为了防水，灯会采用全封闭设计，即管状壳体的上端与光学上盖密封连接，下端

与灯头密封连接。光源组件和驱动组件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会导致灯的内部气体膨胀，灯在

关闭状态或外界气温降低时，灯的内部气体收缩，当灯的内部气体因热胀冷缩导致灯的内

部气压变化时，灯的密封连接处容易发生损坏，一旦灯的密封连接处损坏，灯的防水性能丧

失，将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一种灯和包含该灯的灯具，能够防水，当灯的内部气

体因热胀冷缩导致灯的内部气压变化时，灯的密封连接处不易损坏。

[0004]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灯，该灯包括：光学上盖；用于与电源连接的灯头；管状壳

体，该管状壳体包括与光学上盖密封连接的上端，与灯头连接的下端，以及位于管状壳体较

低部分的至少一个透气孔；位于管状壳体内部的气体通道，该气体通道连通所述光学上盖

的内表面和所述至少一个透气孔；以及位于管状壳体内部的光源组件及与所述光源组件电

性连接的驱动组件。

[0005]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灯具，该灯具包括如上所述的灯以及灯罩，该灯罩与灯

的管状壳体外表面密封连接，并在管状壳体外表面与灯罩内表面之间形成第三空间，上述

至少一个透气孔允许气体在管状壳体内部的气体通道与第三空间之间流动。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对灯、灯具在结构上进行设计，在灯的管状壳体内部设置气体

通道，使气体可以在灯的内部空间流通，并且在管状壳体上开设透气孔，使灯的内部空间与

管状壳体外部连通。当该灯安装在灯罩上时，该灯的管状壳体外表面与灯罩密封连接，形成

位于管状壳体外表面与灯罩内表面之间的第三空间，使气体可以在灯的内部空间与该第三

空间之间流动。通过这样的设计，当灯的内部气体因热胀冷缩导致灯的内部气压变化时，灯

的密封连接处不易损坏。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依据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灯的爆炸图；

[0008] 图2为依据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灯的整体结构剖视图；

[0009] 图3和图4为依据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灯的下管的立体图；

[0010] 图5为依据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灯的整体结构剖视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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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6为依据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灯具的整体结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以下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除非另作定义，在本

文中使用的技术术语或者科学术语应当为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内具有一般技能的人士所

理解的通常意义。本文中使用的“第一”或者“第二”以及类似的词语并不表示任何顺序、数

量或者重要性，而只是用来区分不同的部分或元件。本文中使用的“一个”或者“一”等类似

词语并不表示数量限制，而是表示存在至少一个。“或”、“或者”并不意味着排他，而是指存

在提及项目(例如成分)中的至少一个，并且包括提及项目的组合可以存在的情况。“包括”、

“包含”、“具有”、或“含有”以及类似的词语是指除了列于其后的项目及其等同物外，其他的

项目也可在范围内。

[0013] 图1、图2所示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灯100。灯100包括光学上盖110、灯头180、由

上管141和下管143组成的管状壳体、位于管状壳体内部的气体通道190，以及位于管状壳体

内部的光源组件130和与光源组件130电性连接的驱动组件160。该管状壳体，具体地为上管

141的上端与光学上盖110密封连接，该管状壳体，具体地为下管143的下端与灯头180连接，

与灯头的连接可以是密封性连接，也可以是非密封性连接，灯头180用于与电源电性连接。

下管143还包括位于其较低部分的至少一个透气孔145，在由上管141和下管143组成的管状

壳体内部，气体通道190连通光学上盖110的内表面和该至少一个透气孔145。另外，需要说

明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密封连接”是指气体密封性或液体密封性连接，具体地，是指该连

接处防水。

[0014] 上管141可以由第二导热材料制成，例如散热性能良好的金属材料，下管143可以

由绝缘材料制成，例如塑料。上管141和下管143两者可以通过密封圈170密封连接构成管状

壳体，在管状壳体内部，光源组件130安装在靠近光学上盖110的一侧，而与光源组件130电

性连接的驱动组件160安装在靠近灯头180的一侧。

[0015] 进一步地，灯100还可以包括位于管状壳体内部的分隔板147，该分隔板147与上管

141一体成型而成。在管状壳体内部，分隔板147与光学上盖110之间形成用于容纳光源组件

130的第一空间101，光源组件130通过光源组件固定件120固定在分隔板147朝向光学上盖

110的一面上；分隔板147与灯头180之间形成用于容纳驱动组件160的第二空间102。另外，

分隔板147所在的平面与上管141的轴向方向大致上垂直，分隔板147上具有至少一个通孔

148(在图中被示出为两个)，以供导线穿过以及气体流通。在管状壳体内部，气体可以经通

孔148在第一空间101与第二空间102之间流通，形成气体通道190的一部分。

[0016] 进一步地，灯100还可以包括位于第二空间102中的分隔壁149，如图4中所示。分隔

壁149的横截面例如为U型，其将第二空间102分割成用于容纳驱动组件160的驱动腔105和

一个通道107。该通道107由分隔壁149与下管143的一部分围成，用于连通分隔板147上的至

少一个通孔148和下管143较低部分的至少一个透气孔145，形成气体通道190的一部分。分

隔壁149可以作为单独的组件安装在第二空间102中，也可以在下管143的加工过程中与下

管143一体成型而成。

[0017] 进一步地，驱动腔105中填充有第一导热材料。安装在驱动腔105中的驱动组件160

在工作时会发出热量，为了增强散热效果，在驱动腔105中，驱动组件160的周围空隙中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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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导热材料，该工艺一般称之为“灌胶”。一般地，该第一导热材料可以包括环氧树脂、硅

基化合物或其它导热材料以及多种导热材料的混合物。具体地，通常先将驱动组件160安装

在驱动腔105中，然后将处于流动状态的第一导热材料注入驱动腔105中驱动组件160的周

围空隙中，第一导热材料由于发生缩聚反应、加成反应或其它化学反应而固化，从而凝结在

驱动组件160的周围。

[0018] 进一步地，为了增加散热性能，上管141还可以包括从上管141的外表面向外凸起

的数个散热片145，如图1中所示，散热片145之间设有间隔，从而有助于空气流通和散热。具

有散热功能的上管141也可以被称为“散热器”。

[0019] 另外，如图1所示，灯100还可以包括绝缘板150，绝缘板150安装在分隔板147与驱

动组件160之间。绝缘板150上也设有至少一个通孔151，例如图示为三个，其与分隔板147上

的三个通孔148位置上一致，以保证气体可以在第一空间101和第二空间102之间流通。

[0020] 图5所示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灯200。灯200包括光学上盖210、灯头280、管状壳

体240、位于管状壳体240内部的气体通道290，以及位于管状壳体240内部的光源组件230和

驱动组件260。与第一实施例中的灯100类似，管状壳体240的上端与光学上盖210密封连接，

下端与灯头280密封性或非密封性连接，管状壳体240在其较低部分也具有至少一个透气孔

245。灯200与第一实施例中灯100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灯200的管状壳体240为一个整体，

而灯100中的管状壳体是由不同材料制成的上管141和下管143通过密封圈密封连接形成。

[0021] 另外，类似地，灯200也可以包括位于管状壳体240内部的分隔板247，但在本实施

例中，分隔板247是具有一个平的底面和一个向上开口的箱型，该平的底面上具有至少一个

通孔248，并且该平的底面所在的平面与管状壳体240的轴向方向大致上垂直。分隔板247与

管状壳体240的内表面相连接，光学上盖210与分隔板247之间形成用于容纳光源组件230的

第一空间201，光源组件230固定在分隔板247朝向光学上盖210的一面上，分隔板247与灯头

280之间形成用于容纳驱动组件260的第二空间202，第一空间201与第二空间202通过至少

一个通孔248相连通，形成气体通道290的一部分。

[0022] 进一步地，灯200还包括位于第二空间202中的分隔壁249，分隔壁249将第二空间

202分割成用于容纳驱动组件260的驱动腔205和一个通道207，该通道207由分隔壁249与管

状壳体240的一部分围成，用于连通至少一个通孔248和至少一个透气孔245，形成气体通道

290的一部分。分隔壁249可以作为单独的组件安装在第二空间202中，也可以在管状壳体

240的加工过程中与其一体成型而成。

[0023] 优选地，为了增强散热效果，驱动腔205中填充有第一导热材料。关于第一导热材

料以及填充工艺，与第一实施例中基本相同。

[0024]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涉及一种灯具，图6所示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灯具10的结构

剖视图。如图6中所示，灯具300包括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灯100和灯罩300，灯罩300为一具

有开口的箱型，其开口边缘与灯100的构成管状壳体的下管143的外表面密封连接，在下管

143的外表面与灯罩300内表面之间形成第三空间103，透气孔145允许气体在灯100内部的

通道148与该第三空间103之间流动，这样，整个灯具10中，第一空间101、第二空间102以及

第三空间103之间互相连通。当灯的内部气体因热胀冷缩导致灯的内部气压变化时，灯的密

封连接处不易损坏。本发明实施例所涉及的灯具还可以包括第二实施例的灯200。

[0025] 虽然结合特定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说明，但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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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发明可以作出许多修改和变形。因此，要认识到，权利要求书的意图在于涵盖在本发明

真正构思和范围内的所有这些修改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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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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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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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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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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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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