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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包

括一中空灯壳、一照明组件及一调整组件，该照

明组件装设于该灯壳内部，并且枢接于该灯壳的

两旁侧部，该调整组件装设在该灯壳的其中一旁

侧部上，并且连接该照明组件而能带动该照明组

件转动。使用者能经由突伸在该灯壳外部的调整

组件来直接调整装设在该灯壳内部的照明组件

向外投射光线的角度及方向，故无须在该灯具的

周围预留供该灯壳转动的空间，能让安装该灯具

的位置更不受局限，再者，也可以让该灯具的外

观保持不变，进而达到不影响该灯具与周围环境

搭配所产生的视觉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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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包括一灯壳、一照明组件及一调整组件，其

特征在于：

该灯壳为中空，并且具有位于相对两侧的二旁侧部；

该照明组件装设于该灯壳内部，并且枢接于该灯壳的两旁侧部，该照明组件具有一基

座与至少一发光组件，该基座具有分别位于该基座的相对两端的二枢接部，该二枢接部分

别枢接于该灯壳的两旁侧部，该至少一发光组件设于该基座上；

该调整组件装设在该灯壳的其中一旁侧部上，该调整组件连接该基座以及突伸至该灯

壳外部，并且该调整组件能带动该照明组件转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特征在于：

该灯壳的用以装设该调整组件的旁侧部上贯穿形成有一穿孔；

该调整组件具有一驱动件与一防水垫圈，该驱动件贯穿该灯壳的旁侧部的穿孔，并且

连接该基座，该防水垫圈套设于该驱动件上，并卡固在该穿孔的孔缘以及该驱动件之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特征在于，该照明组件的基

座包含一电路基板、一散热器与一侧板，前述至少一发光组件配置在该电路基板上，该散热

器装设在该电路基板的底面，该侧板固设在该电路基板的其中一端，该侧板上设有该基座

的其中一枢接部，前述调整组件的驱动件连接于该基座的侧板。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特征在于：

该照明组件的基座的侧板上进一步设有一长孔；

该调整组件的驱动件包含一外驱动片、一内传动片与一轴杆，该外驱动片设于该壳体

外部，并且位置对应该壳体的旁侧部，该内传动片设于该壳体内部，并且位于该侧板与该壳

体的旁侧部之间，该内传动片上设有一连动凸部，该连动凸部突伸于该侧板的长孔中，该轴

杆贯穿该壳体的旁侧部的穿孔，该轴杆的两端分别固接于该外驱动片与该内传动片，且该

轴杆和该照明组件的基座的枢接部不在同一条轴线上；

前述的防水垫圈套设在该轴杆上，并且卡固在该穿孔的孔缘以及该轴杆之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特征在于：

该灯壳的旁侧部上进一步设有一圆弧形的止滑面，该圆弧形的止滑面与该旁侧部的穿

孔同轴设置；

该调整组件的驱动件的外驱动片的一端固接于该轴杆、另一端的位置对应该灯壳的旁

侧部的止滑面，该调整组件进一步具有一止付螺丝，该止付螺丝贯穿该驱动件的外驱动片，

并且与该外驱动片经由螺纹相接，该止付螺丝能选择性地抵接于该灯壳的旁侧部的止滑

面。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特征在于，该调整组件进一

步具有一蜗轮与一蜗杆，该蜗轮套设固定在该驱动件的轴杆上，且位于该灯壳的外部，该蜗

杆可转动地装设于该灯壳的旁侧部上，并且与该蜗轮相组接。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特征在于：

该调整组件的驱动件包含一外驱动片与一轴杆，该外驱动片设于该壳体外部，并且位

置对应该壳体的旁侧部，该轴杆贯穿该壳体的旁侧部的穿孔，该轴杆的两端分别固接于该

外驱动片与该照明组件的基座的侧板，且该轴杆和该照明组件的基座的枢接部位在同一条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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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防水垫圈套设在该轴杆上，并且卡固在该穿孔的孔缘以及该轴杆之间。

8.如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特征在于，进

一步包括至少一固定夹具，该至少一固定夹具固设于该灯壳的一后侧部。

9.如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其特征在于，该

灯壳的每一旁侧部为一可拆卸的侧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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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是关于一种灯具，尤指一种能从灯壳内部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

背景技术

[0002] 参见图12所示，现有技术的可调整光源的照射方向的灯具大抵包括一固定座61、

一枢转座62及一灯壳63，该固定座61用以固设在一安装面(例如墙壁)上，该枢转座62能转

动地装设在该固定座61上，该灯壳63固设在该枢转座62上，并且该灯壳63内部固设有一能

向外投射出光线的照明组件。借此，当带动该枢转座62和灯壳63相对该固定座61枢转时，能

调整该照明组件向外投射光线的角度及方向。

[0003] 然而，由于上述现有技术的灯具是借由转动该枢转座62和灯壳63的方式来达到调

整光源射向的目的，因此在安装该现有技术的灯具时，需要在该灯具的周围预留足够的空

间，才能让该枢转座62和灯壳63依照使用者的需求转动，以致能安装该现有技术的灯具的

位置受到局限。再者，该枢转座62和灯壳63转动之后，该现有技术的灯具的外观即产生了变

化，如此将会影响该灯具与周围环境搭配所产生的视觉效果。

[0004] 如上所述，因此上述现有技术的可调整光源的照射方向的灯具仍有待进一步改良

之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有鉴于前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的在于提供一种灯具，其能在

不转动灯壳的前提之下直接从灯壳内部调整光源照射的方向。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手段是令一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

具包括：

[0007] 一中空灯壳，其具有位于相对两侧的二旁侧部；

[0008] 一照明组件，其装设于该灯壳内部，并且枢接于该灯壳的两旁侧部，该照明组件具

有一基座与至少一发光组件，该基座具有分别位于该基座的相对两端的二枢接部，该二枢

接部分别枢接于该灯壳的两旁侧部，该至少一发光组件设于该基座上；

[0009] 一调整组件，其装设在该灯壳的其中一旁侧部上，该调整组件连接该基座以及突

伸至该灯壳外部，并且该调整组件能带动该照明组件转动。

[0010] 进一步的，上述灯壳的用以装设该调整组件的旁侧部上能贯穿形成一穿孔；

[0011] 上述调整组件能具有一驱动件与一防水垫圈，该驱动件贯穿该灯壳的旁侧部的穿

孔，并且连接该基座，该防水垫圈套设于该驱动件上，并卡固在该穿孔的孔缘以及该驱动件

之间。

[0012] 进一步的，上述照明组件的基座能包含一电路基板、一散热器与一侧板，前述至少

一发光组件配置在该电路基板上，该散热器装设在该电路基板的底面，该侧板固设在该电

路基板的其中一端，该侧板上设有该基座的其中一枢接部，前述调整组件的驱动件连接于

该基座的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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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的，上述照明组件的基座的侧板上能进一步设有一长孔；

[0014] 上述调整组件的驱动件能包含一外驱动片、一内传动片与一轴杆，该外驱动片设

于该壳体外部，并且位置对应该壳体的旁侧部，该内传动片设于该壳体内部，并且位于该侧

板与该壳体的旁侧部之间，该内传动片上设有一连动凸部，该连动凸部突伸于该侧板的长

孔中，该轴杆贯穿该壳体的旁侧部的穿孔，该轴杆的两端分别固接于该外驱动片与该内传

动片，且该轴杆和该照明组件的基座的枢接部不在同一条轴线上；

[0015] 上述防水垫圈套设在该轴杆上，并且卡固在该穿孔的孔缘以及该轴杆之间。

[0016] 进一步的，上述灯壳的旁侧部上能进一步设有一圆弧形的止滑面，该圆弧形的止

滑面与该旁侧部的穿孔同轴设置；

[0017] 上述调整组件的驱动件的外驱动片的一端固接于该轴杆、另一端的位置对应该灯

壳的旁侧部的止滑面，该调整组件能进一步具有一止付螺丝，该止付螺丝贯穿该驱动件的

外驱动片，并且与该外驱动片经由螺纹相接，该止付螺丝能选择性地抵接于该灯壳的旁侧

部的止滑面。

[0018] 进一步的，上述调整组件能进一步具有一蜗轮与一蜗杆，该蜗轮套设固定在该驱

动件的轴杆上，且位于该灯壳的外部，该蜗杆可转动地装设于该灯壳旁侧部上，并且与该蜗

轮相组接。

[0019] 进一步的，上述调整组件的驱动件能包含一外驱动片与一轴杆，该外驱动片设于

该壳体外部，并且位置对应该壳体的旁侧部，该轴杆贯穿该壳体的旁侧部的穿孔，该轴杆的

两端分别固接于该外驱动片与该照明组件的基座的侧板，且该轴杆和该照明组件的基座的

枢接部在同一条轴线上；

[0020] 上述防水垫圈套设在该轴杆上，并且卡固在该穿孔的孔缘以及该轴杆之间。

[0021] 进一步的，所述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进一步包括至少一固定夹具，

该至少一固定夹具固设于该灯壳的一后侧部。

[0022] 进一步的，上述灯壳的每一旁侧部能为一可拆卸的侧盖。

[0023] 借由如上所述的设计，使用者能经由突伸在该灯壳外部的调整组件来直接调整装

设在该灯壳内部的照明组件向外投射光线的角度及方向，无须转动该灯壳，因此在安装本

新型的灯具时，其周围无须预留供该灯壳转动的空间，能让安装该灯具的位置更不受局限。

再者，也由于在调整该照明组件向外投射光线的角度及方向时无须转动该灯壳，因此可以

让该灯具的外观保持不变，进而达到不影响该灯具与周围环境搭配所产生的视觉效果的目

的。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较佳实施例的立体外观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一较佳实施例的局部立体分解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第一较佳实施例的部分组件的立体外观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第一较佳实施例的外部侧视动作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实用新型第一较佳实施例的内部侧视动作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实用新型第二较佳实施例的局部立体分解图。

[0030] 图7为本实用新型第二较佳实施例的内部侧视动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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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8为本实用新型第三较佳实施例的局部立体分解图。

[0032] 图9为本实用新型第三较佳实施例于调整时的立体示意图。

[0033]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第四较佳实施例的局部立体分解图。

[0034]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第四较佳实施例于调整时的立体示意图。

[0035] 图12为现有技术的侧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配合图式及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为达成预定实

用新型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

[0037] 参见图1至图3所示，本新型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包括一灯壳10、至

少一固定夹具20、一照明组件30及一调整组件40。

[0038] 该灯壳10为中空，并且具有位于相对两侧的一前侧与一后侧部11，以及位于另外

相对两侧的二旁侧部12。在本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中，该灯壳10的每一旁侧部12为一可拆

卸的侧盖。

[0039] 该至少一固定夹具20固设于该灯壳10的后侧部11，且用以组接在一安装面(例如

墙壁)上，借此将该灯具装设在所述安装面上。

[0040] 配合参见图4及图5所示，该照明组件30装设于该灯壳10内部，并且枢接于该灯壳

10的两旁侧部12，使该照明组件30能朝该灯壳10的前侧与后侧部11前、后转动。该照明组件

30具有一基座31与至少一发光组件32。

[0041] 该基座31具有分别位于该基座31的相对两端的二枢接部310，该二枢接部310分别

枢接于该灯壳10的两旁侧部12，使该基座31能相对该灯壳10前、后转动。该至少一发光组件

32设于该基座31上，而能朝该灯壳10的外部投射出光线。

[0042] 具体而言，该基座31包含一电路基板311、一散热器312与一侧板313。前述至少一

发光组件32配置在该电路基板311上。该散热器312装设在该电路基板311的底面，以协助排

散该电路基板311和发光组件32所产生的热能。该侧板313固设在该电路基板311的其中一

端，该侧板313上设有该基座31的其中一枢接部310。

[0043] 如图2至图5所示，该调整组件40装设在该灯壳10的其中一旁侧部12上，该调整组

件40连接该基座31以及突伸至该灯壳10外部，让使用者能经由该调整组件40来带动该照明

组件30转动，以调整该照明组件30向外投射光线的角度及方向。

[0044] 具体而言，该灯壳10的用以装设该调整组件40的旁侧部12上贯穿形成有一穿孔

121，该调整组件40具有一驱动件41与一防水垫圈42。该驱动件41贯穿该灯壳10的旁侧部12

的穿孔121，并且连接于该基座31的侧板313，借此，当转动该驱动件41时，能带动该照明组

件30转动。该防水垫圈42套设于该驱动件41上，并卡固在该穿孔121的孔缘以及该驱动件41

之间，该防水垫圈42除了能够避免水气、灰尘由该穿孔121进入该灯壳10中，也能提供该驱

动件41转动后定位在一特定角度位置的摩擦力。

[0045] 如图2及图3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第一较佳实施例中，该照明组件30的基座31的

侧板313上进一步设有一长孔314，该调整组件40的驱动件41包含一外驱动片411、一内传动

片412与一轴杆414。该外驱动片411设于该壳体10外部，并且位置对应该壳体10的旁侧部

12。该内传动片412设于该壳体10内部，并且位于该侧板313与该壳体10的旁侧部12之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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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传动片412的一对应该侧板313的侧面上设有一连动凸部413，该连动凸部413突伸于该侧

板313的长孔314中。该轴杆414贯穿该壳体10的旁侧部12的穿孔121，该轴杆414的两端分别

固接于该外驱动片411与该内传动片412，且该轴杆414和该照明组件30的基座31的枢接部

310不在同一条轴线上，前述防水垫圈42套设在该轴杆414上，并且卡固在该穿孔121的孔缘

以及该轴杆414之间。

[0046] 借此，如图5所示，当使用者从该灯壳10的外部转动该外驱动片411时，便能经由该

轴杆414和该内传动片412带动该照明组件30的基座31相对该灯壳10前、后转动。

[0047] 进一步参见图6和图7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第二较佳实施例中，该调整组件40A的

驱动件41A包含一外驱动片411A与一轴杆414A，该外驱动片411A设于该壳体10A外部，并且

位置对应该壳体10A的旁侧部12A，该轴杆414A贯穿该壳体10A的旁侧部12A的穿孔121A，该

轴杆414A的两端分别固接于该外驱动片411A与该照明组件30A的基座31A的侧板313A，且该

轴杆414A和该照明组件30A的基座31A的枢接部310A在同一条轴线上，前述防水垫圈42A套

设在该轴杆414A上，并且卡固在该穿孔121A的孔缘以及该轴杆414A之间。

[0048] 借此，如图7所示，使用者能以从该灯壳10A的外部转动该外驱动片411A，而经由该

轴杆414A直接带动该照明组件30A的基座31A相对该灯壳10A前、后转动。

[0049] 进一步参见图8和图9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三较佳实施例，其调整组件40B与照

明组件30B之间的连动结构与前述本实用新型的第一较佳实施例大致相同，差异在于，在本

新型的第三较佳实施例中，该灯壳10B的旁侧部12B上进一步设有一圆弧形的止滑面122B，

该圆弧形的止滑面122B与该旁侧部12B的穿孔121B同轴设置，该调整组件40B的驱动件41B

的外驱动片411B的一端固接于该轴杆414B、另一端的位置对应该灯壳10B的旁侧部12B的止

滑面122B，该调整组件40B进一步具有一止付螺丝43B，该止付螺丝43B贯穿该驱动件41B的

外驱动片411B，并且与该外驱动片411B经由螺纹相接，使该止付螺丝43B能选择性地抵接于

该灯壳10B的旁侧部12B的止滑面122B。使用者可借由转动该止付螺丝43B来带动该止付螺

丝43B朝靠近或远离该灯壳10B的旁侧部12B的方向轴向移动，当该止付螺丝43B抵接于该灯

壳10B的旁侧部12B的止滑面122B时，便能固定该驱动件41B既该照明组件30B的角度位置。

[0050] 进一步参见图10和图1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第四较佳实施例，其调整组件40C与

照明组件30C之间的连动结构与前述本实用新型的第一较佳实施例大致相同，差异在于，在

本新型的第四较佳实施例中，该调整组件40C进一步具有一蜗轮44C与一蜗杆45C，该蜗轮

44C套设固定在该驱动件41C的轴杆414C上，且位于该灯壳10C的外部，该蜗杆45C可转动地

装设于该灯壳10C的旁侧部12C上，并且与该蜗轮44C相组接。借此，使用者能经由转动该蜗

杆45C来依序带动该蜗轮44C、该驱动件41C以及该照明组件30C转动，从而达到调整该照明

组件30C向外投射光线的角度及方向的目的。

[0051] 本实用新型的可从灯壳内调整光源射向的灯具的优点在于，使用者能经由突伸在

该灯壳10、10A、10B、10C外部的调整组件40、40A、40B、40C来直接调整装设在该灯壳10、10A、

10B、10C内部的照明组件30、30A、30B、30C向外投射光线的角度及方向，无须转动该灯壳10、

10A、10B、10C，因此在安装本新型的灯具时，其周围无须预留供该灯壳10、10A、10B、10C转动

的空间，能让安装该灯具的位置更不受局限。再者，也由于在调整该照明组件30、30A、30B、

30C向外投射光线的角度及方向时无须转动该灯壳10、10A、10B、10C，因此可以让该灯具的

外观保持不变，进而达到不影响该灯具与周围环境搭配所产生的视觉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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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做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优选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

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

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内

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

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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