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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及洗墙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灯具领域，公开一种LED洗

墙灯透镜及洗墙灯，包括一体成型的透镜本体

(1)，透镜本体(1)包括安装部(2)和出光部(3)，

安装部(2)上设有用于安装LED灯的安装腔(21)，

还设有入光面(22)和出光面(31)，出光部(3)上

设有多个平行设置的出光柱(32)，出光柱(32)包

括柱面(311)，每两个相邻的出光柱(32)之间都

为宽度相同的平面(312 )，出光面(31 )由柱面

(311)与平面(312)组成，相邻的出光柱(32)之间

的平面(312)宽度为L1，相邻的平面(312)之间柱

面(311)的宽度为L2，L1和L2的宽度比为1:1～1:

3。现有技术中洗墙高度及底部明暗均匀无法兼

得，本实用新型在相同光通量条件下，洗墙高度

更高，底部光线亮度更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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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包括一体成型的透镜本体(1)，透镜本体(1)包括安装部(2)和

出光部(3)，安装部(2)上设有用于安装LED灯的安装腔(21)，其特征在于：还设有入光面

(22)和出光面(31)，出光部(3)上设有多个平行设置的出光柱(32)，出光柱(32)包括柱面

(311)，每两个相邻的出光柱(32)之间都为宽度相同的平面(312)，出光面(31)由柱面(311)

与平面(312)组成，相邻的出光柱(32)之间的平面(312)宽度为L1，相邻的平面(312)之间柱

面(311)的宽度为L2，L1和L2的宽度比为1:1～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其特征在于：入光面(22)为向安装腔

(21)内凹陷的自由曲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其特征在于：每个柱面(311)都为相同的

自由曲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其特征在于：安装部(2)的侧壁为全反射

自由曲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其特征在于：安装部(2)出口的直径为L3，

L3的长度为4.9mm；安装部(2)的高度为H，H为10.5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其特征在于：安装腔(21)的侧壁与水平

面所呈的角为α，α为8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其特征在于：L1的宽度为0.66mm，L2的宽

度为1.54mm。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其特征在于：安装腔(21)的

侧壁、安装部(2)的侧壁、入光面(22)、平面(312)、柱面(311)通过改变自由曲面的曲率、L1

和L2的宽度比、α的角度值并相互配合调整配光分布。

9.一种LED洗墙灯，包括灯壳和LED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

述的LED洗墙灯透镜，LED灯安装在安装腔(21)内，LED洗墙灯透镜安装在灯壳内。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LED洗墙灯，其特征在于：灯壳内安装一个或多个LED洗

墙灯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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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及洗墙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灯具领域，尤其涉及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及洗墙灯。

背景技术

[0002] 洗墙灯，顾名思义，让灯光像水一样洗墙面，是一种户外建筑亮化照明常用的线性

灯具，主要用于建筑的装饰照明以及建筑的外轮廓勾勒，LED洗墙灯因其高效、节能、色彩丰

富、寿命长、控制方式多样化、可实现多种效果而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所，如市政大楼、商业综

合体、企业大楼、历史建筑、娱乐场所等。现有洗墙灯主流设计两种类型：

[0003] 1.配光对称设计，此种设计角度太大则洗墙高度不够，角度太小则洗墙高度满足，

但在靠近灯具处出现明暗相间的条纹降低美观；

[0004] 2.非对称配光设计，此种设计角度分两个方向，平行于墙面的角度比较大，垂直于

墙面的角度度较小，此类设计解决底部明暗相间条纹问题，但是洗墙高度明显不足。

[0005] 因此，需要一种在基本不影响洗墙高度的情况下，消除底部明暗相间条纹问题的

洗墙灯。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洗墙高度及底部明暗均匀无法兼得的缺点，提供了一

种LED洗墙灯透镜及洗墙灯。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8] 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包括一体成型的透镜本体，透镜本体包括安装部和出光部，

安装部上设有用于安装LED灯的安装腔，还设有入光面和出光面，出光部上设有多个平行设

置的出光柱，出光柱包括柱面，每两个相邻的出光柱之间都为宽度相同的平面，出光面由柱

面与平面组成，相邻的出光柱之间的平面宽度为L1，相邻的平面之间柱面的宽度为L2，L1和

L2的宽度比为1:1～1:3。根据L1和L2的宽度比例大小影响配光的斜出射光与直出射光的比

例，从而影响灯具附近光的均匀性和灯具洗墙的高度，本申请距离光源远处配光收窄，使光

线射出时更加均匀且高度更加高；透镜的材质为PC或PMMA的透明材质。

[0009] 作为优选，入光面为向安装腔内凹陷的自由曲面。自由曲面有特定的弧度，具体根

据使用的LED灯的改变做出相应的配合改变。

[0010] 作为优选，每个柱面都为相同的自由曲面。自由曲面有特定的弧度，具体根据使用

的LED灯的改变和入光面的弧度做出相应的配合改变。

[0011] 作为优选，安装部的侧壁为全反射自由曲面。

[0012] 作为优选，安装部出口的直径为L3，L3的长度为4.9mm；安装部的高度为  H，H为

10.5mm。

[0013] 作为优选，安装腔的侧壁与水平面所呈的角为α，α为87°。

[0014] 作为优选，L1的宽度为0.66mm，L2的宽度为1.54mm。

[0015] 作为优选，安装腔的侧壁、安装部的侧壁、入光面、平面、柱面通过改变自由曲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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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率、L1和L2的宽度比、α的角度值并相互配合调整配光分布。由光强曲线可见，光强曲线最

高光强可以更高，配光曲线也与现有的洗墙灯更加均匀，高度更高。

[0016] 作为优选，还包括所述的LED洗墙灯透镜，LED  灯安装在安装腔内，LED洗墙灯透镜

安装在灯壳内。

[0017] 作为优选，灯壳内安装一个或多个LED洗墙灯透镜。可以为单颗使用的洗墙灯，也

可以为整体多个灯体使用的整版洗墙灯。

[0018]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具有显著的技术效果：通过透镜表面出光

结构设计改善，来调整配光分布，在光源近处出光角度较大改善底部均匀性，距离光源远处

配光收窄，集中光强提升照射高度，由于光源近处提升亮度所消耗的光通量较少，所以照射

远处的光线只需分散较少一部分即可明显提升光源近处亮度，同时照射远处角度的角度虽

小，但因为距离增加同样会很均匀。相同光通量条件下，本实用新型的配光设计可以洗墙高

度更高，同时底部光线的亮度更加均匀。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纵向剖面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透镜使用软件模拟的等光强曲线分布极坐标图(0-180°、  90-

270°两个方向)。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透镜在光学软件中模拟相邻两颗透镜的光线分布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洗透镜软件模拟光强分布的直角坐标3维图。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透镜软件模拟等光强分布的直角坐标图(0-180°、  90-270°两个

方向)。

[0025] 图7是本实用新型洗墙灯的效果对比图(其中A为市场小角度配光对称设计洗墙灯

效果，B为市场一般非配光对称设计洗墙灯效果，C为本实用新型洗墙灯效果)。

[0026] 以上附图中各数字标号所指代的部位名称如下：其中，1—透镜本体、2—安装部、

3—出光部、21—安装腔、22—入光面、31—出光面、32—出光柱、311 —柱面、312—平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LED洗墙灯透镜，如图1-7所示，包括一体成型的透镜本体1，透镜本体1包括安

装部2和出光部3，安装部2上设有用于安装LED灯的安装腔21，还设有入光面22和出光面31，

出光部3上设有多个平行设置的出光柱32，出光柱32包括柱面311，每两个相邻的出光柱32

之间都为宽度相同的平面312，出光面31由柱面311与平面312组成，相邻的出光柱32之间的

平面312宽度为L1，相邻的平面312之间柱面311的宽度为L2，L1和L2的宽度比为1:1～1:3。

[0030] 入光面22为向安装腔21内凹陷的自由曲面。

[0031] 每个柱面311都为相同的自由曲面。

[0032] 安装部2的侧壁为全反射自由曲面。

[0033] 安装部2出口的直径为L3，L3的长度为4.9mm；安装部2的高度为H，H 为1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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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安装腔21的侧壁与水平面所呈的角为α，α为87°。

[0035] L1的宽度为0.66mm，L2的宽度为1.54mm。

[0036] 安装腔21的侧壁、安装部2的侧壁、入光面22、平面312、柱面311通过改变自由曲面

的曲率、L1和L2的宽度比、α的角度值并相互配合调整配光分布。

[0037] 还包括如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LED洗墙灯透镜，LED灯安装在安装腔21内，

LED洗墙灯透镜安装在灯壳内。

[0038] 灯壳内安装一个或多个LED洗墙灯透镜。

[0039] 实施例2

[0040] 对实施例1的洗墙灯进行效果测试，结果如图7所示，其中A为市场小角度配光对称

设计洗墙灯效果，B为市场一般非配光对称设计洗墙灯效果，C为实施例1洗墙灯效果。从效

果上看，A洗墙高度更高，但是中间出现暗隙，B底部暗隙很小，但是洗墙高度不够，C洗墙高

度比B更高，底部的暗区缩小到了相同的效果。

[0041] 总之，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

作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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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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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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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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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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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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