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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户外收纳灯。公开了一种利

用透明伸缩袋的伸缩变化对透出光线进行传导

调节光线角度，并通过半球灯罩的收缩调节光线

的强弱的户外收纳灯，能够双向进行照明，提高

户外安全性，其特征在于压紧套环套置于固定管

一端上，且和固定管一端相螺接，所述压紧套环

顶端向内折弯形成限位压环，所述固定管一端壁

厚大于另一端，所述固定管另一端边缘向内折

弯，透明伸缩袋置于固定管内壁上，所述透明伸

缩袋底部向外延伸出固定管，所述透明伸缩带口

部边缘置有固定环，且位于限位压环和固定管一

端之间，半球灯罩置于透明伸缩带口部，且和透

明伸缩带相连通，所述半球灯罩边缘位置置有固

定环，且分别和限位压环、透明伸缩带口部边缘

的固定环相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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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户外收纳灯，其特征是：由压紧套环、半球灯罩、弹簧、伸缩杆、提手、LED灯、分光

片、连接套、压紧螺母、反光膜、电源、透明伸缩袋和固定管组成，压紧套环套置于固定管一

端上，且和固定管一端相螺接，透明伸缩袋置于固定管内壁上，所述透明伸缩带口部边缘置

有固定环，且位于限位压环和固定管一端之间，半球灯罩置于透明伸缩带口部，且和透明伸

缩带相连通，所述半球灯罩边缘位置置有固定环，且分别和限位压环、透明伸缩带口部边缘

的固定环相贴合，多个分光片分别置于半球灯罩外壁上，且沿半球灯罩半环形分布的分光

片为一组，固定套置于半球灯罩中部，所述固定套外侧卡置于半球灯罩上，伸缩杆一端穿过

固定套置于透明伸缩袋内，电源置于伸缩杆一端上，连接套置于透明伸缩袋底部中间位置，

且套置于电源上，压紧螺母套置于连接套上，且和连接套相螺接，LED灯置于伸缩杆上，且通

过电源线和电源相连接，所述LED灯位于透明伸缩袋和半球灯罩形成的空腔内，所述伸缩杆

上套置有弹簧，且位于电源和固定套之间，提手置于伸缩杆另一端上，反光膜置于透明伸缩

袋内侧壁上，且位于固定管内，所述伸缩杆另一端置有控制LED灯电源通断的开关，所述伸

缩杆由多个中空管套接而成，所述伸缩杆上套置有推环，且位于半球灯罩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户外收纳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紧套环顶端向内折弯形

成限位压环，能够在旋转压紧套环时，通过限位压环将半球灯罩边缘和透明伸缩带口部边

缘压紧固定在固定管一端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户外收纳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管一端壁厚大于另一

端，增加限位压环和固定管一端间的空间宽度，便于对半球灯罩边缘和透明伸缩袋口部边

缘的固定环进行压紧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户外收纳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管另一端边缘向内折

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户外收纳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伸缩袋底部向外延伸

出固定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户外收纳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光片截面为T型块状结

构，使分光片侧面为斜面，进而内推半球灯罩上，相邻两个分光片的侧面相贴合，增加对半

球灯罩的遮挡面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户外收纳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套一端置有支撑板，且

和透明伸缩袋外侧壁相接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户外收纳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半球灯罩由透明软性材质

制成。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户外收纳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半球灯罩和透明伸缩袋配

合，进行透光，能够同时对前后两个方向进行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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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户外收纳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种户外收纳灯，涉及一种在户外活动中，能够进行前后双向照明的收纳

灯，属于照明灯具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利用透明伸缩袋的伸缩变化对透出光线进行传导调

节光线角度，并通过半球灯罩的收缩调节光线的强弱的户外收纳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户外活动中，经常需要使用户外灯，无论是户外骑行、徒步或攀登野营等，

都需要利用户外灯进行照明或警示确保户外活动的安全，现有的户外灯，都是简单的手电

筒结构，通过单点光源单向的进行照明，虽然管线穿透能力强，但过于集中，且光源太强，反

而使得前行车辆不能看清前方状况引起事故，同时手电筒不能同时对前后两个方向进行照

明，尤其是在户外团体行进时，不能同时进行前行照明和队友指引的作用，且不能进行光线

的调节，户外环境的适用性较差。

[0003] 公开号  CN105156909A公开一种便携的LED户外灯，包括呈半圆管形的弧形灯壳、

设于弧形灯壳内的LED光源结构、设于弧形灯壳内并与可控制LED光源结构工作的驱动控制

装置、罩设于弧形灯壳上并与弧形灯壳拼接形成圆管形状的弧形的透光罩、固设于弧形灯

壳与透光罩两端的端盖；该装置结构复杂，LED光源贯穿整个灯体，光源传播方向扩散性强，

不能够向两侧同时进行照明警示，安全性较差。

[0004] 公开号  CN105757496A公开了一种便携式户外灯，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上壳体、灯

体和下壳体，所述灯体包括弹性外壳以及内置于所述弹性外壳内的LED灯；所述上壳体与所

述下壳体可拉伸或压缩合并于一体，上壳体设有提手装置，下壳体表面设有推动开关和充

电插口，下壳体底部还设有电池槽，该发明能够向四周进行扩散光源，但在进行调节收缩

时，需要整体进行收缩，不能对单个方向进行调节。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本发明一种户外收纳灯提供了一种利用透明伸缩袋的伸缩变

化对透出光线进行传导调节光线角度，并通过半球灯罩的收缩调节光线的强弱的户外收纳

灯。能够双向进行照明，提高户外安全性。

[0006] 本发明一种户外收纳灯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户外收纳灯由压紧套环、半球

灯罩、弹簧、伸缩杆、提手、LED灯、分光片、连接套、压紧螺母、反光膜、电源、透明伸缩袋和固

定管组成，压紧套环套置于固定管一端上，且和固定管一端相螺接，所述压紧套环顶端向内

折弯形成限位压环，所述固定管一端壁厚大于另一端，所述固定管另一端边缘向内折弯，透

明伸缩袋置于固定管内壁上，所述透明伸缩袋底部向外延伸出固定管，所述透明伸缩带口

部边缘置有固定环，且位于限位压环和固定管一端之间，半球灯罩置于透明伸缩带口部，且

和透明伸缩带相连通，所述半球灯罩边缘位置置有固定环，且分别和限位压环、透明伸缩带

口部边缘的固定环相贴合，多个分光片分别置于半球灯罩外壁上，且沿半球灯罩半环形分

布的分光片为一组，所述分光片截面为T型块状结构，固定套置于半球灯罩中部，所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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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外侧卡置于半球灯罩上，伸缩杆一端穿过固定套置于透明伸缩袋内，电源置于伸缩杆一

端上，连接套置于透明伸缩袋底部中间位置，且套置于电源上，所述连接套一端置有支撑

板，且和透明伸缩袋外侧壁相接触，压紧螺母套置于连接套上，且和连接套相螺接，LED灯置

于伸缩杆上，且通过电源线和电源相连接，所述LED灯位于透明伸缩袋和半球灯罩形成的空

腔内，所述伸缩杆上套置有弹簧，且位于电源和固定套之间，提手置于伸缩杆另一端上，反

光膜置于透明伸缩袋内侧壁上，且位于固定管内，所述半球灯罩由透明软性材质制成，所述

伸缩杆另一端置有控制LED灯电源通断的开关，所述伸缩杆由多个中空管套接而成，所述伸

缩杆上套置有推环，且位于半球灯罩外。

[0007] 使用时，初始状态下，透明伸缩袋底部从固定管内伸出，半球灯罩在固定管外呈半

球状，首先打开开关，LED灯接通电源照明，反光膜对灯光进行反射，使光线通过半球灯罩和

透明伸缩袋底部透出，进而同时对固定管的前后两个方向进行照明，当对透明伸缩袋透出

的光线进行方向调节时，向固定管外拉动伸缩杆，伸缩杆沿着固定套向半球灯罩方向移动，

伸缩杆通过连接套向固定管内拉动透明伸缩袋，使透明伸缩袋底部向固定管内凹陷，进而

改变透明伸缩袋底部的形状，对光线进行变向传导，改变光线从透明伸缩袋内透出的方向，

当对半球灯罩透出的光线强度进行调节时，向固定管内推动伸缩杆，伸缩杆沿着固定套向

透明伸缩袋底部方向移动，透明伸缩袋底部保持撑开状态，伸缩杆收缩，伸缩杆上的推环向

固定管方向推动固定套，固定套带动半球灯罩向固定管内移动，进而使半球灯罩反向折弯

内固定管内部，且呈半球状，此时分光片在半球灯罩形成的半球空腔内部，且相邻两组分光

片相贴合，进而增加了对半球灯罩的遮挡面积，从半球灯罩透出的光线减少，分光片吸收一

部分光线，对令部分光线进行分散，进而使半球灯罩透出的光线强度整体减少，进而对半球

灯罩透出的光线强度进行调节，使用完毕后，手动同时向固定管内推动半球灯罩和透明伸

缩袋底部，使其收进固定管内，并且推动伸缩杆使其收缩，进而便于收纳携带；

所述压紧套环顶端向内折弯形成限位压环的设计，能够在旋转压紧套环时，通过限位

压环将半球灯罩边缘和透明伸缩带口部边缘压紧固定在固定管一端位置；

所述固定管一端壁厚大于另一端的设计，增加限位压环和固定管一端间的空间宽度，

便于对半球灯罩边缘和透明伸缩袋口部边缘的固定环进行压紧固定，提高固定稳定性；

所述固定管另一端边缘向内折弯的设计，能够对透明伸缩袋底部进行一定程度的支

撑；

所述透明伸缩袋底部向外延伸出固定管的设计，使透明伸缩袋底部具有一定伸缩范

围，进而能够为透明方向进行调节；

所述分光片截面为T型块状结构的设计，使分光片侧面为斜面，进而内推半球灯罩上，

相邻两个分光片的侧面相贴合，增加对半球灯罩的遮挡面积；

所述连接套一端置有支撑板，且和透明伸缩袋外侧壁相接触的设计，增加和透明伸缩

袋的连接面积，进而更加便于带动透明伸缩袋进行内外伸缩调节；

所述半球灯罩和透明伸缩袋配合，进行透光的设计，能够同时对前后两个方向进行照

明，户外使用时能够同时进行前行照明和后序队友指引，使用效果更好，且和电筒相比光线

不会过于集中，安全性更好；

调节光线方向时，向固定管外拉动伸缩杆的设计，能够对光线的角度进行调节，使用效

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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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光线强弱时，向固定管内推动伸缩杆，透明灯罩保持撑开的设计，在对半球灯罩透

出光线强度进行调节时，不会对透明伸缩袋方向光线造成影响，进而能够对单个方向的光

线进行调节；

达到在户外活动中，能够进行前后双向照明的目的。

[0008] 有益效果。

[0009] 一、能够双向进行照明，提高户外安全性。

[0010] 二、能够进行折叠收纳，减小收纳时占用空间。

[0011] 三、能够对单个方向的光线进行调节，使用效果更好。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一种户外收纳灯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一种户外收纳灯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一种户外收纳灯的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中

其中零件为：压紧套环（1），半球灯罩（2），弹簧（3），伸缩杆（4），提手（5），LED灯（6），分

光片（7），连接套（8），压紧螺母（9），反光膜（10），电源（11），透明伸缩袋（12），固定管（13）。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明一种户外收纳灯是这样实现的，由压紧套环（1）、半球灯罩（2）、弹簧（3）、伸缩杆

（4）、提手（5）、LED灯（6）、分光片（7）、连接套（8）、压紧螺母（9）、反光膜（10）、电源（11）、透明

伸缩袋（12）和固定管（13）组成，压紧套环（1）套置于固定管（13）一端上，且和固定管（13）一

端相螺接，所述压紧套环（1）顶端向内折弯形成限位压环，所述固定管（13）一端壁厚大于另

一端，所述固定管（13）另一端边缘向内折弯，透明伸缩袋（12）置于固定管（13）内壁上，所述

透明伸缩袋（12）底部向外延伸出固定管（13），所述透明伸缩带口部边缘置有固定环，且位

于限位压环和固定管（13）一端之间，半球灯罩（2）置于透明伸缩带口部，且和透明伸缩带相

连通，所述半球灯罩（2）边缘位置置有固定环，且分别和限位压环、透明伸缩带口部边缘的

固定环相贴合，多个分光片（7）分别置于半球灯罩（2）外壁上，且沿半球灯罩（2）半环形分布

的分光片（7）为一组，所述分光片（7）截面为T型块状结构，固定套置于半球灯罩（2）中部，所

述固定套外侧卡置于半球灯罩（2）上，伸缩杆（4）一端穿过固定套置于透明伸缩袋（12）内，

电源（11）置于伸缩杆（4）一端上，连接套（8）置于透明伸缩袋（12）底部中间位置，且套置于

电源（11）上，所述连接套（8）一端置有支撑板，且和透明伸缩袋（12）外侧壁相接触，压紧螺

母（9）套置于连接套（8）上，且和连接套（8）相螺接，LED灯（6）置于伸缩杆（4）上，且通过电源

线和电源（11）相连接，所述LED灯（6）位于透明伸缩袋（12）和半球灯罩（2）形成的空腔内，所

述伸缩杆（4）上套置有弹簧（3），且位于电源（11）和固定套之间，提手（5）置于伸缩杆（4）另

一端上，反光膜（10）置于透明伸缩袋（12）内侧壁上，且位于固定管（13）内，所述半球灯罩

（2）由透明软性材质制成，所述伸缩杆（4）另一端置有控制LED灯（6）电源（11）通断的开关，

所述伸缩杆（4）由多个中空管套接而成，所述伸缩杆（4）上套置有推环，且位于半球灯罩（2）

外。

[0017] 使用时，初始状态下，透明伸缩袋（12）底部从固定管（13）内伸出，半球灯罩（2）在

固定管（13）外呈半球状，首先打开开关，LED灯（6）接通电源（11）照明，反光膜（10）对灯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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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射，使光线通过半球灯罩（2）和透明伸缩袋（12）底部透出，进而同时对固定管（13）的前

后两个方向进行照明，当对透明伸缩袋（12）透出的光线进行方向调节时，向固定管（13）外

拉动伸缩杆（4），伸缩杆（4）沿着固定套向半球灯罩（2）方向移动，伸缩杆（4）通过连接套（8）

向固定管（13）内拉动透明伸缩袋（12），使透明伸缩袋（12）底部向固定管（13）内凹陷，进而

改变透明伸缩袋（12）底部的形状，对光线进行变向传导，改变光线从透明伸缩袋（12）内透

出的方向，当对半球灯罩（2）透出的光线强度进行调节时，向固定管（13）内推动伸缩杆（4），

伸缩杆（4）沿着固定套向透明伸缩袋（12）底部方向移动，透明伸缩袋（12）底部保持撑开状

态，伸缩杆（4）收缩，伸缩杆（4）上的推环向固定管（13）方向推动固定套，固定套带动半球灯

罩（2）向固定管（13）内移动，进而使半球灯罩（2）反向折弯内固定管（13）内部，且呈半球状，

此时分光片（7）在半球灯罩（2）形成的半球空腔内部，且相邻两组分光片（7）相贴合，进而增

加了对半球灯罩（2）的遮挡面积，从半球灯罩（2）透出的光线减少，分光片（7）吸收一部分光

线，对令部分光线进行分散，进而使半球灯罩（2）透出的光线强度整体减少，进而对半球灯

罩（2）透出的光线强度进行调节，使用完毕后，手动同时向固定管（13）内推动半球灯罩（2）

和透明伸缩袋（12）底部，使其收进固定管（13）内，并且推动伸缩杆（4）使其收缩，进而便于

收纳携带；

所述压紧套环（1）顶端向内折弯形成限位压环的设计，能够在旋转压紧套环（1）时，通

过限位压环将半球灯罩（2）边缘和透明伸缩带口部边缘压紧固定在固定管（13）一端位置；

所述固定管（13）一端壁厚大于另一端的设计，增加限位压环和固定管（13）一端间的空

间宽度，便于对半球灯罩（2）边缘和透明伸缩袋（12）口部边缘的固定环进行压紧固定，提高

固定稳定性；

所述固定管（13）另一端边缘向内折弯的设计，能够对透明伸缩袋（12）底部进行一定程

度的支撑；

所述透明伸缩袋（12）底部向外延伸出固定管（13）的设计，使透明伸缩袋（12）底部具有

一定伸缩范围，进而能够为透明方向进行调节；

所述分光片（7）截面为T型块状结构的设计，使分光片（7）侧面为斜面，进而内推半球灯

罩（2）上，相邻两个分光片（7）的侧面相贴合，增加对半球灯罩（2）的遮挡面积；

所述连接套（8）一端置有支撑板，且和透明伸缩袋（12）外侧壁相接触的设计，增加和透

明伸缩袋（12）的连接面积，进而更加便于带动透明伸缩袋（12）进行内外伸缩调节；

所述半球灯罩（2）和透明伸缩袋（12）配合，进行透光的设计，能够同时对前后两个方向

进行照明，户外使用时能够同时进行前行照明和后序队友指引，使用效果更好，且和电筒相

比光线不会过于集中，安全性更好；

调节光线方向时，向固定管（13）外拉动伸缩杆（4）的设计，能够对光线的角度进行调

节，使用效果更好；

调节光线强弱时，向固定管（13）内推动伸缩杆（4），透明灯罩保持撑开的设计，在对半

球灯罩（2）透出光线强度进行调节时，不会对透明伸缩袋（12）方向光线造成影响，进而能够

对单个方向的光线进行调节；

达到在户外活动中，能够进行前后双向照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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