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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偏心槽轮机构驱动之变

形灯具，是由变形主灯和球面辅灯组成，变形主

灯是由端盖、壳体、基体和基体变形的机械装置

组成，沿垂直于等腰梯形平面花瓣表面方向布设

灯组；本发明的灯具照射空间大，能够实现室内

照度平均；能将倒置多棱台形灯具变成梅花形灯

具，实现灯下附近空间增加照度，室内其它空间

减少照度，以满足家庭成员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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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偏心槽轮机构驱动之变形灯具，其特征在于：是由变形主灯和球面辅灯组成，球

面辅灯设有空心灯柱和螺纹段；

所述的变形主灯是由端盖、壳体、基体和基体变形的机械装置组成，壳体设有倒置多棱

台形壳体、螺纹孔和法兰盘；

所述的基体设有圆孔、多边形槽和数个等腰梯形平面花瓣，等腰梯形平面花瓣上设有

滑道，基体用聚丙烯塑料制作，沿垂直于等腰梯形平面花瓣表面方向布设灯组；

所述的机械装置是由减速微型电机、偏心槽轮、顶杆组件、空心滑杆、并联摆杆滑块机

构和固定支座组成，减速微型电机设有方形法兰盘，偏心槽轮设有轴孔和圆弧槽，顶杆组件

是由滚子、销轴和顶杆组成，滚子设有销轴孔，顶杆设有单耳环和方形法兰盘，空心滑杆设

有轴向长槽孔，固定支座设有内孔和数个均布的双耳环；

所述的并联摆杆滑块机构是由滑块、数个连杆、数个滚轮组件和数个摆杆组成，滑块设

有连接板和数个均布的双耳环，连杆设有第一单耳环、方形槽孔、销轴孔和第二单耳环，滚

轮组件是由销轴和二个滚轮组成，滚轮设有销轴孔，摆杆设有第一单耳环和第二单耳环；

将固定支座内孔与壳体螺纹孔同轴，使固定支座固连于壳体的倒置多棱台形壳体底部

内面上；

将二个滚轮对称设于连杆第二单耳环两侧，使二个滚轮销轴孔与连杆第二单耳环同轴

穿入销轴形成铰链连接，组成滚轮组件；

将摆杆第一单耳环穿入连杆方形槽孔，使摆杆第一单耳环与连杆销轴孔同轴形成铰链

连接，将数个连杆第一单耳环分别与滑块数个双耳环同轴形成铰链连接，将滑块连接板与

空心滑杆轴向长槽孔相对，滑块套设于空心滑杆上形成移动副，空心滑杆穿入固定支座内

孔固连；

将基体圆孔与壳体螺纹孔同轴，将基体多边形槽内的平面与壳体的倒置多棱台形壳体

底部外面贴合固连成一体，球面辅灯螺纹段旋入壳体螺纹孔内预紧，将数个滚轮组件分别

穿入数个等腰梯形平面花瓣的滑道内，将数个摆杆第二单耳环分别与固定支座的数个双耳

环同轴形成铰链连接，组成并联摆杆滑块机构；

将顶杆单耳环与滚子销轴孔同轴穿入销轴形成铰链连接，组成顶杆组件；

将减速微型电机输出轴与偏心槽轮轴孔同轴固连，将顶杆组件的滚子置入偏心槽轮圆

弧槽内，将顶杆方形法兰盘对称固连于滑块组件连接板上，使端盖与壳体法兰盘贴合，组成

偏心槽轮机构驱动之变形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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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偏心槽轮机构驱动之变形灯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照明灯具，特别涉及一种偏心槽轮机构驱动之变形灯具。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广大用户在实际使用中对灯具的功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传统的灯具均为固定式结构，依靠增减灯具的工作组数，来调整室内平均照度，无

法满足人们对室内部分空间照度增减的个性化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偏心槽轮机构驱动之变形灯具。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是由变形主灯和球面辅灯组成，球面辅灯设有空心

灯柱和螺纹段；

[0005] 所述的变形主灯是由端盖、壳体、基体和基体变形的机械装置组成，壳体设有倒置

多棱台形壳体、螺纹孔和法兰盘；

[0006] 所述的基体设有圆孔、多边形槽和数个等腰梯形平面花瓣，等腰梯形平面花瓣上

设有滑道，基体用聚丙烯塑料制作，沿垂直于等腰梯形平面花瓣表面方向布设灯组；

[0007] 所述的机械装置是由减速微型电机、偏心槽轮、顶杆组件、空心滑杆、并联摆杆滑

块机构和固定支座组成，减速微型电机设有方形法兰盘，偏心槽轮设有轴孔和圆弧槽，顶杆

组件是由滚子、销轴和顶杆组成，滚子设有销轴孔，顶杆设有单耳环和方形法兰盘，空心滑

杆设有轴向长槽孔，固定支座设有内孔和数个均布的双耳环；

[0008] 所述的并联摆杆滑块机构是由滑块、数个连杆、数个滚轮组件和数个摆杆组成，滑

块设有连接板和数个均布的双耳环，连杆设有第一单耳环、方形槽孔、销轴孔和第二单耳

环，滚轮组件是由销轴和二个滚轮组成，滚轮设有销轴孔，摆杆设有第一单耳环和第二单耳

环；

[0009] 将固定支座内孔与壳体螺纹孔同轴，使固定支座固连于壳体的倒置多棱台形壳体

底部内面上；

[0010] 将二个滚轮对称设于连杆第二单耳环两侧，使二个滚轮销轴孔与连杆第二单耳环

同轴穿入销轴形成铰链连接，组成滚轮组件；

[0011] 将摆杆第一单耳环穿入连杆方形槽孔，使摆杆第一单耳环与连杆销轴孔同轴形成

铰链连接，将数个连杆第一单耳环分别与滑块数个双耳环同轴形成铰链连接，将滑块连接

板与空心滑杆轴向长槽孔相对，滑块套设于空心滑杆上形成移动副，空心滑杆穿入固定支

座内孔固连；

[0012] 将基体圆孔与壳体螺纹孔同轴，将基体多边形槽内的平面与壳体的倒置多棱台形

壳体底部外面贴合固连成一体，球面辅灯螺纹段旋入壳体螺纹孔内预紧，将数个滚轮组件

分别穿入数个等腰梯形平面花瓣的滑道内，将数个摆杆第二单耳环分别与固定支座的数个

双耳环同轴形成铰链连接，组成并联摆杆滑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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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将顶杆单耳环与滚子销轴孔同轴穿入销轴形成铰链连接，组成顶杆组件；

[0014] 将减速微型电机输出轴与偏心槽轮轴孔同轴固连，将顶杆组件的滚子置入偏心槽

轮圆弧槽内，将顶杆方形法兰盘对称固连于滑块组件连接板上，使端盖与壳体法兰盘贴合，

组成偏心槽轮机构驱动之变形灯具。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沿垂直于倒置多棱台的数个等腰梯形表面方向布设的灯组照射空间大，易于实

现室内照度平均；

[0017] 2、能将倒置多棱台形灯具变成梅花形灯具，实现灯下附近空间增加照度，室内其

它空间减少照度，以满足家庭成员的个性化需求。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之倒置多棱台形立体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之梅花形立体示意图。

[0020] 图3是图1半剖主视图。

[0021] 图4是图3的A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5是固定支撑立体示意图。

[0023] 图6是滑块立体示意图。

[0024] 图7是图2半剖主视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之分解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7] 请参阅图1、图3和图4所示，是由变形主灯1和球面辅灯2组成，球面辅灯2设有空心

灯柱21和螺纹段22；

[0028] 请参阅图2、图3、图4和图8所示，所述的变形主灯1是由端盖10、壳体11、基体12和

基体变形的机械装置13组成，壳体11设有倒置多棱台形壳体111、螺纹孔112和法兰盘113；

[0029] 请参阅图8所示，所述的基体12设有圆孔121、多边形槽122和数个等腰梯形平面花

瓣123，等腰梯形平面花瓣123上设有滑道1231，基体12用聚丙烯塑料制作，沿垂直于等腰梯

形平面花瓣124表面方向布设灯组；

[0030] 请参阅图3、图4、图5和图8所示，所述的机械装置13是由减速微型电机131、偏心槽

轮132、顶杆组件133、空心滑杆134、并联摆杆滑块机构135和固定支座136组成，减速微型电

机131设有方形法兰盘1311，偏心槽轮132设有轴孔1321和圆弧槽1322，顶杆组件133是由滚

子1331、销轴1332和顶杆1333组成，滚子1331设有销轴孔13311，顶杆1333设有单耳环13331

和方形法兰盘13332，空心滑杆134设有轴向长槽孔1341，固定支座136设有内孔1361和数个

均布的双耳环1362；

[0031] 请参阅图2、图3、图6、图7和图8所示，所述的并联摆杆滑块机构135是由滑块1351、

数个连杆1352、数个滚轮组件1353和数个摆杆1354组成，滑块1351设有连接板13511和数个

均布的双耳环13512，连杆1352设有第一单耳环13521、方形槽孔13522、销轴孔13523和第二

单耳环13524，滚轮组件1353是由销轴13531和二个滚轮13532组成，滚轮13532设有销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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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3，摆杆1354设有第一单耳环13541和第二单耳环13542；

[0032] 将固定支座内孔1361与壳体螺纹孔112同轴，使固定支座136固连于壳体的倒置多

棱台形壳体111底部内面上；

[0033] 将二个滚轮13532对称设于连杆第二单耳环13524两侧，使二个滚轮销轴孔13533

与连杆第二单耳环13524同轴穿入销轴13531形成铰链连接，组成滚轮组件1353；

[0034] 将摆杆第一单耳环13541穿入连杆方形槽孔13522，使摆杆第一单耳环13541与连

杆销轴孔13523同轴形成铰链连接，将数个连杆第一单耳环13521分别与滑块数个双耳环

13512同轴形成铰链连接，将滑块连接板13511与空心滑杆轴向长槽孔1342相对，滑块1351

套设于空心滑杆134上形成移动副，空心滑杆134穿入固定支座内孔1361固连；

[0035] 将基体圆孔121与壳体螺纹孔112同轴，将基体多边形槽122内的平面与壳体的倒

置多棱台形壳体111底部外面贴合固连成一体，球面辅灯螺纹段22旋入壳体螺纹孔112内预

紧，将数个滚轮组件1353分别穿入数个等腰梯形平面花瓣的滑道1231内，将数个摆杆第二

单耳环13542分别与固定支座的数个双耳环1362同轴形成铰链连接，组成并联摆杆滑块机

构135；

[0036] 将顶杆单耳环13331与滚子销轴孔13311同轴穿入销轴1332形成铰链连接，组成顶

杆组件133；

[0037] 将减速微型电机131输出轴与偏心槽轮轴孔1321同轴固连，将顶杆组件的滚子

1331置入偏心槽轮圆弧槽1322内，将顶杆方形法兰盘13332对称固连于滑块组件连接板

13515上，使端盖10与壳体法兰盘113贴合，组成偏心槽轮机构驱动之变形灯具。

[0038] 本实施例的工作过程和原理如下：

[0039] 1、倒置多棱台形灯具照明：室内光线较暗时，打开辅灯照明调整室内照度，当室内

照度不足时，打开主灯照明，垂直于倒置多棱台的数个等腰梯形表面布设的灯组照射空间

大，使室内照度平均；

[0040] 2、梅花形灯具照明：当家庭成员多数人需要看电视、小叙或安静休息时，需要减小

室内照度，而少数人需要读书或看报，需要增加室内照度时，减速微型电机输出轴驱动偏心

槽轮开始正向转动，如图3所示位置，偏心槽轮托带顶杆作平面运动，顶杆推动滑块沿空心

滑杆开始向下滑动，滑块推动数个连杆同步作平面运动，数个摆杆相对于固定支撑同步正

向摆动，使数个滚轮组分别沿对应的等腰梯形平面花瓣滑道向外同步滚动，同时推动数个

等腰梯形平面花瓣同步向外展开，当连杆推动滑块沿空心滑杆下滑至如图7所示位置时，减

速微型电机输出轴停止正向转动，数个等腰梯形平面花瓣展至同一平面内，变成梅花形灯

具照明，使灯下附近空间增加了照度，其它室内空间减少了照度，满足了家庭成员的个性化

需求。

[0041] 3、复原倒置多棱台形灯具：减速微型电机输出轴驱动偏心槽轮开始反向转动，偏

心槽轮托带顶杆作平面运动，顶杆拉动滑块沿空心滑杆开始向上滑动，滑块拉动数个连杆

同步作平面运动，数个摆杆相对于固定支撑同步反向摆动，使数个滚轮组分别沿对应的等

腰梯形平面花瓣滑道同步向内滚动，同时拉动数个等腰梯形平面花瓣同步向内收起，当顶

杆拉动滑块沿空心滑杆上滑至如图3所示位置时，减速微型电机输出轴停止反向转动，变成

倒置多棱台形变具。

[0042]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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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

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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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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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8

CN 108286678 B

8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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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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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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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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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3

CN 108286678 B

13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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