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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LED LAMP

(54) 发明名称：一种 LED 灯

(57) Abstract: A n LED lamp, comprising a lampshade (1), a heat sink (2), an LED light source (3), a driver (4), a lamp base (5) and
a lamp holder (6); the heat sink (2) i s integrally formed and comprises a hollow heat dissipation body(21), a solid heat dissipation
body (22) extending upwards from the hollow heat dissipation body (21), and heat dissipation fins (23) extending outwards from the
solid heat dissipation body (22); a reflective layer i s attached to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 solid heat dissipation body (22) and/or the
heat dissipation fins (23) of the heat sink (2); the LED light source (3) i s disposed on the heat dissipation fins (23) or on the solid
heat dissipation body (22) between adjacent heat dissipation fins (23); the lampshade (1) i s fixed on the heat sink (2) and covers the
LED light source (3); the open end of the hollow heat dissipation body (21) i s connected to the lamp base (5) and encloses a cavity;
the driver (4) i s disposed in the cavity and i s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lamp holder (6); and the lamp holder (6) i s fixed on the
lamp base (5). The LED lamp has a unique and novel structure, an attractive appearance, a strong heat dissipation function and high
power, while having fewer accessories, thus simplifying the production and assembly processes, reducing production cost, and being
suitable for mass production.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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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LED 灯，包括灯罩 （1) 、散热器 （2 ) 、LED 光源 （3 ) 、驱动器 （4 ) 、灯座 （5 ) 和灯头 （6 ) 。散热
器 （2 ) 体成型，包括中空散热体 （2 1 ) 、从中空散热体 （2 1 ) 向上延伸的实心散热体 （22 ) 、从实心散热
体 （22 ) 向外延伸的散热片 （23 ) 。散热器 （2 ) 的实心散热体 （22 ) 和/或散热片 （23 ) 外表面上附有反光
层。LED 光源 （3 ) 设置在散热片 （23 ) 上或设置在相邻散热片 （23 ) 之间的实心散热体 （22 ) 上。灯罩
( 1) 固定在散热器 （2 ) 上并罩住 LED 光源 （3 ) 。中空散热体 （2 1 ) 的开口端与灯座 （5 ) 连接并围成一空

腔，驱动器 （4 ) 置于空腔内并与灯头 （6 ) 电连接。灯头 （6 ) 固定在灯座 （5 ) 上。LED 灯结构独特新颖，
外形美观，散热功能强大，可用于大功率的 LED 灯。同时 LED 灯配件较少，简化了生产组装工艺，降低了生
产成本，适于大批量的生产。



一种LED 灯

[l]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涉及一种照明器具，特别是一种LED 灯。

[3] 背景技术

[4] 随着LED 技术的不断发展，LED 不仅应用于指示灯、背光源等特殊照明领域，

并且作为白炽灯、节能灯的替代产品开始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普通照明领域。LED

灯具有寿命长、光效高、无辐射、抗冲击以及低功耗等优点，属于节能的绿色

环保照明，因此以LED 为光源的LED 灯也不断涌现。但是，无论是LED 灯泡还是

LED 发光芯片等LED 光源，其发热量都很大，散热成为LED 灯具的一个必须解决

的问题。日常使用的LED 灯泡，体积较小，LED 光源封装在灯罩内，靠设置在光

源下方的散热器进行散热，散热效果较差，不能制作较大功率的灯泡。现有的

一种具有独特结构的LED 灯泡，由灯罩、散热器、LED 光源、反光罩、电源、灯

座组成，其特点是灯泡上设置有多个发光区域，发光区域由散热器上的独立散

热体、设置在散热体上的LED 光源和设置在散热体表面的反光罩组成，但是，上

述结构中把反光罩设置在散热器表面上，组装结构复杂，且不利于热量的散发

，影响灯具的寿命和光效。

[5] 发明内容

[6] 为了克服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散热器和反光罩一体化的

LED 灯，减少配件、简化结构，并且有利于散热。

[7] 本发明所釆用的技术方案主要是：

[8] —种LED 灯，包括灯罩、散热器、LED 光源、驱动器、灯座、灯头，所述散热

器一体成型，散热器包括中空散热体、从中空散热体向上延伸的实心散热体、

从实心散热体向外延伸的散热片，所述散热器的实心散热体和/或散热片外表面

上附有反光层，所述LED 光源设置在散热片上或设置在相邻散热片之间的实心散

热体上，所述灯罩固定在散热器上罩住LED 光源，所述中空散热体的开口端与灯

座连接并围成一空腔，所述驱动器置于该空腔内并与灯头电连接，灯头固定在



灯座上。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散热器上在LED 光源的上端或下端或上

下端设置有弧形的凸台，所述凸台位于相邻的散热片之间，凸台外表面附有反

光层。凸台的设置有利于调整发光角度在适当的范围内。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反光层是在表面喷或涂或镀上去的铝或

铝合金制成的金属反光层，金属反光层为散热片和凸台带来较高的反光率的同

吋不会影响散热器的散热效果。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散热器上设置有向下凹的与散热片和凸

台的反光层配合定向形成二次配光的安装面，LED 光源照射到散热片或凸台的反

光层，通过反光层再反射出去，这就形成一种二次配光设计，使光照射到水晶

灯的效果更好。

优选的，所述实心散热体上设置有凹槽，所述凹槽下端连通中空散热体内部，

所述LED 光源固定在铝基板上，所述铝基板安装在凹槽内，铝基板的下端伸入到

中空散热体内部，从驱动器引出的引线焊接在铝基板下端与LED 光源连接。凹槽

的设置使LED 光源与安装面平整，使LED 灯的整体更加美观。

另一优选方案，所述散热器上直接蚀刻有线路板，所述LED 光源固定在线路板

上。线路板直接蚀刻在散热器上，减少了铝基板和导热系数较低的导热硅胶层

，既节省了材料，又提高了LED 光源的整体散热系数，优化散热效果。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LED 光源倾斜设置在散热器上，LED 光源与

垂直面呈一定的倾斜角度斜向下照射，使整个LED 灯能向下进行80~ 180°的广角

度照射。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散热器上固定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灯罩

，该灯罩可以为一个将散热器的上半部全部罩住的较大的灯罩，该灯罩还可以

是数个安装在散热片之间的较小的灯罩；所述灯罩下端可釆用粘合或者螺旋连

接或者卡接的方式固定在散热器上，所述灯罩顶部与散热器的顶端设置有相匹

配的卡扣结构，灯罩顶部和散热器的顶端通过该卡扣结构连接固定。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灯座上设置有散热孔，使灯座与散热器

围成的空腔内部与外部形成对流，进一步优化散热效果。



[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LED 灯结构新颖独特，散热器上一体设置有既

用于散热又用于反射光源光线改善照明效果的散热片，LED 光源直接安装在散热

器上，使散热器既作为光源的散热体又作为光源的反光体，在不影响光效的前

提下精简了灯泡的结构，光源直接安装在散热器上，有利于进行散热，散热器

上一体成型设置有中空散热体、实心的散热体、散热片，增强热传导效率，增

加散热体的面积，提高散热效率。本发明的LED 灯优化了散热的效果，简化了灯

泡的整体结构与生产组装工艺，减轻了灯泡的重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同吋该

产品美观，实用性强，也适于大批量的生产。

[18] 附图说明

[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20] 图1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爆炸示意图；

[21] 图2是第一实施例组装后的结构示意图 （去掉灯罩）；

[22] 图3是第一实施例的散热器的结构示意图；

[23] 图4是散热器的俯视图；

[24] 图5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去掉灯罩）；

[25] 图6是第二实施例的散热器的结构示意图；

[26] 图7是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散热器结构示意图；

[27] 图8是本发明第四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去掉灯罩）；

[28] 图9是本发明的灯罩的结构示意图。

[29] 图中1、灯罩， 2、散热器， 3、 LED 光源， 4、驱动器，5、灯座， 6、灯头，

11、卡扣柱， 2 1、中空散热体，22、实心散热体，23、散热片， 24、凸台， 25

、凹槽， 26、槽孔， 27、卡位槽， 3 1、铝基板， 32线路板。

[30] 具体实施方式

[31] 本发明的一种LED 灯，包括灯罩 1、散热器2、 LED 光源3、驱动器4、灯座5、

灯头6，散热器2下端为中空散热体2 1，中空散热体2 1向上延伸有实心散热体22

，实心散热体22向外延伸有多片散热片23，所述中空散热体2 1、实心散热体22

、散热片23—体成型，实心散热体22和/或散热片23外表面喷或涂或镀有反光层

，优选的，所述反光层为铝或铝合金制成的金属反光层；LED 光源3设置在散热



片23上或设置在相邻散热片23之间的实心散热体22上，灯罩 1固定在散热器2上

罩住LED 光源3，中空散热体2 1的开口端与灯座5连接并围成一空腔，驱动器4置

于该空腔内并与灯头6电连接，灯头6固定在灯座5上。

[32] 参照图1至图4，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其中所述的LED 光源3设置有四个，均

匀分布在实心散热体22上表面的四个方向，实心散热体22上一体设置有四片散

热片23，散热片23与LED 光源3交替设置，使每一个LED 光源3的两侧都设置有散

热片23; 散热器2上在LED 光源3的上下端都设置有弧形的凸台24，凸台24可以与

散热器2—体成型，也可以为外置卡接在散热器2上；凸台24与散热片23之间形

成下凹的安装面，LED 光源3设置在该安装面上，散热片23和凸台24表面设置有

反光层，散热片23和凸台24组成用于反射光源光线的反光面，LED 光源3照射到

散热片23或凸台24的反光层，通过反光层再反射出去，这就形成一种二次配光

设计，使光照射到水晶灯的效果更好。同吋，实心散热体22上设置有用于安装L

ED光源3的凹槽25，凹槽25位于散热片23和凸台24围成的安装面上，所述LED 光

源3固定在铝基板3 1上，铝基板3 1安装在凹槽25内，铝基板3 1的下端伸入到凹槽

25下方的凸台24内，并通过凸台24进入中空散热体2 1内部，从驱动器4引出的引

线焊接在铝基板3 1下端与LED 光源3连接。凹槽25的设置使LED 光源3与安装面平

整，同吋可利用下方的凸台24遮住光源组件焊锡的线路，使LED 灯的整体更加美

观。

[33] 凸台24还可以单独设置在LED 光源3的上端或下端，参照图5、图6，本发明的

第二实施例，该实施例与第一实施例的区别在于，其凸台24单独设置在LED 光源

3的上端，对光源发出的向上的部分光线反射到下方。

[34] 参照图7，作为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所述LED 光源3还可以不釆用铝基板3 1而

直接设置在散热器2上。散热器2上直接蚀刻有线路板32， LED 光源3固定在线路

板32上。线路板32直接蚀刻在散热器2上，减少了铝基板3 1和导热系数较低的导

热硅胶层，既节省了材料，又提高了LED 光源3的整体散热系数，优化散热效果

。此外，LED 光源3还可以安装在散热片23上。

[35] 由于本设计的LED 灯通常是灯头向下的安装在水晶灯上，光源发出的光主要向

下和向四周进行照射，参照图8，作为本设计的第四实施例，该实施例与第一实



施例的区别在于，实心散热体22上设置有与垂直面成倾斜角度的光源安装面，L

ED光源3通过铝基板设置在实心散热体22的光源安装面上，LED 光源3与垂直面

成 1到60度的倾斜角度，优选釆用 15到30度的角度，光源发出的光主要是斜向下

照射，能向下进行 80~180 °的广角度照射，更加适合应用在水晶灯上。

[36] 进一步，参照图9，上述实施例中的LED 灯的灯罩 1可为一个或多个。灯罩 1可

设置为一个并将实心散热体22、散热器23以及安装在散热器2上的LED 光源3全部

罩住；灯罩 1还可以由多个安装在散热器2上的小灯罩组合而成，每个小灯罩罩

住两片散热片23之间的LED 光源3。灯罩 1下端可釆用粘合或者螺旋连接或者卡接

的方式固定在散热器2上，如在下凸台24的下方设置有用于卡扣灯罩 1的卡位槽2

7，灯罩 1下端可配合设置有卡块 ，卡块和卡位槽27配合连接固定；灯罩 1的顶部

设置有卡扣柱 11，散热器2的顶端对应灯罩 1的卡扣柱 11设置有用于卡置的槽孔2

4，灯罩 1和散热器2通过卡扣柱 11卡置在槽孔24内连接固定；灯罩 1的顶部还可

以釆用粘合的方式固定在散热器2顶端。灯罩 1与散热器2的连接方式不限定于上

述的描述，还可以釆用其他的方式实现。

[37] 进一步，所述灯座5上设置有散热孔50，灯座5与中空散热体2 1围成的空腔通过

散热孔50与外界形成对流，进一步优化散热效果。

[38] 本发明的LED 灯的散热器2为一体成型，有利于热传导，散热器2上还设置有中

空散热体2 1、实心散热体22和散热片23，增强热传导效率，增加散热体的面积

，优化散热效果。散热片23表面喷或涂或镀有由高反光率材料制成的反光层，

既用于散热又用于反射光源光线改善照明效果，使散热器2既作为光源的散热体

又作为光源的反光体，减少了反光罩的结构，在不影响光效的前提下精简了灯

泡的结构，减轻了灯体的重量。

[39] 本发明的产品结构独特新颖，整体艺术性好，外形美观，而且散热性能得到进

一步优化，可用于大功率的LED 灯，实用性强。本发明的LED 灯的配件较少，简

化了生产组装工艺，降低了生产成本，适于大批量的生产。

[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先实施方式，只要 以基本相同手段实现本发明目的的

技术方案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一种LED 灯，包括灯罩 （1) 、散热器 （2) 、LED 光源 （3) 、驱

动器 （4) 、灯座 （5) 、灯头 （6) ，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器 （

2 ) 一体成型，散热器 （2) 包括中空散热体 （21) 、从中空散热

体 （21) 向上延伸的实心散热体 （22) 、从实心散热体 （22) 向

外延伸的散热片 （23) ，所述散热器 （2) 的实心散热体 （22) 和/

或散热片 （23) 外表面上附有反光层，所述LED 光源 （3) 设置在

散热片 （23) 上或设置在相邻散热片 （23) 之间的实心散热体 (2

2 ) 上，所述灯罩 （1) 固定在散热器 （2) 上罩住LED 光源 （3)

，所述中空散热体 （21) 的开口端与灯座 （5) 连接并围成一空腔

，所述驱动器 （4) 置于该空腔内并与灯头 （6) 电连接，灯头 (6

) 固定在灯座 （5) 上。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LED 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器 (2

) 上在LED 光源 （3) 的上端或下端或上下端设置有弧形的凸台 （

24) ，所述凸台 （24) 位于相邻的散热片 （23) 之间，凸台 （24

) 外表面附有反光层。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一种LED 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光层

为喷或涂或镀上去的金属反光层。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LED 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器 (2

) 上设置有向下凹的与散热片 （23) 和凸台 （24) 的反光层配合

定向形成二次配光的安装面。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LED 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实心散热体

(22) 上设置有凹槽 （25) ，所述凹槽 （25) 下端连通中空散热

体 （21) 内部，所述LED 光源 （3) 固定在铝基板 （31) 上，所述

铝基板 （31) 安装在凹槽 （25) 内，铝基板 （31) 的下端伸入到

中空散热体 (21) 内部。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LED 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器 (2

) 上蚀刻有线路板 (32 )，所述LED 光源 （3) 固定在线路板 （32)



上。

[权利要求 7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LED 灯，其特征在于：所述LED 光源

3 ) 倾斜设置在散热器 （2) 上。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LED 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器 (2

) 上固定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灯罩 （1) ，所述灯罩 （1) 顶部与

散热器 （2) 的顶端连接固定。

[权利要求 9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LED 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座 （5)

上设置有散热孔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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