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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7) Abstract: A light-emitting device (100, 100a, and 100b) having a light-emitting diode ( 11), comprising a light-emitting diode
module (1), a circuit board base (2), a light shade (3), and a heat-dissipation component (4). The light-emitting diode module (1) i s
provided with the light-emitting diode ( 11). The light-emitting diode module (1) i s arranged at one side of the circuit board base (2).
One side of the light shade (3) i s adjacen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circuit board base (2). The heat-dissipation component (4) i s adja
cen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ght shade (3). The light-emitting diode module (1) and the circuit board base (2) have arranged thereb -
etween a first tin layer (5a). The circuit board base (2) and the light shade (3) have arranged therebetween either a second tin layer
(5b) or a first graphite layer (6a). Also, the light shade (3) and the heat-dissipation component (4) have arranged therebetween a
second graphite layer (6b). Waste heat of the light-emitting device (100, 100a, and 100b) i s effectively conducted and discharged,
thus extending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light-emitting device (100, 100a, and 100b).

(57) 摘要:一种具有发光二极管 （11 ) 的发光装置 （100 ， 100a, 100b ) ，包括一发光二极管模块 （1) 、一电路
板基座 （2 ) 、一灯杯 （3 ) 、及一散热组件 （4 ) ，发光二极管模块 （1 ) 具有一发光二极管 （11) ，电路板基
座 （2 ) 的一侧设置有发光二极管模块 （1 ) ，灯杯 （3 ) 的一侧邻设于电路板基座 （2 ) 的另一侧，散热组件
( 4 ) 邻设于灯杯 （3 ) 的另一侧，其中，发光二极管模块 （1 ) 及电路板基座 （2 ) 之间设置有一第一锡层
( 5a) ，电路板基座 （2 ) 及灯杯 （3 ) 之间设置有一第二锡层 （5b ) 或一第一石墨层 （6a) ，以及灯杯 （3 ) 及
散热组件 （4 ) 之间设置有一第二石墨层 （6b ) 。该发光装置 （100 ， 100a , 100b ) 的废热将有效地被传导排
出，使得该发光装置 （100， 100a, 100b ) 的使用寿命得以延长。



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发光装置的设计 ，特别是 涉及一种具有散热组件 的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

置。

背景技术

发光二极管 （Light-Emitting Diode, LED ) 是一种可发光的半导体 电子组件 ，其利用 电能

转成光能的方式发光。利用发光二极管来发光的发光装置具有发光效率 高、寿命长、不易破

损 、及反应速度快等优点，所以逐渐取代传统的钨丝灯 、荧光灯 、及省 电灯泡。

发光二极管的电路在发光作动时会产生许 多废热 ，然而发光二极管在 高温情况下，发光

效率会受高温影响而急剧下降，因此会耗 费许 多电力。而产生的废热聚集，会让温度进一步

上升 ，形成恶性循环 ，而进一步会缩短发光二极管的使用寿命 。因此 ，有效将废热散 出是很

重要 的，所以习知使用发光二极管来发光的发光装置都会设置有一散热组件 以将废热排 出。

发光装置 中每个组件层之 间的导热层通常涂布一层导热膏以辅助导热而提升散组件 的散

热效率。然而，导热膏的性质会 随使用时间而逐渐干透 、硬化 而变质 ，因此其导热效果也随

之 变差而使得废热排 出的效果变差 ，并进一步造成发光装置的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效率降低 ，

例如光衰 （Luminous Decay ) , 甚 至可能造成发光装置损坏。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即是克服 了上述现有技术 中的缺点，提供一种 能够有效延长发光装置的使

用寿命 、有效传导废热、结构 筒单 实用、工作性能稳定可靠、适用范围较为广泛的具有发光

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为 了实现上述的 目的，本发 明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具有如下构成：

该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包括一发光二极管模块 、一电路板基座 、一灯杯 以及 一

散热组件 。发光二极管模块具有一发光二极管。该发光二极管模块设置于电路板基座的一侧 。

灯杯 的一侧邻设 于电路板基座 的另一侧 。散热组件邻设 于灯杯 的另一侧 ，其 中，发光二极管

模块及 电路板基座之 间设置有一第一锡层 ，电路板基座及灯杯之 间设置有一第二锡层或一第

一石墨层 ，以及灯杯及散热组件之 间设置有一第二石 墨层 。

在本发 明的一实施例 中，第一锡层及第二锡层 以 印刷涂布方式涂布。

在本发 明的一实施例 中，第一锡层及第二锡层 以 回 流焊的方式设置。



在本发 明的 一实施例中，电路板基座为一金属核心印刷 电路板 。

在本发 明的 一实施例中，散热组件为一金属散热片。

在本发 明的 一实施例中，散热组件的表面具有散热鳍片。

在本发 明的 一实施例中，金属散热片贴合于第二石墨层。

在本发 明的 一实施例中，电路板基座、灯杯与散热组件以一第一螺 固构件 而螺 固。

在本发 明的 一实施例中，灯杯与散热组件以一第二螺 固构件 而螺 固。

釆用 了本发 明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通过锡层使发光二极管与电路板基座的结

合更为紧固，且锡层及石墨具有低热阻、高导热的特征 ，并且不会 随时间而变质 ，而能维持

良好的散热效率，以有效传导废热，使发光装置的使用寿命得以延长。

本发 明所釆用的具体 实施例，将藉 由以下的实施例及附图作进一步的说 明。。

附图说 明

图 1显示依据本发 明的第一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的剖面图。

图 2 显示依据本发 明的第二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的剖面图。

图 3 显示依据本发 明的第三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的剖面图。

主要组件符号说 明如下：

100 、 100a, 100b 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1 发光二极管模块

11 发光二极管

12 接脚

2 电路板基座

2 1 接点

3 灯杯

4 散热组件

4 1 散热鳍片

5a 第一锡层

5b 第二锡层

6a 第一石墨层

6b 第二石墨层

7a 第一螺 固构件



7b 第二螺固构件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特举以下实施例详细说明。

请参阅图 1, 其显示依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的剖面图。

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100 包括一发光二极管模块 1、一电路板

基座 2、一灯杯 3、一散热组件 4、第一锡层 5a、第一石墨层 6a、及一第二石墨层 6b。

发光二极管模块 1具有一发光二极管 11 及二个接脚 12。二个接脚 12 分别电性连接电路

板基座 的正、负极接点 2 1 以使发光二极管 11 通电发光。电路板基座 2 在本实施例中是一

种金属核心印刷电路板 （Metal Core Printed Circuit Board , MCPCB ) , 金属核心的印刷电路板

的结构由线路层 ( Circuit Layer )、绝缘层 ( Dielectric Layer )、及基层 ( Base Layer ) 所组成。

其中绝缘层为一层低热阻且高导热的绝缘材料，而基层为金属基板，通常是铝或铜。因此金

属核心的印刷电路板除了导热效果非常好之外，其本身亦能散热。当然，本发明不限于此，

电路板基座 2 也可以是传统的印刷电路板。发光二极管 11 通过第一锡层 5a 与电路板基座 2

的一侧贴合。在本实施例中，第一锡层 5a 是以印刷涂布方式涂布在发光二极管 11 与电路板

基座 2 的接触面之间。较佳地，是以发光二极管 11 与电路板基座 2 的整个接触面都印刷涂布

上锡膏，再通过回流焊 （Reflow Soldering ) 的方式将发光二极管 11 与电路板基座 2 焊合在一

起，因为是釆用整个接触面都焊合的方式，所以发光二极管 11 与电路板基座 2 的结合更紧固。

且第一锡层 5a 的导热效果相 当良好也不会随时间而变质及硬化。

电路板基座 2 的另一侧邻设于灯杯 3 的一侧。灯杯 3 是用来固定且保护发光二极管模块

1及电路板基座 2。较佳地，灯杯 3 釆用导热良好及散热良好的材质，例如铝金属或陶瓷等，

以辅助散热。在较佳实施例中，发光二极管 11 的上方还会覆盖一层灯罩以增加保护效果。第

一石墨层 6a设置于电路板基座 与灯杯 3 之间，第一石墨层 6a 是石墨所制成，石墨是一种

低热阻、高导热、以及导电较金属差的材料，因此第一石墨层 6a 可 以有效将电路板基座 2 的

热传导至灯杯 3 , 并同时保护电路板基座 2 不被灯杯 3 传来的电荷所影响。再者，石墨不会

随着时间而变质及硬化。

灯杯 3 的另一侧邻接散热组件 4 , 在本实施例中，散热组件 4 是一金属散热片。第二石

墨层 6b 贴合设置在灯杯 3 与散热组件 4 之间，第二石墨层 6b 是石墨所制成，因此也可有效

地将灯杯 3 的热传导至散热组件 4。

再者，电路板基座 2、灯杯 3 及散热组件 4 通过一第一螺固构件 7a锁紧螺固，藉此使 电



路板基座 2、第一石 墨层 6a、灯杯 3、第二石 墨层 6b、及散热组件 4 能紧密贴合 而提升导热

效果。在本 实施例 中，第一螺 固构件 7a 包括一螺丝及螺帽。

通过上述的技术手段 ，废热将有效地被传导及排 出，使得发光装置的使用寿命得 以延长 ，

而且 因为导热及散热效果的提升 ，所以散热组件可以使用较 小的散热组件 ，例如金属散热片，

所以能节省材料或 筒化结构 。

请参 阅图 2 所示，其显示本发 明的第二 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的剖面图。

本发 明的第二 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100a 与第一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

发光装置 100 的差异在于电路板基座 2 与灯杯 3 之 间为设置有一第二锡层 5b 而不是第一石 墨

层 。第二锡层 5b 的设置方式与第一锡层 5a 相 同，不再赘述。借助第二锡层 5b 的焊合 ，使得

电路板基座 2 与灯杯 3 能结合 紧密，除 了导热效果较好外 ，也不需要借助第一螺 固构件 7a 来

螺 固，所以仅需通过一第二螺 固构件 7b 来将灯杯 3 及散热组件 4 锁 固即可 ，而且焊合 的效果

甚至比螺 固更好 。

请参 阅图 3 所示，其显示本发 明的第三 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的剖面图。

本发 明的第三 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100b 与第一实施例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

发光装置 100 的差异在于本 实施例的散热组件 4 的表 面具有散热鳍 片 4 1 , 通过散热鳍 片 4 1

增加与空气接触的面积而提升散热的速率，有效降低发光装置的温度 。

综上所述 ，本发 明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提供较长的使用寿命及较佳 的散热效果，

更能适用于各种情况。

在此说 明书中，本发 明 已参照其特定的实施例作 了描述。但是 ，很显然仍可以作 出各种

修 改和变换 而不背离本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因此 ，说 明书和附图应被认为是说 明性的而非限

制性的。



权利要求

1、一种具有发光二极管之发光装置 ，包含 ：

一发光二极管模块 ，具有一发光二极管；

一电路板基座 ，该发光二极管模块设置于该 电路板基座的一侧；

一灯杯 ，其一侧邻设 于该 电路板基座的另一侧；以及

一散热组件 ，邻设 于该灯杯 的另一侧 ，

其特征在于，

该发光二极管模块及该 电路板基座之 间设置有一第一锡层 ，

该 电路板基座及该灯杯之 间设置有一第二锡层或一第一石 墨层 ，以及

该灯杯及该散热组件之 间设置有一第二石 墨层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第一锡层及该第

二锡层 以 印刷涂布方式涂布。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第一锡层及该第

二锡层 以 回 流焊的方式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 电路板基座为一

金属核心印刷 电路板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散热组件为一金

属散热片。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散热组件 的表 面

具有散热鳍 片。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金属散热片贴合

于该第二石 墨层 。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 电路板基座 、该

灯杯 、与该散热组件 以一第一螺 固构件 而螺 固。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具有发光二极管的发光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灯杯与该散热组

件 以一第二螺 固构件 而螺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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