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296792.6

(22)申请日 2018.11.01

(71)申请人 石狮市安明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362700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永宁镇

港边工业区

(72)发明人 李重钊　许书洛　王仰江　

(74)专利代理机构 泉州协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5231

代理人 郑浩

(51)Int.Cl.

F21S 8/08(2006.01)

F21V 21/10(2006.01)

F21V 19/00(2006.01)

F21V 29/56(2015.01)

F21V 29/67(2015.01)

F21V 23/04(2006.01)

F21Y 115/10(201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及其散热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及其

散热方法，包括灯杆、照明机构和水冷散热机构，

所述灯杆左侧的上端开设有第二进风口，灯杆的

左侧且位于第二进风口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第

二挡风板，所述灯杆右侧的上端开设有第一进风

口，灯杆的右侧且位于第一进风口的正表面固定

连接有第一挡风板，所述灯杆的顶端固定连接有

支架，且支架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水冷散热机构，

所述支架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照明机构。本发明通

过第二进风口、第二挡风板、第一进风口、第一挡

风板和导热板以及第一温度传感器、散热扇、第

二温度传感器、泵机和管道的作用，有效提高了

本LED灯的散热效果，延长了其使用寿命和使用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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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包括灯杆（1）、照明机构（5）和水冷散热机构（6），其特征在

于：所述灯杆（1）左侧的上端开设有第二进风口（14），灯杆（1）的左侧且位于第二进风口

（14）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挡风板（13），所述灯杆（1）右侧的上端开设有第一进风口

（11），灯杆（1）的右侧且位于第一进风口（11）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挡风板（16），所述灯

杆（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支架（17），且支架（17）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水冷散热机构（6），所述

支架（17）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照明机构（5），且照明机构（5）内腔的顶部从左到右依次固定连

接有第二温度传感器（4）和第一温度传感器（2），照明机构（5）左侧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散热

扇（3），且照明机构（5）、支架（17）和灯杆（1）的内腔以及第一挡风板（16）和第二挡风板（13）

的内侧均固定连接有导热板（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杆（1）左侧的底

部开设有第二排水口（8），且灯杆（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安装底座（9），安装底座（9）内表面

的四周均开设有安装孔（7），且安装底座（9）的顶部还通过加强板（10）与灯杆（1）的底部连

接，同时加强板（10）的数量为三个，且每两个相邻加强板（10）之间的夹角均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冷散热机构（6）

包括水箱（68），且水箱（68）内腔的上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有金属滤网片（63）、石英砂

过滤网（64）和活性炭过滤层（66），水箱（68）内腔底部的左端固定安装有泵机（69），且泵机

（69）的出水端连通有管道，管道伸入照明机构（5）的内腔，并最终从水箱（68）左侧的上端流

回水箱（68）的内部，且管道位于照明机构（5）内部的形状为“S”型结构，水箱（68）底部的右

端固定连接有压力传感器（67），且压力传感器（67）的输出端与泵机（69）的输入端电性连

接，水箱（68）右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一排水口（65），且第一排水口（65）的末端螺纹连接有盖

板，水箱（68）顶部的中端开设有进水口（62），且水箱（68）顶部的外侧固定连接有集水罩

（61），集水罩（61）为漏斗状结构设置，且其倾斜度为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7）与照明

机构（5）和灯杆（1）的连接处均为空心设置，且支架（17）的底部通过加强筋（15）与灯杆（1）

左侧的上端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机构（5）包括

灯壳（51），且灯壳（51）内腔的下端固定安装有LED灯管（54），灯壳（51）右侧的下端开设有第

三进风口（52），且第三进风口（52）为倾斜设置，灯壳（51）底部的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卡

座（55），且卡座（55）的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灯罩（5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板（12）为硅

橡胶板或氮化硼导热橡胶板，且导热板（12）与照明机构（5）、支架（17）、灯杆（1）、第一挡风

板（16）和第二挡风板（13）之间均通过丙烯酸酯胶粘剂连接。

7.一种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散热效果好的LED灯的散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A、第一级散热：当风吹过第一挡风板（16）和第二挡风板（13）时，会从第一进风口（11）

和第二进风口（14）进入灯杆（1）内部，并最终进入到照明机构（5）内部，可加快灯杆（1）内空

气的流通速率，且导热板（12）可起到热交换的作用，同时第三进风口（52）也同样起到通风

散热的作用；

B、第二级散热：第一温度传感器（2）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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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值时，自动接通散热扇（3）的电源；

C、第三级散热：第二温度传感器（4）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

测值时，自动接通泵机（69）的电源，泵机（69）将水箱（68）内的水通过管道循环从照明机构

（5）内部流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的散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温度传感器（2）的检测范围在25-30℃之间，第二温度传感器（4）的检测范围在32-35℃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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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及其散热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LED灯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及其散热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LED灯，即半导体照明灯，是一种基于半导体PN结形成的用微弱的电能就能发光的

高效固态光源，在一定的正向偏置电压和注入电流下，注入P区的空穴和注入N区的电子在

扩散至有源区后经辐射复合而发出光子，将电能直接转化为光能，它是一种固态冷光源，具

有环保无污染、耗电少、光效高、寿命长等特点，但LED灯在长时间使用后，内部会产生热量，

而现有技术其散热效果不理想，无法保障LED灯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为此，我们提出一种

散热效果好的LED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及其散热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包括灯杆、

照明机构和水冷散热机构，所述灯杆左侧的上端开设有第二进风口，灯杆的左侧且位于第

二进风口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挡风板，所述灯杆右侧的上端开设有第一进风口，灯杆

的右侧且位于第一进风口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挡风板，所述灯杆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支

架，且支架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水冷散热机构，所述支架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照明机构，且照明

机构内腔的顶部从左到右依次固定连接有第二温度传感器和第一温度传感器，照明机构左

侧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散热扇，且照明机构、支架和灯杆的内腔以及第一挡风板和第二挡风

板的内侧均固定连接有导热板。

[0005] 优选的，所述灯杆左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二排水口，且灯杆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安装

底座，安装底座内表面的四周均开设有安装孔，且安装底座的顶部还通过加强板与灯杆的

底部连接，同时加强板的数量为三个，且每两个相邻加强板之间的夹角均相同。

[0006] 优选的，所述水冷散热机构包括水箱，且水箱内腔的上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

有金属滤网片、石英砂过滤网和活性炭过滤层，水箱内腔底部的左端固定安装有泵机，且泵

机的出水端连通有管道，管道伸入照明机构的内腔，并最终从水箱左侧的上端流回水箱的

内部，且管道位于照明机构内部的形状为“S”型结构，水箱底部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压力传感

器，且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端与泵机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水箱右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一排水口，

且第一排水口的末端螺纹连接有盖板，水箱顶部的中端开设有进水口，且水箱顶部的外侧

固定连接有集水罩，集水罩为漏斗状结构设置，且其倾斜度为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之

间。

[0007] 优选的，所述支架与照明机构和灯杆的连接处均为空心设置，且支架的底部通过

加强筋与灯杆左侧的上端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照明机构包括灯壳，且灯壳内腔的下端固定安装有LED灯管，灯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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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下端开设有第三进风口，且第三进风口为倾斜设置，灯壳底部的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

有卡座，且卡座的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灯罩。

[0009] 优选的，所述导热板为硅橡胶板或氮化硼导热橡胶板，且导热板与照明机构、支

架、灯杆、第一挡风板和第二挡风板之间均通过丙烯酸酯胶粘剂连接。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的散热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第一级散热：当风吹过第一挡风板和第二挡风板时，会从第一进风口和第二进风口

进入灯杆内部，并最终进入到照明机构内部，可加快灯杆内空气的流通速率，且导热板可起

到热交换的作用，同时第三进风口也同样起到通风散热的作用；

B、第二级散热：第一温度传感器感应照明机构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时，

自动接通散热扇的电源；

C、第三级散热：第二温度传感器感应照明机构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时，

自动接通泵机的电源，泵机将水箱内的水通过管道循环从照明机构内部流过。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的检测范围在25-30℃之间，第二温度传感器的检测

范围在32-35℃之间。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本发明通过第二进风口、第二挡风板、第一进风口、第一挡风板和导热板的作用，可达

到第一级散热的效果，第一温度传感器感应照明机构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

时，自动接通散热扇的电源，可达到第二级散热的效果，第二温度传感器感应照明机构内部

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时，自动接通泵机的电源，泵机将水箱内的水通过管道循环

从照明机构内部流过，可达到第三级散热的效果，通过以上结构的配合，有效提高了本LED

灯的散热效果，延长了其使用寿命和使用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照明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水冷散热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B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灯杆、2第一温度传感器、3散热扇、4第二温度传感器、5照明机构、51灯壳、

52第三进风口、53灯罩、54  LED灯管、55卡座、6水冷散热机构、61集水罩、62进水口、63金属

滤网片、64石英砂过滤网、65第一排水口、66活性炭过滤层、67压力传感器、68水箱、69泵机、

7安装孔、8第二排水口、9安装底座、10加强板、11第一进风口、12导热板、13第二挡风板、14

第二进风口、15加强筋、16第一挡风板、17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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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实施例一：

请参阅图1-5，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包括灯杆1、照明机构5和水冷散热机构6，灯杆

1左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二排水口8，且灯杆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安装底座9，安装底座9内表面

的四周均开设有安装孔7，且安装底座9的顶部还通过加强板10与灯杆1的底部连接，同时加

强板10的数量为三个，且每两个相邻加强板10之间的夹角均相同，灯杆1左侧的上端开设有

第二进风口14，灯杆1的左侧且位于第二进风口14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挡风板13，灯杆

1右侧的上端开设有第一进风口11，灯杆1的右侧且位于第一进风口11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

第一挡风板16，灯杆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支架17，且支架17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水冷散热机构

6，水冷散热机构6包括水箱68，且水箱68内腔的上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有金属滤网片

63、石英砂过滤网64和活性炭过滤层66，水箱68内腔底部的左端固定安装有泵机69，且泵机

69的出水端连通有管道，管道伸入照明机构5的内腔，并最终从水箱68左侧的上端流回水箱

68的内部，且管道位于照明机构5内部的形状为“S”型结构，水箱68底部的右端固定连接有

压力传感器67，可对水箱68内的水体进行检测，并在水箱68内的水量过少时，自动断开泵机

69的电源，避免泵机69出现损坏，且压力传感器67的输出端与泵机69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水

箱68右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一排水口65，且第一排水口65的末端螺纹连接有盖板，水箱68顶

部的中端开设有进水口62，且水箱68顶部的外侧固定连接有集水罩61，集水罩61为漏斗状

结构设置，且其倾斜度为百分之四十，支架17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照明机构5，支架17与照明

机构5和灯杆1的连接处均为空心设置，且支架17的底部通过加强筋15与灯杆1左侧的上端

连接，照明机构5包括灯壳51，且灯壳51内腔的下端固定安装有LED灯管54，灯壳51右侧的下

端开设有第三进风口52，且第三进风口52为倾斜设置，灯壳51底部的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

有卡座55，且卡座55的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灯罩53，且照明机构5内腔的顶部从左到右依次固

定连接有第二温度传感器4和第一温度传感器2，第一温度传感器2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

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时，自动接通散热扇3的电源，可达到第二级散热的效果，第二温

度传感器4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时，自动接通泵机69的电源，

泵机69将水箱68内的水通过管道循环从照明机构5内部流过，可达到第三级散热的效果，照

明机构5左侧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散热扇3，且照明机构5、支架17和灯杆1的内腔以及第一挡

风板16和第二挡风板13的内侧均固定连接有导热板12，通过第二进风口14、第二挡风板13、

第一进风口11、第一挡风板16和导热板12的作用，可达到第一级散热的效果，导热板12为硅

橡胶板，且导热板12与照明机构5、支架17、灯杆1、第一挡风板16和第二挡风板13之间均通

过丙烯酸酯胶粘剂连接。

[0021] 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的散热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第一级散热：当风吹过第一挡风板16和第二挡风板13时，会从第一进风口11和第二

进风口14进入灯杆1内部，并最终进入到照明机构5内部，可加快灯杆1内空气的流通速率，

且导热板12可起到热交换的作用，同时第三进风口52也同样起到通风散热的作用；

B、第二级散热：第一温度传感器2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

时，自动接通散热扇3的电源；

C、第三级散热：第二温度传感器4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

时，自动接通泵机69的电源，泵机69将水箱68内的水通过管道循环从照明机构5内部流过。

[0022] 第一温度传感器2的检测温度为25℃，第二温度传感器4的检测温度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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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实施例二：

请参阅图1-5，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包括灯杆1、照明机构5和水冷散热机构6，灯杆

1左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二排水口8，且灯杆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安装底座9，安装底座9内表面

的四周均开设有安装孔7，且安装底座9的顶部还通过加强板10与灯杆1的底部连接，同时加

强板10的数量为三个，且每两个相邻加强板10之间的夹角均相同，灯杆1左侧的上端开设有

第二进风口14，灯杆1的左侧且位于第二进风口14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挡风板13，灯杆

1右侧的上端开设有第一进风口11，灯杆1的右侧且位于第一进风口11的正表面固定连接有

第一挡风板16，灯杆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支架17，且支架17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水冷散热机构

6，水冷散热机构6包括水箱68，且水箱68内腔的上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有金属滤网片

63、石英砂过滤网64和活性炭过滤层66，水箱68内腔底部的左端固定安装有泵机69，且泵机

69的出水端连通有管道，管道伸入照明机构5的内腔，并最终从水箱68左侧的上端流回水箱

68的内部，且管道位于照明机构5内部的形状为“S”型结构，水箱68底部的右端固定连接有

压力传感器67，可对水箱68内的水体进行检测，并在水箱68内的水量过少时，自动断开泵机

69的电源，避免泵机69出现损坏，且压力传感器67的输出端与泵机69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水

箱68右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一排水口65，且第一排水口65的末端螺纹连接有盖板，水箱68顶

部的中端开设有进水口62，且水箱68顶部的外侧固定连接有集水罩61，集水罩61为漏斗状

结构设置，且其倾斜度为百分之五十，支架17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照明机构5，支架17与照明

机构5和灯杆1的连接处均为空心设置，且支架17的底部通过加强筋15与灯杆1左侧的上端

连接，照明机构5包括灯壳51，且灯壳51内腔的下端固定安装有LED灯管54，灯壳51右侧的下

端开设有第三进风口52，且第三进风口52为倾斜设置，灯壳51底部的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

有卡座55，且卡座55的内表面滑动连接有灯罩53，且照明机构5内腔的顶部从左到右依次固

定连接有第二温度传感器4和第一温度传感器2，第一温度传感器2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

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时，自动接通散热扇3的电源，可达到第二级散热的效果，第二温

度传感器4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时，自动接通泵机69的电源，

泵机69将水箱68内的水通过管道循环从照明机构5内部流过，可达到第三级散热的效果，照

明机构5左侧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散热扇3，且照明机构5、支架17和灯杆1的内腔以及第一挡

风板16和第二挡风板13的内侧均固定连接有导热板12，通过第二进风口14、第二挡风板13、

第一进风口11、第一挡风板16和导热板12的作用，可达到第一级散热的效果，导热板12为氮

化硼导热橡胶板，且导热板12与照明机构5、支架17、灯杆1、第一挡风板16和第二挡风板13

之间均通过丙烯酸酯胶粘剂连接。

[0024] 一种散热效果好的LED灯的散热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第一级散热：当风吹过第一挡风板16和第二挡风板13时，会从第一进风口11和第二

进风口14进入灯杆1内部，并最终进入到照明机构5内部，可加快灯杆1内空气的流通速率，

且导热板12可起到热交换的作用，同时第三进风口52也同样起到通风散热的作用；

B、第二级散热：第一温度传感器2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

时，自动接通散热扇3的电源；

C、第三级散热：第二温度传感器4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

时，自动接通泵机69的电源，泵机69将水箱68内的水通过管道循环从照明机构5内部流过。

[0025] 第一温度传感器2的检测温度为30℃，第二温度传感器4的检测温度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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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使用时，通过第二进风口14、第二挡风板13、第一进风口11、第一挡风板16和导热

板12的作用，可达到第一级散热的效果，第一温度传感器2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

温度达到其检测值时，自动接通散热扇3的电源，可达到第二级散热的效果，第二温度传感

器4感应照明机构5内部的温度，并在温度达到其检测值时，自动接通泵机69的电源，泵机69

将水箱68内的水通过管道循环从照明机构5内部流过，可达到第三级散热的效果，通过以上

结构的配合，有效提高了本LED灯的散热效果，延长了其使用寿命和使用安全性。该LED灯作

为室外灯（如路灯）使用时，可通过集水罩61收集雨水；作为室内灯使用时，可往集水罩61内

倒入自来水。

[002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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