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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包括底

座、灯头和内置电源，所述灯头固定在所述底座

上，所述内置电源内嵌在所述底座内，处于内置

电源上方的底座上设置有下固定板，所述下固定

板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灯杯，所述灯杯上设置有侧

灯罩，该侧灯罩与灯杯之间设置有用于安装LED

灯珠的第一铝基板，该第一铝基板与内置电源电

连接；相邻两灯杯边缘之间留出一定距离的空

隙，正对该空隙的下固定板中部设置有散热板，

所述散热板上密布有多个通风孔，空隙与通风孔

形成散热通道，由灯杯合拢围成的内侧空间内的

热量从该通道传送至外侧空间。该大球泡灯保障

了在大功率使用时，整个球泡灯整体散热效果

好，从而提高了球泡灯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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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包括底座、灯头和内置电源，所述灯头固定在所述底座上，

所述内置电源内嵌在所述底座内，处于内置电源上方的底座上设置有下固定板，其特征在

于：所述下固定板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灯杯，所述灯杯上设置有侧灯罩，该侧灯罩与灯杯之间

设置有用于安装LED灯珠的第一铝基板，该第一铝基板与内置电源电连接；相邻两灯杯边缘

之间留出一定距离的空隙，正对该空隙的下固定板中部设置有散热板，所述散热板上密布

有多个通风孔，空隙与通风孔形成散热通道，由灯杯合拢围成的内侧空间内的热量从该通

道传送至外侧空间；还包括上固定板，所述散热板固定在所述下固定板与上固定板之间，并

支撑上固定板；所述上固定板上设置有上灯罩，所述上灯罩与上固定板之间设置有用于安

装LED灯珠的第二铝基板，该第二铝基板与内置电源电连接；所述上固定板的底部设置有多

个导热空心柱，所述散热板包括板体、以及分别设置在板体上下两端的上折弯部和下折弯

部，所述下折弯部固定在所述下固定板上，所述上折弯部开设有通孔，并抵接在所述导热空

心柱上，且通孔的中心与导热空心柱的中心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杯上朝内空间一

侧沿下固定板垂直轴线方向设置有多个散热翅，所述散热翅两侧分别与其相邻两散热板的

一个侧边缘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源面盖，所述

电源面盖设置在所述下固定板与底座之间，并将内置电源封闭在底座内；所述电源面盖的

中部设置有凸起，该凸起的中心设置为穿孔，所述下固定板上设置有与凸起匹配的定位孔，

内置电源的热量从该穿孔传送至内侧空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杯的数量为大于

二的偶数个。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其特征在于：围绕所述下固定板中心

的垂直轴线均布有四个相同的灯杯，四个灯杯合拢形成该内侧空间，所述灯杯的上端设置

有一固定块，所述固定块上设置有一与导热空心柱大小匹配的限位凹槽，且在固定块的边

缘一侧设置有插条，该插条插入两导热空心柱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杯的材质为镁合

金材料，所述上、下固定板的材质为铝合金材料，所述上灯罩和侧灯罩的材质为PC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其特征在于：处于所述灯杯与侧灯罩

之间的四周边缘套设有第一防水圈，处于所述上固定板与上灯罩之间的四周边缘套设有第

二防水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置电源通过导线

穿过下固定板分别电连接第一铝基板和第二铝基板；在所述侧灯罩与上灯罩之间套设有第

一防护圈，所述侧灯罩与底座之间套设有第二防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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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球泡灯，尤其涉及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

背景技术

[0002] 球边灯属于照明类产品，在离业、家居方面应用广泛。如今对于照明亮度的需求越

趋攀升时，照明灯具的功率亦随之增高，照明灯具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也随之急剧增加，造

成灯具整体温度大幅提升。为了更方便地使用球泡灯，内置电源也是大势所趋。本申请人在

申请日2016.10.21申请的，专利名称：“一种球泡灯”(专利号为201621146092.5)的说明书

公开了灯杯和散热板的结构，但是其内部的具体散热通道及散热结构并未公开，本申请人

做了进一步研发；同时，为了实现更好散热效果且360度出光的球泡灯，本申请人做了进一

步的深入创造研发。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克服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包括底座、灯头和内置电源，所述灯头固定在所述底座

上，所述内置电源内嵌在所述底座内，处于内置电源上方的底座上设置有下固定板，所述下

固定板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灯杯，所述灯杯上设置有侧灯罩，该侧灯罩与灯杯之间设置有用

于安装LED灯珠的第一铝基板，该第一铝基板与内置电源电连接；相邻两灯杯边缘之间留出

一定距离的空隙，正对该空隙的下固定板中部设置有散热板，所述散热板上密布有多个通

风孔，空隙与通风孔形成散热通道，由灯杯合拢围成的内侧空间内的热量从该通道传送至

外侧空间。

[0006] 进一步地，还包括上固定板，所述散热板固定在所述下固定板与上固定板之间，并

支撑上固定板；所述上固定板上设置有上灯罩，所述上灯罩与上固定板之间设置有用于安

装LED灯珠的第二铝基板，该第二铝基板与内置电源电连接。

[0007] 更进一步地，所述上固定板的底部设置有多个导热空心柱，所述散热板包括板体、

以及分别设置在板体上下两端的上折弯部和下折弯部，所述下折弯部固定在所述下固定板

上，所述上折弯部开设有通孔，并抵接在所述导热空心柱上，且通孔的中心与导热空心柱的

中心重合。这样使得从上固定板将热量传送至内侧空间，再传送至外侧空间，散热效果好

[0008] 再进一步地，所述灯杯上朝内空间一侧沿下固定板垂直轴线方向设置有多个散热

翅，所述散热翅两侧分别与其相邻两散热板的一个侧边缘接触。

[0009] 再进一步地，还包括电源面盖，所述电源面盖设置在所述下固定板与底座之间，并

将内置电源封闭在底座内；所述电源面盖的中部设置有凸起，该凸起的中心设置为穿孔，所

述下固定板上设置有与凸起匹配的定位孔，内置电源的热量从该穿孔传送至内侧空间。

[0010] 优选地，所述灯杯的数量为大于二的偶数个。

[0011] 进一步地，围绕所述下固定板中心的垂直轴线均布有四个相同的灯杯，四个灯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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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拢形成该内侧空间，所述灯杯的上端设置有一固定块，所述固定块上设置有一与导热空

心柱大小匹配的限位凹槽，且在固定块的边缘一侧设置有插条，该插条插入两导热空心柱

之间。球泡灯整体结构简单、便于安装，且进一步提升了球泡灯的散热效果。

[0012] 优选地，所述灯杯的材质为镁合金材料，所述上、下固定板的材质为铝合金材料，

所述上灯罩和侧灯罩的材质为PC材料。

[0013] 优选地，处于所述灯杯与侧灯罩之间的四周边缘套设有第一防水圈，处于所述上

固定板与上灯罩之间的四周边缘套设有第二防水圈。使得整个球泡灯具有良好的防水功

能。

[0014] 优选地，所述内置电源通过导线穿过下固定板分别电连接第一铝基板和第二铝基

板；在所述侧灯罩与上灯罩之间套设有第一防护圈，所述侧灯罩与底座之间套设有第二防

护圈，可以很好的保护灯泡，防止磕碰。

[0015] 本发明提供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包括底座、灯头和内置电源，所述灯头固定在

所述底座上，所述内置电源内嵌在所述底座内，处于内置电源上方的底座上设置有下固定

板，所述下固定板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灯杯，所述灯杯上设置有侧灯罩，该侧灯罩与灯杯之间

设置有用于安装LED灯珠的第一铝基板，该第一铝基板与内置电源电连接；相邻两灯杯边缘

之间留出一定距离的空隙，正对该空隙的下固定板中部设置有散热板，所述散热板上密布

有多个通风孔，空隙与通风孔形成散热通道，由灯杯合拢围成的内侧空间内的热量从该通

道传送至外侧空间。该大球泡灯保障了在大功率使用时，整个球泡灯整体散热效果好，从而

提高了球泡灯的使用寿命。在散热板上方设置的顶部出光，使得该球泡灯可以实现360度出

光。内置电源可以使得整个球泡灯方便替换传统的金卤灯/水银灯，不需要额外增加其他驱

动电源电路，并且，由内置电源产生的热量也可以通过下固定板与电源面盖结构改进从内

侧空间排至外侧空间，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球泡灯的散热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的第一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的第二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第一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的灯杯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的散热板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的第二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增加防护圈的内置电源大球泡灯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具体阐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附图仅供参考和说明使用，不构成对

本发明专利保护范围的限制。

[0025] 如图1-8所示，一种内置电源大球泡灯，包括底座2、灯头1和内置电源3，所述灯头1

固定在所述底座2上，所述内置电源3内嵌在所述底座2内，处于内置电源3上方的底座2上设

置有下固定板5，所述下固定板5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灯杯6，所述灯杯6上设置有侧灯罩7，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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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灯罩7与灯杯6之间设置有用于安装LED灯珠的第一铝基板8，该第一铝基板8与内置电源3

电连接；相邻两灯杯6边缘之间留出一定距离的空隙6a，正对该空隙的下固定板5中部设置

有散热板10，所述散热板10上密布有多个通风孔10a，空隙6a与通风孔10a形成散热通道，由

灯杯6合拢围成的内侧空间内的热量从该通道传送至外侧空间。具体地，散热板采用铝材料

作为散热板基材。

[0026] 还包括上固定板11，所述散热板10固定在所述下固定板5与上固定板11之间，并支

撑上固定板11；所述上固定板11上设置有上灯罩12，所述上灯罩12与上固定板11之间设置

有用于安装LED灯珠的第二铝基板13，该第二铝基板13与内置电源3电连接。

[0027] 所述上固定板11的底部设置有多个导热空心柱11a，所述散热板10包括板体101、

以及分别设置在板体101上下两端的上折弯部102和下折弯部103，所述下折弯部103固定在

所述下固定板5上，所述上折弯部101开设有通孔102a，并抵接在所述导热空心柱11a上，且

通孔102a的中心与导热空心柱11a的中心重合。这样使得从上固定板11将热量传送至内侧

空间，再传送至外侧空间，散热效果好

[0028] 所述灯杯6上朝内空间一侧沿下固定板5垂直轴线方向设置有多个散热翅61，所述

散热翅61两侧分别与其相邻两散热板10的一个侧边缘接触。

[0029] 还包括电源面盖4，所述电源面盖4设置在所述下固定板5与底座2之间，并将内置

电源3封闭在底座2内；所述电源面盖4的中部设置有凸起41，该凸起41的中心设置为穿孔

41a，所述下固定板5上设置有与凸起41匹配的定位孔5a，内置电源3的热量从该穿孔传送至

内侧空间。

[0030] 所述灯杯6的数量为大于二的偶数个。本实施例中，围绕所述下固定板5中心的垂

直轴线均布有四个相同的灯杯6，四个灯杯6合拢形成该内侧空间，所述灯杯的上端设置有

一固定块62，所述固定块62上设置有一与导热空心柱11a大小匹配的限位凹槽621，且在固

定块62的边缘一侧设置有插条63，该插条63插入两导热空心柱11a之间。球泡灯整体结构简

单、便于安装，且进一步提升了球泡灯的散热效果。

[0031] 所述灯杯6的材质为镁合金材料，所述上、下固定板(11、5)的材质为铝合金材料，

所述上灯罩12和侧灯罩7的材质为PC材料。

[0032] 处于所述灯杯6与侧灯罩7之间的四周边缘套设有第一防水圈9，处于所述上固定

板11与上灯罩12之间的四周边缘套设有第二防水圈14。使得整个球泡灯具有良好的防水功

能。

[0033] 所述内置电源3通过导线穿过下固定板5分别电连接第一铝基板8和第二铝基板

13；在所述侧灯罩7与上灯罩12之间套设有第一防护圈16，所述侧灯罩7与底座2之间套设有

第二防护圈15，可以很好的保护灯泡，防止磕碰。

[0034]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的权利保护范

围，因此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8006452 B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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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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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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