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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导光板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复

合性能的导光板，包括面板本体、安装块、光源

板、散热装置、固定装置、卡合机构，所述面板本

体的两侧均插接有安装块，所述安装块的内部设

有散热装置，所述安装块的内部安装有光源板，

且光源板与面板本体的两侧相对应，所述安装块

的上端通过固定装置进行定位，所述固定装置的

两侧均设置有卡合机构。通过设置安装块、利用

安装块内部的导向槽将面板本体安装入安装槽

的内部，然后通过固定装置和卡合机构将面板本

体进行固定，不仅方便了面板本体的安装，在安

装时也避免了面板本体受到伤害，固定装置内部

的压合弹簧更有利于在面板本体收到冲击时保

护面板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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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包括面板本体(1)、安装块(2)、光源板(3)、散热装置(4)、固

定装置(5)、卡合机构(6)，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板本体(1)的两侧均插接有安装块(2)，所述

安装块(2)的内部设有散热装置(4)，所述安装块(2)的内部安装有光源板(3)，且光源板(3)

与面板本体(1)的两侧相对应，所述安装块(2)的上端通过固定装置(5)进行定位，所述固定

装置(5)的两侧均设置有卡合机构(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板本体(1)包括

导向块(11)、导光板本体(12)、扩散板(13)、菱形块(14)、反射板(15)、背板(16)，所述面板

本体(1)的两端侧部固定连接有导向块(11)、所述导光板本体(12)的上端粘接有扩散板

(13)，所述扩散板(13)的内部设有菱形块(14)，所述导光板本体(12)的下端粘接有反射板

(15)，所述反射板(15)的下端固定连接有背板(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块(2)包括安

装槽(21)、导向槽(22)，所述安装槽(21)开设在安装块(2)的侧部，所述导向槽(22)开设在

安装槽(21)的内侧，且面板本体(1)通过导向槽(22)插接在安装槽(21)的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板(3)包括电

路板(31)、LED灯珠(32)，所述光源板(3)的侧部嵌有LED灯珠(32)，所述LED灯珠(32)的光源

扩散方向与面板本体(1)的侧部相对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扇热装置包括散热

槽(41)、通气孔(42)、进气口、出气口、插槽(45)、驱动马达(46)、扇叶(47)、过滤网(48)，所

述散热槽(41)开设在安装块(2)的内部，所述插槽(45)开设在散热槽(41)的内侧，且光源板

(3)通过插槽(45)安装在散热槽(41)的内部，所述通气孔(42)开设在安装块(2)的两侧，且

通气孔(42)与散热槽(41)相连通，所述进气口开设在通气孔(42)的一端，所述出气口开设

在通气孔(42)的另一端，所述驱动马达(46)固定连接在出气口的内部，所述驱动马达(46)

的输出轴端部固定连接有扇叶(47)，所述过滤网(48)固定连接在进气口的内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5)包括

固定板(51)、压合弹簧(52)、压合板(53)，所述固定板(51)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压合弹簧

(52)，所述压合弹簧(52)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压合板(53)，且压合板(53)的下端与面板本体

(1)的上端贴合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卡合机构(6)包括

固定卡扣(61)、固定卡钩(62)，所述固定卡扣(61)固定连接在安装块(2)的上端两侧，所述

固定卡钩(62)固定连接在固定装置(5)的两侧，且固定装置(5)通过固定卡扣(61)和固定卡

钩(62)卡合在安装块(2)的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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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导光板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

背景技术

[0002] 导光板是利用光学级的亚克力/PC板材，然后用具有极高反射率且不吸光的高科

技材料，在光学级的亚克力板材底面用激光雕刻、V型十字网格雕刻、UV网版印刷技术印上

导光点，利用光学级亚克力板材吸取从灯发出来的光在光学级亚克力板材表面的停留，当

光线射到各个导光点时，反射光会往各个角度扩散，然后破坏反射条件由导光板正面射出，

通过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可使导光板均匀发光，反射片的用途在于将底面露出的

光反射回导光板中，用来提高光的使用效率；同等面积发光亮度情况下，发光效率高，功耗

低。

[0003] 在室外试验不同地点导光板的导光性能时，需要隔段时间更换不同的地点，目前

现有技术中所使用的复合型导光板安装在放光边框上时通常是通过螺钉进行固定的，这种

固定方法不仅安装起来麻烦，而且在安装的过程中还会使导光板收到螺钉的伤害，并且现

有的安装块并不具有散热的功能，光源板长时间的工作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若是不及时散

去，会影响到光源板的使用寿命，并且更换测试点时，需要频繁搬运导光板，导光板温度过

高，冷却时间长，不利于搬运。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包括面板

本体、安装块、光源板、散热装置、固定装置、卡合机构，所述面板本体的两侧均插接有安装

块，所述安装块的内部设有散热装置，所述安装块的内部安装有光源板，且光源板与面板本

体的两侧相对应，所述安装块的上端通过固定装置进行定位，所述固定装置的两侧均设置

有卡合机构。

[0006] 具体的，所述面板本体包括导向块、导光板本体、扩散板、菱形块、反射板、背板，所

述面板本体的两端侧部固定连接有导向块、所述导光板本体的上端粘接有扩散板，所述扩

散板的内部设有菱形块，所述导光板本体的下端粘接有反射板，所述反射板的下端固定连

接有背板。

[0007] 具体的，所述安装块包括安装槽、导向槽，所述安装槽开设在安装块的侧部，所述

导向槽开设在安装槽的内侧，且面板本体通过导向槽插接在安装槽的内部。

[0008] 具体的，所述光源板包括电路板、LED灯珠，所述光源板的侧部嵌有LED灯珠，所述

LED灯珠的光源扩散方向与面板本体的侧部相对应。

[0009] 具体的，所述扇热装置包括散热槽、通气孔、进气口、出气口、插槽、驱动马达、扇

叶、过滤网，所述散热槽开设在安装块的内部，所述插槽开设在散热槽的内侧，且光源板通

过插槽安装在散热槽的内部，所述通气孔开设在安装块的两侧，且通气孔与散热槽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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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进气口开设在通气孔的一端，所述出气口开设在通气孔的另一端，所述驱动马达固定

连接在出气口的内部，所述驱动马达的输出轴端部固定连接有扇叶，所述过滤网固定连接

在进气口的内部。

[0010] 具体的，所述固定装置包括固定板、压合弹簧、压合板，所述固定板的下端固定连

接有压合弹簧，所述压合弹簧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压合板，且压合板的下端与面板本体的上

端贴合连接。

[0011] 具体的，所述卡合机构包括固定卡扣、固定卡钩，所述固定卡扣固定连接在安装块

的上端两侧，所述固定卡钩固定连接在固定装置的两侧，且固定装置通过固定卡扣和固定

卡钩卡合在安装块的上端。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3]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通过设置安装块、利用安装块内部的导

向槽将面板本体安装入安装槽的内部，然后通过固定装置和卡合机构将面板本体进行固

定，不仅方便了面板本体的安装，在安装时也避免了面板本体受到伤害，固定装置内部的压

合弹簧更有利于在面板本体收到冲击时保护面板本体，便于拆卸搬运。

[0014]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通过设置散热装置，利用散热装置中的

散热槽和通气孔可以带走光源板产生的热量，驱动马达带动扇叶转动加强了散热槽内部的

空气流动性，进一步的加强了光源板的散热效率，使得板体温度快速下降，能及时搬运，进

气孔内部的过滤网避免了灰尘进入散热槽的内部，加强了对光源板的保护。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的安装块截面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的扩散板截面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的安装块剖视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的主视图。

[0021] 图中：1、面板本体；11、导向块；12、导光板本体；13、扩散板；14、菱形块；15、反射

板；16、背板；2、安装块；21、安装槽；22、导向槽；3、光源板；31、电路板；32、LED灯珠；4、散热

装置；41、散热槽；42、通气孔；43、进气孔；44、出气孔；45、插槽；46、驱动马达；47、扇叶；48、

过滤网；5、固定装置；51、固定板；52、压合弹簧；53、压合板；6、卡合机构；61、固定卡扣；62、

固定卡钩。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3] 如图1-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复合性能的导光板，包括面板本体1、安装块2、

光源板3、散热装置4、固定装置5、卡合机构6，所述面板本体1的两侧均插接有安装块2，所述

安装块2的内部设有散热装置4，所述安装块2的内部安装有光源板3，且光源板3与面板本体

1的两侧相对应，所述安装块2的上端通过固定装置5进行定位，所述固定装置5的两侧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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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卡合机构6。

[0024] 具体的，所述面板本体1包括导向块11、导光板本体12、扩散板13、菱形块14、反射

板15、背板16，所述面板本体1的两端侧部固定连接有导向块11、所述导光板本体12的上端

粘接有扩散板13，所述扩散板13的内部设有菱形块14，所述导光板本体12的下端粘接有反

射板15，所述反射板15的下端固定连接有背板16，通过光源板3对导光板本体12进行照射，

然后光线通过反射板15折射在扩散板13的表面，提高了光源的扩散面积。

[0025] 具体的，所述安装块2包括安装槽21、导向槽22，所述安装槽21开设在安装块2的侧

部，所述导向槽22开设在安装槽21的内侧，且面板本体1通过导向槽22插接在安装槽21的内

部，将面板本体1通过两侧的导向块11安装入安装槽21内部两侧导向槽22内，方便了面板本

体1的安装。

[0026] 具体的，所述光源板3包括电路板31、LED灯珠32，所述光源板3的侧部嵌有LED灯珠

32，所述LED灯珠32的光源扩散方向与面板本体1的侧部相对应，通过LED灯珠32对导光板本

体12的照射，方便了光源的扩散。

[0027] 具体的，所述扇热装置包括散热槽41、通气孔42、进气口、出气口、插槽45、驱动马

达46、扇叶47、过滤网48，所述散热槽41开设在安装块2的内部，所述插槽45开设在散热槽41

的内侧，且光源板3通过插槽45安装在散热槽41的内部，所述通气孔42开设在安装块2的两

侧，且通气孔42与散热槽41相连通，所述进气口开设在通气孔42的一端，所述出气口开设在

通气孔42的另一端，所述驱动马达46固定连接在出气口的内部，所述驱动马达46的输出轴

端部固定连接有扇叶47，所述过滤网48固定连接在进气口的内部，利用散热装置4中的散热

槽41和通气孔42，空气气流受到通气孔42一端出气孔44内部的驱动马达46带动扇叶47转动

均流入散热槽41的内部，通过气流对光源板3进行散热，将光源板3中的热量都带走，避免了

光源板3由于受热而短路。

[0028] 具体的，所述固定装置5包括固定板51、压合弹簧52、压合板53，所述固定板51的下

端固定连接有压合弹簧52，所述压合弹簧52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压合板53，且压合板53的下

端与面板本体1的上端贴合连接，固定装置5内部的压合弹簧52有利于在面板本体1收到冲

击时保护面板本体1。

[0029] 具体的，所述卡合机构6包括固定卡扣61、固定卡钩62，所述固定卡扣61固定连接

在安装块2的上端两侧，所述固定卡钩62固定连接在固定装置5的两侧，且固定装置5通过固

定卡扣61和固定卡钩62卡合在安装块2的上端，通过卡合机构6中的固定卡扣61与固定卡钩

62挂接，将面板本体1进行固定，方便了面板本体1的安装。

[0030] 在使用时，首先将面板本体1通过两侧的导向块11安装入安装槽21内部两侧导向

槽22内，然后在安装块2的上端盖上固定装置5中的压合块，按下固定板51使压合块对面板

本体1进行压制，固定装置5内部的压合弹簧52有利于在面板本体1收到冲击时保护面板本

体1，然后通过卡合机构6中的固定卡扣61与固定卡钩62挂接，将面板本体1进行固定，方便

了面板本体1的安装，在安装时也避免了面板本体1受到伤害；当光源板3工作产生热量时，

利用散热装置4中的散热槽41和通气孔42，空气气流受到通气孔42一端出气孔44内部的驱

动马达46带动扇叶47转动均流入散热槽41的内部，通过气流对光源板3进行散热，将光源板

3中的热量都带走，避免了光源板3由于受热而短路，进气孔43内部的过滤网48避免了灰尘

进入散热槽41的内部，加强了对光源板3的保护。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542944 A

5



[003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方式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

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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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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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10542944 A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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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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