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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LED智慧景观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包

括底座；所述底座固定安装在地面上；所述承重

板和底座之间设有承重杆，所述承重杆下方固定

安装在底座中间位置上，所述承重板下方中部固

定安装在承重杆顶部；所述承重板上方设有集成

杆；所述承重板底部围绕承重杆外围安装有蓝牙

音箱；所述集成杆顶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杆；所述

支撑杆顶端固定安装有罩板；罩板上安装有灯

体；本实用新型具有多种功能：承重板供人坐靠，

承重板底部的音箱可供人听音乐，提供的红外测

温仪可自动测量每个人的体温并通过音箱播报

出来，提供的USB接口和插座能供休息的人给手

机充电；本实用新型进一步沿罩板边缘设置通信

照明灯，提供照明的同时通过光脉冲通信WIFI，

减少电磁波的使用，有利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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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固定安装在地面上；承

重板(3)和底座(1)之间设有承重杆(2)，所述承重杆(2)下方固定安装在底座(1)中间位置

上，所述承重板(3)下方中部固定安装在承重杆(2)顶部；所述承重板(3)上方设有多功能智

慧集成杆(4)；所述承重板(3)底部围绕承重杆(2)外围安装有蓝牙音箱；所述集成杆(4)顶

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杆(7)；所述支撑杆(7)顶端固定安装有罩板(5)；罩板(5)上安装有灯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成杆(4)底部固定安

装在承重板(3)中间位置；所述集成杆(4)上方安装有红外测温仪(8)；所述集成杆(4)中间

位置设有多功能控制盒(9)；所述多功能控制盒(9)包括滑盖(12)和供电机构；所述滑盖

(12)活动安装在多功能控制盒(9)外；所述供电机构包括USB接口(13)、双插插座(14)和三

插插座(1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罩板(5)顶端设有太阳

能电池板(6)；所述罩板(5)底端设有喷孔(16)；所述灯体包括LED氛围灯(17)；所述喷孔

(16)和LED氛围灯(17)均匀地排列在罩板(5)底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承重杆(2)、集成杆(4)

和支撑杆(7)为中空杆；所述承重杆(2)、集成杆(4)和支撑杆(7)中空位置为通孔(11)；所述

通孔(11)内部设有供电电线、数据线和供水管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音箱为为环绕立

体音音箱；所述红外测温仪(8)为自动识别测温仪器；所述蓝牙音箱与红外测温仪(8)通过

数据线连接；所述LED氛围灯(17)为多彩LED灯；所述喷孔(16)为可调节喷孔(1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控制盒(9)内部

设有控制器；所述红外测温仪(8)、蓝牙音响(10)、USB接口(13)、双插插座(14)、三插插座

(15)和LED氛围灯(17)均通过数据线与控制器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测温仪(8)、蓝牙

音响(10)、USB接口(13)、双插插座(14)、三插插座(15)和LED氛围灯(17)均与太阳能电池板

(6)和城市供电电源通过供电线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体还包括通

信照明灯，通信照明灯采用快速的光脉冲无线传输信息，所述通信照明灯沿罩板边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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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智慧景观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景观灯，具体是一种LED智慧景观灯。

背景技术

[0002] 景观灯是现代园林景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不仅自身要具有较高的观赏性，还

强调艺术灯的景观与景区历史文化、周围环境的协调统一，随着园林质量的不断提高，对景

观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景观灯除了具有园林美化的功效外，还需要实用及多功能。常

见的景观灯主要以灯柱支撑照明灯具组成，但是目前这样的园林景观灯的结构和功能比较

单一，而且空间利用率普遍不高，一般的景观灯只具有普通的照明作用，对于现代社会来

说，这样的景观灯会使得人们降低园林在心目中的评分，长此以往会可能会导致园林游客

大量流失，因此，提供一种多功能的且具有一定智慧的景观灯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3] 为此，发明人综合各类因素提出了一种LED智慧景观灯。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LED智慧景观灯，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包括底座和罩板；所述底座固定安装在地面上；所述承重板

和底座之间设有承重杆，所述承重杆下方固定安装在底座中间位置上，所述承重板下方中

部固定安装在承重杆顶部，承重杆支撑承重板能有效加强承重板的承载力和稳定性，方便

路过的人坐在承重板上休息；所述承重板上方设有多功能智慧集成杆，集成杆内部集成一

系列的电路和管道，便于将线路以及管道集中收束起来以提高美观度；所述承重板底部围

绕承重杆外围安装有蓝牙音箱，方便播放音乐营造气氛；所述集成杆顶端固定安装有支撑

杆；所述支撑杆顶端固定安装有罩板；罩板上安装有灯体，罩板方便遮阳和防雨。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方案：所述集成杆底部固定安装在承重板中间位置；所

述集成杆上方安装有红外测温仪，方便测量体温；所述集成杆中间位置设有多功能控制盒，

方便控制整个系统；所述多功能控制盒包括滑盖和供电机构；所述滑盖活动安装在多功能

控制盒外，方便将控制盒关闭以防止雨水浸入控制盒而导致短路或漏电；所述供电机构包

括USB接口、双插插座和三插插座，方便随时充电。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再进一步方案：所述罩板顶端设有太阳能电池板，方便收集和

储存电力，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能可有效降低景观灯的能源消耗；所述罩板底端设有喷

孔；所述灯体包括LED氛围灯，方便营造各种氛围；所述喷孔和LED氛围灯均匀地排列在罩板

底端。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再进一步方案：所述承重杆、集成杆和支撑杆为中空杆；所述承

重杆、集成杆和支撑杆中空位置为通孔；所述通孔内部设有供电电线、数据线和供水管道，

方便将管道和线路隐藏将杆中，便于防止线路和管道暴露在外，方便降低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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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再进一步方案：所述蓝牙音箱为环绕立体音音箱，方便与智能

设备通过蓝牙连接选取音乐，环绕立体音音箱便于产生环绕立体音效，方便营造身临其境

的氛围；所述红外测温仪为自动识别测温仪器，便于自动测温；所述蓝牙音箱与红外测温仪

通过数据线连接，方便红外测温仪将测得的体温数据传递给蓝牙音箱，蓝牙音箱优先将测

得的体温数据播报出来；所述LED氛围灯为多彩LED灯，便于使LED灯根据天气而随时改变颜

色和色温；所述喷孔为可调节喷孔，方便调节喷孔的大小和喷水雾的速度以调节喷出的水

雾的造型。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再进一步方案：所述多功能控制盒内部设有控制器；所述红外

测温仪、蓝牙音响、USB接口、双插插座、三插插座和LED氛围灯均通过数据线与控制器电连

接；方便控制所有电气设备。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再进一步方案：所述红外测温仪、蓝牙音响、USB接口、双插插

座、三插插座和LED氛围灯均与太阳能电池板和城市供电电源通过供电线电连接，方便供

电，太阳能电池板电力用尽时启用城市供电电源提供电力。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再进一步方案：所述灯体还包括通信照明灯，通信照明灯采用

快速的光脉冲无线传输信息；所述通信照明灯沿罩板边缘设置，提供照明的同时通过光脉

冲通信WIFI，进一步方便使用。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有益效果：

[0015] 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LED智慧景观灯，结构设置巧妙且布置合理，本实用新型具

有多种功能：其承重板可供人坐靠，承重板底部的音箱可供人听音乐，提供的红外测温仪可

自动测量每个人的体温并通过音箱播报出来，提供的USB接口、双插插座和三插插座能供休

息的人给手机充电。

[0016] 2、本实用新型进一步所述的喷孔和LED氛围灯均匀地排列在罩板底端，通过喷孔

喷出水雾和LED氛围灯连续变换颜色和色温，产生绚丽多彩效果，具有营造气氛吸引人群的

有益效果。

[0017] 3、本实用新型进一步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能可有效降低景观灯的能源消

耗，具有节约能源的有益效果；

[0018] 4、本实用新型进一步所述灯体还包括通信照明灯，通信照明灯采用快速的光脉冲

无线传输信息；所述通信照明灯沿罩板边缘设置，提供照明的同时通过光脉冲通信WIFI，进

一步方便使用，实现灯光上网，减少使用电磁波，有利于健康。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一种LED智慧景观灯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一种LED智慧景观灯中承重板的底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一种LED智慧景观灯中多功能控制盒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一种LED智慧景观灯中罩板的底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底座；2、承重杆；3、承重板；4、集成杆；5、罩板；6、太阳能电池板；7、支撑

杆；8、红外测温仪；9、多功能控制盒；10、蓝牙音响；11、通孔；12、滑盖；13、USB接口；14、双插

插座；15、三插插座；16、喷孔；17、LED氛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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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5] 请参阅图1-4，一种LED智慧景观灯，包括底座1和罩板3；所述底座1固定安装在地

面上；所述承重板3和底座1之间设有承重杆2，所述承重杆2下方固定安装在底座1中间位置

上，所述承重板3下方中部固定安装在承重杆2顶部；所述承重板3上方设有集成杆4；所述承

重板3底部围绕承重杆2外围安装有蓝牙音箱；所述集成杆4顶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杆7；所述

支撑杆7顶端固定安装有罩板5；罩板5上安装有灯体，所述集成杆4底部固定安装在承重板3

中间位置；所述集成杆4上方安装有红外测温仪8；所述集成杆4中间位置设有多功能控制盒

9；所述多功能控制盒9包括滑盖12和供电机构；所述滑盖12活动安装在多功能控制盒9外；

所述供电机构包括USB接口13、双插插座14和三插插座15；所述罩板5顶端设有太阳能电池

板6；所述灯体包括LED氛围灯17，所述罩板5底端设有喷孔16和LED氛围灯17；所述喷孔16和

LED氛围灯17均匀地排列在罩板5底端；所述承重杆2、集成杆4和支撑杆7为中空杆；所述承

重杆2、集成杆4和支撑杆7中空位置为通孔11；所述通孔11内部设有供电电线、数据线和供

水管道；所述蓝牙音箱为为环绕立体音音箱；所述红外测温仪8为自动识别测温仪器；所述

蓝牙音箱与红外测温仪8通过数据线连接；所述LED氛围灯17为多彩LED灯；所述喷孔16为可

调节喷孔16；所述多功能控制盒9内部设有控制器；所述红外测温仪8、蓝牙音响10、USB接口

13、双插插座14、三插插座15和LED氛围灯17均通过数据线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红外测温

仪8、蓝牙音响10、USB接口13、双插插座14、三插插座15和LED氛围灯17均与太阳能电池板6

和城市供电电源通过供电线电连接；所述灯体还包括通信照明灯，通信照明灯采用快速的

光脉冲无线传输信息；所述通信照明灯沿罩板5边缘设置，提供照明的同时通过光脉冲通信

WIFI，进一步方便使用。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工作时，首先太阳能电池板6开始向智慧景观灯供电，

智慧景观灯灯罩上的LED氛围灯17开启，闪烁着绚丽的灯光，当行人走进景观灯时，智慧景

观灯上的红外测温仪8自动给靠近的人测量体温并通过蓝牙音箱播报体温数据，行人可以

坐在罩板5底下的支撑板上休息，智慧景观灯顶部的罩板5在晴天可以替行人遮挡阳光，在

雨天可以替行人遮挡雨水；行人在休息时可以将多功能控制盒9的滑盖12打开，使用多功能

控制盒9中的USB接口13和插座给手机等智能设备充电，也可以通过使用智能设备上的蓝牙

连接到蓝牙音箱播放音乐；当夜幕降临时，智慧景观灯自动根据天气情况营造不同的氛围，

当夏季天气炎热时，智慧景观灯顶端的喷孔16会喷洒水雾降温，在喷洒水雾的同时，智慧景

观灯上的LED氛围灯17随着水雾的喷洒开始变换颜色及色温，可以迅速营造出一种清凉的

氛围；智慧景观灯优先使用太阳能电池板6上的电力，当太阳能电池板6电力不足时，智慧景

观灯会将供电源切换到城市供电电源上，防止断电；本实用新型进一步所述灯体还包括通

信照明灯，通信照明灯采用快速的光脉冲无线传输信息；所述通信照明灯沿罩板5边缘设

置，提供照明的同时通过光脉冲通信WIFI，进一步方便使用，实现灯光上网，减少使用电磁

波，有利于健康。

[0027]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  中心”、“  上”、“  下”、“  左”、“ 

右”、“  竖直”、“  水平”、“ 内”、“  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

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

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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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术语“  第一”、“  第二”、“  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

性。

[0028]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

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

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

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通过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9]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2481113 U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12481113 U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2481113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