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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流线型LED灯幕，包括照

明系统，照明系统的下方安装有流线操控机构；

照明系统的两侧均安装有升降调节机构；照明系

统包括透明防护壳，透明防护壳的底面设有反炫

目透明片，透明防护壳的顶面设有薄膜电池，透

明防护壳的内部安装有若干LED灯，LED灯呈矩阵

布置，LED灯与薄膜电池为电连接；流线操控机构

包括透明软壳，透明软壳安装在反炫目透明片的

底面位置；透明防护壳的外侧部位置设有输胶

机，输胶机与透明软壳之间设有胶液输送泵组，

胶液输送泵组与引流腔连接。本发明通过流动的

胶液使LED灯发射出来的光线给人以流动的视觉

效果；从而大大提高了该LED灯幕的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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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流线型LED灯幕，包括照明系统，照明系统的下方安装有流线操控机构；照明系

统的两侧均安装有升降调节机构；

其特征在于：照明系统包括透明防护壳，透明防护壳的底面设有反炫目透明片，透明防

护壳的顶面设有薄膜电池，透明防护壳的内部安装有若干LED灯，LED灯呈矩阵布置，LED灯

与薄膜电池为电连接；

流线操控机构包括透明软壳，透明软壳安装在反炫目透明片的底面位置；透明软壳的

内部设有引流腔，引流腔内安装有若干第一隔片与第二隔片，第一隔片与第二隔片呈间隔

布置，第一隔片与第二隔片呈等间距布置；第一隔片的一端与透明软壳的一内侧连接，第一

隔片的另一端与透明软壳的另一内侧之间为第一引流口，第二隔片的一端与透明软壳的另

一内侧连接，第二隔片的另一端与透明软壳的一内侧之间为第二引流口；第二引流口与第

一引流口均安装在引流腔内；

透明防护壳的外侧部位置设有输胶机，输胶机与透明软壳之间设有胶液输送泵组，胶

液输送泵组与引流腔连接；

升降调节机构包括插接架与若干液压缸，插接架安装在透明防护壳的侧部位置；插接

架上设有侧架；液压缸的下部设有活塞杆，活塞杆的下端安装在侧架的顶部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线型LED灯幕，其特征在于：侧架的上部设有定位球，定位球

的上方设有导向球，导向球安装在固定架上，导向球的竖向位置设有导向管，导向管内套装

有移动轴，定位球的顶部设有开孔，定位球的内部安装有限位球，移动轴的下端插入开孔并

与限位球连接，移动轴的上端与活塞杆的下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流线型LED灯幕，其特征在于：限位球的直径大于开孔的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流线型LED灯幕，其特征在于：定位球的内表面设有橡胶层，所

述橡胶层的表面设有磁吸层，限位球的表面为金属层，限位球吸附在定位球的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线型LED灯幕，其特征在于：侧架安装在透明防护壳的沿水

平方向的侧部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线型LED灯幕，其特征在于：胶液输送泵组包括出液泵与进

液泵，出液泵安装在透明软壳一侧的一边，进液泵安装在透明软壳一侧的另一边；出液泵、

进液泵分别与引流腔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线型LED灯幕，其特征在于：透明软壳的内底面位置设有若

干呈平行布置的凹线槽，所述凹线槽安装在第一隔片与第二隔片的底部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线型LED灯幕，其特征在于：薄膜电池为太阳能薄膜电池。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线型LED灯幕，其特征在于：LED灯为七彩LED灯。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线型LED灯幕，其特征在于：透明防护壳的内部填充有胶

层，所述胶层的底面与LED灯的灯珠头部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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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线型LED灯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LED灯幕，具体涉及一种流线型LED灯幕。

[0003]

背景技术

[0004] LCD为非发光性的显示装置，须要借助背光源才能达到显示的功能。背光源性能的

好坏除了会直接影响LCD显像质量外，背光源的成本占LCD模块的3-5%，所消耗的电力更占

模块的75%，可说是LCD模块中相当重要的零组件。高精细、大尺寸的LCD，必须有高性能的背

光技术与之配合，因此当LCD产业努力开拓新应用领域的同时，背光技术的高性能化亦扮演

着幕后功臣的角色。主要由光源、导光板、光学用膜片、塑胶框等组成。背光源具有亮度高，

寿命长、发光均匀等特点。目前主要有EL、  CCFL及LED三种背光源类型，依光源分布位置不

同则分为侧光式和直下式。随着LCD模组不断向更亮、更轻、更薄方向发展，侧光式CCFL式背

光源成为目前背光源发展的主流。现有的LED灯幕不具有胶体流动操控功能，对灯光光线进

行流动操控效率低，动感效果差。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通过流动的胶液使LED灯发射出来的光线给人以流动

的视觉效果；从而大大提高了该LED灯幕的动感的流线型LED灯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流线型LED灯幕，包括照明系统，照明系统的下方安装有流线操控机构；照明系统

的两侧均安装有升降调节机构；照明系统包括透明防护壳，透明防护壳的底面设有反炫目

透明片，透明防护壳的顶面设有薄膜电池，透明防护壳的内部安装有若干LED灯，LED灯呈矩

阵布置，LED灯与薄膜电池为电连接；流线操控机构包括透明软壳，透明软壳安装在反炫目

透明片的底面位置；透明软壳的内部设有引流腔，引流腔内安装有若干第一隔片与第二隔

片，第一隔片与第二隔片呈间隔布置，第一隔片与第二隔片呈等间距布置；第一隔片的一端

与透明软壳的一内侧连接，第一隔片的另一端与透明软壳的另一内侧之间为第一引流口，

第二隔片的一端与透明软壳的另一内侧连接，第二隔片的另一端与透明软壳的一内侧之间

为第二引流口；第二引流口与第一引流口均安装在引流腔内；透明防护壳的外侧部位置设

有输胶机，输胶机与透明软壳之间设有胶液输送泵组，胶液输送泵组与引流腔连接；升降调

节机构包括插接架与若干液压缸，插接架安装在透明防护壳的侧部位置；插接架上设有侧

架；液压缸的下部设有活塞杆，活塞杆的下端安装在侧架的顶部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侧架的上部设有定位球，定位球的上方设有导向球，导向球安装在

固定架上，导向球的竖向位置设有导向管，导向管内套装有移动轴，定位球的顶部设有开

孔，定位球的内部安装有限位球，移动轴的下端插入开孔并与限位球连接，移动轴的上端与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556061 A

3



活塞杆的下端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限位球的直径大于开孔的直径。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定位球的内表面设有橡胶层，所述橡胶层的表面设有磁吸层，限位

球的表面为金属层，限位球吸附在定位球的内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侧架安装在透明防护壳的沿水平方向的侧部位置。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胶液输送泵组包括出液泵与进液泵，出液泵安装在透明软壳一侧

的一边，进液泵安装在透明软壳一侧的另一边；出液泵、进液泵分别与引流腔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透明软壳的内底面位置设有若干呈平行布置的凹线槽，所述凹线

槽安装在第一隔片与第二隔片的底部之间。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薄膜电池为太阳能薄膜电池。

[0015] 进一步地，所述LED灯为七彩LED灯。

[0016] 进一步地，所述透明防护壳的内部填充有胶层，所述胶层的底面与LED灯的灯珠头

部齐平。

[0017] 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在于：将该LED灯幕安装在天花板上或安装在室内房顶

上；薄膜电池给LED灯提供电能，指示LED灯实现发光发亮；反炫目透明片对LED灯发射出来

的光线进行防炫目处理；通过透明防护壳对LED灯进行防护；通过透明软壳对反炫目透明片

的底面进行流线型操控；输胶机通过胶液输送泵组将胶液注入透明软壳的引流腔内并使胶

液在引流腔内实现流动；通过第一隔片、第二隔片、第一引流口以及第二引流口可以对胶液

进行导向流动，使胶液在引流腔内实现导向流动，通过流动的胶液使LED灯发射出来的光线

给人以流动的视觉效果；从而大大提高了该LED灯幕的动感；液压缸通过活塞杆控制侧架实

现竖直升降调节，通过侧架控制插接架实现竖直升降调节，从而可以对透明防护壳进行竖

直升降调节，对LED灯发射出来的光线进行灵活调节。

[0018]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所述流线型LED灯幕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所述升降调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所述流线操控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

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4] 本发明具体实施的技术方案是：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流线型LED灯幕，包括照明系统1，照明系统1的下方安装有流线

操控机构3；照明系统1的两侧均安装有升降调节机构2；照明系统1包括透明防护壳7，透明

防护壳7的底面设有反炫目透明片4，透明防护壳7的顶面设有薄膜电池5，透明防护壳7的内

部安装有若干LED灯6，LED灯6呈矩阵布置，LED灯6与薄膜电池5为电连接；流线操控机构3包

括透明软壳31，透明软壳31安装在反炫目透明片4的底面位置；透明软壳31的内部设有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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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34，引流腔34内安装有若干第一隔片32与第二隔片33，第一隔片32与第二隔片33呈间隔

布置，第一隔片32与第二隔片33呈等间距布置；第一隔片32的一端与透明软壳31的一内侧

连接，第一隔片32的另一端与透明软壳31的另一内侧之间为第一引流口35，第二隔片33的

一端与透明软壳31的另一内侧连接，第二隔片33的另一端与透明软壳31的一内侧之间为第

二引流口36；第二引流口36与第一引流口35均安装在引流腔34内；透明防护壳7的外侧部位

置设有输胶机8，输胶机8与透明软壳31之间设有胶液输送泵组9，胶液输送泵组9与引流腔

34连接；升降调节机构2包括插接架201与若干液压缸210，插接架201安装在透明防护壳7的

侧部位置；插接架201上设有侧架202；液压缸210的下部设有活塞杆211，活塞杆211的下端

安装在侧架202的顶部上。

[0025] 本发明流线型LED灯幕，将该LED灯幕安装在天花板上或安装在室内房顶上；薄膜

电池5给LED灯6提供电能，指示LED灯6实现发光发亮；反炫目透明片4对LED灯6发射出来的

光线进行防炫目处理；通过透明防护壳7对LED灯6进行防护；通过透明软壳31对反炫目透明

片4的底面进行流线型操控；输胶机8通过胶液输送泵组9将胶液注入透明软壳31的引流腔

34内并使胶液在引流腔34内实现流动；通过第一隔片32、第二隔片33、第一引流口35以及第

二引流口36可以对胶液进行导向流动，使胶液在引流腔34内实现导向流动，通过流动的胶

液使LED灯6发射出来的光线给人以流动的视觉效果；从而大大提高了该LED灯幕的动感；液

压缸210通过活塞杆211控制侧架202实现竖直升降调节，通过侧架202控制插接架201实现

竖直升降调节，从而可以对透明防护壳7进行竖直升降调节，对LED灯6发射出来的光线进行

灵活调节。

[0026] 其中，侧架202的上部设有定位球203，定位球203的上方设有导向球204，导向球

204安装在固定架205上，导向球204的竖向位置设有导向管206，导向管206内套装有移动轴

207，定位球203的顶部设有开孔208，定位球203的内部安装有限位球209，移动轴207的下端

插入开孔208并与限位球209连接，移动轴207的上端与活塞杆211的下端连接；限位球209的

直径大于开孔208的直径；所以通过固定架205对导向球204进行固定安装，通过导向球204

对导向管206进行固定安装；移动轴207沿着导向管206实现竖向稳定移动调节；移动轴207

通过限位球209带动定位球203实现竖直升降调节，通过定位球203带动侧架202实现竖直升

降调节，从而带动照明系统1实现竖直升降调节。

[0027] 其中，定位球203的内表面设有橡胶层，所述橡胶层的表面设有磁吸层，限位球209

的表面为金属层，限位球209吸附在定位球203的内部；所以限位球209可以更加牢固地吸附

在定位球203的内部。

[0028] 其中，侧架202安装在透明防护壳7的沿水平方向的侧部位置；所以对透明防护壳7

的侧部进行定位安装。

[0029] 其中，胶液输送泵组9包括出液泵37与进液泵38，出液泵37安装在透明软壳31一侧

的一边，进液泵38安装在透明软壳31一侧的另一边；出液泵37、进液泵38分别与引流腔34连

接；所以通过进液泵38可以将胶液输入透明软壳31内，通过出液泵37输出胶液。

[0030] 其中，透明软壳31的内底面位置设有若干呈平行布置的凹线槽，所述凹线槽安装

在第一隔片32与第二隔片33的底部之间；所以通过凹线槽可以对胶液进行导向流动，大大

提高了流线的动感。

[0031] 其中，薄膜电池5为太阳能薄膜电池；所以方便实现太阳能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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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其中，LED灯6为七彩LED灯；所以可以实现七彩照明。

[0033] 其中，透明防护壳7的内部填充有胶层，所述胶层的底面与LED灯6的灯珠头部齐

平；所以通过胶层能大大提高对LED灯6的防炫目功能。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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