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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LED lamp of highly ef cient heat
dissipation comprises a PCB install board, a PCB circuit
board, a LED light source and lens. One LED electrical
equipment cavity, an open-type heat dissipation cavity
and a LED lighting cavity are set on the lamp body
separately. The LED electrical equipment cavity is
consisted of an upside cover board, the PCB circuit board
and the PCB install board. Some grid ribs, on the upside
of the open-type heat dissipation body, are made up of
the open-type heat dissipation cavity. There are some
LED lead perforations and LED holding holes at the
down surface of the open-type heat dissipation body. The
LED lightingcavity is consisted of the open-type heat
dissipation body, the LED light source, the lens, a LED
substrate, a lamp cover and a downside cover board.

ll / ig. 1

神高效散熱的 LED 盯具包括 PCB 安裝板、PCB 咆路板、LED 光源及透磷 打休上沒有相

互狙立的 LED 屯器腔、升放式散熱腔、LED 照明腔 LED 咆器腔由上蓋板、PCB 屯路板、PCB
安裝板組成 升放式散熱休上部的多根棚格狀早熟筋荼形成的空同組成升放式散熱腔 升放式

散熱休下表面有 LED 早絨穿孔及 LED 容置孔 LED 照明腔由升放式散熱休、LED 光源、透鏡、

LED 基板、打罩板、下監板坦成。



本回阮公布
包括回阮栓索扳告



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

技木領域

本奕用新型涉及一神大功率 LE 打具，特別是涉及一神高效散熟的陣列式大功率

LE 打具。

背景技木

LE 有能耗低，友熱量較低和使用青命長的仇魚，可以用于替代侍統光源 。 考慮

到羊介 LE 的友光亮度不足，LE 打具一般采用陣列式排列的多介 LE ，由此戶生了

大功率 LE 打具散熱堆的岡題。

現有技木中的大功率 LE 打具所采用的散熱技木多力坷接散熱，散熱效果不佳。

在申固寺利授杖公告青 N2557805Y 文缺中，公升了一神大功率友光二板管忖，在核

方案中，多介 LE 管忠 被安裝在一介高早熱率基板 2 上，基板 2 均一介散熱裝置 3

緊密接蝕，八而將多介 LE 管思 1 的熱量散友出去。 但是，在核方案叱 所有 LED

管思通迪公共的寺屯引域 10，努由同一根孚域支柱被引寺到驅功器 6，因此，空乞流

通不暢，散熱效果不佳，甚至需要加裝風扇 1.

宴用新型 內容

本奕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現有技木的不足之赴，而提供一神高效散熱的 LE 打

具，其具有更好的散熱效果，能耗低，使用孝命衣，光能衰咸小 。

力了奕現本奕用新型的目的，采用 了以下的技木方案

一神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包括屯器腔蓋板，P 屯路板，P B 安裝板，升放式

散熱休，至少一介 LE 光源組件羊元和透光罩板 每介 LE 光源組件革元包括羊介

LE 光源、透鏡和丙根早咆引域

其中，所迷屯器腔蓋板和所迷 P B 安裝板相互連接，形成密閉式屯器腔 所迷

P B 屯路板被改置在所迷屯器腔 札

所迷升放式散熱休包括散熱板，所述散熱板的一側改有多根尋熱筋奈，所述尋熱

筋余的上部和所迷 P B 安裝板相互連接，形成升放式散熱腔

所述透光罩板和升放式散熱休的所迷散熱板相互連接，形成密閉式的 LE 照明腔

所迷至少一介 LE 光源被改置在所迷 LE 照明腔 111 內



所迷散熱板的占尋熱筋奈相村的另一側，改有多介 LE 早域穿孔，每介 LE 光源

吋座于兩介 LE 寺域穿孔

所迷多介寺熱筋奈包括有多介中空的寺域支柱，每介中空尋域支柱用于伏容納所

迷 LE 光源組件羊元的一根尋屯引域穿迪，每介中空的寺域支柱都直接均外界空氣接

蝕 在所迷 P 安裝板上具有多介勻所迷 LE 寺域穿孔相座的寺域穿孔，每介所迷

LE 光源姐件羊元的每根早屯引域，穿迪升放式散熱休的散熱板上的中空寺域支柱，
井且穿迂 P B 安裝板上的孚域穿孔，被連接到 PCB 屯路板上，占相座的屯子元器件宴

現屯路連接。

本奕用新型的技木方案迂可以是

一科高效散熱的 LE 灼具，包括屯器腔盞板，P B 屯路板，升放式散熱休，至

少一介 LE 光源組件羊元和透光罩板 每介 LE 光源組件羊元包括羊介 LE 光源、透

鏡和兩根尋屯引域

其申，所迷屯器腔蓋板和所述 P 屯路板相互連接，形成密閉式屯器腔 在所

迷屯器腔 內側的 P B 屯路板上直接印刷有屯路

所迷升放式散熱休包括散熱板，所述散熱板的一側改有多根寺熱筋奈，所迷寺熱

筋奈的上部和所迷 P B 屯路板的另一介側面相互連接，形成升放式散熱腔

所迷透光罩板和升放式散熱休的所述散熱板相互連接，形成密岡式的 LED 照明腔

所迷至少一介 LE 光源被故置在所述 LE 照明腔 內

所迷散熱板的均尋熱筋奈相吋的另一側，改有多介 LED 早域穿孔，每介 LE 光源

吋座于兩今 LE 孚域穿孔

所迷多介早熱筋奈包括有多介中空的孚域支柱，每介中空早域支柱用于仗容納所

迷 LE 光源組件羊元的一根尋屯引域穿迪，每介中空的尋域支柱都豈接均外界空乞接

蝕 在所迷 P 屯路板上具有多介均所述 LE 早域穿孔相虛的早域穿孔，每介所迷

LE 光源組件羊元的每根寺屯引域，穿迂升放式散熱休的散熱板上的申空尋域支柱，

井且穿迂 P B 屯路板上的早域穿孔，被連接到 P B 屯路板上，均相座的屯子元器件奕

現屯路連接。

本宴用新型的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采用 了三腔結枸，其結枸合理緊奏，生戶制造

容易，散熱效果好。 具休地說，本宴用新型具有以下仇魚



( 高效散熱 LED 光源戶生的熱量侍孚入升放式散熱休 在升放式散熱休

的散熱板的一側波有多根孚熱筋奈，所述多介早熱筋奈包括有多介中空的早域支柱，

每介中空尋域支柱用于仗容鈉所迷 LE 光源組件羊元的一根早屯引域穿迂，每介中空

的早域支柱都直接均外界空乞接徹 升放式散熱休裸露于空乞中，外界 自然凡通迪升

放式散熱休上部分多根錯落有致的格柵狀早熱筋奈間的空隙宴現升放式散熱腔休內

的熱空乞均外界的冷空乞吋流，迅速的將 LE 光源戶生的熱量最大限度的散友出去，

八而宴現了高效的散熱效果。

二 屯器腔戶生的熱量不合影晌光源的友光效率及希命 返用咳三腔休錯枸改
汁方法改汁的 LE 打具，使 LE 屯器腔休部分占 LE 照明腔休部分宴現空間上的隔禹，

使速兩介腔休各 自的工作杯境互不影晌，LE 屯器腔休部分占 LE 照明腔休部分工作

忖所戶生熱量不舍形成疊加，因而通迂空河錯枸的合理配置宴現了降溫效果，迸一步

延未了 LE 打具的使用孝命和保持了友光效果的恆定。

附團
一 一

說明

圈 是本宴用新型 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的宴施例 的垂直橫向截面的錯枸示意

歐
囤 a 是圈 1 所示的 LE 打具的橫向熱量侍早及空乞吋流原理示意軋
團 2 是團 所示的 LE 打具的結枸分解示意乳
囤 3 是圈 1 所示的 LE 打具的垂直臥向截面的結枸示意乳

因 3a 是囤 所示的 LE 打具的垂直臥向截面的熱量佑旱原理示意軋
圈 3b 是囤 所示的 LE 打具的水平截面的空乞吋流原理示意軋
團 4 是本宴用新型 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的宴施例 2 的結枸示意臥
圈 5 是本宴用新型 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的奕施 的錯枸示意軋
團 6 是本宴用新型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的突施例 4 的錯枸示意歐
團 7 是本奕用新型 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的奕施例 的結枸示意乳

圈 8 是本宴用新型 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的奕施例 6 的結枸示意歐
圈 9 是本宴用新型 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的奕施例 7 的結枸示意軋

圈 0 是本奕用新型 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的奕施例 8 的結枸示意乳

圈 是本奕用新型 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的宴施例 9 的結枸示意軋



囤 2 是本奕用新型 高放散熱的 LED 打具的奕施例 1 M 結枸示意圈。

團中 是上蓋板，2 是 P B 屯路板，3 是 PCB 安裝板，4 是 LE 早域穿孔，5

是 LE 容置孔，6 是升放式散熱休，7 是 LE 光源，8 是 LE 基盎，9 是透光罩板， 0

是下蓋板，11 是空乞早流板。

圈 a，囤 3a、 因 3b P．二半二干熟量散友方向，虛域示意空乞吋流方向。

具休宴施方式

如團 、 團 2 和團 3 所示，在奕施例 1 申，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力未奈狀的路

忖忖共，包括上盞板 P B 屯路板 乙 P B 安裝板 3，升放式散熱休 6，至少一介 LE

光源匆件羊元，透光罩板 9 和下盞板 0。每介 LE 光源姐件羊元包括羊介 LE 光源 7、

透鏡、LE 基盎 8 和兩根寺屯引絨，所迷至少一介 LE 光源組件羊元具有相同的結枸

和尺寸。

其中，上蓋板 和 P B 安裝板 3 相互連接，形成密閉式屯器腔 P B 屯路板 2

被改置在所述屯器腔 內。其中，所述 P B 屯路板 2 可以采用 屯池匆、蓄屯池或其它

供屯裝置直接提供 ED 光源 7 所需的工作屯座。

升放式散熱休 6 包括散熱板，所迷散熱板的一側改有多 財昔落有致的早熱筋奈，

所迷尋熱筋余上部和 P B 安裝板 3 相互連接，形成升放式散熟腔 。 其中，所述散

熱板占所述早熱筋奈可以力一休化結枸。

透光罩板 9、下蓋板 10 和升放式散熱休 6 的所述散熱板相互連接，形成密閉式

的 LE 照明腔 所述至少一介 LE 光源 7 被改置在所述 LE 照明腔 11 內 。

所迷散熱板的均尋熱筋奈相吋的另一側，改有多介 LED 早域穿孔 4 和多介 LE

容置孔 5。 每介 LED 光源 7 舛虛于一介 LE 容置孔 5 和丙介 LED 乎域穿孔 4 所迷多

介 LE 容置孔 5 具有相同的尺寸，呈陣列式排列，相邵的 LE 容置孔 5 在橫向和趴向

上分別具有一致的間距。 其中，所迷的 ED 光源 7 所附看的散熱板的表面可以大休

上力平面或曲面，且每介 LE 光源 7 通迪 LED 基盎 8 附看在一介 LE 容置孔 5 內 。其

申，LE 基盎 8 占散熱板之間通迪孚熱股奕現熱接蝕。

所迷多介孚熱筋奈包括有多介中空的等域支柱，每介中空寺域支柱用于仗容鈉所

述 LE 光源組件羊元的一根寺屯引域穿迂，每介中空的尋域支柱都直接均外界空乞接

蝕 。在所述 P B 安裝板 3 具有多介均所迷 LE 早域穿孔 4 相座的早域穿孔，每介所



迷 LE 光源匆件羊元的每根寺屯引域，穿迪升放式散熱休 6 的散熱板上的中空早域支

柱，井且穿迂 P B 安裝板 3 上的孚域穿孔，被連接到 P B 屯路板 2 上，均相座的屯子

元器件宴現屯路連接。

其中，P B 安裝板 3、上蓋板 、升放式散熱休 6、LE 基盎 8、下盞板 0 是由早

熱材料制成，早熱材料可以是鋁合金或銅合金或其他早熱金厲合金。

如囤 a 、 囤 3 a ) 和囚 3 b ) 所示，LE 光源 7 所戶生的絕大部分熱量被

直接侍寺入升放式散熱休 6 的散熱板直至升放式散熱休 6 上的多根格柵狀尋熱筋奈，

熟量散友方向如圈申的奕域所示。由于本打具的升放式散熱腔 11 直接裸露于外界空乞

中，外界 自然凡通迂丹放式散熱休 6 上的多根錯落有致的格柵狀寺熱筋余間的空隙奕

現升放式散熱腔 內的熱空乞均外界的冷空乞的吋流，空弋吋流方向如團中的虛域

所示。 因此，LE 光源 7 所戶生的熱量被最大限度地散友出去，伙而奕現了高效的散

熱效果。

如圈 4 所示，在宴施例 中，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力 LED 隧道打。

如團 5 所示，在宴施例 3 中，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力 LE 射打。

如團 6 所示，在宴施例 4 申，高放散熱的 LE 打具力 LED 投光打。

如囤 7 所示，在宴施例 5 申，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力 LE 洗牆打。

如圈 8 所示，在宴施例 6 申，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力 LED 嵌入打。

如囤 9 所示，在奕施例 7 中，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力 LED 吊打。

如囤 10 所示，在奕施例 8 中，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力 LED 吸預忖。

如囤 11 所示，在宴施 中，高放散熱的 LED 打具力 LED 杯打。

如囤 12 所示，在奕施例 0 中，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力 LE 汽牟大忖。

上迷奕施例中，用于戶外照明的 LE 忖具的 LE 屯器腔 、LE 照明腔 111 ，其腔

休內部的密閉性必須要迭到 P6 以上防水要求 用于戶 內照明的 LE 打具的 LE 屯

器腔 、 LE 照明腔 111 ，其腔休內部的密岡性必須要迷到 P20 以上防水要求。

上述奕施例是本奕用新型的典型 奕施方式，在其他不同的宴施例中，可以吋技

木方案作不同的稠整。

在上述奕施例中，在散熱板的均尋熱筋奈相吋的另一側，改有多介 LE 容置孔

5，每介 LE 光源 7 吋虛于一介 LE 容置孔 ，且每介 LE 光源 7 通述 LE 基盎 8 附

看在一介 LE 容置孔 5 內 。 在其他奕施例申，所迷 LE 容置孔 5 也可以不要，而將



T 光源 7 直接附看于散熱板上。

在上迷奕施例中， .F n 光源 7 是通迪 EE 基盎 8 奕現均升放式散熱休 6 的接蝕，

在其他宴施例中， .F.n基盎 8 也可以不要，而使 LE 光源 7 直接均升放式散熱休 6 奕

現接蝕 。

在上述宴施例 ，羊拙改置了承載屯路的 P 屯路板 乙 在其他宴施例 ，逐可

以將 屯路板 2 和 P 屯路安裝板 3 合井力羊一的 P B 屯路板，采用覆膜工芭將屯

路直接印刷在 P 屯路板的七升放式散熱休 6 的寺熱筋奈相吋的另一側，使 P B 屯路

板及相座 屯子元器件所戶生的熱量以 同梓方式侍尋至升放式散熱休 6 的多根錯落有

致的格柵狀早熱筋奈上，然后通迂空乞 自吋流方式奕現高效散熱效果。

另外，在所迷 1 . 光源 7 及透鏡之外，近可以在其上再附加其他吋光域有管理

作用的裝置。

另外，所迷 F.n 屯器腔 1 、升放式散熱腔 、 LE 照明腔 皿三介腔休相互之同

的位置芙 系 不是固定不交的，其位置芙 系可以根搪照明忖具的具休造型要求做位置的

碉整和改雯。



枚利要求

、一神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包括屯器腔蓋板 ), p B 屯路板 幻，P 安裝板 3 ),

升放式散熱休 6 ，至少一介 LE 光源組件車元和透光罩板 ( 9 每介 LE 光源組件

羊元包括車介 LED 光源 7 、透鏡和兩根寺屯引域

其中，所迷屯器腔蓋板 ( 1 和所迷 P B 安裝 反 3 相互連接，形成密岡式屯器

腔 所述 P B 屯路板 匕 被設置在所述屯器腔 ( 札

所迷升放式散熱休 6 ) 包括散熱板，所迷散熱板的一側波有多根早熱筋余，所

迷早熱筋奈的上部和所述 P B 安裝板 ( 3 相互連接，形成升放式散熱腔 (

所迷透光罩板 9 和升放式散熱休 ( 6 的所迷散熱板相互連接，形成密岡式的

LE 照明腔 所迷至少一介 LE 光源 ( 7 被改置在所迷 LE 照明腔叭內

所迷散熱板的均寺熱筋余相吋的另一側，改有多介 LE 尋域穿孔 ( 4 )，每介 LE

光源 ( 7 吋座于丙介 LE 早域穿孔 ( 4

所迷多介尋熱筋奈包括有多介中空的孚域支柱，每介中空寺域支柱用于仗容鈉所

述 LE 光源組件革元的一根尋屯引域穿迷，每介申空的早域支柱都直接七外界空乞接

融 在所述 P B 安裝板 ( 3 上具有多介占所迷 LE 尋域穿孔 ( 4 相座的早絨穿孔，

每介所迷 LE 光源組件羊元的每根早屯引域，穿迂升放式散熱休 ( 6 的散熱板上的

中空孚域支柱，井且穿迪 P B 安裝板 3 上的早域穿孔，被連接到 P B 屯路板 ( 幻

上，七相座的屯子元器件奕現屯路連接。

人 一神高放散熱的 LE 打具，包括屯器腔羞板 ( 1 P B 屯路板，升放式散熱

休 6 ，至少一介 LE 光源姐件羊元和透光罩板 ( 9 ) 每介 LE 光源組件車元包括羊

介 LE 光源 ( 7 、透鏡和兩根早屯引域

其中，所迷屯器腔蓋板 )和所迷 P B 屯路板相互連接，形成密閉式屯器腔

在所述屯器腔 ( 內側的 P B 屯路板上直接印刷有屯路

所述升放式散熱休 ( 6 包括散熱板，所迷散熱板的一側波有多根早熱筋奈，所

迷尋熱筋奈的上部和所述 B 屯路板的另一介側面相互連接，形成升放式散熱腔

)

所述透光罩板 9 ) 和升放式散熱休 ( 6 ) 的所述散熱板相互連接，形成密閉式的

LE 照明腔 ( ) 所迷至少一介 LE 光源 ( 7 被改置在所迷 LE 照明腔 )

朴



所迷散熱板的占尋熱筋余相吋的另一側，改有多介 LE 尋域穿孔 ( 4 ，每介 LE

光源 7 )吋座于丙介 LE 孚域穿孔 4

所迷多介早熱筋奈包括有多介申空的早域支柱，每介中空早域支柱用于仗容鈉所

迷 LE 光源組件車元的一根寺屯引域穿迪，每介申空的尋域支柱都直接均外界空乞接

蝕 在所迷 P 屯路板上具有多介占所迷 LE 尋域穿孔 4 相座的早域穿孔，每介

所迷 LE 光源匆件車元的每根孚屯 引域，穿迪升放式散熱休 ( 6 的散熱板上的中空

尋域支柱，井且穿迂 P B 屯路板上的尋域穿孔，被連接到 P B 屯路板上，均相座的屯

子元器件柔現屯路連接。

3 、根搪杖利要求 1 或 2 所迷的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LE

光源組件車元力多介。

4 、根搪枚利要求 1 或 2 所迷的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其特征在于，在所迷散熱

板的勻早熱筋奈相吋的另一側，近改有多介 LE 容置孔 5 ，每介 LE 光源 ( 7 村

座于一介 LE 容置孔 5 ，每介 LE 光源 ( 7 附看在一介 LED 容置 L 內。

5 、根搪枚利要求 4 所迷的高效散熱的 LE 灼具，其特征在于，所迷多介 LE 容

置孔 ( 5 具有相同的尺寸，呈陣列式排列，相祁的 LE 容置孔 ( 5 在橫向和臥向上

分別具有一致的間距。

6、根搪校利要求 4 所述的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其特征在于，每介所迷 LE 光

源組件羊元迎包括 LE 基盎 ( 8 ，每介 LE 光源 ( 7 ) 通迂所述 LE 基盎 8 ) 附看在

一介 LED 容置 L 5 內。

7、根搪枚利要求 1 或 2 所迷的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其特征在于，所迷散熱板

均所述孚熱筋奈力一休化結枸 。

8．根搪枚利要求 或 所迷的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其特征在于，近包括照明

腔盞板 0 ，所述透光罩板 ( 9 通迪所迷照明腔盞板 0 和所迷升放式散熱休 ( 6

的所述散熱板相互連接，形成密閉式的 LE 照明腔 )

9．根搪枚利要求 1 或 所迷的高效散熱的 LE 打具，其特征在于，所迷多介

LE 光源組件羊元具有相同的錯枸和尺寸。

0、根搪杖利要求 或 2 所迷的高效散熱的 LE 忖具，其特征在于，所迷高效散

熱的 LE 打具用于戶外照明，其 LE 屯器腔 和 LE 照明腔 ( 的腔休內部的

密岡性迭到 P6 以上防水要求。



、根搪杖利要求 或 2 所迷的高效散熱的 LED 打具，其特征在于，所迷高效散

熟的 LE 打具用于戶 內照明，其 LE 屯器腔 ( 和 LE 照明腔 ( 1 1 的腔休內部的

密閉性迭到 P20 以上防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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