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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缆固定结构，其包括灯

壳、第一压片和第二压片，所述第一压片固定于

所述第一凹槽的开口端，且压盖住所述电缆，所

述第二压片材质为弹性材料，所述第二压片压缩

于所述电缆与所述第一凹槽的底部之间，所述第

二压片用于提供回复力使所述电缆抵靠所述第

一压片。通过所述第二压片材质为弹性材料，所

述第二压片压缩于所述电缆与所述第一凹槽的

底部之间，可以实现多种规格的电缆固定，且牢

靠耐用，不影响电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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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缆固定结构，其特征在于，其包括灯壳、第一压片和第二压片，所述灯壳设有

第一凹槽，所述第一凹槽用于放置电缆的一部分，所述第一凹槽沿所述电缆长度方向延伸，

所述第一压片固定于所述第一凹槽的开口端，且压盖住所述电缆，所述第二压片材质为弹

性材料，所述第二压片压缩于所述电缆与所述第一凹槽的底部之间，所述第二压片用于提

供回复力使所述电缆抵靠所述第一压片，所述第二压片与所述第一凹槽适配，且包覆所述

电缆，以撑起所述电缆部分露出所述第一凹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缆固定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压片靠近所述电缆一侧

设置多条沿所述电缆长度方向延伸的凸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缆固定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凹槽截面为圆弧凹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缆固定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压片为半圆弧状折弯的

板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缆固定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压片为条形板件，所述

第一压片长度方向的两端螺钉连接于所述第一凹槽开口端，且所述电缆轴向位于所述第一

压片的两端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缆固定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压片靠近所述电缆一侧

设有第二凹槽，所述电缆抵靠于所述第二凹槽内。

7.一种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具包括电缆、光源、光源驱动件和权利要求1～6任意

一项所述的电缆固定结构，所述电缆部分放置于所述灯壳的第一凹槽内，所述电缆电连接

所述光源驱动件，用于传递电能至所述光源驱动件，所述光源驱动件固定连接所述灯壳，所

述光源驱动件电连接所述光源，用于驱动所述光源发光，所述光源固定于所述灯壳，并照射

所述灯壳远离所述光源驱动件一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壳为圆形板件，所述灯壳包括相对

设置的第一侧和第二侧，所述光源驱动件及电缆均固定于所述第一侧，所述光源固定于所

述第二侧。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侧设置多条相互交叉的散热筋，

所述多条相互交叉的散热筋位于所述光源驱动件周侧。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条散热筋包括一限位筋，所述第一

凹槽设置于所述限位筋，且远离所述灯壳的第二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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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固定结构及其应用的灯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照明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缆固定结构及其应用的灯具。

背景技术

[0002] 灯具的输入电缆通常从灯具引出一定的长度，以便客户实际连接使用。对于移动

灯具或需要临时移动的固定灯具，客户不一定按规范搬动，可能会随意的提拉电缆来移动

灯具，这就要求输入电缆的固定结构一定要稳固。通常的固定方法是用压片把电缆固定在

灯壳上，因为压片和灯壳的尺寸是固定的，这种结构不能兼容多种尺寸规格的电缆。所以对

于外径较小的电缆不能固定，在移动灯具时提拉电缆，将会使电缆拉脱。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适应多种电缆规格的电缆固定结构及其应用的

灯具。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缆固定结构，其包括灯壳、第一压片

和第二压片，所述灯壳设有第一凹槽，所述第一凹槽用于放置电缆的一部分，所述第一凹槽

沿所述电缆长度方向延伸，所述第一压片固定于所述第一凹槽的开口端，且压盖住所述电

缆，所述第二压片材质为弹性材料，所述第二压片压缩于所述电缆与所述第一凹槽的底部

之间，所述第二压片用于提供回复力使所述电缆抵靠所述第一压片。

[0005] 其中，所述第二压片靠近所述电缆一侧设置多条沿所述电缆长度方向延伸的凸

缘。

[0006] 其中，所述第一凹槽截面为圆弧凹陷。

[0007] 其中，所述第二压片为半圆弧状折弯的板件。

[0008] 其中，所述第一压片为条形板件，所述第一压片长度方向的两端螺钉连接于所述

第一凹槽开口端，且所述电缆轴向位于所述第一压片的两端之间。

[0009] 其中，所述多条散热筋包括一限位筋，所述第一凹槽设置于所述限位筋，且远离所

述灯壳的第二侧设置。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灯具，包括电缆、光源、光源驱动件和上述任意一项所述的电缆

固定结构，所述电缆部分放置于所述灯壳的第一凹槽内，所述电缆电连接所述光源驱动件，

用于传递电能至所述光源驱动件，所述光源驱动件固定连接所述灯壳，所述光源驱动件电

连接所述光源，用于驱动所述光源发光，所述光源固定于所述灯壳，并照射所述灯壳远离所

述光源驱动件一侧。

[0011] 其中，所述灯壳为圆形板件，所述灯壳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侧和第二侧，所述光源

驱动件及电缆均固定于所述第一侧，所述光源固定于所述第二侧。

[0012] 其中，所述第一侧设置多条相互交叉的散热筋，所述多条相互交叉的散热筋位于

所述光源驱动件周侧。

[0013] 其中，所述多条散热筋包括一限位筋，所述第一凹槽设置于所述限位筋，且远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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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灯壳的第二侧设置。

[0014] 本发明的电缆固定结构及其应用的灯具通过所述第一压片固定于所述第一凹槽

的开口端，且压盖住所述电缆的一部分，所述第二压片材质为弹性材料，所述第二压片压缩

于所述电缆与所述第一凹槽的底部之间，可以实现多种规格的电缆固定，且牢靠耐用，不影

响电气性能。

[0015] 另外，所述第二压片靠近所述电缆一侧设置多条沿所述电缆长度方向延伸的凸

缘，使得所述电缆在所述第一压片和第二压片之间更紧固。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方式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灯具的分解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的灯具的侧视图；

[0019] 图3是图2的灯具的II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0] 图4是图1的灯具的第二压片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

[0022] 请参一并参阅图1至图3，本发明实施方式提供的一种灯具100，所述灯具100包括

电缆10、光源(未图示)、光源驱动件20和电缆固定结构30。所述电缆固定结构30包括灯壳

31、第一压片32和第二压片33。所述第一压片32和第二压片33将电缆10固定于灯壳31上。所

述电缆10电连接光源驱动件20，所述光源驱动件20驱动所述光源发光，所述光源收容于所

述灯壳31。

[0023]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电缆10横截面呈圆形，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所述电缆横

截面还可以是呈方形，或椭圆形。所述电缆10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光源驱动件20，另一端连

接于电源(未图示)。所述电缆10用于传递电能至所述光源驱动件20。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

中，所述电缆开可以是连接于两个灯具之间，用于串联两个灯具。更为具体的，所述电缆10

的一部分固定于所述外壳31上。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所述电缆还可以是多个部分固定

于所述外壳上。

[0024] 具体的，所述灯壳31为圆形板件。所述灯壳31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侧311和第二侧

312。所述光源驱动件20以及所述电缆10均固定于所述第一侧311，所述光源20固定于所述

第二侧312。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所述灯壳还可以呈方形盒体，所述光源收容于灯壳

内，所述光源驱动件位于所述灯壳外侧。为了对所述光源驱动件20散热。所述第一侧311设

置多条相互交叉的散热筋311a。同时，所述多条散热筋311a位于所述光源驱动件20的周侧。

具体的，所述多条散热筋311a沿垂直所述灯壳31横截面方向延伸，且围绕所述灯壳31几何

中心分布，同时所述多条散热筋311a分布区域的中间设有一方形卡槽310，所述方形卡槽

310卡住所述光源驱动件20。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所述多条散热筋还可以是呈方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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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排列，且所述多条散热筋的分布区域中间设有圆形卡槽。为了能够固定住所述电缆10，所

述多条散热筋311a包括一限位筋311b。所述限位筋311b靠近所述方形卡槽310长度方向一

端，且所述限位筋311b远离所述第二侧312的顶端设置第一凹槽311c，所述电缆10放置于所

述第一凹槽311c。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还可以是在所述灯壳的周缘设置第一凹槽，所

述电缆放置于所述灯壳周缘的第一凹槽内。更为具体的，所述第一凹槽311c沿电缆10的长

度方向延伸。所述第一凹槽311c用于放置电缆10的一部分。本实施方式中，由于所述电缆10

横截面呈圆形，所以所述第一凹槽311c截面呈圆弧凹陷。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若所述

电缆横截面呈方形，则所述第一凹槽截面还可以呈方形。为了能够适应不同外径尺寸规格

的电缆，所述第一凹槽311c开口端至底部的深度大于常规下的电缆外径。本实施方式中，所

述第一凹槽311c开口端至底部的深度大于所述电缆10的外径，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所

述第一凹槽开口端至底部深度还可以是等于所述电缆10的外径。

[0025] 由于所述第一凹槽311c开口端至底部深度大于所述电缆10的外径，为了能够将所

述电缆10撑起，使得所述电缆10的一部分露出所述第一凹槽311c的开口端，方便所述第一

压片32能够压盖住所述电缆10。具体的，在所述第一凹槽311c的底部和所述电缆10之间放

置第二压片33。更为具体的，所述第二压片33为适应所述电缆10的圆形截面，以便放置于所

述第一凹槽311c内，同时抵靠所述电缆10，所述第二压片33为半圆弧状折弯的板件。当然，

在其他实施方式中，若所述电缆截面呈方形，则所述第二压片还可以呈方形板件。为了使所

述第二压片33紧固所述电缆10，所述第二压片33靠近所述电缆10一侧设置多条沿所述电缆

10长度方向延伸的凸缘33a(见图4)。当然，在其他实施方案中，还可以是在所述第二压片靠

近所述电缆一侧设置多个球状凸点以增加所述第二压片对所述电缆的夹持力。为适应所述

电缆不同尺寸规格的变化，所述第二压片33材质为弹性材料。所述第二压片33压缩于所述

电缆10与所述第一凹槽311c的底部之间。所述第二压片33用于提供回复力使所述电缆10抵

靠所述第一压片32。当所述电缆的外径等于所述第一凹槽开口端至底部的深度时，可以拆

卸所述第二压片33，直接靠所述第一压片32固定住所述电缆。

[0026] 所述第一压片32固定于所述第一凹槽311c的开口端。具体的，所述第一压片32为

条形板件。所述第一压片32长度方向的两端螺钉连接于所述第一凹槽311c的开口端。所述

电缆10轴向位于所述第一压片32的两端之间。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压片还可

以是呈圆形盖板，所述第一压片直径方向处压盖所述电缆。为了适应所述电缆10的圆形截

面。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压片32靠近所述电缆10一侧设有第二凹槽321。所述第二凹槽

321截面呈弧形凹陷。所述电缆10抵靠于所述第二凹槽321内。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若

所述电缆为方形截面，则所述第一压片靠近所述电缆一侧还可以不用设置所述第二凹槽，

或者所述第二凹槽呈方形凹陷。

[0027] 为了驱动所述光源发光，所述光源驱动件20连接于所述电缆10的一端，且所述光

源驱动件20固定于所述卡槽310内。具体的，所述光源驱动件20呈方形块状，当然，在其他实

施方式中，所述光源驱动件还可以是呈圆形块状。更为具体的，所述电缆10连接于所述光源

驱动件20长度方向的一端。所述光源驱动件20的顶端设置凸缘21，所述凸缘21螺钉连接于

所述光源驱动件20周侧的多条散热筋311a上。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还可以是所述光源

驱动件与所述灯壳设置相互卡合的卡扣和卡槽。

[0028] 所述光源固定于所述灯壳31的第二侧312，且所述光源照射所述灯壳31远离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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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驱动件20一侧。当然，在其他实施方式中，若所述灯壳为方形盒体，则所述光源还可以

是收容于所述灯壳内。

[0029] 本发明的电缆固定结构及其应用的灯具通过所述第一压片固定于所述第一凹槽

的开口端，且压盖住所述电缆的一部分，所述第二压片材质为弹性材料，所述第二压片压缩

于所述电缆与所述第一凹槽的底部之间，可以实现多种规格的电缆固定，且牢靠耐用，不影

响电气性能。

[0030] 另外，所述第二压片靠近所述电缆一侧设置多条沿所述电缆长度方向延伸的凸

缘，使得所述电缆在所述第一压片和第二压片之间更紧固。

[0031] 以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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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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