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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灯具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包

括散热外壳、光源以及与光源连接的反光杯；所

述反光杯与散热外壳可拆卸连接；所述散热外壳

包括内层壳体、设于内层壳体外的外层壳体以及

设于内层壳体与外层壳体之间的散热片；所述内

层壳体、外层壳体以及散热片一体成型；所述外

层壳体为贯通的柱体。本实用新型通过将内层壳

体、外层壳体以及散热片一体成型，能够有效地

减少安装成本；另外，通过将外层壳体设置为贯

通的柱体，使得现有的单向散热方式，转化为双

向散热，散热外壳的上下形成对流的散热方式，

配合原有的辐射散热，能够达到更好的散热效

果，提高了LED照明灯具的工作性能及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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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其特征在于：包括散热外壳(1)、光源以及

与光源连接的反光杯(3)；所述反光杯(3)与散热外壳(1)可拆卸连接；

所述散热外壳(1)包括内层壳体(11)、设于内层壳体(11)外的外层壳体(12)以及设于

内层壳体(11)与外层壳体(12)之间的散热片(13)；所述内层壳体(11)、外层壳体(12)以及

散热片(13)一体成型；所述外层壳体(12)为贯通的柱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内层壳体(11)的一端设有用于与反光杯(3)螺纹连接的连接槽(4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外层壳体(12)的一端设有用于给反光杯(3)避位的避位槽(4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光源包括PCB板(21)以及设于PCB板(21)上的发光LED(22)；所述反光杯(3)围设于PCB板

(21)的四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反光杯(3)设有用于容置PCB板(21)的容置槽(3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内层壳体(11)的另一端设有连接支架(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内层壳体(11)的另一端设有第一卡块(6)；所述第一卡块(6)设有凹坑(61)；所述连接支架

(5)包括套设于第一卡块(6)外的第二卡块(51)、设于第二卡块(51)内的滚球(52)以及与滚

球(52)连接的支架(53)；所述滚球(52)设于凹坑(61)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支架(53)为伸缩支架(53)。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支架(53)远离滚球(52)的一端设有连接板(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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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灯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

明灯具。

背景技术

[0002] LED是一个半导体器件，只要温度稍微高一点，便会使得工作性能下降、寿命减短、

甚至可能会损坏。现有筒灯存在的缺陷：1.散热片通过单向热辐射的方式传递热量，散热形

式单一，散热效果较差；2.常见的LED筒灯及射灯主要由散热片，光源，反光杯，透镜及外壳

组成，组装上比较零碎，连接结构复杂，安装后更换部件时高空作业难度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提供了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

通式LED照明灯具。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

灯具，包括散热外壳、光源以及与光源连接的反光杯；所述反光杯与散热外壳可拆卸连接；

[0005] 所述散热外壳包括内层壳体、设于内层壳体外的外层壳体以及设于内层壳体与外

层壳体之间的散热片；所述内层壳体、外层壳体以及散热片一体成型；所述外层壳体为贯通

的柱体。

[000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内层壳体的一端设有用于与反光杯螺纹连接的连

接槽。

[000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外层壳体的一端设有用于给反光杯避位的避位

槽。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光源包括PCB板以及设于PCB板上的发光LED；所述

反光杯围设于PCB板的四周。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反光杯设有用于容置PCB板的容置槽。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内层壳体的另一端设有连接支架。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内层壳体的另一端设有第一卡块；所述第一卡块

设有凹坑；所述连接支架包括套设于第一卡块外的第二卡块、设于第二卡块内的滚球以及

与滚球连接的支架；所述滚球设于凹坑内。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支架为伸缩支架。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支架远离滚球的一端设有连接板。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将内层壳体、外层壳体以及散热片一体

成型，能够有效地减少安装成本；另外，通过将外层壳体设置为贯通的柱体，使得现有的单

向散热方式，转化为双向散热，散热外壳的上下形成对流的散热方式，配合原有的辐射散

热，能够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提高了LED照明灯具的工作性能及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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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利用附图对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任

何限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以下附图

获得其它的附图。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结构分解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散热外壳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散热外壳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反光杯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连接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至图8中的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散热外壳；11-内层壳体；12-外层壳体；13-散热片；21-PCB板；22-发光LED；3-反

光杯；31-容置槽；41-连接槽；42-避位槽；5-连接支架；51-第二卡块；52-滚球；53-支架；54-

连接板；6-第一卡块；61-凹坑。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7] 实施例1，由图1至图6可知；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

灯具，包括散热外壳1、光源以及与光源连接的反光杯3；所述反光杯3与散热外壳1可拆卸连

接；

[0028] 所述散热外壳1包括内层壳体11、设于内层壳体11外的外层壳体12以及设于内层

壳体11与外层壳体12之间的散热片13；所述内层壳体11、外层壳体12以及散热片13一体成

型；所述外层壳体12为贯通的柱体。

[0029] 具体地，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通过将内层壳

体11、外层壳体12以及散热片13一体成型，能够有效地减少安装成本；另外，通过将外层壳

体12设置为贯通的柱体，使得现有的单向散热方式，转化为双向散热，散热外壳1的上下形

成对流的散热方式，配合原有的辐射散热，能够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提高了LED照明灯具

的工作性能及寿命。

[0030]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所述内层壳体11的一

端设有用于与反光杯3螺纹连接的连接槽41。通过上述设置，便于散热外壳1与反光杯3进行

拆装。

[0031]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所述外层壳体12的一

端设有用于给反光杯3避位的避位槽42。上述设置能够将反光杯3嵌入外层壳体12与内层壳

体11之间的避位槽42中，使得散热片13能够围绕反光杯3设置，并使得散热片13与反光杯3

抵靠，从而提高了散热效果。

[0032]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所述光源包括PCB板21

以及设于PCB板21上的发光LED22；所述反光杯3围设于PCB板21的四周。上述设置能够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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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的发光效率。

[0033]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所述反光杯3设有用于

容置PCB板21的容置槽31。上述设置便于将PCB板21放置在反光杯3上。

[0034]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所述内层壳体11的另

一端设有连接支架5。上述设置便于LED照明灯具固定在墙面上。

[0035] 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贯通式LED照明灯具，所述内层壳体11的另

一端设有第一卡块6；所述第一卡块6设有凹坑61；所述连接支架5包括套设于第一卡块6外

的第二卡块51、设于第二卡块51内的滚球52以及与滚球52连接的支架53；所述滚球52设于

凹坑61内。上述设置便于LED照明灯具改变发光角度。

[0036] 实施例2，由图7可知，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

贯通式LED照明灯具，所述支架53为伸缩支架53。

[0037] 实施例3，由图8可知，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散热片外壳一体

贯通式LED照明灯具，所述支架53远离滚球52的一端设有连接板54，能够通过连接板54便于

与墙体进行连接。

[0038]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实

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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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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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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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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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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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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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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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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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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