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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

光学系统，包括LED光源模块、具有鳍状结构光

导、设置在鳍状结构内侧的漫反射腔和设置在光

导外侧具有光学扩散效果的透镜，所述LED光源

模块设置在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一端或两端，所

述具有鳍状结构光导包括均匀发光的条状光导，

所述条状光导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光导齿，第一光

导齿的对侧设置有鳍状结构，鳍状结构单侧或双

侧设置有第二光导齿，鳍状结构的起始位置设置

有内反射面。具有高指向性，同时使用少量LED颗

粒，低成本的光学系统设计方案，以实现照亮半

包围或凸出方块形态的车灯造型的需求，利用条

状光导高指向性的特点，结合特别的鳍状结构，

对侧向照明区域进行补充，从而达到均匀、美观

的外观照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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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包括LED光源模块（1）、具有鳍状结构光导（2）、

设置在鳍状结构内侧的漫反射腔（3）和设置在光导外侧具有光学扩散效果的透镜（4），所述

LED光源模块（1）设置在具有鳍状结构光导（2）的一端或两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具有鳍状结

构光导（2）包括均匀发光的条状光导（21），所述条状光导（21）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光导齿

（22），第一光导齿（22）的对侧设置有鳍状结构（23），鳍状结构（23）单侧或双侧设置有第二

光导齿（24），鳍状结构（23）的起始位置设置有内反射面（2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漫反射腔

（3）的一部分表面与第二光导齿（24）相对。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具有鳍状

结构光导（2）的鳍状结构（23）至少为一个，每段鳍状结构（23）的单侧或双侧设置有第二光

导齿（24）。

4.如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具有鳍状结构光导（2）的第二光导齿（24）截面为锯齿状，内陷或外凸于鳍状结构（23）侧

面，且第二光导齿（24）中齿的延展方向平行或垂直于由第一光导齿（22）直接反射的光线的

方向。

5.如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具有鳍状结构光导（2）上的第二光导齿（24）为半球型，内陷或外凸于鳍状结构（23）侧面。

6.如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具有

鳍状结构光导（2）上的鳍状结构(23)的指向方向为X轴方向、或鳍状结构（23）的指向方向与

X轴方向间具有夹角。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镜（4）

的透镜表面设置有光学扩散效果的皮纹。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镜（4）

的透镜表面设置有光学扩散效果的网格状枕型花纹。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镜（4）

的透镜材料中分散有光学扩散性微粒。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具有鳍

状结构光导（2）的材质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或聚碳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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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信号灯和汽车照明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

光学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于购买外形美观，性能优越汽车的需求也逐渐

提高。自然、动感、神秘及个性化的外观造型往往能够吸引更多客户的眼球，满足客户对汽

车外形需求。汽车车灯作为汽车造型的表现一部分，一直以来起到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其

造型和灯光效果的表现形式，能够给消费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近年来，汽车尾灯的设计造

型更加的立体，灯具的发光面从传统布局在汽车尾部正后方，逐渐扩展延伸到尾箱外侧。从

而形成了半包围的形态，甚至有形似凸出的方块的形态。大块面积的发光区域给用户强烈

的视觉冲击，但却对光学系统的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0003] 针对新的设计需求，目前主要采用阵列多颗LED光源直接照射具有扩散效果的透

镜上，照亮所需区域。但由于采用LED颗粒数量较多，制造成本较高。同时有方案如“透明漫

射隔板和使用该漫射隔板的车灯（CN  108136953  A）”中所述，使用漫反射隔板作为面光源

点亮所需区域。但由于漫反射的指向性较差，很难满足国家法规对汽车车灯的照明要求。

[0004] 鉴于上述问题，设计新的具有较好指向性，同时使用少量LED颗粒的光学系统是解

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了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

系统，具有高指向性，同时使用少量LED颗粒，低成本的光学系统设计方案，以实现照亮半包

围或凸出方块形态的车灯造型的需求，利用条状光导高指向性的特点，结合特别的鳍状结

构，对侧向照明区域进行补充，从而达到均匀、美观的外观照明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包括LED光源模块、具有鳍状

结构光导、设置在鳍状结构内侧的漫反射腔和设置在光导外侧具有光学扩散效果的透镜，

所述LED光源模块设置在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一端或两端，所述具有鳍状结构光导包括均

匀发光的条状光导，所述条状光导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光导齿，第一光导齿的对侧设置有鳍

状结构，鳍状结构单侧或双侧设置有第二光导齿，鳍状结构的起始位置设置有内反射面。

[0007] 进一步改进在于，漫反射腔总有一部分表面与第二光导齿相对。

[0008]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鳍状结构分为多端，所述鳍状结构的

位置和数量可根据照亮区域的不同，进行相应的调整。每段鳍状结构的单侧或双侧设置有

第二光导齿。

[0009]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第二光导齿截面为锯齿状，内陷或外

凸于鳍状结构侧面，且第二光导齿的延展方向平行或垂直于由第一光导齿直接反射的光线

的方向，通过第二光导齿的分光作用，以此来减弱有鳍状结构顶部表面出射的能量，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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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到漫反射腔表面的能量，从而达到调节能量分布的作用。

[0010]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第二光导齿为半球型，内陷或外凸于

鳍状结构侧面。其作用在于细化调节鳍状结构顶部表面出射能量和鳍状结构侧面出射能量

的比例。

[0011]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具有鳍状结构光导鳍状结构的指向方向为X轴方向、或鳍状

结构的指向方向与X轴方向成一定的夹角，可保证由第一光导齿反射的部分光线具有较强

的指向性，并且当通过调整鳍状结构  和X轴方向的夹角，可以优化半包围形态透镜的被照

明效果的均匀性。

[0012]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透镜的透镜表面设置有光学扩散效果的皮纹。

[0013]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透镜的透镜表面设置有光学扩散效果的网格状枕型花纹。

[0014]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透镜的透镜材料中分散有光学扩散性微粒。

[0015]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具有鳍状结构光导材质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或聚碳酸酯。

[0016] 第二光导齿中齿的延展方向垂直于由第一光导齿直接反射的光线的方向。通过第

二光导齿的分光作用，以此来减弱有鳍状结构顶部表面出射的能量，而增加入射到漫反射

腔3表面的能量。从而达到调节能量分布的作用。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具有高指向性，同时使用少量LED颗粒，低成本的光学

系统设计方案，以实现照亮半包围或凸出方块形态的车灯造型的需求，利用条状光导高指

向性的特点，结合特别的鳍状结构，对侧向照明区域进行补充，从而达到均匀、美观的外观

照明效果。通过对鳍状结构的设计，实现对半包围或凸出方块形态车灯的外观造型进行照

明。在实现均匀、美观的效果的同时，满足国家法规对车灯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鳍状结构光导的安装于车灯中的侧视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鳍状结构光导的侧视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鳍状结构光导的后视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具有指向方向为X轴方向的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的A-A处

剖视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具有指向方向与X轴方向成一定夹角的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

系统的A-A处剖视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光导齿垂直方向延展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半球状第二光导齿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实用新型的多段式鳍状结构光导示意图。

[0026] 其中：1-LED光源模块，2-具有鳍状结构光导，3-漫反射腔，4-透镜，21-条状光导，

22-第一光导齿，23-鳍状结构，24-第二光导齿，25-内反射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加深对本实用新型的理解，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述，

该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定。

[0028] 如图1-8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鳍状结构光导的光学系统，包括LED光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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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1、具有鳍状结构光导2、设置在鳍状结构内侧的漫反射腔3和设置在光导外侧具有光学扩

散效果的透镜4，所述LED光源模块1设置在具有鳍状结构光导2的一端或两端，所述具有鳍

状结构光导2包括均匀发光的条状光导21，所述条状光导21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光导齿22，第

一光导齿22的对侧设置有鳍状结构23，鳍状结构23单侧或双侧设置有第二光导齿24，鳍状

结构23的起始位置设置有内反射面25。

[0029] 如图1  所示，LED光源模块1发出的光线入射到条状光导21，并在条状光导内部表

面发生全反射。如图3所示为光学系统的后视图，当光线反射到第一光导齿22时，由于光导

齿的角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光线会在光导齿的表面发生反射，且反射光线垂直于纸面指

向鳍状结构23。

[0030] 如图2所示为光学系统的侧视图，部分反射光线反射到内反射面25表面，并发生全

反射，反射光线沿着鳍状结构23趋势在其内部传播，当入射到第二光导齿24表面时，经其反

射从鳍状结构23表面透射，透射光线入射到漫反射腔3的表面，发生漫反射，漫反射光线向

漫反射面法线方向90°锥形区域内散射，照亮了半包围形态的透镜4。

[0031] 另有部分反射光线直接入射到鳍状结构23内部，由于这部分光线的传播方向与第

二光导齿24中各个齿的延展方向平行，不会被其反射，而直接由鳍状结构23顶部表面出射，

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可用于满足国家法规对车灯照明的要求。

[0032] 如图4所示为光学系统的A-A剖面图，鳍状结构23的指向方向为X轴方向。  另有如

图5所示为光学系统的A-A剖面图，鳍状结构23的指向方向与X轴方向成一定的夹角。以上两

种形式均可以保证由第一光导齿22反射的部分光线具有较强的指向性。但通过调整鳍状结

构23  和X轴方向的夹角，可以优化半包围形态透镜4的被照明效果的均匀性。

[0033] 如图6和图7所示，为第二光导齿的两种不同结构形式。

[0034] 如图6，第二光导齿24中齿的延展方向垂直于由第一光导齿22直接反射的光线(i)

的方向。通过第二光导齿24的分光作用，以此来减弱有鳍状结构23顶部表面出射的能量，而

增加入射到漫反射腔3表面的能量。从而达到调节能量分布的作用。

[0035] 如图7，第二光导齿采用半球性结构。以内凹或者外凸的形式设置在鳍状结构23侧

面。其作用在于细化调节鳍状结构顶部表面出射能量和鳍状结构侧面出射能量的比例。

[0036] 如图8，鳍状结构的位置和数量，可以根据照亮区域的不同，进行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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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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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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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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