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233058.1

(22)申请日 2019.12.13

(73)专利权人 江苏好的节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5559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沙家浜

镇常昆工业园区E区中天路30号

(72)发明人 沈建青　常卫刚　胡伟　陈燕　

(74)专利代理机构 常熟市常新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113

代理人 王晓霞　何艳

(51)Int.Cl.

F21S 8/00(2006.01)

F21V 5/04(2006.01)

F21V 17/12(2006.01)

F21V 21/34(2006.01)

F21V 29/51(2015.01)

F21V 29/67(2015.01)

F21V 29/76(2015.01)

F21Y 115/30(201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远距离探照灯

(57)摘要

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属于应急照明设备技术

领域。主要包括灯筒、云台、云台底座以及散热模

组，所述的灯筒包括灯筒外壳，灯筒外壳的壳腔

内自后端至前端依次设有光源合光模组、变焦模

组以及聚焦模组，所述的光源合光模组包括光

源、反射部件以及合光部件，所述的光源采用半

导体激光器，光源的数量有多个，围绕合光部件

进行设置，所述的反射部件与光源的数量相同，

分别设置在各个光源的出光口，每个光源发出的

光线经反射部件反射到合光部件，由合光部件合

成一体后发射到变焦模组进行一次聚焦，待完成

一次聚焦后再发射至聚焦模组进行再次聚焦。优

点：光源采用半导体激光器件，能使整灯的发光

效率提高，并且体积小、重量轻，照射距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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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远距离探照灯，主要包括灯筒(1)、云台(2)、云台底座(3)以及散热模组(4)，所

述的灯筒(1)设置在云台(2)上，所述的云台(2)安装在云台底座(3)上，由云台底座(3)进行

支撑，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散热模组(4)包括一对彼此平行设置的散热侧板(41)以及设置在

一对散热侧板(41)的长度方向的后端的散热底板(42)，所述的灯筒(1)包括前后两端开口

的灯筒外壳(11)，所述的灯筒外壳(11)设置在一对散热侧板(41)之间且后端与散热底板

(42)抵触，灯筒外壳(11)的壳腔内自后端至前端依次设有光源合光模组(12)、变焦模组

(13)以及聚焦模组(14)，所述的光源合光模组(12)包括光源(121)、反射部件(122)以及合

光部件(123)，所述的光源(121)采用半导体激光器，光源(121)的数量有多个，围绕合光部

件(123)进行设置，光源(121)和合光部件(123)的后端均与散热模组(4)的散热底板(42)固

定连接，所述的反射部件(122)与光源(121)的数量相同，分别设置在各个光源(121)的出光

口，每个光源(121)发出的光线经反射部件(122)反射到合光部件(123)，由合光部件(123)

合成一体后发射到变焦模组(13)进行一次聚焦，待完成一次聚焦后再发射至聚焦模组(14)

进行再次聚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变焦模组(13)包括一

对滑块(131)、一对导轨(132)、Y型透镜支架(133)、第一光学透镜(134)、调焦电机(135)、一

丝杆固定座(136)以及一丝杆(137)，所述的一对导轨(132)以彼此平行面对面的状态固定

在灯筒外壳(11)的内侧壁上，所述的滑块(131)安装在导轨(132)上且与导轨(132)滑动配

合，所述的Y型透镜支架(133)包括主杆(1331)以及从主杆(1331)的顶端向两侧延伸而构成

的支杆(1332)，所述的主杆(1331)在上端的中间开设透镜安装孔(1333)，所述的第一光学

透镜(134)安装在该透镜安装孔(1333)内，主杆(1331)的下端开设有丝杆通孔(1334)，所述

的支杆(1332)的顶端与滑块(131)连接安装，所述的调焦电机(135)和丝杆固定座(136)分

别与灯筒外壳(11)的底壁固定安装，其中调焦电机(135)位于Y型透镜支架(133)的前侧，而

丝杆固定座(136)则位于Y型透镜支架(133)的后端，所述的丝杆(137)穿设在Y型透镜支架

(133)的丝杆通孔(1334)内，一端连接调焦电机(135)，另一端连接丝杆固定座(13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变焦模组(13)还包括

接近开关(138)，所述的接近开关(138)位于Y型透镜支架(133)的下方，且与灯筒外壳(11)

的底壁固定安装，用来限定Y型透镜支架(133)的运动范围。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焦模组(14)包括第

二光学透镜(141)、环形透镜支架(142)以及第三光学透镜(143)，所述的环形透镜支架

(142)的外壁与灯筒外壳(11)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的第二光学透镜(141)嵌装在环形透镜

支架(142)的后端，所述的第三光学透镜(143)嵌装在环形透镜支架(142)的前端，所述的合

光部件(123)、第一光学透镜(134)、第二光学透镜(141)以及第三光学透镜(143)的中心在

同一水平线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合光部件(123)和反射

部件(122)为棱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散热侧板(41)由若干

散热管自上而下叠加而成，各散热管的管腔内设置有热管(43)，所述的热管(43)的后端弯

折延伸至散热底板(42)的中部并嵌入在散热底板(42)的前端面内，所述的散热底板(42)的

后端均匀分布有若干散热鳍片(44)，所述的散热鳍片(44)上配设有后罩(45)进行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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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散热模组(4)还包括一

对散热风扇(46)，一对散热风扇(46)间隔设置在散热鳍片(44)的下方，出风口正对散热鳍

片(44)。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散热侧板(41)、散热底

板(42)以及散热鳍片(44)均采用铝合金件，所述的热管(43)为紫铜管。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筒(1)还包括玻璃固

定板(15)、钢化玻璃(16)以及压圈(17)，所述的玻璃固定板(15)安装在灯筒外壳(11)的前

端口，所述的玻璃固定板(15)在中央位置开设一具有钢化玻璃限位台阶(151)的钢化玻璃

容纳孔(152)，所述的钢化玻璃(16)嵌装在钢化玻璃限位台阶(151)上，且通过压圈(17)与

玻璃固定板(15)密封固定。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筒外壳(11)在底部

且位于宽度方向的两侧向下延伸形成一对安装法兰(111)，所述的云台(2)在外侧壁的对应

安装法兰(111)的位置安装传动轴承(21)，所述的安装法兰(111)和传动轴承(21)通过销轴

连接，实现灯筒(1)在云台(2)上的俯仰转动，所述的云台底座(3)在顶部形成圆形法兰面

(31)，所述的云台(2)采用螺钉与圆形法兰面(31)固定连接，实现灯筒(1)与云台(2)在云台

底座(3)上的水平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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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远距离探照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应急照明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远距离探照灯。

背景技术

[0002] 探照灯是一种用于远距离照明、搜索和搜救的灯具，其原理是把光源发出的光线

聚集到一定范围内，达到聚光的效果，从而在一定范围内获得较大的光强以实现探照搜索

的功能。目前，大功率探照灯的光源主要有两类。一类使用氙气灯泡，但氙气灯泡在使用中

存在诸多局限性，比如：不可瞬间亮灭，点亮后需要几分钟的预热时间，关灯后不能马上启

动，需要冷却后才能再次启动；使用寿命短，仅有1000～3000小时；为达到实际照明需求，单

个产品的光源功率需在2000W以上，耗能极大；灯泡内含有汞等有害元素，不利于回收，易对

环境产生污染，无法满足绿色环保的要求。另一类使用LED光源，单颗光源功率低，为了满足

远距离照射，需要多个光源进行组合，但由于LED光源的光功率密度较低，导致组合时的光

路设计极为复杂，并且光利用率不高。

[0003] 鉴于上述已有技术，本申请人作了有益的设计，下面将要介绍的技术方案便是在

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照射距离远、光的利用率高、使用寿命长且散热

效果佳的远距离探照灯。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来达到的，一种远距离探照灯，主要包括灯筒、云台、云

台底座以及散热模组，所述的灯筒设置在云台上，所述的云台安装在云台底座上，由云台底

座进行支撑，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散热模组包括一对彼此平行设置的散热侧板以及设置在

一对散热侧板的长度方向的后端的散热底板，所述的灯筒包括前后两端开口的灯筒外壳，

所述的灯筒外壳设置在一对散热侧板之间且后端与散热底板抵触，灯筒外壳的壳腔内自后

端至前端依次设有光源合光模组、变焦模组以及聚焦模组，所述的光源合光模组包括光源、

反射部件以及合光部件，所述的光源采用半导体激光器，光源的数量有多个，围绕合光部件

进行设置，光源和合光部件的后端均与散热模组的散热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的反射部件与

光源的数量相同，分别设置在各个光源的出光口，每个光源发出的光线经反射部件反射到

合光部件，由合光部件合成一体后发射到变焦模组进行一次聚焦，待完成一次聚焦后再发

射至聚焦模组进行再次聚焦。

[0006]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变焦模组包括一对滑块、一对导轨、

Y型透镜支架、第一光学透镜、调焦电机、一丝杆固定座以及一丝杆，所述的一对导轨以彼此

平行面对面的状态固定在灯筒外壳的内侧壁上，所述的滑块安装在导轨上且与导轨滑动配

合，所述的Y型透镜支架包括主杆以及从主杆的顶端向两侧延伸而构成的支杆，所述的主杆

在上端的中间开设透镜安装孔，所述的第一光学透镜安装在该透镜安装孔内，主杆的下端

开设有丝杆通孔，所述的支杆的顶端与滑块连接安装，所述的调焦电机和丝杆固定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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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灯筒外壳的底壁固定安装，其中调焦电机位于Y型透镜支架的前侧，而丝杆固定座则位于

Y型透镜支架的后端，所述的丝杆穿设在Y型透镜支架的丝杆通孔内，一端连接调焦电机，另

一端连接丝杆固定座。

[0007] 在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变焦模组还包括接近开关，所述

的接近开关位于Y型透镜支架的下方，且与灯筒外壳的底壁固定安装，用来限定Y型透镜支

架的运动范围。

[0008] 在本实用新型的又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聚焦模组包括第二光学透镜、环

形透镜支架以及第三光学透镜，所述的环形透镜支架的外壁与灯筒外壳的内壁固定连接，

所述的第二光学透镜嵌装在环形透镜支架的后端，所述的第三光学透镜嵌装在环形透镜支

架的前端，所述的合光部件、第一光学透镜、第二光学透镜以及第三光学透镜的中心在同一

水平线上。

[0009] 在本实用新型的再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合光部件和反射部件为棱镜。

[0010] 在本实用新型的还有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散热侧板由若干散热管自上而

下叠加而成，各散热管的管腔内设置有热管，所述的热管的后端弯折延伸至散热底板的中

部并嵌入在散热底板的前端面内，所述的散热底板的后端均匀分布有若干散热鳍片，所述

的散热鳍片上配设有后罩进行覆盖。

[0011] 在本实用新型的进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散热模组还包括一对散热风

扇，一对散热风扇间隔设置在散热鳍片的下方，出风口正对散热鳍片。

[0012] 在本实用新型的更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散热侧板、散热底板以及散热

鳍片均采用铝合金件，所述的热管为紫铜管。

[0013] 在本实用新型的又进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灯筒还包括玻璃固定板、钢

化玻璃以及压圈，所述的玻璃固定板安装在灯筒外壳的前端口，所述的玻璃固定板在中央

位置开设一具有钢化玻璃限位台阶的钢化玻璃容纳孔，所述的钢化玻璃嵌装在钢化玻璃限

位台阶上，且通过压圈与玻璃固定板密封固定。

[0014] 在本实用新型的又更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灯筒外壳在底部且位于宽度

方向的两侧向下延伸形成一对安装法兰，所述的云台在外侧壁的对应安装法兰的位置安装

传动轴承，所述的安装法兰和传动轴承通过销轴连接，实现灯筒在云台上的俯仰转动，所述

的云台底座在顶部形成圆形法兰面，所述的云台采用螺钉与圆形法兰面固定连接，实现灯

筒与云台在云台底座上的水平转动。

[0015]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上述结构，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光源采用

半导体激光器件，能使整灯的发光效率提高，并且体积小、重量轻，照射距离远；使用散热底

板配合散热风扇和散热管的方式，能快速带走半导体激光器所产生的热量，有效保证整灯

的散热要求。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分解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示意图。

[0018] 图中：1.灯筒、11.灯筒外壳、111.安装法兰、12.光源合光模组、121.光源、122.反

射部件、123.合光部件、13.变焦模组、131.滑块、132.导轨、133.Y型透镜支架、1331.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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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支杆、1333.透镜安装孔、1334.丝杆通孔、134.第一光学透镜、135.调焦电机、136.丝

杆固定座、137.丝杆、138.接近开关、14.聚焦模组、141.第二光学透镜、142.环形透镜支架、

143.第三光学透镜、15.玻璃固定板、151.钢化玻璃限位台阶、152.钢化玻璃容纳孔、16.钢

化玻璃、17.压圈；2.云台、21.传动轴承；3.云台底座、31.圆形法兰面；4.散热模组、41.散热

侧板、42.散热底板、43.热管、44.散热鳍片、45.后罩、46.散热风扇。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描述，但对实施例的描述不是对

技术方案的限制，任何依据本实用新型构思作形式而非实质的变化都应当视为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并结合图2，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远距离探照灯，主要包括灯筒1、云台

2、云台底座3以及散热模组4。所述的灯筒1设置在云台2上，所述的云台2安装在云台底座3

上，由云台底座3进行支撑。具体地，所述的灯筒1包括前后两端开口的灯筒外壳11，所述的

灯筒外壳11在底部且位于宽度方向的两侧向下延伸形成一对安装法兰111，所述的云台2在

外侧壁的对应安装法兰111的位置安装传动轴承21，所述的安装法兰111和传动轴承21通过

销轴连接，实现灯筒1在云台2上的俯仰转动。所述的云台底座3在顶部形成圆形法兰面31，

所述的云台2采用螺钉与圆形法兰面31固定连接，实现灯筒1与云台2在云台底座3上的水平

转动，云台2和云台底座3之间通过云台2内部的导电滑环实现电气连接，使得云台2能够在

云台底座3上进行360度无限制的旋转。与导电的电气连接方式相比，不会存在导电缠绕，旋

转角度受限的问题。

[0021] 所述的散热模组4包括一对彼此平行设置的散热侧板41以及设置在一对散热侧板

41的长度方向的后端的散热底板42。所述的散热侧板41由若干散热管自上而下叠加而成，

各散热管的管腔内设置有热管43，所述的热管43的后端弯折延伸至散热底板42的中部并嵌

入在散热底板42的前端面内。所述的散热底板42的后端均匀分布有若干散热鳍片44以增大

散热底板42的散热面积，所述的散热鳍片44上配设有后罩45进行覆盖。所述的散热模组4还

包括一对散热风扇46，一对散热风扇46利用螺丝间隔设置在散热鳍片44的下方，出风口正

对散热鳍片44。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散热侧板41、散热底板42以及散热鳍片44均采用铝合金

件，所述的热管43为紫铜管。

[0022] 所述的灯筒外壳11通过螺丝固定在一对散热侧板41之间，后端与散热底板42抵

触。灯筒外壳11的壳腔内自后端至前端依次设有光源合光模组12、变焦模组13以及聚焦模

组14。所述的光源合光模组12包括光源121、反射部件122以及合光部件123，所述的光源121

采用半导体激光器，能使整灯的发光效率提高，并且体积小、重量轻，照射距离远。光源121

的数量有多个，围绕合光部件123进行设置，光源121和合光部件123的后端均通过螺丝与散

热模组4的散热底板42固定连接。光源121工作时产生大量热量，产生的热量通过热管43传

递到散热底板42和散热侧板41上，其中散热底板42后端的散热风扇46会将传递到散热鳍片

44上的热量通过气流的方式传递到外界环境。所述的反射部件122与光源121的数量相同，

分别设置在各个光源121的出光口，每个光源121发出的光线经反射部件122反射到合光部

件123。所述的反射部件122和合光部件123均为棱镜，安装时需要调整反射部件122的位置，

使光源121发出的光束能够反射到合光部件123，由合光部件123合成一体后发射到变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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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13进行一次聚焦，待完成一次聚焦后再发射至聚焦模组14进行再次聚焦。

[0023] 所述的变焦模组13包括一对滑块131、一对导轨132、Y型透镜支架133、第一光学透

镜134、调焦电机135、一丝杆固定座136以及一丝杆137。所述的一对导轨132以彼此平行面

对面的状态固定在灯筒外壳11的内侧壁上，所述的滑块131安装在导轨132上且与导轨132

滑动配合，以一定的运动轨迹在导轨132上作往返直线运动。所述的Y型透镜支架133包括主

杆1331以及从主杆1331的顶端向两侧延伸而构成的支杆1332。所述的主杆1331在上端的中

间开设透镜安装孔1333，所述的第一光学透镜134采用硅胶安装在该透镜安装孔1333内，主

杆1331的下端开设有丝杆通孔1334，所述的支杆1332的顶端与滑块131连接安装。所述的调

焦电机135和丝杆固定座136分别通过螺丝与灯筒外壳11的底壁固定安装，其中调焦电机

135位于Y型透镜支架133的前侧，而丝杆固定座136则位于Y型透镜支架133的后端。所述的

丝杆137穿设在Y型透镜支架133的丝杆通孔1334内，一端连接调焦电机135，另一端连接丝

杆固定座136。所述的调焦电机135用于调节第一光学透镜134的发光角度和照射距离。所述

的变焦模组13还包括接近开关138，所述的接近开关138位于Y型透镜支架133的下方，且与

灯筒外壳11的底壁固定安装，用来限定Y型透镜支架133的运动范围。

[0024] 所述的聚焦模组14包括第二光学透镜141、环形透镜支架142以及第三光学透镜

143，所述的环形透镜支架142的外壁通过螺丝与灯筒外壳11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的第二

光学透镜141采用硅胶嵌装在环形透镜支架142的后端，所述的第三光学透镜143同样是采

用硅胶嵌装在环形透镜支架142的前端。所述的合光部件123、第一光学透镜134、第二光学

透镜141以及第三光学透镜143的中心在同一水平线上。

[0025] 所述的灯筒1还包括玻璃固定板15、钢化玻璃16以及压圈17，所述的玻璃固定板15

通过螺丝安装在灯筒外壳11的前端口，所述的玻璃固定板15在中央位置开设一具有钢化玻

璃限位台阶151的钢化玻璃容纳孔152，所述的钢化玻璃16嵌装在钢化玻璃限位台阶151上，

且通过压圈17与玻璃固定板15密封固定。

[0026] 为保证整灯的放水防尘性能，所述的灯筒外壳11与散热侧板41及散热底板42的连

接处，灯筒外壳11、玻璃固定板15、钢化玻璃16及压圈17相互接触的部位均填充有硅胶进行

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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