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425384.7

(22)申请日 2020.05.19

(71)申请人 宿州青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34000 安徽省宿州市鞋城管委会磬

云南路与鞋城三路交口中国现代制鞋

产业城标准化厂房孵化器

(72)发明人 高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恒泰铭睿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642

代理人 何平

(51)Int.Cl.

F21S 8/00(2006.01)

F21V 7/00(2006.01)

F21V 15/01(2006.01)

F21V 17/10(2006.01)

F21V 17/16(2006.01)

F21Y 115/10(201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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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

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涉及照明夜灯技术

领域，解决了现有的照明夜灯，大都采用辐射灯

光，光照长度普遍较短，对幽暗且较长的室内通

道以及走廊的适用照明效果欠佳的问题。一种基

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

置，包括透明塑料壳，主体框架，螺纹顶杆和智能

小夜灯，所述透明塑料壳左右侧壁前端对称设置

有两处L状轨道板，且透明盖板就竖插滑装于此

两处L状轨道板之间将透明塑料壳插挡封堵。本

发明中的两处聚光罩会收聚投射两处LED侧照灯

珠的光线增加其光照长度，照亮较长的走廊，使

智能小夜灯对室内走廊的适用照明效果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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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透明塑

料壳(1)，主体框架(3)，螺纹顶杆(5)和智能小夜灯(7)，所述透明塑料壳(1)左右侧壁前端

对称设置有两处L状轨道板，且透明盖板(2)就竖插滑装于此两处L状轨道板之间将透明塑

料壳(1)插挡封堵；所述透明塑料壳(1)包括聚光罩(101)，方形盖罩(102)和定位板(103)，

所述透明塑料壳(1)左右侧壁的中间位置处均内凹成形设置有一处锥形聚光罩(101)，此聚

光罩(101)的内壁上涂抹有反光涂层，且透明塑料壳(1)顶板的中间处塑焊有一处方形盖罩

(102)；所述透明塑料壳(1)上下内壁的中间段上对称支撑有两组定位板(103)；所述主体框

架(3)整体呈方形结构，其整体卡套于墙壁插座(4)的外围四边上，且透明塑料壳(1)与主体

框架(3)成形支撑连接在一起；所述透明塑料壳(1)的顶端对称设置有两处方形插套，此两

处方形插套之间支撑焊接有一处定位耳板，定位插框(6)就通过弹簧顶推贯穿插装于此定

位耳板上，且定位插框(6)的左右方插杆对应穿设于两处方形插套中；所述螺纹顶杆(5)包

括连接座(501)，两处所述螺纹顶杆(5)上均螺纹啮合套装有一处连接座(501)，所述透明盖

板(2)包括定位方板(201)，所述透明盖板(2)的顶端对称支撑有两处定位方板(201)，此两

处定位方板(201)上均开设有一处插孔；所述智能小夜灯(7)包括定位块(701)和侧照灯珠

(702)，所述智能小夜灯(7)整体呈圆形结构，其圆周透光壁上呈上下对称设置有两处定位

块(701)，且智能小夜灯(7)的圆周透光壁上呈左右对称开设有两处锥形凹槽，此两处锥形

凹槽的内壁上均涂抹有反光层，且两处锥形凹槽的内部均安装有一处LED侧照灯珠(70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插框(6)包括竖撑拨板(601)，所述定位插框(6)整体呈山字型结构，其

由左右两处方插杆以及中间插装轴共同组合形成，其中左右两处方插杆的首端段可被顶插

置于两处定位方板(201)上的插孔中，且定位插框(6)插装轴的中间段上向上支撑有一处竖

撑拨板(60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主体框架(3)包括卡板(301)，连杆(302)和插板(303)，所述主体框架(3)的

左右竖撑方杆上对称滑套安装有四处L状卡板(301)，此四处卡板(301)的方形杆套上呈左

右对应转动连接有两组八字形组合支撑的连杆(302)，且四处卡板(301)的背部均封堵设置

有一处插板(303)。

4.根据权利要3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其特

征在于：左右四处所述连杆(302)的首端对应转动于两处连接座(501)的上下两端，且两处

螺纹顶杆(5)的尾端均连接有一处转动座，此两处转动座可被螺纹推进抵靠于墙壁插座(4)

的左右侧边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方形盖罩(102)将定位插框(6)套罩于其内部，且方形盖罩(102)的顶板上贯

穿开设有一处中间滑槽，且竖撑拨板(601)就顶插滑动于此中间滑槽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智能小夜灯(7)内插置于透明塑料壳(1)中，且两处定位块(701)对应配合滑

插于上下两组定位板(103)之间的滑槽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其

特征在于：当所述智能小夜灯(7)通过插销固定于墙壁插座(4)上时，其左右两处LED侧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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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702)的锥形凹槽会与两处聚光罩(101)对接连通在一起。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其

特征在于：四处所述插板(303)的首端均呈倾斜刨切设置，且四处插板(303)可通过其首端

刨切段被勒紧顶插于墙壁插座(4)与墙体之间的缝隙中。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578176 A

3



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

具防护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家居是以住宅为平台，利用综合布线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智能家居-系统设

计方案安全防范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音视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构建高效的

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务的管理系统，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并实现环

保节能的居住环境

[0003] 目前LED智能小夜灯等照明设备相对传统照明设备具有亮度大，运行能耗小及运

行寿命长等特点，因此得到了极为广发的使用，其中在智能家居、智能家居系统中LED照明

设备也以成为该类智能系统中的主要照明光源设备。

[0004] 例如专利号为CN201821984598.2的专利，公开了一种智能小夜灯，其包括壳体及

后盖，壳体下端部设置有容置腔，壳体前端部下方设置有透光孔，容置腔内设置有固定座，

固定座一侧设置有PCB电路板，PCB电路板上设置有感应探头；固定座上方设置有LED灯板，

LED灯板上设置有LED发光灯，壳体前端中部斜向下设置有隔板，隔板与壳体内侧壁围设形

成发光槽，发光槽一侧槽壁上开设有贯穿容置腔的开口，LED发光灯置于开口处，隔板后侧

部固定设置有供电电池。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壳体前端中部斜向下设置有隔板，并在容置槽

内设置固定座，在固定座上固定设置PCB电路板与LED灯板，配合在壳体内侧壁开设开口，使

得LED发光灯发出的光从发光槽内散射而出，达到夜晚照明的效果，结构简单，组装便捷。

[0005] 现有照明夜灯普遍存在遮罩防护装置的安装定位结构优化设计的不够合理，造成

装置的拆装操作较为麻烦不便，且遮罩防护装置没有针对幼孩做专门的防拆优化，导致装

置易被幼孩拆开并将灯体取出玩弄损坏，此外智能小夜灯大都采用辐射灯光，光照长度普

遍较短，对幽暗且较长的室内通道以及走廊的适用照明效果欠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

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遮罩防护装置没有针对幼孩做专门的防拆优化，导致装置易

被幼孩拆开并将灯体取出玩弄损坏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

照明兼具防护的装置，包括透明塑料壳，主体框架，螺纹顶杆和智能小夜灯，所述透明塑料

壳左右侧壁前端对称设置有两处L状轨道板，且透明盖板就竖插滑装于此两处L状轨道板之

间将透明塑料壳插挡封堵；所述透明塑料壳包括聚光罩，方形盖罩和定位板，所述透明塑料

壳左右侧壁的中间位置处均内凹成形设置有一处锥形聚光罩，此聚光罩的内壁上涂抹有反

光涂层，且透明塑料壳顶板的中间处塑焊有一处方形盖罩；所述透明塑料壳上下内壁的中

间段上对称支撑有两组定位板；所述主体框架整体呈方形结构，其整体卡套于墙壁插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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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四边上，且透明塑料壳与主体框架成形支撑连接在一起；所述透明塑料壳的顶端对称

设置有两处方形插套，此两处方形插套之间支撑焊接有一处定位耳板，定位插框就通过弹

簧顶推贯穿插装于此定位耳板上，且定位插框的左右方插杆对应穿设于两处方形插套中；

所述螺纹顶杆包括连接座，两处所述螺纹顶杆上均螺纹啮合套装有一处连接座，所述透明

盖板包括定位方板，所述透明盖板的顶端对称支撑有两处定位方板，此两处定位方板上均

开设有一处插孔；所述智能小夜灯包括定位块和侧照灯珠，所述智能小夜灯整体呈圆形结

构，其圆周透光壁上呈上下对称设置有两处定位块，且智能小夜灯的圆周透光壁上呈左右

对称开设有两处锥形凹槽，此两处锥形凹槽的内壁上均涂抹有反光层，且两处锥形凹槽的

内部均安装有一处LED侧照灯珠。

[0008] 优选的，所述定位插框包括竖撑拨板，所述定位插框整体呈山字型结构，其由左右

两处方插杆以及中间插装轴共同组合形成，其中左右两处方插杆的首端段可被顶插置于两

处定位方板上的插孔中，且定位插框插装轴的中间段上向上支撑有一处竖撑拨板。

[0009] 优选的，所述主体框架包括卡板，连杆和插板，所述主体框架的左右竖撑方杆上对

称滑套安装有四处L状卡板，此四处卡板的方形杆套上呈左右对应转动连接有两组八字形

组合支撑的连杆，且四处卡板的背部均封堵设置有一处插板。

[0010] 优选的，左右四处所述连杆的首端对应转动于两处连接座的上下两端，且两处螺

纹顶杆的尾端均连接有一处转动座，此两处转动座可被螺纹推进抵靠于墙壁插座的左右侧

边上。

[0011] 优选的，所述方形盖罩将定位插框套罩于其内部，且方形盖罩的顶板上贯穿开设

有一处中间滑槽，且竖撑拨板就顶插滑动于此中间滑槽中。

[0012] 优选的，所述智能小夜灯内插置于透明塑料壳中，且两处定位块对应配合滑插于

上下两组定位板之间的滑槽中。

[0013] 优选的，当所述智能小夜灯通过插销固定于墙壁插座上时，其左右两处LED侧照灯

珠的锥形凹槽会与两处聚光罩对接连通在一起。

[0014] 优选的，四处所述插板的首端均呈倾斜刨切设置，且四处插板可通过其首端刨切

段被勒紧顶插于墙壁插座与墙体之间的缝隙中。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的透明塑料壳能够将智能小夜灯罩盖于保护其内部，避免幼孩将智能小

夜灯拔插取下玩弄摔坏；

[0017] 2、本发明的定位插框采用弹簧顶推安装可快捷的后拉抽脱将透明盖板取下对智

能小夜灯进行取卸更换，透明盖板采用活动可拆卸的设置，不需将透明盖板以及主体框架

整体拆卸取下的繁琐步骤，就可打开对智能小夜灯进行拆装，使用灵活；

[0018] 3、左右两组连杆、两处连接座、以及四处卡板共同组成了两处双连杆滑块机构，通

过此两处机构只需正反转旋拧两处螺纹顶杆就可控制左右两组卡板对向滑动完成对主体

框架的卡紧固定和松脱拆卸，使装置整体的拆卸快捷方便；

[0019] 4、竖撑拨板隐藏滑动于方形盖罩顶端的中间滑槽中，由于中间滑槽较细，幼孩的

手指很难伸进中间滑槽拨推竖撑拨板(需较细插杆才能下插操作竖撑拨板)，这能够有效防

止幼孩将透明盖板打开,起到了对孩童较好的专门防护效果；

[0020] 5、两处聚光罩会收聚投射两处LED侧照灯珠的光线增加其光照长度，照亮较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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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使智能小夜灯对室内走廊的适用照明效果较佳。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三维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透明塑料壳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智能小夜灯插接安装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四处插板顶插位置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透明塑料壳内部三维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主体框架卡接安装示意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聚光罩开设位置示意图；

[0029] 图9为本发明定位插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0为本发明智能小夜灯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1为本发明透明盖板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1、透明塑料壳；101、聚光罩；102、方形盖罩；103、定位板；2、透明盖板；201、

定位方板；3、主体框架；301、卡板；302、连杆；303、插板；4、墙壁插座；5、螺纹顶杆；501、连接

座；6、定位插框；601、竖撑拨板；7、智能小夜灯；701、定位块；702、侧照灯珠。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请参

阅图1至图1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基于智能网络控制的家居节能照明兼具防护

的装置，包括透明塑料壳1，主体框架3，螺纹顶杆5和智能小夜灯7，透明塑料壳1左右侧壁前

端对称设置有两处L状轨道板，且透明盖板2就竖插滑装于此两处L状轨道板之间将透明塑

料壳1插挡封堵；透明塑料壳1包括聚光罩101，方形盖罩102和定位板103，透明塑料壳1左右

侧壁的中间位置处均内凹成形设置有一处锥形聚光罩101，此聚光罩101的内壁上涂抹有反

光涂层，且透明塑料壳1顶板的中间处塑焊有一处方形盖罩102；透明塑料壳1上下内壁的中

间段上对称支撑有两组定位板103；主体框架3整体呈方形结构，其整体卡套于墙壁插座4的

外围四边上，且透明塑料壳1与主体框架3成形支撑连接在一起；透明塑料壳1的顶端对称设

置有两处方形插套，此两处方形插套之间支撑焊接有一处定位耳板，定位插框6就通过弹簧

顶推贯穿插装于此定位耳板上，且定位插框6的左右方插杆对应穿设于两处方形插套中；螺

纹顶杆5包括连接座501，两处螺纹顶杆5上均螺纹啮合套装有一处连接座501，透明盖板2包

括定位方板201，透明盖板2的顶端对称支撑有两处定位方板201，此两处定位方板201上均

开设有一处插孔；智能小夜灯7包括定位块701和侧照灯珠702，智能小夜灯7整体呈圆形结

构，其圆周透光壁上呈上下对称设置有两处定位块701，且智能小夜灯7的圆周透光壁上呈

左右对称开设有两处锥形凹槽，此两处锥形凹槽的内壁上均涂抹有反光层，且两处锥形凹

槽的内部均安装有一处LED侧照灯珠702。

[0034] 进一步，定位插框6包括竖撑拨板601，定位插框6整体呈山字型结构，其由左右两

处方插杆以及中间插装轴共同组合形成，其中左右两处方插杆的首端段可被顶插置于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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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方板201上的插孔中，且定位插框6插装轴的中间段上向上支撑有一处竖撑拨板601，定

位插框6可将透明盖板2插接固定于透明塑料壳1的前端开口上。

[0035] 进一步，主体框架3包括卡板301，连杆302和插板303，主体框架3的左右竖撑方杆

上对称滑套安装有四处L状卡板301，此四处卡板301的方形杆套上呈左右对应转动连接有

两组八字形组合支撑的连杆302，且四处卡板301的背部均封堵设置有一处插板303，四处L

状卡板301可对向滑动卡装于墙壁插座4的四角上，避免主体框架3与透明塑料壳1上左右攒

滑移位。

[0036] 进一步，左右四处连杆302的首端对应转动于两处连接座501的上下两端，且两处

螺纹顶杆5的尾端均连接有一处转动座，此两处转动座可被螺纹推进抵靠于墙壁插座4的左

右侧边上，左右两组连杆302、两处连接座501、以及四处卡板301共同组成了两处双连杆滑

块机构，通过此两处机构只需正反转旋拧两处螺纹顶杆5就可控制左右两组卡板301对向滑

动完成对主体框架3的卡紧固定和松脱拆卸，使装置整体的拆卸快捷方便。

[0037] 进一步，方形盖罩102将定位插框6套罩于其内部，且方形盖罩102的顶板上贯穿开

设有一处中间滑槽，且竖撑拨板601就顶插滑动于此中间滑槽中，竖撑拨板601隐藏滑动于

方形盖罩102顶端的中间滑槽中，由于中间滑槽较细，幼孩的手指很难伸进中间滑槽拨推竖

撑拨板601(需较细插杆才能下插操作竖撑拨板601)，这能够有效防止幼孩将透明盖板2打

开，避免智能小夜灯7被拔插取下弄坏，起到了对孩童的专门防护效果。

[0038] 进一步，智能小夜灯7内插置于透明塑料壳1中，且两处定位块701对应配合滑插于

上下两组定位板103之间的滑槽中。

[0039] 进一步，当智能小夜灯7通过插销固定于墙壁插座4上时，其左右两处LED侧照灯珠

702的锥形凹槽会与两处聚光罩101对接连通在一起，两处聚光罩101会收聚投射两处LED侧

照灯珠702的光线增加其光照长度，照亮较长的走廊，使智能小夜灯7对室内走廊的适用照

明效果较佳。

[0040] 进一步，四处插板303的首端均呈倾斜刨切设置，且四处插板303可通过其首端刨

切段被勒紧顶插于墙壁插座4与墙体之间的缝隙中，四处插板303可将主体框架3插挤勒紧

固定于墙壁插座4上。

[0041] 装置的安装固定流程：首先将主体框架3连同透明塑料壳1卡套于墙壁插座4上，然

后同步旋钮两处螺纹顶杆5，两处螺纹顶杆5就会螺纹推进两处连接座501向左右两侧对向

滑动，两处连接座501对向滑动又会带动左右两组连杆302转动闭合并立起变形，在四处连

杆302转动闭合变形的同时会带动四处卡板301上下对向滑动并卡套于墙壁插座4的四角

上，且跟随四处卡板301的滑动四处插板303可通过其首端刨切段被勒紧顶插于墙壁插座4

与墙体之间的缝隙中,自此完成主体框架3连同透明塑料壳1被插紧定位；

[0042] 接着将智能小夜灯7插置于透明塑料壳1内部并使两处定位块701对应配合滑插于

上下两组定位板103之间的滑槽中，随后沿着两组定位板103将智能小夜灯7的插销插置于

墙壁插座4上接电插孔中，最后把透明盖板2竖插滑装于两处L状轨道板之间并将透明塑料

壳1插挡封堵。

[0043] 注意：在插装透明盖板2时应将定位插框6提前向后顶推，待透明盖板2插装到位后

再将定位插框6松开，通过定位插框6将透明盖板2插接定位。

[0044] 说明：当智能小夜灯7通过插销固定于墙壁插座4上时，其左右两处LED侧照灯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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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的锥形凹槽会与两处聚光罩101对接连通在一起，两处聚光罩101会收聚投射两处LED侧

照灯珠702的光线增加其光照长度，照亮较长的走廊，使智能小夜灯7对室内走廊的适用照

明效果较佳。

[0045]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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