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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LED投光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LED投光灯，属于LED

灯具领域。它解决了现有的投光灯和承光面的距

离较远，投射在承光面上的光比较分散，聚拢效

果差，而对于一些要求承光面上的光比较聚拢，

则现有的投光灯不能满足需求等问题，一种LED

投光灯，包括灯体和支架，支架包括分体设置的

第一支撑脚和第二支撑脚，第一支撑脚和第二支

撑脚分别设于灯体的两侧，第一支撑脚和第二支

撑脚均包括支撑臂和底座，底座上设有安装孔，

支撑臂和灯体之间通过连接件连接，第一支撑脚

和第二支撑脚的长度均小于灯体的长度。本实用

新型具有聚拢效果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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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ED投光灯，包括灯体(1)和支架(2)，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架(2)包括分体设置

的第一支撑脚(201)和第二支撑脚(202)，所述的第一支撑脚(201)和第二支撑脚(202)分别

设于灯体(1)的两侧，所述的第一支撑脚(201)和第二支撑脚(202)均包括支撑臂(203)和底

座(204)，所述的底座(204)上设有安装孔(214)，所述的支撑臂(203)和灯体(1)之间通过连

接件(3)连接，所述第一支撑脚(201)和第二支撑脚(202)的长度均小于灯体(1)的长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投光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座(204)包括和支撑臂

(203)一体化连接的第一面体(224)以及第二面体(234)，所述的第一面体(224)为拱起的弧

面，所述的第二面体(234)为平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投光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件(3)为螺栓，所述

的支撑臂(203)开设有连接槽(213)，所述的连接槽(213)的底部开设有第一开口(223)，所

述的灯体(1)开设有与第一开口(223)位置对应的螺纹孔(101)，所述的连接件(3)穿过第一

开口(223)和连接槽(213)的底壁抵接，所述的连接件(3)和螺纹孔(101)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投光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体(1)设置有和灯体

(1)可拆卸连接的灯罩(4)，所述的灯体(1)内设置有灯珠(102)，所述的灯罩(4)的中部设置

有用于供光投出的透镜(401)，所述的透镜(401)和灯珠(102)之间设置有防眩光网(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ED投光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眩光网(5)呈蜂窝状。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ED投光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罩(4)的中部开设第二

开口(402)，所述的第二开口(402)的周围设置有用于卡接透镜(401)的卡接槽(40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投光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体(1)呈圆柱形，所述

的灯体(1)外设置有多条加强筋(103)，所述的加强筋(103)沿着灯体(1)纵向排列。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ED投光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体(1)底部设置有底盖

(6)，所述的底盖(6)和灯体(1)之间可拆卸连接，所述灯体(1)底部还设置有用于连通电路

的连接线(7)。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LED投光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灯体(1)和底盖(6)、灯罩

(4)之间均通过螺栓可拆卸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ED投光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眩光网(5)和灯珠

(102)之间设有隔板(8)，所述的隔板(8)上设有与灯珠(102)位置对应的透光孔(801)，所述

的隔板(8)设有两个限位槽(802)，所述的灯体(1)设有用于插入限位槽(802)的限位块

(104)，所述的隔板(8)和灯体(1)插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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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投光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LED灯具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LED投光灯。

背景技术

[0002] LED投光灯使指定被照面上的亮度高于周围环境的灯具，又称聚光灯。通常，它能

够瞄准任何方向，并具备不受气候条件影响的结构。主要用于大面积作业场矿、建筑物轮

廓、体育场、立交桥、纪念碑、公园和花坛等。因此，几乎所有室外使用的大面积照明灯具都

可看作投光灯。

[0003] 现有的投光灯的支架002为一体式，包括两个转动臂和一个连接臂，两个转动臂之

间通过连接臂连接，连接部中部开有安装孔，支架002可绕灯体001  转动，支架002的长度大

于投光灯灯体001的长度，如图7所示，当其安装于方形立柱上或者墙面上，作为洗墙灯时，

连接臂直接安装在方形立柱的一侧平面或墙面上，螺栓穿过安装孔固定，投光灯的透镜竖

直朝上，如图8所示，光穿过透镜投射在方形立柱的一侧平面或墙面，光投射的面又称为承

光面。由于现有的投光灯和承光面的距离较远，投射在承光面上的光比较分散，聚拢效果

差，而对于一些要求承光面上的光比较聚拢，则现有的投光灯不能满足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LED投光灯。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LED投光灯，包括灯体和支

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架包括分体设置的第一支撑脚和第二支撑脚，所述的第一支撑脚

和第二支撑脚分别设于灯体的两侧，所述的第一支撑脚和第二支撑脚均包括支撑臂和底

座，所述的底座上设有安装孔，所述的支撑臂和灯体之间通过连接件连接，所述第一支撑脚

和第二支撑脚的长度均小于灯体的长度。

[000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本实用新型的支架包括第一支撑脚和第二支撑脚，且第

一支撑脚和第二支撑脚分体设置，且分别设于灯体的两侧。第一支撑脚和第二支撑脚均包

括包括支撑臂和底座，底座上设有安装孔，通过底座上的安装孔分别安装与方形立柱的一

侧平面或墙面上，通过连接件使得支撑臂和灯体连接。当灯体通过底座上的安装孔分别安

装与方形立柱的一侧平面或墙面上时，灯体竖直向上打出灯光，第一支撑脚和第二支撑脚

的长度均小于灯体的长度。安装好后，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而言，灯体和方形立柱的一侧平面

或墙面的距离更近，投射在承光面上的光比较聚拢，聚拢效果好。

[0007] 优选地，所述的底座包括和支撑臂一体化连接的第一面体以及第二面体，所述的

第一面体为拱起的弧面，所述的第二面体为平面。第二面体是为了和方形立柱或墙面贴合，

方便固定底座。第一面体呈拱起的弧面且第一面体和支撑臂一体化连接，即底座和支撑臂

一体化连接，减少零部件。

[0008] 优选地，所述的连接件为螺栓，所述的支撑臂开设有连接槽，所述的连接槽的底部

开设有第一开口，所述的灯体开设有与第一开口位置对应的螺纹孔，所述的连接件穿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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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口和连接槽的底壁抵接，所述的连接件和螺纹孔螺纹连接。通过旋转螺栓，将支撑臂和

灯体固定在一起。

[0009] 优选地，所述的灯体设置有和灯体可拆卸连接的灯罩，所述的灯体内设置有灯珠，

所述的灯罩的中部设置有用于供光投出的透镜，所述的透镜和灯珠之间设置有防眩光网。

灯珠发出的光从透镜投出，位于灯珠和透镜之间的防眩光网起到防眩的目的。

[0010] 优选地，所述的防眩光网呈蜂窝状。

[0011] 优选地，所述的灯罩的中部开设第二开口，所述的第二开口的周围设置有用于卡

接透镜的卡接槽。透镜周围边缘卡入卡接槽，透镜和灯罩卡接配合，连接方式简单方便。

[0012] 优选地，所述的灯体呈圆柱形，所述的灯体外设置有多条加强筋，所述的加强筋沿

着灯体纵向排列。加强筋用于加强灯体的强度。

[0013] 优选地，所述的灯体底部设置有底盖，所述的底盖和灯体之间可拆卸连接，所述灯

体底部还设置有用于连通电路的连接线。

[0014] 优选地，所述的灯体和底盖、灯罩之间均通过螺栓可拆卸连接。方便拆下底盖和灯

罩，以便于灯体内部的维修。

[0015] 优选地，所述的防眩光网和灯珠之间设有隔板，所述的隔板上设有与灯珠位置对

应的透光孔，所述的隔板设有两个限位槽，所述的灯体设有用于插入限位槽的限位块，所述

的隔板和灯体插接配合。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7] 1.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支撑脚和第二支撑脚的长度均小于灯体的长度。相对于现有

技术而言，安装好后，灯体和方形立柱的一侧平面或墙面的距离更近，投射在承光面上的光

比较聚拢，聚拢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安装好后的灯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防眩光网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第二开口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现有投光灯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现有投光灯安装于方形立柱侧面或墙面上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6中，1、灯体；101、螺纹孔；102、灯珠；103、加强筋；104、限位块；2、支架；201、

第一支撑脚；202、第二支撑脚；203、支撑臂；213、连接槽；223、第一开口；204、底座；214、安

装孔；224、第一面体；234、第二面体；3、连接件；4、灯罩；401、透镜；402、第二开口；403、卡接

槽；5、防眩光网；6、底盖；7、连接线；8、隔板；801、透光孔；802、限位槽。

[0027] 图7-8种，001、灯体；002、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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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9] 如图1-6所示，一种LED投光灯，包括灯体1和支架2，支架2包括分体设置的第一支

撑脚201和第二支撑脚202，第一支撑脚201和第二支撑脚202分别设于灯体1的两侧，第一支

撑脚201和第二支撑脚202均包括支撑臂203和底座204，底座204上设有安装孔214，安装孔

214可以供螺钉穿设，将支架2固定在墙面或方形立柱的侧面上，支撑臂203和灯体1之间通

过连接件3连接，第一支撑脚201和第二支撑脚202的长度均小于灯体1的长度。

[0030] 当灯体1通过底座204上的安装孔214分别安装于方形立柱的一侧平面或墙面上

时，灯体1竖直向上打出灯光，如图3所示，图3中的点画线代表承光面所在的位置，安装好

后，灯体1和方形立柱的一侧平面或墙面的距离更近，投射在承光面上的光比较聚拢，聚拢

效果好。图3中的虚线表示支架2的长度，图3中的两端带箭头的直线表示灯体1的长度。

[0031] 进一步细说，底座204包括第一面体224和第二面体234，第一面体224为拱起的弧

面，第二面体234为平面。第二面体234是为了和方形立柱或墙面贴合，方便固定底座204。第

一面体224呈拱起的弧面且第一面体224和支撑臂  203一体化连接，即底座204和支撑臂203

一体化连接，减少零部件。

[0032] 进一步细说，连接件3为螺栓，支撑臂203开设有连接槽213，连接槽213 的底部开

设有第一开口223，灯体1开设有螺纹孔101，第一开口223和螺纹孔  101的位置对应，连接件

3穿过第一开口223，穿入螺纹孔101，和螺纹孔101  旋转连接，连接件3和连接槽213的底壁

抵接。通过连接件3，将支撑臂203和灯体1固定。支架2和灯体1之间通过连接件3可拆卸连

接，方便拆装支架2。

[0033] 进一步细说，灯体1顶部设有灯罩4，灯体1底部设有底盖6，灯罩4、底盖6和灯体1之

间通过螺栓可拆卸连接，螺栓为通用件，灯罩4、底盖6和灯体  1之间通过螺栓可拆卸连接，

方便拆下灯罩4、底盖6，从而方便对灯体1内部进行维修。

[0034] 进一步细说，灯体1内设有灯珠102，灯罩4的中部设有用于供光投出的透镜401，透

镜401和灯珠102之间设有蜂窝状的防眩光网5。灯珠102发出的光从透镜401投出，位于灯珠

102和透镜401之间的防眩光网5起到防眩的目的。

[0035] 进一步细说，灯罩4的中部开设第二开口402，第二开口402的周围设置有用于卡接

透镜401的L形的卡接槽403。透镜401呈圆盘形，透镜401周围边缘卡入卡接槽403，透镜401

和灯罩4卡接配合，连接方式简单方便。

[0036] 进一步细说，灯体1呈圆柱形，灯体1外固定连接有多条加强筋103，加强筋103沿着

灯体1的长度方形纵向排列。加强筋103用于加强灯体1的强度。

[0037] 进一步细说，灯体1底部还设置有用于连通电路的连接线7。通过连接线7  通电后，

灯珠102发出灯光。

[0038] 进一步细说，防眩光网5和灯珠102之间设有隔板8，隔板8上设有与灯珠102位置对

应的透光孔801，光从透光孔801透出，隔板8设有两个限位槽802，灯体1设有限位块104，限

位块104插入限位槽802中，隔板8和灯体1插接配合。通过限位块104和限位槽802插接配合

的方式，连接简单，十分方便。

[0039]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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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语

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本质；把它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

是与本实用新型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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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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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8

CN 212840944 U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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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