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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

射灯。其包括：灯具和底座，其中灯具包括散热

筒，散热筒的中部设有固定板，固定板连接有光

源组件和内筒，光源组件位于固定板中部，内筒

的上端套于光源组件外且与固定板连接，内筒的

下端设有内折边，透镜的下端搭接于内折边，透

镜的上端与光源组件相抵；散热筒的下端连接有

中间筒，中间筒套于内筒外，且中间筒的下端设

有两片旋转耳，所述座体的上端连接有支撑筒，

所述旋转耳、支撑筒分别对应设有轴孔，旋转耳

插入支撑筒，轴孔内设有螺栓，螺栓的一端分别

穿过两个轴孔并与固定螺母连接。本技术方案通

过螺栓将中间筒与支撑筒连接，可以调整中间筒

与支撑筒之间的角度，进而达到调节灯具的出光

角度，调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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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包括：灯具和用于固定于天花板的底座，其中灯具

包括散热筒，散热筒的中部设有固定板，固定板连接有光源组件和用于固定透镜的内筒，光

源组件位于固定板中部，内筒的上端套于光源组件外且与固定板连接，内筒的下端设有内

折边，透镜的下端搭接于内折边，透镜的上端与光源组件相抵；其特征在于：散热筒的下端

连接有中间筒，中间筒套于内筒外，且中间筒的下端设有两片旋转耳，所述底座的上端连接

有支撑筒，所述旋转耳、支撑筒分别对应设有轴孔，旋转耳插入支撑筒，轴孔内设有螺栓，螺

栓的一端分别穿过两个轴孔并与固定螺母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筒下端

的一侧设有下缺口，中间筒下端的另一侧设有加厚部，所述支撑筒的上端一侧设有与下缺

口对应的上缺口，支撑筒的上端另一侧与加厚部相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特征在于：旋转耳的内侧面

连接有加强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的中

部向上凹进形成安装部，光源组件固定于安装部；所述内筒的上端侧面设有多个固定耳，固

定耳设有安装孔，固定板设有与固定耳相配合的连接孔，通过连接件穿过安装孔、连接孔将

固定耳固定于固定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筒的下端

连接有连接筒，连接筒的下端设有倒扣环，倒扣环与内筒之间设有防眩玻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包括固

定筒，所述固定筒的中部设有内卡环，所述支撑筒的下端设有台阶，支撑筒在台阶的上方设

有卡块，且卡块外围设有U形缝隙，内卡环卡接于卡块与台阶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特征在于：固定筒内设有反

光罩，所述反光罩的两端分别设有向上延伸的连接耳，连接耳的端部设有卡凸，所述支撑筒

设有与卡凸相配合的卡孔，卡凸卡于卡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筒内侧

面设有中空的连接柱，所述固定板设有与连接柱相配合的安装孔，连接柱内设有主磁体，安

装孔内设有副磁体，主磁体与副磁体吸附；中间筒的上端设有若干个定位块，固定板设有与

定位块相配合的定位孔，定位块插入定位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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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天花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LED灯具的广泛应用，天花射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商品展示上应用较多，

由于天花射灯是在装饰时安装的，而商品展示在后，因此常常造成天花射灯的投影范围与

商品展示区具有一定的偏差，往往需要调整商品展示区的位置，但这样操作会影响到商品

的展示效果和展示角度，不能将其很好的展示。为了克服天花射灯投影范围不能改变的问

题，市面上出现了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如申请号为：CN201721619917.5，名称为：一种角度

可调的嵌入式天花射灯，该天花射灯通过在灯体上设置摆臂，摆臂与底座连接，调整摆臂与

灯体之间的角度，便可以调整天花射灯的出光角度；这种结构将灯体设置于底座的下方，在

安装时，灯体会出现在天花板下方，会干扰到天花板下方的使用空间，不利用使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

灯，该天花射灯安装于天花板上，且可方便调节出光角度。

[0004] 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包括：灯具和用于固定于天花板的底座，其中灯

具包括散热筒，散热筒的中部设有固定板，固定板连接有光源组件和用于固定透镜的内筒，

光源组件位于固定板中部，内筒的上端套于光源组件外且与固定板连接，内筒的下端设有

内折边，透镜的下端搭接于内折边，透镜的上端与光源组件相抵；散热筒的下端连接有中间

筒，中间筒套于内筒外，且中间筒的下端设有两片旋转耳，所述底座的上端连接有支撑筒，

所述旋转耳、支撑筒分别对应设有轴孔，旋转耳插入支撑筒，轴孔内设有螺栓，螺栓的一端

分别穿过两个轴孔并与固定螺母连接。

[0005] 进一步地，所述中间筒下端的一侧设有下缺口，中间筒下端的另一侧设有加厚部，

所述支撑筒的上端一侧设有与下缺口对应的上缺口，支撑筒的上端另一侧与加厚部相抵。

[0006] 进一步地，旋转耳的内侧面连接有加强块。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板的中部向上凹进形成安装部，光源组件固定于安装部；所述

内筒的上端侧面设有多个固定耳，固定耳设有安装孔，固定板设有与固定耳相配合的连接

孔，通过连接件穿过安装孔、连接孔将固定耳固定于固定板。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内筒的下端连接有连接筒，连接筒的下端设有倒扣环，倒扣环与内

筒之间设有防眩玻璃。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底座包括固定筒，所述固定筒的中部设有内卡环，所述支撑筒的下

端设有台阶，支撑筒在台阶的上方设有卡块，且卡块外围设有U形缝隙，内卡环卡接于卡块

与台阶之间。

[0010] 进一步地，固定筒内设有反光罩，所述反光罩的两端分别设有向上延伸的连接耳，

连接耳的端部设有卡凸，所述支撑筒设有与卡凸相配合的卡孔，卡凸卡于卡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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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中间筒内侧面设有中空的连接柱，所述固定板设有与连接柱相配

合的安装孔，连接柱内设有主磁体，安装孔内设有副磁体，主磁体与副磁体吸附；中间筒的

上端设有若干个定位块，固定板设有与定位块相配合的定位孔，定位块插入定位孔。

[0012] 本技术方案取得的有益效果：本技术方案通过螺栓将中间筒与支撑筒连接，可以

调整中间筒与支撑筒之间的角度，进而达到调节灯具的出光角度，调整方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施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施例的一种分解示意图。

[0015] 图3为实施例的另一种分解示意图。

[0016] 图4为散热筒一种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实施例的一种剖视示意图。

[0018] 附图标记：

[0019] 1——灯具；11——散热筒；111——固定板；112——安装部；113——安装孔；

114——定位孔；115——连接孔；12——内筒；121——固定耳；13——连接筒；131——倒扣

环；14——光源组件；15——透镜；

[0020] 2——中间筒；21——旋转耳；22——连接柱；23——定位块；24——下缺口；

25——加厚部；

[0021] 3——支撑筒；31——台阶；32——U形缝隙；33——卡块；34——卡孔；35——上缺

口；

[0022] 4——底座；41——固定筒；42——内卡环；5——反光罩；51——卡凸；52——连接

耳；6——防眩玻璃。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技术方案进一步的阐述，参见图1至图5。

[0024] 实施例：一种出光角度可调的天花射灯，其包括：参见图1，灯具1和用于固定于天

花板的底座4，其中灯具1包括散热筒11，参见图4，散热筒11的中部设有固定板111，固定板

111连接有光源组件14和用于固定透镜15的内筒12，参见图3，光源组件14位于固定板111中

部，内筒12的上端套于光源组件14外且与固定板111连接，参见图5，内筒12的下端设有内折

边，透镜15的下端搭接于内折边，透镜15的上端与光源组件14相抵；散热筒11的下端连接有

中间筒2，中间筒2套于内筒12外，且中间筒2的下端设有两片旋转耳21，所述底座4的上端连

接有支撑筒3，所述旋转耳21、支撑筒3分别对应设有轴孔，旋转耳21插入支撑筒3，轴孔内设

有螺栓（图中未画出），螺栓的一端分别穿过两个轴孔并与固定螺母（图中未画出）连接。

[0025] 本技术方案在传统的灯具1与底座4之间增加了中间筒2和支撑筒3，通过中间筒2

与支撑通过的连接形式使得灯具1可在小范围内进行角度调整；在调整时，先将固定螺母松

开，拨动灯具1，使得灯具1以及中间筒2相对支撑筒3旋转至预定角度。

[0026] 进一步地，所述中间筒2下端的一侧设有下缺口24，中间筒2下端的另一侧设有加

厚部25，所述支撑筒3的上端一侧设有与下缺口24对应的上缺口35，支撑筒3的上端另一侧

与加厚部25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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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设置上缺口35、下缺口24后，其中部形成一个空间，方便于人手操作；同时中间筒2

的下端与支撑筒3的上端相抵，对灯具1的旋转角度进行限制，灯具1只能向一侧进行旋转调

整，同时使得灯具1在前期安装时可以呈竖直状态，较为方便。

[0028] 进一步地，旋转耳21的内侧面连接有加强块（图中未画出）。

[0029] 由于旋转耳21处于悬空状态，具有一定的弹性，容易弯曲变形；为防止其在使用中

发生变形，造成螺栓和固定螺母连接不够紧固的问题，在旋转耳21的内侧面设置了加强块，

减少其弹性。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板111的中部向上凹进形成安装部112，光源组件14固定于安

装部112；所述内筒12的上端侧面设有多个固定耳121，固定耳121设有安装孔113，固定板

111设有与固定耳121相配合的连接孔115，通过连接件穿过安装孔113、连接孔115将固定耳

121固定于固定板111。

[0031] 为方便连接内筒12与固定板111，本技术方案在固定板111的中部内凹形成固定

部，这样可以防止光源组件14与内筒12相互干涉；其次通过固定耳121与固定板111连接，结

构稳固，固定件、连接件可采用螺栓等。

[0032] 参见图5，进一步地，所述内筒12的下端连接有连接筒13，连接筒13的下端设有倒

扣环131，倒扣环131与内筒12之间设有防眩玻璃6。

[0033] 内筒12与连接筒13可通过螺纹连接、卡接的方式连接，通过设置防眩玻璃6，可防

止投射到人眼镜时，使人眩晕。

[0034] 参见图3，进一步地，所述底座4包括固定筒41，所述固定筒41的中部设有内卡环

42，所述支撑筒3的下端设有台阶31，支撑筒3在台阶31的上方设有卡块33，且卡块33外围设

有U形缝隙32，内卡环42卡接于卡块33与台阶31之间。

[0035] 本技术方案通过固定筒41与支撑筒3的卡接，将固定筒41与支撑筒3连接起来，结

构简单，实施方便。为方便安装，在卡块33的外围设置了U形缝隙32，使得卡块33可进行一定

程度的完全，方便内卡环42卡入。

[0036] 进一步地，固定筒41内设有反光罩5，所述反光罩5的两端分别设有向上延伸的连

接耳52，连接耳52的端部设有卡凸51，所述支撑筒3设有与卡凸51相配合的卡孔34，卡凸51

卡于卡孔34。

[0037] 为减少光照范围，增加单位面积的光照强度，本技术方案设置了反光罩5，反光罩5

通过连接耳52与中间筒2连接，结构简单。

[0038] 进一步地，所述中间筒2内侧面设有中空的连接柱22，所述固定板111设有与连接

柱22相配合的安装孔113，连接柱22内设有主磁体（图中未画出），安装孔113内设有副磁体

（图中未画出），主磁体与副磁体吸附；中间筒2的上端设有若干个定位块23，固定板111设有

与定位块23相配合的定位孔114，定位块23插入定位孔114。

[0039] 中间筒2在与固定板111连接时，通过磁体吸附的方式连接，方便拆卸；其次，为了

方便安装，在固定板111上设置了定位孔114，中间筒2上设置了定位块23，通过定位块23插

入定位孔114对其进行定位。

[0040] 本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可以任意搭配，以符合市场需要。

[0041] 以上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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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0179450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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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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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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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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