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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光源型LED路灯灯
头，
包括灯壳和LED光源，
在灯壳的底面开设有至
少两个光源安装凹腔，
在光源安装凹腔的内壁中
部一体成型有限位凸环，
在光源安装凹腔的底壁
上开设有安装螺孔，
LED光源通过螺钉固定在光
源安装凹腔的底壁上，
还设置有透明灯罩，
在透
明灯罩的外壁上一体成型有卡位凸环，
在光源安
装凹腔还设置有压环，
透明灯罩卡入光源安装凹
腔内卡位凸环贴合在限位凸环上，
并通过压环抵
压在卡位凸环的外侧面上且压环通过螺杆固定
在灯壳上。本实用新型的结构设置合理，
在安装
时不会对透明灯罩造成影响，
在单个LED光源损
坏时不会对其他LED光源造成影响，
方便进行单
个LED光源的检修更换，
适用性强且实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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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包括灯壳和固定在灯壳上的LED光源，
在所述灯壳的尾
部设置有中空灯柄，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灯壳的底面开设有至少两个光源安装凹腔，
在所述
光源安装凹腔的内壁中部一体成型有限位凸环，
在所述光源安装凹腔的底壁上开设有安装
螺孔，
所述LED光源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光源安装凹腔的底壁上，
还设置有透明灯罩，
在所
述透明灯罩的外壁上一体成型有卡位凸环，
在所述光源安装凹腔还设置有压环，
所述压环
的内径小于卡位凸环的外径，
所述透明灯罩卡入所述光源安装凹腔内所述卡位凸环贴合在
所述限位凸环上，
并通过压环抵压在所述卡位凸环的外侧面上且所述压环通过螺杆固定在
灯壳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灯壳上开设有凹
槽，
所述凹槽设置在相邻光源安装凹腔内，
在所述凹槽内卡接有导线穿管，
所述导线穿管卡
入所述凹槽内且两端通过压环抵压定位。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灯壳上开设有驱
动电源盒，
在所述驱动电源盒上设置有盒盖，
所述盒盖通过螺柱固定在灯壳上。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灯壳的底面均匀
开设有散热条形槽。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源安装凹腔为二
个、
三个、
四个或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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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路灯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背景技术
[0002] 路灯是指定背照面上的照度高于周围环境的灯具，
又称聚光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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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和花坛灯，
近年来，
LED路灯作为新一
代绿色节能灯具蓬勃发展，
几乎完成了传统路灯的替换，
伴随而来的维修问题也引起了人
们的重视，
审视现有的LED路灯结构，
灯体内装设LED模组、
电源、
散热器等基本组件，
现有技
术的LED路灯中其多是采用单个LED发光光源进行照明，
其不但照明的效果较为有限，
而且
在其损坏时就会影响正常照明，
同时现有技术的LED路灯的灯罩多采用螺杆直接固定在灯
座上，
在拆装时容易损坏灯罩，
适用性和实用性受到限制。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设置合理且适用性强的多光源型LED路灯灯
头。
[0004] 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包括灯壳和固定
在灯壳上的LED光源，
在所述灯壳的尾部设置有中空灯柄，
在所述灯壳的底面开设有至少两
个光源安装凹腔，
在所述光源安装凹腔的内壁中部一体成型有限位凸环，
在所述光源安装
凹腔的底壁上开设有安装螺孔，
所述LED光源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光源安装凹腔的底壁上，
还设置有透明灯罩，
在所述透明灯罩的外壁上一体成型有卡位凸环，
在所述光源安装凹腔
还设置有压环，
所述压环的内径小于卡位凸环的外径，
所述透明灯罩卡入所述光源安装凹
腔内所述卡位凸环贴合在所述限位凸环上，
并通过压环抵压在所述卡位凸环的外侧面上且
所述压环通过螺杆固定在灯壳上。
[0005] 在所述灯壳上开设有凹槽，
所述凹槽设置在相邻光源安装凹腔内，
在所述凹槽内
卡接有导线穿管，
所述导线穿管卡入所述凹槽内且两端通过压环抵压定位。
[0006] 在所述灯壳上开设有驱动电源盒，
在所述驱动电源盒上设置有盒盖，
所述盒盖通
过螺柱固定在灯壳上。
[0007] 在所述灯壳的底面均匀开设有散热条形槽。
[0008] 所述光源安装凹腔为二个、
三个、
四个或五个。
[0009] 本实用新型具有积极的效果：
本实用新型的结构设置合理，
其设置有至少两个光
源安装凹腔，
从而可以安装多个LED光源，
并且透明灯罩与光源安装凹腔一一对应，
并且通
过压环进行固定，
从而在安装时不会对透明灯罩造成影响，
同时在单个LED光源损坏时不会
对其他LED光源造成影响，
同时也方便进行单个LED光源的检修更换，
使用稳定可靠，
适用性
强且实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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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0]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内容更容易被清楚的理解，
下面根据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
图，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其中：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实施例1)
[0013] 图1显示了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 ，
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
图。
[0014] 见图1，
一种多光源型LED路灯灯头，
包括灯壳1和固定在灯壳上的LED光源2，
在所
述灯壳的尾部设置有中空灯柄3，
在所述灯壳的底面开设有至少两个光源安装凹腔4，
在所
述光源安装凹腔的内壁中部一体成型有限位凸环5，
在所述光源安装凹腔的底壁上开设有
安装螺孔6，
所述LED光源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光源安装凹腔的底壁上，
还设置有透明灯罩
7，
在所述透明灯罩的外壁上一体成型有卡位凸环8，
在所述光源安装凹腔还设置有压环9，
所述压环的内径小于卡位凸环的外径，
所述透明灯罩卡入所述光源安装凹腔内所述卡位凸
环贴合在所述限位凸环上，
并通过压环抵压在所述卡位凸环的外侧面上且所述压环通过螺
杆固定在灯壳上。
[0015] 在所述灯壳上开设有凹槽10，
所述凹槽设置在相邻光源安装凹腔内，
在所述凹槽
内卡接有导线穿管11，
所述导线穿管卡入所述凹槽内且两端通过压环抵压定位。
[0016] 在所述灯壳上开设有驱动电源盒12，
在所述驱动电源盒上设置有盒盖13，
所述盒
盖通过螺柱固定在灯壳上。
[0017] 在所述灯壳的底面均匀开设有散热条形槽14。
[0018] 所述光源安装凹腔为二个、
三个、
四个或五个。
[0019] 本实用新型的结构设置合理，
其设置有至少两个光源安装凹腔，
从而可以安装多
个LED光源，
并且透明灯罩与光源安装凹腔一一对应，
并且通过压环进行固定，
从而在安装
时不会对透明灯罩造成影响，
同时在单个LED光源损坏时不会对其他LED光源造成影响，
同
时也方便进行单个LED光源的检修更换，
使用稳定可靠，
适用性强且实用性好。
[0020] 本实施例中使用的标准零件可以从市场上直接购买，
而根据说明书和附图的记载
的非标准结构部件，
也可以直根据现有的技术常识毫无疑义的加工得到，
同时各个零部件
的连接方式采用现有技术中成熟的常规手段，
而机械、零件及设备均采用现有技术中常规
的型号，
故在此不再作出具体叙述。
[0021] 显然，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
而
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上述说明
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
穷举。而这些属于本实用新型的实质精神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属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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