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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车辆的紧急转向信号系统，该紧急转向

信号系统具有刹车灯；并且具有左转向信号及控

制装置和右转向信号及控制装置；并且具有常规

危险闪光灯控制系统，该常规危险闪光灯控制系

统能够操作以切断转向信号控制并引起转向信

号灯闪亮和闪灭；并且具有左后紧急转向信号灯

和右后紧急转向信号灯，以及紧急转向信号开

关，该紧急转向信号开关独立于危险闪光装置而

被连接至电源；并且具有右接线和左接线，该右

接线和左接线被连接至紧急转向信号开关，并被

连接至各自的右紧急转向信号灯和左紧急转向

信号灯，使得在常规危险闪光灯控制系统被已激

活后，紧急转向能够被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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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车辆的危险转向灯系统，该危险转向灯系统用于指示紧急转向，具有停止灯和

转向信号灯，并且具有常规危险闪光灯控制系统，该常规危险闪光灯控制系统能够操作以

切断车辆转向信号控制，并且引起在车辆两侧上的至少转向信号灯闪亮和闪灭，其特征在

于：

电源，该电源独立于所述危险闪光灯控制系统；

紧急转向信号开关控制装置，该紧急转向信号开关控制装置能够被驾驶员容易接近，

并独立于所述常规危险闪光灯控制系统而被连接至所述电源，当驾驶员还在驾驶车辆时，

该常规危险闪光灯控制系统能够独立于常规危险闪光系统而由驾驶员操作；

紧急转向信号灯闪光单元，该紧急转向信号灯闪光单元被连接至所述紧急转向信号开

关控制装置，当控制装置被驾驶员激活时，该紧急转向信号灯闪光单元能够操作以发送闪

光信号；

右后紧急转向信号灯和左后紧急转向信号灯，该右后紧急转向信号灯和左后紧急转向

信号灯位于车辆各自的右侧和左侧上，被紧急转向信号开关控制装置选择性地激活；

紧急转向信号开关控制装置能够选择性地操作以选择性地激活所述紧急转向信号灯

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右接线和左接线，该右接线和左接线被连接至所述紧急转向信号开关控制装置，并被

连接至各自的右紧急转向信号灯和左紧急转向信号灯，以从紧急转向信号开关控制装置发

送紧急转向信号至所述紧急转向信号灯中的所选择的一个；

右指示灯和左指示灯，该右指示灯和左指示灯被安装在驾驶车厢中并被连接至所述紧

急转向信号开关控制装置，并且当驾驶员已经选择并操作其他右开关按钮或左开关按钮中

的一个时，该右指示灯和左指示灯被选择性地操作以指示驾驶员紧急转向信号中所选择的

一个的操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车辆的危险转向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转向信号开

关控制装置被安装在邻近于车辆的驾驶杆，且当车辆仍在被驾驶时便于驾驶员接近以操

作。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车辆的危险转向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转向信号开

关控制装置包括紧急开关控制台，以及各自的右开关按钮和左开关按钮，该右开关按钮和

左开关按钮被连接至各自的右接线和左接线，并能够由驾驶员操作以在紧急情况下指示右

转向还是左转向。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车辆的危险转向灯系统，其特征在于，紧急闪光线路，该紧

急闪光线路被连接至所述紧急转向信号开关控制装置，并且当驾驶员选择在紧急开关控制

台上的按钮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时，该紧急闪光线路能够独立于所述常规危险闪光灯控制系

统而被操作。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车辆的危险转向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辆中的单个中

后停止灯组件，以及其中所述右后紧急转向信号灯和左后紧急转向信号灯被包含在所述单

个中后停止灯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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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转向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车辆危险警示灯，特别涉及紧急转向信号灯，即使车辆常规危险灯已

被激活，该紧急转向信号灯给出即将紧急转弯或者车道变换的警示。

背景技术

[0002] 过去的一段时间，车辆已经装备了常规危险警示灯。这些常规危险灯由仪表板控

制开关操作。

[0003] 在大多数情况下，开关的操作将引起常规转向信号同时闪光。危险灯由危险闪光

灯开关系统控制。该危险闪光装置和危险闪光灯开关独立于转向信号的普通开关，并且超

控转向信号的普通开关。

[0004] 通常，危险灯在车辆停下之后被驾驶员激活。当危险灯被激活时，灯闪亮并闪灭。

当在高速路上行驶时，如果车辆(或者驾驶员)出现危险，该车辆可减速，或者突然转弯，或

者甚至在行驶车道中停下。无论常规危险灯有没有被激活，这将引起突发事件，并且车辆将

会堵塞交通车道。这造成了危险的处境。仅仅使常规危险灯闪光将不会让车辆和驾驶员的

处境或者车辆周围的交通的处境面临更少危险。

[0005] 优选地，处于困境中的车辆(或者驾驶员)应该从交通中移出至道路旁，从而使行

驶车道通畅。当驾驶员可能难以控制车辆或者驾驶员可能变得恐慌或者分不清方向时，如

果这个车辆是完全能够控制的，这个行动在拥挤的交通中会很困难，尤其考虑到在危险情

况出现后必须这样做。驾驶员可能觉得越过车道或者试图离开道路会造成自身的危险。他

不能发出这样的车道变换信号，因为一旦常规危险闪光装置被激活，普通转向信号将失灵。

[0006] 然而，处于困境的车辆可能没有选择，而要为了车辆本身的安全以及乘客的安全

进行这样的车道变换以从交通中出来，而且这可能是突然的、没有计划的移动。

[0007] 在常规危险灯被激活后，将不可能用常规转向信号指示这样的车道变换。因为危

险系统使两个转向信号灯同时闪光，所以危险警告闪光装置超控转向信号控制。

[0008] 因而在驾驶的时候，处于困境中的车辆的驾驶员以及首先激活常规危险灯的驾驶

员被阻止使用转向信号来指示转向或者车道变换，因为危险灯的激活切断了转向信号控

制。

[0009] 清楚的是，需要为驾驶员提供选择，该选择是能够首先用常规方法激活常规危险

灯，然后操作紧急转向信号或者危险转向灯，以指示转向或者车道变换，尽管已经操作了常

规危险灯闪光装置。多年来，大多数车辆都装备了第三后刹车灯，该第三后刹车灯通常正中

地安装在车辆的后部，并且通常位于比侧刹车灯和转向信号灯较高的位置。

发明内容

[0010]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本发明包括用于车辆的紧急转向信号系统或危险转向灯。该

紧急转向信号系统或危险转向灯具有带有中后停止灯的刹车灯，以及常见的转向信号；并

且具有常规危险闪光灯控制系统，该常规危险闪光灯控制系统能够操作以切断转向信号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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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并引起常规转向信号灯在车辆两侧闪亮和闪灭；以及具有带有电源的紧急转向信号开

关，以及右接线和左接线，该右接线和左接线被连接至该紧急灯转向信号开关，并且右紧急

灯组件和左紧急灯组件邻近于中后停止灯，该中后停止灯从紧急转向信号开关被连接至各

自的右接线和左接线；并具有在车辆的驾驶车厢中的紧急转向信号右指示灯和紧急转向信

号左指示灯，该紧急转向信号右指示灯和紧急转向信号左指示灯从紧急转向信号开关连接

至右接线和左接线，并能够操作以给驾驶员提供指示，指示他已经激活了紧急转向信号灯

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0011] 优选地紧急转向信号开关被安装邻近于驾驶员控制装置，比如在车辆的驾驶杆

上，或者在仪表盘上，对驾驶员容易接近。

[0012] 优选地紧急转向信号开关由带有右开关按钮和左开关按钮的开关控制台组成，该

开关控制台被连接至各自的右接线和左接线。

[0013] 优选地紧急转向信号系统将有它自己的闪光控制装置，该闪光控制装置与常规危

险闪光装置分离，使得紧急转向信号中所选择的一个或另一个将使紧急转向信号灯闪光。

[0014] 描绘本发明特征的各种新颖性特征在权利要求中被更特别地指出，该权利要求附

设于并构成本公开内容的部分。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它的操作优点和通过使用它实现

的具体目标，应该参照附图和描述性内容。在附图和描述性的内容中表明和描述了本发明

的优选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原理电路图，该原理电路图展示了用于左后车灯和右后车灯的常见接线，以

及中后刹车灯，并且展示了左紧急转向信号灯组件和右紧急转向信号灯组件，以及用于紧

急转向信号灯、左开关按钮和右开关按钮的分开的左接线和右接线，以控制这样的紧急转

向信号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从图1中可以看到典型的车辆，在它的后部装备了常见的右后侧刹车灯组件10a和

左后侧刹车灯组件10b以及转向信号灯12a和12b。通常车辆将具有中上后停止灯14。

[0017] 这样的常规灯全部都被接线至它们各自常见的车辆开关系统(未示出)，车辆开关

系统的细节可因车辆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大多数车辆中，常规左转向信号后灯和常规右转

向信号后灯也被接线至常规危险闪光线路16。常规危险闪光线路16通常通过车辆的仪表板

上的手动控制按钮来控制。这个按钮是常规的并且没有示出。刹车灯10a和10b被连接至刹

车踏板(未示出)，以及转向信号灯12a和12b以常见的方式被连接至常规转向信号控制18，

该常规转向信号控制不要求描述。依赖于车辆的制造和设计，它们可受常规危险闪光装置

的超控。

[0018] 一旦常规危险闪光装置被激活，它操作至少常规转向信号灯连续地开启或者熄

灭，直至关闭。常规危险闪光装置超控用于一些标准车辆灯的普通开关。特别地，普通车辆

后转向信号被超控，并且不再响应常规车辆转向信号开关的操作。

[0019] 本发明提供紧急转向信号系统，该紧急转向信号系统由紧急转向信号开关组件20

组成，为了驾驶员的方便，该紧急转向信号开关组件20安装在驾驶车厢中，例如在驾驶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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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这个实施例中用举例的方式展示了，紧急转向信号开关组件20安装在方向盘的辐条

上。组件20具有左开关按钮22和右开关按钮24。通过内部线路(未示出)向组件供电，该内部

电路独立于常规危险闪光线路16。

[0020] 右接线30和左接线32从紧急转向信号组件20引出至中后安装的刹车灯单元14的

任意一侧。接线被连接至合适的右转向信号灯组件34和左转向信号灯组件36。这些组件具

有合适的透镜(如箭头(未示出))，使得当一个组件被激活时，透镜信号将使后方的车辆警

觉处于困境中的车辆的意图。

[0021] 该系统还提供右指示灯38和左指示灯40，该右指示灯38和左指示灯40在驾驶车厢

内对驾驶员可见。这些指示灯被接线至组件20。

[0022] 组件20将必然被连接至电源，独立于常规危险闪光装置16。当各自的紧急转向信

号开关被激活，指示灯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将闪光。

[0023] 这将给予驾驶员指示该紧急转向信号系统正在工作。

[0024] 在很多情况下，接线能够在车辆制造的过程中被安装。

[0025] 然而，本发明还适用于由经销商来安装在新的或者现有的车辆中，作为售后服务

的部分。紧急转向信号组件能够通过任何合适的夹钳(未示出)被附接至驾驶杆上，或者仪

表盘上。

[0026] 在一些情况下，紧急转向信号灯泡和插座能够被加在中部刹车灯组件14中，但是

优选地将作为分开的组件被加在车辆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加在中部刹车灯旁边，在右手

侧和左手侧。右接线30和左接线32能够在车辆乘客车厢中运行，将右开关按钮和左开关按

钮连接至它们各自的右紧急转向信号灯组件和左紧急转向信号灯组件，以及连接至驾驶车

厢中的指示灯。

[0027] 紧急转向信号组件的电源供应能够独立于常规危险闪光线路16而被连接以接入

电源。

[0028] 在使用中，假设出现危险(如爆胎)，例如驾驶员将通常会激活常规危险闪光装置

并减速。

[0029] 驾驶员，假设他还充分地控制车辆，将会按下紧急转向信号按钮22或24的其中一

个，以指示车道变换。通常，除了在左座驾驶的国家，车道变换将向右，使得驾驶员最后能够

离开高速路到道路旁。可能存在一些情况，其中驾驶员想要退出到左边，希望在高速路的左

侧找到空间。

[0030] 一旦所选择的紧急转向信号按钮被按下，各自的紧急转向信号灯36或34将会连续

地闪亮或闪灭(通常在中后刹车灯旁边)，以指示转向或者车道变换。

[0031] 它也将激活内部指示灯中的各自的一个。这将给驾驶员指示紧急转向信号系统正

在工作。

[0032] 前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描述，在这里仅用举例的方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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