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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

包括底座、竖杆、横臂、光伏发电板、发电机、风

机、雷达、显示器、交通灯模块、感光球、微控制

器、电动马达、以及蓄电池。竖杆竖直设置，且竖

杆的底部固定于底座的顶部，横臂水平设置，横

臂的左端固定于竖杆的上端，交通灯模块固定于

横臂的右端，光伏发电板倾斜设置。通过在交通

灯上设置的风机、光伏发电板可以实现风力以及

太阳光的发电，通过在光伏发电板下面还设置有

电动马达，通过感光球可以检测到太阳光的照射

方向，微处理器根据检测到的这个太阳光照射的

方向可以控制电动马达的启动，进而控制光伏发

电板的朝向的转动，使其对准太阳的照射方向，

进而达到最好的发电效果，提高资源的使用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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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1)、竖杆(12)、横臂(13)、光伏发电

板(21)、发电机(32)、风机(31)、雷达(44)、显示器(41)、交通灯模块(43)、感光球(25)、微控

制器(24)、电动马达(23)、以及蓄电池(34)；

所述竖杆(12)竖直设置，且所述竖杆(12)的底部固定于所述底座(11)的顶部，所述横

臂(13)水平设置，所述横臂(13)的左端固定于所述竖杆(12)的上端，所述交通灯模块(43)

固定于所述横臂(13)的右端，所述光伏发电板(21)倾斜设置，所述光伏发电板(21)的底部

固定有支架，所述支架的底部连接有圆盘(22)，所述圆盘(22)的底部与所述电动马达(23)

的动力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感光球(25)固定于所述横臂(13)的上表面，所述微控制器

(24)固定于所述电动马达(23)的侧壁上，所述微控制器(24)分别与所述电动马达(23)以及

所述感光球(25)电性连接；

所述发电机(32)固定于所述底座(11)的内部，且所述发电机(32)的转动轴(33)从所述

竖杆(12)的内部一直延伸至所述竖杆(12)的顶部，所述风机(31)通过支架固定于所述竖杆

(12)的顶部，所述风机(31)的转轴与所述发电机(32)的转动轴(33)啮合；

所述显示器(41)固定于所述竖杆(12)的前端面，所述雷达(44)固定于所述交通灯模块

(43)的右侧壁；

所述蓄电池(34)固定于底座(11)的内部，所述蓄电池(34)与所述发电机(32)电性连

接；

所述蓄电池(34)还分别与所述光伏发电板(21)、所述雷达(44)、所述显示器(41)、所述

交通灯模块(43)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配重块(35)；

所述配重块(35)均固定于所述底座(11)的内底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加强杆(14)；

所述加强杆(14)倾斜设置，且所述加强杆(14)的两端分别与所述竖杆(12)的侧壁以及

所述横臂(13)的底部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雨水传感器(42)；

所述雨水传感器(42)固定于所述横臂(13)的上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稳流器；

所述稳流器固定于所述底座(11)的内部，且所述稳流器串接于所述蓄电池(34)与所述

光伏发电板(21)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监控摄像头(45)；

所述监控摄像头(45)固定于所述交通灯模块(43)的底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多个补光灯(46)；

多个所述补光灯(46)均固定于所述交通灯模块(43)的底部，且多个所述补光灯(4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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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位于所述监控摄像头(45)的左右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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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交通管理装置领域，更具体的，涉及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中水平快速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私家

车。随着私家车的增多，路面上交通压力也日益加重。交通灯是用来指挥路口车辆行驶的重

要交通工具，它可以控制路口汽车的通过，保障路面的顺畅。目前国内路面上安装的交通信

号灯系统，一共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信号控制机，另一部分是信号灯盘。但信号机控制机

需要220V电压接入，再由信号控制机220伏传输到各个信号灯盘或电子抓拍设备或摄像头。

信号控制机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设备需要布线和埋地线，耗线材。时间一久220V电压

还具有漏电和触电情况。后来虽然出现了一些可以依靠低压电源供电的交通信号灯系统，

并且这些系统为了节能也会加入光伏发电技术来进行辅助，但是这些设备的可靠性不高，

并且由于光伏发电板的位置朝向固定，其发电效果受限。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出一种智能太

阳能交通灯，本智能交通灯采用光伏发电板板和蓄电池方式，不需要预埋地线。并且光伏发

电板的朝向可以随着太阳的照射，提高发电效率。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包括底座、竖杆、横臂、光伏发电板、发

电机、风机、雷达、显示器、交通灯模块、感光球、微控制器、电动马达、以及蓄电池。所述竖杆

竖直设置，且所述竖杆的底部固定于所述底座的顶部，所述横臂水平设置，所述横臂的左端

固定于所述竖杆的上端，所述交通灯模块固定于所述横臂的右端，所述光伏发电板倾斜设

置，所述光伏发电板的底部固定有支架，所述支架的底部连接有圆盘，所述圆盘的底部与所

述电动马达的动力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感光球固定于所述横臂的上表面，所述微控制器

固定于所述电动马达的侧壁上，所述微控制器分别与所述电动马达以及所述感光球电性连

接。所述发电机固定于所述底座的内部，且所述发电机的转动轴从所述竖杆的内部一直延

伸至所述竖杆的顶部，所述风机通过支架固定于所述竖杆的顶部，所述风机的的转轴与所

述发电机的转动轴啮合。所述显示器固定于所述竖杆的前端面，所述雷达固定于所述交通

灯模块的右侧壁。所述蓄电池固定于底座的内部，所述蓄电池与所述发电机电性连接。所述

蓄电池还分别与所述光伏发电板、所述雷达、所述显示器、所述交通灯模块电性连接。

[0006]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地技术方案中，所述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配重块。所述配

重块均固定于所述底座的内底壁。

[0007]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地技术方案中，所述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加强杆。所述加

强杆倾斜设置，且所述加强杆的两端分别与所述竖杆的侧壁以及所述横臂的底部固定连

接。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209691104 U

4



[0008]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地技术方案中，所述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雨水传感器。所

述雨水传感器固定于所述横臂的上表面。

[0009]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地技术方案中，所述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稳流器。所述稳

流器固定于所述底座的内部，且所述稳流器串接于所述蓄电池与所述光伏发电板之间。

[0010]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地技术方案中，所述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监控摄像头。所

述监控摄像头固定于所述交通灯模块的底部。

[0011]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地技术方案中，所述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多个补光灯。多

个所述补光灯均固定于所述交通灯模块的底部，且多个所述补光灯分别位于所述监控摄像

头的左右两侧。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通过在交通灯上设置的风机、光伏发

电板可以实现风力以及太阳光的发电，通过在光伏发电板下面还设置有电动马达，通过感

光球可以检测到太阳光的照射方向，微处理器根据检测到的这个太阳光照射的方向可以控

制电动马达的启动，进而控制光伏发电板的朝向的转动，使其对准太阳的照射方向，进而达

到最好的发电效果，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智能太阳能交通灯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智能太阳能交通灯的圆盘俯视结构示意

图。

[0016] 图中：

[0017] 11、底座、12、竖杆。13、横臂、14、加强杆，21、光伏发电板，22、圆盘，23、电动马达、

24、微控制器，25、感光球，31、风机，32、发电机，33、转动轴，34、蓄电池，35、配重块，41、显示

器，42、雨水传感器，43、交通灯模块，44、雷达，45、监控摄像头，46、补光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19] 如图1、图2所示，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智能太阳能交通灯，包括底座11、竖杆12、横

臂13、光伏发电板21、发电机32、风机31、雷达44、显示器41、交通灯模块43、感光球25、微控

制器24、电动马达23、以及蓄电池34。竖杆12竖直设置，且竖杆12的底部固定于底座11的顶

部，横臂13水平设置，横臂13的左端固定于竖杆12的上端，交通灯模块43固定于横臂13的右

端，光伏发电板21倾斜设置，光伏发电板21的底部固定有支架，支架的底部连接有圆盘22，

圆盘22的底部与电动马达23的动力输出轴固定连接，感光球25固定于横臂13的上表面，微

控制器24固定于电动马达23的侧壁上，微控制器24分别与电动马达23以及感光球25电性连

接。发电机32固定于底座11的内部，且发电机32的转动轴33从竖杆12的内部一直延伸至竖

杆12的顶部，风机31通过支架固定于竖杆12的顶部，风机31的的转轴与发电机32的转动轴

33啮合。显示器41固定于竖杆12的前端面，雷达44固定于交通灯模块43的右侧壁。蓄电池34

固定于底座11的内部，蓄电池34与发电机32电性连接。蓄电池34还分别与光伏发电板21、雷

达44、显示器41、交通灯模块43电性连接。当交通灯安装在路面上开始使用时，蓄电池3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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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供应到交通灯模块43，而此处所设置的交通灯模块43与行业中所使用的常规型号一

致，故不对交通灯模块43作进一步的描述。在蓄电池34不断地消耗电量供应交通灯的过程

中，也需要对蓄电池34进行充电才能满足整个交通灯正常地运转。这时设置的风机31以及

光伏发电板21就会发挥作用了。在日常环境下环境中风吹过，风力达到一定的强度就会吹

动风机31转动，风机31转动起来就会带动与其相啮合的发电机32的转动轴33转动。发电机

32转轴转动起来就会发生电磁感应产生电流，并且将产生的这些电流输送到蓄电池34中储

存起来。另外当太阳光照射到光伏发电板21上，光伏发电板21上就会产生光伏效应，进而产

生电流。同时太阳从早上升起来到日落，其位置是不断地发生变化的，落到光伏发电板21上

的太阳光的照射角度也不一样，如果不适时改变光伏发电板21的位置朝向，发电效率将会

大大下降。此时感光球25就会发挥作用，感光球25是由多个光感应器组成的一个弧形面的

多角度感光球25，因此其能够检测到来个多个方向的光照情况。由此可得，当太阳从日出位

置移动日落过程中，太阳照射到感光球25上的各个方向上感光球25都能够实时监测到。并

且感光球25还会将太阳光照射过来的方向一电信号的形式传送到微控制器24中，本实施例

中微控制器24所采用的型号为STM32系列微控制器24，该系列的控制器具有较强的数据运

算能力，可以将感光球25传送过来的光照方向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再根据光照方向来控制

电动马达23。电动马达23转动后，就会带动圆盘22以及圆盘22上的光伏发电板21转动，调节

光伏发电板21朝向太阳光正对的位置，使其达到最好的发电效果。同时由于微控制器24调

节电动马达23的方式为行业内常见的控制方式，因此本实施例不对这部分作详细的描述。

本实施例中采用的显示器41为市面上常用的LED显示器41，显示器41可以显示交警部门的

一些交通信息等。而雷达44可以检测通过当前道路的车流量，通过该设备可以帮助交警部

门管理协调交通状况，本实施例中的雷达44配置为iDS-TDI300-A，可以实时监测到通过道

路的车辆的流量以及速度，方便交警部门进行信息管理和搜集。另外本实施例所述提供的

交通灯还可以设置通讯模块，通讯模块可以采用wifi网络通讯模块、GSM等2G稳定通讯模块

或是工业传输频段，交通灯通过通讯模块可以发射和接受信息，将同一个路口不同方向上

的多个交通灯联通起来，同一个路口上各个交通灯的工作状态，亮灯信息等多通过通讯模

块互联，也可以通过预先设置好的工作逻辑，使得同一路口上的各个交通灯可以协同工作，

提高产品的智能化程度。本实施例所提供的交通灯具有多种功能，可以满足道路交通管理

协调的多种功能。

[0020] 为了使得整个交通灯更加稳固，进一步的，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配重块35。配

重块35均固定于底座11的内底壁。配重由铅制成，重量较大，可以使得整个交通灯的重心降

低，使得交通灯更加稳固牢靠。

[0021] 为了使得横臂13更加稳固，进一步的，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加强杆14。加强杆

14倾斜设置，且加强杆14的两端分别与竖杆12的侧壁以及横臂13的底部固定连接。由于横

臂13上放置了众多设备，重量较大，此时设置的加强杆14可以为横臂13提供一定的承托力，

使得横臂13不易倒下。

[0022] 为了收集气象信息，进一步的，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雨水传感器42。雨水传感

器42固定于横臂13的上表面。本实施例中雨水传感器42采用的CG-04系列的雨水传感器42，

当天气不好开始下雨时，该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有雨水落下来，及时反馈。

[0023] 为了使得交通灯发出的电流更加稳定，进一步的，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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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稳流器固定于底座11的内部，且稳流器串接于蓄电池34与光伏发电板21之间。本实施例

中所采用的稳流器配置为LM317系列，可以稳定充入到蓄电池34内。

[0024] 为了协助管理部门监控路面情况，进一步的，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监控摄像

头45。监控摄像头45固定于交通灯模块43的底部。通过监控摄像头45可以通过视频信息监

控到道路状况。

[0025] 为了方便地观察路面情况，进一步地，智能太阳能交通灯还包括多个补光灯46。多

个补光灯46均固定于交通灯模块43的底部，且多个补光灯46分别位于监控摄像头45的左右

两侧。补光灯46配置为LED灯，在环境亮度较低时，可以将交通灯附近的区域照亮，提高监控

摄像头45的摄取的画面质量。

[0026]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优选实施例进行描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悉，在不脱离本实

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变或等效替换。本实

用新型不受此处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其他落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内的实施例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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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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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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