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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包

括二个LED警示灯、警示灯支架、钩挂锁紧装置、

控制盒、太阳能板、锂电池、充电板、控制板、语音

播报装置、距离感应模块及警示牌，二个LED警示

灯分设在警示灯支架的左右两侧，钩挂锁紧装置

设置在警示灯支架的中部，控制盒固定在警示灯

支架的后侧，警示牌固定在警示灯支架的前侧，

太阳能板安装在控制盒的顶部，锂电池、充电板、

控制板、语音播报装置和距离感应模块均设置在

控制盒内，控制盒上对应语音播报装置的部位设

有出声孔。本实用新型太阳能声光警报器无需外

接电源供电，具有结构简便、安装容易、警示功能

丰富、警示效果好以及使用安全可靠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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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二个LED警示灯、警示灯支架、钩挂锁紧装

置、控制盒、太阳能板、锂电池、充电板、控制板、语音播报装置、距离感应模块及警示牌，所

述二个LED警示灯分设在所述警示灯支架的左右两侧，所述钩挂锁紧装置设置在所述警示

灯支架的中部，所述控制盒固定在所述警示灯支架的后侧，所述警示牌固定在所述警示灯

支架的前侧，所述太阳能板安装在所述控制盒的顶部，所述锂电池、充电板、控制板、语音播

报装置和距离感应模块均设置在所述控制盒内，所述控制盒上对应所述语音播报装置的部

位设有出声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警示灯支架包括沿

前后方向平行设置的三根横档、与三根横档的左右两侧分别相连的左支板和右支板、与三

根横档的中部相连的中间支板，所述二个LED警示灯分别安装在所述左支板和右支板上，所

述钩挂锁紧装置安装在所述中间支板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支板与所述左

支板之间形成有由所述三根横档隔出的前后两个第一漏孔，所述中间支板与所述右支板之

间形成有由所述三根横档隔出的前后两个第二漏孔。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钩挂锁紧装置

包括挂钩、锁紧块、锁紧块支杆和锁紧块弹簧，所述挂钩包括支撑部、设于支撑部上端前侧

的卡钩部和设于支撑部下端的连接部，所述连接部固定在所述中间支板上，所述锁紧块支

杆的上端连接所述锁紧块，所述锁紧块支杆的下端活动贯穿于所述连接部和所述中间支

板，所述连接部和所述中间支板上分别开设有供所述锁紧块支杆的下端活动贯穿的穿孔，

所述锁紧块位于与所述卡钩部的下方且与所述卡钩部之间形成夹线槽，所述锁紧块弹簧外

套于所述锁紧块支杆，所述锁紧块弹簧的下端伸入所述连接部的穿孔内并与所述中间支板

抵顶配合，所述锁紧块弹簧的上端与所述锁紧块抵顶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支板的下端设

有与所述中间支板上的穿孔纵向贯通的限位套，所述锁紧块支杆的下端穿出所述限位套，

且所述锁紧块支杆的下端穿出部设有与所述限位套的底端止挡配合的止挡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盒的顶

部设有向上敞口的凹腔，所述太阳能板嵌装在所述凹腔内且由一透明盖板遮住，所述透明

盖板的四周与所述凹腔的敞口部密封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盒的盒

体底部开口且配设有与该开口通过螺丝固定连接的底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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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警示装置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高压线上的太阳能声光警报

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为了让路过高压线附近的人知道高压线所在的方位、限高等，通常会

在高压线上安装一警报装置来警示路人，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0003] 目前市场上的警报装置大多存在以下缺陷：1)功能单一，通常只有发光提醒功能，

警示效果不佳；2)需要外接电源供电，结构复杂，安装繁琐；3)警报器支架设计不合理，雨雪

天气特别容易积水或积雪，从而造成整个装置的重量增加，进而加剧高压线的承重负担，轻

者影响高压线的稳定性，重者则有可能压折高压线。有鉴于此，亟待相关从业人员做出改

良。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提供一种无需外接电源且警示

功能丰富、警示效果好以及在雨雪天气不易积水或积雪的太阳能声光警报器，从而提高使

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包括二个LED警示灯、警示灯支架、钩挂锁紧装置、控制

盒、太阳能板、锂电池、充电板、控制板、语音播报装置、距离感应模块及警示牌，所述二个

LED警示灯分设在所述警示灯支架的左右两侧，所述钩挂锁紧装置设置在所述警示灯支架

的中部，所述控制盒固定在所述警示灯支架的后侧，所述警示牌固定在所述警示灯支架的

前侧，所述太阳能板安装在所述控制盒的顶部，所述锂电池、充电板、控制板、语音播报装置

和距离感应模块均设置在所述控制盒内，所述控制盒上对应所述语音播报装置的部位设有

出声孔。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警示灯支架包括沿前后方向平行设置的三根横档、与三根横档的

左右两侧分别相连的左支板和右支板、与三根横档的中部相连的中间支板，所述二个LED警

示灯分别安装在所述左支板和右支板上，所述钩挂锁紧装置安装在所述中间支板上。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中间支板与所述左支板之间形成有由所述三根横档隔出的前后两

个第一漏孔，所述中间支板与所述右支板之间形成有由所述三根横档隔出的前后两个第二

漏孔。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钩挂锁紧装置包括挂钩、锁紧块、锁紧块支杆和锁紧块弹簧，所述

挂钩包括支撑部、设于支撑部上端前侧的卡钩部和设于支撑部下端的连接部，所述连接部

固定在所述中间支板上，所述锁紧块支杆的上端连接所述锁紧块，所述锁紧块支杆的下端

活动贯穿于所述连接部和所述中间支板，所述连接部和所述中间支板上分别开设有供所述

锁紧块支杆的下端活动贯穿的穿孔，所述锁紧块位于与所述卡钩部的下方且与所述卡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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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形成夹线槽，所述锁紧块弹簧外套于所述锁紧块支杆，所述锁紧块弹簧的下端伸入所

述连接部的穿孔内并与所述中间支板抵顶配合，所述锁紧块弹簧的上端与所述锁紧块抵顶

配合。

[0010] 进一步的，所述中间支板的下端设有与所述中间支板上的穿孔纵向贯通的限位

套，所述锁紧块支杆的下端穿出所述限位套，且所述锁紧块支杆的下端穿出部设有与所述

限位套的底端止挡配合的止挡块。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盒的顶部设有向上敞口的凹腔，所述太阳能板嵌装在所述凹

腔内且由一透明盖板遮住，所述透明盖板的四周与所述凹腔的敞口部密封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盒的盒体底部开口且配设有与该开口通过螺丝固定连接的底

盖。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首先，本实用新型兼具LED发光报警、语音播报提醒以及警示牌警示三种警示功

能，因此功能丰富、警示效果好。

[0015] 其次，本实用新型能够实现太阳能集能并自给供电，无需外接电源，从而简化产品

结构及安装程序，方便使用。

[0016] 再者，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重心平稳，当其钩挂锁紧在高压线上时，不易出

现倾斜现象，籍此使得警示牌能够正面面向路人，避免了路人因看不清楚警示牌内容而存

在的安全隐患。

[0017] 最后，本实用新型于警示灯支架上设计有多处漏孔，从而使得雨雪天气中，雨雪不

易在警示灯支架上造成大量积压现象，继而降低了对高压线的承重影响。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的前视立体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的后视立体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的分解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警示灯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控制盒的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给出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一种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包括二个LED警

示灯1a和1b、警示灯支架2、钩挂锁紧装置3、控制盒4、太阳能板5、锂电池6、充电板7、控制板

8、语音播报装置9、距离感应模块10及警示牌11，二个LED警示灯1a和1b分设在警示灯支架2

的左右两侧，钩挂锁紧装置3设置在警示灯支架2的中部，控制盒4固定在警示灯支架2的后

侧，警示牌11固定在警示灯支架2的前侧，太阳能板5安装在控制盒4的顶部，锂电池6、充电

板7、控制板8、语音播报装置9和距离感应模块10均设置在控制盒4内，控制盒4上对应语音

播报装置9的部位设有出声孔40。

[0025] 如上所述，其中：太阳能板5用于接收太阳能，充电板7用于将太阳能板5接收的太

阳能转化为电能为锂电池6充电，锂电池6则为各电子器件提供工作电源；距离感应模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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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移动物体的距离进行检测，当检测到移动物体到达太阳能声光警报器的设定距离位

置时，则通过控制板8控制语音播报装置9向外发出设定的语音，以实现发声提醒功能；二个

LED警示灯1a和1b则通过控制板8控制在夜间处于全程闪灯状态，以实现夜间LED闪光提醒

功能；警示牌11上则印制有警示标语，以实现文字提醒功能。

[0026] 本实用新型中，警示灯支架2包括沿前后方向平行设置的三根横档21、与三根横档

21的左右两侧分别相连的左支板22和右支板23、与三根横档21的中部相连的中间支板24，

二个LED警示灯1a和1b分别安装在左支板22和右支板23上，钩挂锁紧装置3安装在中间支板

24上。

[0027] 并且，中间支板24与左支板22之间形成有由三根横档21隔出的前后两个第一漏孔

25，中间支板24与右支板23之间形成有由三根横档21隔出的前后两个第二漏孔26。雨雪天

气中，雨雪能够从第一漏孔25和第二漏孔26掉落，进而不易在警示灯支架上造成积压现象。

[0028] 本实用新型中，钩挂锁紧装置3包括挂钩31、锁紧块32、锁紧块支杆33和锁紧块弹

簧34，挂钩31包括支撑部311、设于支撑部311上端前侧的卡钩部312和设于支撑部311下端

的连接部313，连接部313固定在中间支板24上，锁紧块支杆33的上端连接锁紧块32，锁紧块

支杆33的下端活动贯穿于连接部313和中间支板24，连接部313和中间支板24上分别开设有

供锁紧块支杆33的下端活动贯穿的穿孔3131、241，锁紧块32位于与卡钩部312的下方且与

卡钩部312之间形成夹线槽，锁紧块弹簧34外套于锁紧块支杆33，锁紧块弹簧34的下端伸入

连接部313的穿孔3131内并与中间支板24抵顶配合，锁紧块弹簧34的上端与锁紧块32抵顶

配合。太阳能声光警报器安装时，只需下压锁紧块32，让锁紧块32与卡钩部312之间形成的

夹线槽打开并钩挂锁紧在目标高压线缆上即可，十分方便。

[0029] 本实用新型中，中间支板24的下端设有与中间支板24上的穿孔241纵向贯通的限

位套242，锁紧块支杆33的下端穿出限位套242，且锁紧块支杆33的下端穿出部设有与限位

套242的底端止挡配合的止挡块331，以此阻止锁紧块支杆33向上脱出于中间支板24。

[0030] 本实用新型中，控制盒4的顶部设有向上敞口的凹腔41，太阳能板5嵌装在凹腔41

内且由一透明盖板12遮住，透明盖板12的四周与凹腔41的敞口部密封连接，以防止外部灰

尘和雨水等进入到太阳能板而影响太阳能板的使用性能或造成太阳能板的损坏。

[0031] 本实用新型中，为方便控制盒4内电子器件的安装或拆卸维护，控制盒4的盒体4a

底部开口且配设有与该开口通过螺丝固定连接的底盖4b。

[0032] 以上所述者，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实用新型实

施的范围，即大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及实用新型说明内容所作的简单的等效变化

与修饰，皆仍属本实用新型专利涵盖的范围内。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3987725 U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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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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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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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0

CN 213987725 U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