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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

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涉及车辆测速技术领域，

具体为太阳能板和蓄电，所述太阳能板内部的中

部设置有防护组件，且防护组件的底部安装有顶

板，所述顶板的外部设置有第一显示屏，且第一

显示屏外部的右端安装有第二显示屏，所述第一

显示屏外部的左端设置有第三显示屏。该一种基

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可

在对无封闭驾驶舱的车辆进行安装，即可通过拧

动紧固转轴可对两个定位板之间的距离进行调

整，便于使得整个速度屏幕与车辆组件进行紧

固，对与速度屏的安装可根据车辆种类需要进行

灵活调整，且整个速度屏中内设GPS定位系统，可

利用北斗定位对车辆的里程数和速度进行实时

显示。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6页

CN 113103963 A

2021.07.13

CN
 1
13
10
39
63
 A



1.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其特征在于，包括太阳能板(1)

和蓄电池(11)，所述太阳能板(1)内部的中部设置有防护组件(2)，且防护组件(2)的底部安

装有顶板(12)，所述顶板(12)的外部设置有第一显示屏(3)，且第一显示屏(3)外部的右端

安装有第二显示屏(4)，所述第一显示屏(3)外部的左端设置有第三显示屏(5)，所述第一显

示屏(3)、第二显示屏(4)和第三显示屏(5)的外部安装有清理组件(6)，且第一显示屏(3)、

第二显示屏(4)和第三显示屏(5)底部的外部设置有连接盘(7)，所述蓄电池(11)位于连接

盘(7)外部的上端，所述连接盘(7)的下端安装有调整组件(8)，且调整组件(8)后端的外部

设置有褶皱垫(18)，所述褶皱垫(18)的末端外部连接有连接柄(19)，所述褶皱垫(18)下端

外部设置有辅助组件(13)，且辅助组件(13)的末端外部安装有转接座(9)，所述调整组件

(8)的外部表面设置有散热条(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其特征在

于，所述转接座(9)外部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横板(14)，且横板(14)外部的一端安装有定位

板(15)，所述定位板(15)内部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紧固转轴(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其特征在

于，所述防护组件(2)包括气囊(201)、连接柱(202)、安装块(203)和微型气泵(204)，且气囊

(201)的底部设置有微型气泵(204)，所述微型气泵(204)的外部安装有连接柱(202)，且连

接柱(202)底部外部的两端均设置有安装块(20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其特征在

于，所述连接柱(202)的内部为中空状结构，且连接柱(202)内部与微型气泵(204)为固定连

接，并且连接柱(202)通过安装块(203)与顶板(12)构成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显示屏(3)、第二显示屏(4)和第三显示屏(5)之间呈三角形结构，且第一显示

屏(3)、第二显示屏(4)与第三显示屏(5)的外部与清理组件(6)之间为活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其特征在

于，所述清理组件(6)包括连接杆(601)、中框(602)、滑道(603)、滑块(604)和液压气杆

(605)，且连接杆(601)外部的一端设置有滑块(604)，所述滑块(604)的外部安装有滑道

(603)，且滑道(603)的外部设置有中框(602)，所述中框(602)内部的中部安装有液压气杆

(60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其特征在

于，所述液压气杆(605)与中框(602)内部的底部为焊接连接，且液压气杆(605)与滑块

(604)为固定连接，并且滑块(604)的外部与滑道(603)之间为活动连接，而且滑道(603)关

于中框(602)的中心呈环形分布。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其特征在

于，所述调整组件(8)包括连接轴(801)、电机(802)、固定板(803)、转轴(804)、限位槽(805)

和横杆(806)，且连接盘(7)与连接轴(801)之间为焊接连接，所述连接轴(801)的底部设置

有电机(802)，且电机(802)底部的外部安装有固定板(803)，所述固定板(803)底部的外部

设置有限位槽(805)，且限位槽(805)的内部贯穿有转轴(804)，所述转轴(804)与限位槽

(805)之间为活动连接，且转轴(804)外部的中部设置有横杆(806)，并且横杆(806)与转轴

(804)为一体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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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其特征在

于，所述辅助组件(13)包括衔接板(1301)、衔接块(1302)、微型气杆(1303)和衔接轴

(1304)，且衔接板(1301)内部的一端设置有衔接块(1302)，所述衔接块(1302)的内部安装

有衔接轴(1304)，且衔接轴(1304)外部的一端设置有衔接块(1302)，所述衔接块(1302)外

部的一端安装有微型气杆(1303)，且微型气杆(1303)的顶部与衔接轴(1304)紧密贴合，并

且衔接轴(1304)的外部与衔接块(1302)之间为活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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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车辆测速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

LED速度屏。

背景技术

[0002] 测速仪是用来测量车辆的行驶速度的仪器。常用的测速仪有雷达测速仪和利用北

斗定位对行车轨迹进行追踪测速处理，便于在行车过程中实时监测车辆行驶速度，减少安

全隐患。

[0003] 现有的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在使用过程中不便对线束进行收纳处理，

导致连接线容易出现打结的情况，以及显示屏在出现故障时无法再进行使用，不具有备用

屏幕，使用不够灵活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

速度屏，解决了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现有的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在使用过程中

不便对线束进行收纳处理，导致连接线容易出现打结的情况，以及显示屏在出现故障时无

法再进行使用，不具有备用屏幕，使用不够灵活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

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包括太阳能板和蓄电池，所述太阳能板内部的中部设置有防护组

件，且防护组件的底部安装有顶板，所述顶板的外部设置有第一显示屏，且第一显示屏外部

的右端安装有第二显示屏，所述第一显示屏外部的左端设置有第三显示屏，所述第一显示

屏、第二显示屏和第三显示屏的外部安装有清理组件，且第一显示屏、第二显示屏和第三显

示屏底部的外部设置有连接盘，所述蓄电池位于连接盘外部的上端，所述连接盘的下端安

装有调整组件，且调整组件后端的外部设置有褶皱垫，所述褶皱垫的末端外部连接有连接

柄，所述褶皱垫下端外部设置有辅助组件，且辅助组件的末端外部安装有转接座，所述调整

组件的外部表面设置有散热条。

[0006] 可选的，所述转接座外部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横板，且横板外部的一端安装有定

位板，所述定位板内部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紧固转轴。

[0007] 可选的，所述防护组件包括气囊、连接柱、安装块和微型气泵，且气囊的底部设置

有微型气泵，所述微型气泵的外部安装有连接柱，且连接柱底部外部的两端均设置有安装

块。

[0008] 可选的，所述连接柱的内部为中空状结构，且连接柱内部与微型气泵为固定连接，

并且连接柱通过安装块与顶板构成固定连接。

[0009] 可选的，所述第一显示屏、第二显示屏和第三显示屏之间呈三角形结构，且第一显

示屏、第二显示屏与第三显示屏的外部与清理组件之间为活动连接。

[0010] 可选的，所述清理组件包括连接杆、中框、滑道、滑块和液压气杆，且连接杆外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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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的外部安装有滑道，且滑道的外部设置有中框，所述中框内部的

中部安装有液压气杆。

[0011] 可选的，所述液压气杆与中框内部的底部为焊接连接，且液压气杆与滑块为固定

连接，并且滑块的外部与滑道之间为活动连接，而且滑道关于中框的中心呈环形分布。

[0012] 可选的，所述调整组件包括连接轴、电机、固定板、转轴、限位槽和横杆，且连接盘

与连接轴之间为焊接连接，所述连接轴的底部设置有电机，且电机底部的外部安装有固定

板，所述固定板底部的外部设置有限位槽，且限位槽的内部贯穿有转轴，所述转轴与限位槽

之间为活动连接，且转轴外部的中部设置有横杆，并且横杆与转轴为一体化结构。

[0013] 可选的，所述辅助组件包括衔接板、衔接块、微型气杆和衔接轴，且衔接板内部的

一端设置有衔接块，所述衔接块的内部安装有衔接轴，且衔接轴外部的一端设置有衔接块，

所述衔接块外部的一端安装有微型气杆，且微型气杆的顶部与衔接轴紧密贴合，并且衔接

轴的外部与衔接块之间为活动连接。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具备以下有益

效果：

[0015] 能够根据车辆种类需要进行便捷的安装固定，以及可在安装过程中对多余的连接

线进行收纳处理，同时具有多个显示屏可对车辆速度进行实时显示，可在主显示屏出现故

障时备用屏幕进行及时使用，在对速度屏的使用过程中可根据使用需要对角度进行灵活调

整，并且整个速度屏可通过太阳能进行能力供给，可在对一些无封闭驾驶舱的车辆进行安

装时，利用太阳能进行蓄电，为速度屏提供电能，并且可在外部环境恶劣时对太阳能板进行

保护。

[0016] 1 .该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可在对无封闭驾驶舱的

车辆进行安装，即可通过拧动紧固转轴可对两个定位板之间的距离进行调整，便于使得整

个速度屏幕与车辆组件进行紧固，对与速度屏的安装可根据车辆种类需要进行灵活调整，

且整个速度屏中内设GPS定位系统，可利用北斗定位对车辆的里程数和速度进行实时显示；

[0017] 2.该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通过防护组件的设计，能

够利用太阳能板的设计对蓄电池进行蓄电处理，为整个速度屏提供电能，保证整个速度屏

的正常工作，同时在速度屏长时间与阳光接触时可进行电能补充的同时起到一定的吸热效

果，并且可在室外对太阳能板进行使用出现较为恶劣的天气时，可利用微型气泵的设计向

气囊充入适量的气体，气囊会通过气体的进入膨胀覆盖遮挡在太阳能板的外部表面对其进

行保护；

[0018] 3.该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清理组件是一种软毛刷，

活动放置在三个显示屏的外部，且能够利用液压气杆的设计对整个清理组件进行上下位置

的移动，从而可同时三个显示屏的外部表面进行清理，并且利用滑道和滑块的设计能够在

清理组件上下移动过程中保持稳定，有效避免产生偏移的可能，而且连接杆在对清理组件

进行连接的同时，可从整个装置的内部对其进行支撑，避免产生变型；

[0019] 4.该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通过调整组件的设置，能

够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以及使用需要对整个装置的放置角度进行调整，便于在行车过程中

进行使用，以及可在其中一个显示屏出现故障时，可通过旋转对主视角度的显示屏进行调

整，并且可根据光照位置进行调整，使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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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5.该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通过辅助组件的设计，能

够在使用过程中利用微型气杆的作用带动整个与调整组件相连接的物品进行旋转，可自动

化进行，且可在对速度屏进行安装时对多余的连接线进行束线处理，避免在行车过程中出

现打结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第一显示屏、第二显示屏和第三显示屏与清理组件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第一显示屏、第二显示屏和第三显示屏俯视结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调整组件侧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中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防护组件内部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太阳能板；2、防护组件；201、气囊；202、连接柱；203、安装块；204、微型气

泵；3、第一显示屏；4、第二显示屏；5、第三显示屏；6、清理组件；601、连接杆；602、中框；603、

滑道；604、滑块；605、液压气杆；7、连接盘；8、调整组件；801、连接轴；802、电机；803、固定

板；804、转轴；805、限位槽；806、横杆；9、转接座；10、吸盘；11、蓄电池；12、顶板；13、辅助组

件；1301、衔接板；1302、衔接块；1303、微型气杆；1304、衔接轴；14、横板；15、定位板；16、紧

固转轴；17、散热条；18、褶皱垫；19、连接柄。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请参阅图1至图6，本发明提供技术方案：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

LED速度屏，包括太阳能板1和蓄电池11，太阳能板1内部的中部设置有防护组件2，且防护组

件2的底部安装有顶板12，顶板12的外部设置有第一显示屏3，且第一显示屏3外部的右端安

装有第二显示屏4，第一显示屏3外部的左端设置有第三显示屏5，第一显示屏3、第二显示屏

4和第三显示屏5的外部安装有清理组件6，且第一显示屏3、第二显示屏4和第三显示屏5底

部的外部设置有连接盘7，蓄电池11位于连接盘7外部的上端，连接盘7的下端安装有调整组

件8，且调整组件8后端的外部设置有褶皱垫18，褶皱垫18的末端外部连接有连接柄19，褶皱

垫18下端外部设置有辅助组件13，且辅助组件13的末端外部安装有转接座9，调整组件8的

外部表面设置有散热条17；

[0029] 具体操作如下，整个速度屏可通过太阳能板1进行能力供给，可在对一些无封闭驾

驶舱的车辆进行安装时，利用太阳能进行蓄电，即利用蓄电池11对进行蓄电处理，为速度屏

提供电能，且第一显示屏3、第二显示屏4和第三显示屏5的设计，能够在其中一个出现故障

时，剩下的可作为替代继续进行使用，且在对整个装置进行安装时，可利用褶皱垫18之间的

间隙把连接线放置缠绕在其中，然后通过按压与褶皱垫18相连接的连接柄19可使得褶皱垫

18之间的间隙收缩，从而可对连接线进行限位处理。

[0030] 如图1和图4所示，转接座9外部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横板14，且横板14外部的一端

安装有定位板15，定位板15内部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紧固转轴16；

[0031] 可在对无封闭驾驶舱的车辆进行安装，即可通过拧动紧固转轴16可对两个定位板

15之间的距离进行调整，便于使得整个速度屏幕与车辆组件进行紧固，对与速度屏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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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车辆种类需要进行灵活调整，且整个速度屏中内设GPS定位系统，可利用北斗定位对

车辆的里程数和速度进行实时显示。

[0032] 如图1所示，第一显示屏3、第二显示屏4和第三显示屏5之间呈三角形结构，且第一

显示屏3、第二显示屏4与第三显示屏5的外部与清理组件6之间为活动连接；

[0033] 三个显示屏的设计能够在其中一个出现故障时，其余可作为替代进行使用，不会

影响整个装置的正常使用。

[0034] 如图1、图3和图5所示，防护组件2包括气囊201、连接柱202、安装块203和微型气泵

204，且气囊201的底部设置有微型气泵204，微型气泵204的外部安装有连接柱202，且连接

柱202底部外部的两端均设置有安装块203，连接柱202的内部为中空状结构，且连接柱202

内部与微型气泵204为固定连接，并且连接柱202通过安装块203与顶板12构成固定连接；

[0035] 通过防护组件2的设计，能够利用太阳能板1的设计对蓄电池11进行蓄电处理，为

整个速度屏提供电能，保证整个速度屏的正常工作，同时在速度屏长时间与阳光接触时可

进行电能补充的同时起到一定的吸热效果，并且可在室外对太阳能板1进行使用出现较为

恶劣的天气时，可利用微型气泵204的设计向气囊201充入适量的气体，气囊201会通过气体

的进入膨胀覆盖遮挡在太阳能板1的外部表面对其进行保护，且整个连接柱202通过安装块

203和螺丝的作用与顶板12进行安装，便于后续使用者对其进行拆卸。

[0036] 如图1、图2和图5所示，清理组件6包括连接杆601、中框602、滑道603、滑块604和液

压气杆605，且连接杆601外部的一端设置有滑块604，滑块604的外部安装有滑道603，且滑

道603的外部设置有中框602，中框602内部的中部安装有液压气杆605，液压气杆605与中框

602内部的底部为焊接连接，且液压气杆605与滑块604为固定连接，并且滑块604的外部与

滑道603之间为活动连接，而且滑道603关于中框602的中心呈环形分布；

[0037] 清理组件6是一种软毛刷，活动放置在三个显示屏的外部，且能够利用液压气杆

605的设计对整个清理组件6进行上下位置的移动，从而可同时三个显示屏的外部表面进行

清理，并且利用滑道603和滑块604的设计能够在清理组件6上下移动过程中保持稳定，有效

避免产生偏移的可能，而且连接杆601在对清理组件6进行连接的同时，可从整个装置的内

部对其进行支撑，避免产生变型。

[0038] 如图1和图4所示，调整组件8包括连接轴801、电机802、固定板803、转轴804、限位

槽805和横杆806，且连接盘7与连接轴801之间为焊接连接，连接轴801的底部设置有电机

802，且电机802底部的外部安装有固定板803，固定板803底部的外部设置有限位槽805，且

限位槽805的内部贯穿有转轴804，转轴804与限位槽805之间为活动连接，且转轴804外部的

中部设置有横杆806，并且横杆806与转轴804为一体化结构；

[0039] 通过调整组件8的设置，能够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以及使用需要对整个装置的放

置角度进行调整，即通过转轴804、限位槽805和横杆806的相互作用可对整个调整组件8进

行灵活的角度调整，便于在行车过程中进行使用，以及可在其中一个显示屏出现故障时，可

通过旋转对主视角度的显示屏进行调整，即利用连接轴801和电机802的相互作用可对连接

盘7箱连接的组件进行旋转，从而可对显示屏的位置进行调整，并且可根据光照位置进行调

整，使用灵活。

[0040] 如图4所示，辅助组件13包括衔接板1301、衔接块1302、微型气杆1303和衔接轴

1304，且衔接板1301内部的一端设置有衔接块1302，衔接块1302的内部安装有衔接轴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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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衔接轴1304外部的一端设置有衔接块1302，衔接块1302外部的一端安装有微型气杆

1303，且微型气杆1303的顶部与衔接轴1304紧密贴合，并且衔接轴1304的外部与衔接块

1302之间为活动连接；

[0041] 通过辅助组件13的设计，能够在使用过程中利用微型气杆1303的作用带动整个与

调整组件8相连接的物品进行旋转，可自动化进行，即利用微型气杆1303同步配合衔接板

1301、衔接块1302和衔接轴1304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对调整组件8进行推动，从而调整组件8

可以转轴804为中心进行角度调整。

[0042] 综上，该一种基于北斗定位实时显示车辆速度的LED速度屏，使用时，首先需要整

个装置进行安装处理，安装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吸盘10直接吸附在车里驾驶舱的内部，

另外一种针对于无封闭驾驶舱的车辆进行安装，即可通过拧动紧固转轴16可对两个定位板

15之间的距离进行调整，便于使得整个速度屏幕与车辆组件进行紧固，对与速度屏的安装

可根据车辆种类需要进行灵活调整，且整个速度屏中内设GPS定位系统，可利用北斗定位对

车辆的里程数和速度进行实时显示，安装结束之后，能够利用太阳能板1的设计对蓄电池11

进行蓄电处理，为整个速度屏提供电能，保证整个速度屏的正常工作，同时在速度屏长时间

与阳光接触时可进行电能补充的同时起到一定的吸热效果，并且可在室外对太阳能板1进

行使用出现较为恶劣的天气时，可利用微型气泵204的设计向气囊201充入适量的气体，气

囊201会通过气体的进入膨胀覆盖遮挡在太阳能板1的外部表面对其进行保护；

[0043] 接着可在显示屏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对其进行清理，清理组件6是一种软毛刷，

活动放置在三个显示屏的外部，且能够利用液压气杆605的设计对整个清理组件6进行上下

位置的移动，从而可同时三个显示屏的外部表面进行清理，并且利用滑道603和滑块604的

设计能够在清理组件6上下移动过程中保持稳定，有效避免产生偏移的可能，而且连接杆

601在对清理组件6进行连接的同时，可从整个装置的内部对其进行支撑，避免产生变型；

[0044] 然后通过调整组件8的设置，能够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以及使用需要对整个装置

的放置角度进行调整，即通过转轴804、限位槽805和横杆806的相互作用可对整个调整组件

8进行灵活的角度调整，便于在行车过程中进行使用，以及可在其中一个显示屏出现故障

时，可通过旋转对主视角度的显示屏进行调整，即利用连接轴801和电机802的相互作用可

对连接盘7箱连接的组件进行旋转，从而可对显示屏的位置进行调整，并且可根据光照位置

进行调整，同时通过辅助组件13的设计，能够在使用过程中利用微型气杆1303的作用带动

整个与调整组件8相连接的物品进行旋转，可自动化进行，即利用微型气杆1303同步配合衔

接板1301、衔接块1302和衔接轴1304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对调整组件8进行推动，从而调整组

件8可以转轴804为中心进行角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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