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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信号机架领域，具体涉及交

通标志杆，包括立柱和横梁，立柱顶部上固设有

若干安装横梁的安装座，安装座与立柱间固设有

多个加强板，立柱的底部固设有安装板，安装板

与立柱间固设有多个加强筋片，安装座包括两个

位于立柱正对立侧的子座，子座内均开设有第一

螺纹孔，立柱上开设有第二螺纹孔，第一螺纹孔

与第二螺纹孔同轴，横梁上设有与第一螺纹孔和

第二螺纹孔旋合的外螺纹段。本实用新型通过旋

拧横梁可以让横梁安装了指示牌或监控装置的

部分距离道路外侧更近，无需在道路中间的行驶

通道上进行更换或维护，不会影响道路上车辆的

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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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标志杆，包括立柱和横梁，所述立柱顶部上固设有若干安装横梁的安装座，所述

安装座与立柱间固设有多个加强板，所述立柱的底部固设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与立柱间

固设有多个加强筋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包括两个位于立柱正对立侧的子座，所述子

座内均开设有第一螺纹孔，所述立柱上开设有第二螺纹孔，所述第一螺纹孔与第二螺纹孔

同轴，所述横梁上设有与第一螺纹孔和第二螺纹孔旋合的外螺纹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交通标志杆，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上可拆卸连接有反射板，

所述反射板位于立柱朝向人行道一侧的侧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交通标志杆，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上开设有多个通孔，所述

通孔内壁上固设有空心的内螺纹管，所述反射板上铰接有与内螺纹管旋合的螺纹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交通标志杆，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在立柱的轴向上等间距分

布，所述内螺纹管内配套有覆盖柱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交通标志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射板设置多个，所述反射板

上开设有抵孔，所述覆盖柱头上固设有能够抵在抵孔内的调节柱。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交通标志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螺纹管的深度与覆盖柱头的

长度相等，所述内螺纹管的深度等于立柱的内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交通标志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位于立柱朝向道路外的端

部上固设有榫头，所述榫头上配套设有榫套，所述榫套的外侧壁上固设有多个成十字形的

拨柱。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交通标志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子座上开设有供拨柱嵌入的卡

槽，所述卡槽位于横梁旋出方向的侧壁倾斜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交通标志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拨柱的端部上设有外螺纹，所

述拨柱配套设有延伸套，所述延伸套能够旋合在拨柱端部上。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交通标志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槽的槽壁朝向外侧倾斜设

置形成阔口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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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标志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信号机架领域，具体涉及交通标志杆。

背景技术

[0002] 交通标志杆是安装交通指示牌或监控装置的机架，交通标志杆安装到道路边上，

以对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进行引导。交通标志杆主要包括固定的立杆、横梁、监控装置和指示

牌，如：公开号为CN208734184U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环保交通标志杆，主杆体的底端设有底座

法兰，主杆体的上部设置有外伸的悬臂，悬臂的外侧端设置有标志牌，主杆体上设置有悬臂

安装座，悬臂安装座包括：安装于主杆体通孔的短横杆，短横杆的两端均穿出主杆体通孔，

短横杆的第一端固定有第一连接法兰，悬臂靠近主杆体的一端设置有第二连接法兰，第二

连接法兰与第一连接法兰固定连接，短横杆的第二端与主杆体焊接；主杆体的顶端设置有

灯杆，灯杆上端设置有与悬臂外伸方向一致的灯臂，灯臂的外侧端设置有灯座；主杆体、底

座法兰、悬臂、悬臂安装座、灯杆、灯臂均采用耐候钢。

[0003] 但是，上述交通标志杆在实际的安装过程中，为了防止行道树遮挡指示牌并便于

驾驶人员观察，横梁朝着道路一侧伸出的长度较长，在需要更换或维护横梁上的指示牌时，

需要在道路的中间借助升降机构进行更换或维护，影响道路上车辆的通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意在提供一种交通标志杆，以解决现有横梁上指示牌更换或维护时影

响车辆通行的问题。

[0005] 本方案中的交通标志杆，包括立柱和横梁，所述立柱顶部上固设有若干安装横梁

的安装座，所述安装座与立柱间固设有多个加强板，所述立柱的底部固设有安装板，所述安

装板与立柱间固设有多个加强筋片，所述安装座包括两个位于立柱正对立侧的子座，所述

子座内均开设有第一螺纹孔，所述立柱上开设有第二螺纹孔，所述第一螺纹孔与第二螺纹

孔同轴，所述横梁上设有与第一螺纹孔和第二螺纹孔旋合的外螺纹段。

[0006]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0007] 在安装横梁时，将横梁贯穿过第一螺纹孔和第二螺纹孔，通过两个子座从两侧对

横梁进行限位，提高横梁安装的稳定性；在需要对横梁上的标识牌或监控装置进行更换或

维护时，将横梁向道路外侧进行旋拧，即将横梁朝着人行道一侧旋拧，由于即使安装了标识

牌或监控装置，为了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能够看到标识牌或监控装置，横梁与立柱间也还具

有一段空白段，旋拧横梁可以让横梁安装了指示牌或监控装置的部分距离道路外侧更近，

无需在道路中间的行驶通道上进行更换或维护，不会影响道路上车辆的通行，提高交通标

志杆上标识牌或监控装置更换或维护工作人员的安全性。

[0008] 进一步，所述立柱上可拆卸连接有反射板，所述反射板位于立柱朝向人行道一侧

的侧壁上。

[0009] 有益效果是：在立柱朝向人行道一侧的侧壁上设置反射板，反射板可以对部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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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进行反射并引起行人注意，让行人注意此处的立柱，降低部分抵头的行人撞上立柱的几

率，反射板的可拆卸连接，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确定是否安装。

[0010] 进一步，所述立柱上开设有多个通孔，所述通孔内壁上固设有空心的内螺纹管，所

述反射板上铰接有与内螺纹管旋合的螺纹柱。

[0011] 有益效果是：由于立柱普遍是空心柱，反射板通过螺纹柱与立柱上的内螺纹管进

行可拆卸连接，方便反射板的安装。

[0012] 进一步，所述通孔在立柱的轴向上等间距分布，所述内螺纹管内配套有覆盖柱头。

[0013] 有益效果是：内螺纹管在轴向上等间距分布，可根据需求将反射板安装到不同高

度上，可以调节反射板的高度，覆盖柱头可以避免内螺纹管在不使用时积累太多灰尘。

[0014] 进一步，所述反射板设置多个，所述反射板上开设有抵孔，所述覆盖柱头上固设有

能够抵在抵孔内的调节柱。

[0015] 有益效果是：调节柱能够凸出于内螺纹管，让调节柱抵在反射板的抵孔内，可以调

节反射板的反射角度，使用更方便。

[0016] 进一步，所述内螺纹管的深度与覆盖柱头的长度相等，所述内螺纹管的深度等于

立柱的内径。

[0017] 有益效果是：内螺纹管具有一定的深度，可以调节覆盖柱头旋入的长度，让调节柱

抵着反射板的倾斜角度改变，调节反射板的反射角度更方便。

[0018] 进一步，所述横梁位于立柱朝向道路外的端部上固设有榫头，所述榫头上配套设

有榫套，所述榫套的外侧壁上固设有多个成十字形的拨柱。

[0019] 有益效果是：在旋拧横梁时，将榫套嵌入在榫头上，通过拨柱来拧动横梁，减少旋

拧横梁过程中打滑的情况发生。

[0020] 进一步，所述子座上开设有供拨柱嵌入的卡槽，所述卡槽位于横梁旋出方向的侧

壁倾斜设置。

[0021] 有益效果是：在安装好横梁后，可将拨柱嵌入卡槽中，对横梁进行限位，提高横梁

安装后的稳定性，卡槽槽壁的倾斜设置能够供拨柱嵌入卡槽中以及再次旋出。

[0022] 进一步，所述拨柱的端部上设有外螺纹，所述拨柱配套设有延伸套，所述延伸套能

够旋合在拨柱端部上。

[0023] 有益效果是：拨柱可以通过延伸套来增加长度，方便使用。

[0024] 进一步，所述卡槽的槽壁朝向外侧倾斜设置形成阔口状。

[0025] 有益效果是：卡槽槽壁的倾斜形成阔口状，便于拨柱旋入卡槽或旋出卡槽。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交通标志杆实施例一的主视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交通标志杆实施例二的左侧试图；

[0028] 图3为图2中立柱在通孔处的径向截面图；

[0029] 图4为本实用新型交通标志杆实施例三中榫头的主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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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立柱1、横梁2、子座3、外螺纹段4、加强筋片5、安装

板6、加强板7、反射板8、通孔9、内螺纹管10、覆盖柱头11、调节柱12、榫头13、榫套14、拨柱

15、卡槽16。

[0032] 实施例一

[0033] 交通标志杆，如图1所示：包括立柱1和横梁2，立柱1顶部上焊接有若干安装横梁2

的安装座，安装座可以设置两个，两个安装座的间距根据所需安装的指示牌尺寸进行设置，

安装座与立柱1间焊接有多个加强板7，加强板7使用现有的三棱柱状的加强筋；立柱1的底

部焊接有安装板6，安装板6与立柱1间焊接有多个加强筋片5，加强筋可用现有产品即可，每

个安装座均包括两个位于立柱1正对立侧的子座3，子座3内均开设有第一螺纹孔，立柱1上

开设有第二螺纹孔，第一螺纹孔与第二螺纹孔同轴，横梁2上设有与第一螺纹孔和第二螺纹

孔旋合的外螺纹段4。

[0034]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35] 在实际使用的横梁2安装时，先将横梁2贯穿过第一螺纹孔和第二螺纹孔，通过两

个子座3从两侧对横梁2进行限位，提高横梁2安装的稳定性；在需要对横梁2上的标识牌或

监控装置进行更换或维护时，将横梁2向道路外侧进行旋拧，由于即使安装了标识牌或监控

装置，鉴于道路旁边的行道树影响，横梁2与立柱1间也还具有一段空白段，即不安装标识牌

或监控装置的空白段，向道路外侧旋拧横梁2，可以让横梁2安装了指示牌或监控装置的部

分距离道路外侧更近，也可以将靠近立柱1处的标识牌或监控装置拆下后继续旋拧，让横梁

2端部处的标识牌或监控装置更靠近道路外侧，无需在道路中间的行驶通道上进行更换或

维护，不会影响道路上车辆的通行，提高交通标志杆上标识牌或监控装置更换或维护工作

人员的安全性。

[0036] 实施例二

[0037]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是，如图2和图3所示，立柱1上可拆卸连接有反射板8，反射板8

位于立柱1朝向人行道一侧的侧壁上，即反射板8位于横梁2安装指示牌或监控装置的对立

侧上；立柱1上开设有多个通孔9，通孔9在立柱1的轴向上等间距分布，通孔9内壁上焊接有

空心的内螺纹管10，内螺纹管10内螺纹配套有覆盖柱头11，反射板8上通过球铰链铰接有与

内螺纹管10旋合的螺纹柱，如螺纹柱一端与球铰链的球销端部焊接，螺纹柱螺纹连接在内

螺纹管10内，球铰链容纳球头的球壳焊接在反射板8上；反射板8设置多个，例如可设置三

个，反射板8上开设有抵孔，抵孔位于反射板8铰接处的对立侧处，覆盖柱头11上焊接有能够

抵在抵孔内的调节柱12；内螺纹管10的深度与覆盖柱头11的长度相等，内螺纹管10的深度

等于立柱1的内径。

[0038] 在安装了立柱1和横梁2后，根据需要将反射板8安装到立柱1上，例如立柱1所安装

处的道路旁即为人行道，根据行人在人行道上能够感受到反射光的高度，在立柱1的不同高

度上设置反射板8，然后选择调节柱12能够抵入抵孔的覆盖柱头11，并旋拧覆盖柱头11旋入

内螺纹管10的深度，通过调节柱12抵着反射板8倾斜，调节好反射板8的倾斜角度，提高反射

板8反射的光线能够被行人察觉到的几率，提醒抵头的行人此处的立柱1，同时也可以提醒

行人不要抵头走路。

[0039] 实施例三

[0040]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是，如图4所示，横梁2位于立柱1朝向道路外的端部上焊接有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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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13，即榫头13位于横梁2安装指示牌或监控装置所在侧的对立侧端部上，榫头13上配套设

有榫套14，榫头13成十字形，榫套14的外侧壁上固设有多个成十字形的拨柱15；子座3上开

设有供拨柱15嵌入的卡槽16，卡槽16位于横梁2旋出方向的侧壁倾斜设置；拨柱15的端部上

设有外螺纹，拨柱15配套设有延伸套，延伸套能够旋合在拨柱15端部上；卡槽16的槽壁朝向

外侧倾斜设置形成阔口状。

[0041] 在旋拧横梁2时，将榫套14嵌入在榫头13上，再将延伸套旋拧在拨柱15上，增加拨

柱15的长度，通过拨柱15来拧动横梁2，更省力，减少旋拧横梁2过程中打滑的情况发生；在

安装好横梁2后，可将拨柱15嵌入卡槽16中，对横梁2进行限位，提高横梁2安装后的稳定性，

卡槽16的侧壁倾斜设置能够供拨柱15嵌入卡槽16中以及再次旋出。

[0042]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

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结构的前提

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

本实用新型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

为准，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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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213653280 U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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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213653280 U

9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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