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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反射式LED路灯，包括第

一控制器、第一筒部、第二筒部、灯杆、固定于灯

杆底部的安装底板、固定于灯杆顶部的反射装

置、固定于灯杆侧壁的灯头支架、固定于灯头支

架上的LED灯头和固定于灯杆侧壁的触摸屏，灯

杆的侧壁具有滑槽，滑槽内具有滑块，滑块连接

有横杆，反射装置的空腔内具有卷绕装置，卷绕

装置和横杆之间连接有矩形布，矩形布上具有广

告纸，滑块具有水平通孔，灯杆上还设置有第一

筒部和第二筒部，第一筒部内具有第一电动伸缩

杆，第二筒部内具有第二电动伸缩杆，第一、二伸

缩杆的活动端均能够插入所述水平通孔内。本发

明的路灯特别适合公园和小区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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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反射式LED路灯，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控制器、第一筒部、第二筒部、灯杆、固定

于灯杆底部的安装底板、固定于灯杆顶部的反射装置、固定于灯杆侧壁的灯头支架、固定于

灯头支架上的LED灯头和固定于灯杆侧壁的触摸屏，所述灯杆的截面为矩形，所述灯杆包括

第一侧壁、第二侧壁、第三侧壁和第四侧壁，所述第一、二侧壁相对，所述第三、四侧壁相对，

所述反射装置位于LED灯头上方且具有用于反射LED灯头发出的光线的反射面；所述反射装

置具有一侧敞口的空腔，所述空腔内安装有导辊、卷绕装置和用于驱动卷绕装置的电机，所

述卷绕装置上卷绕有矩形布，所述矩形布上粘贴有广告纸，所述矩形布经过所述导辊，所述

矩形布的底端固定有长方体形的横杆，所述横杆固定连接有截面呈梯形的滑块，所述灯杆

的第一侧壁的外侧面具有截面呈梯形的竖直的滑槽，所述滑块与所述滑槽啮合且能够沿着

所述滑槽上下滑动，所述横杆的远离所述滑块的侧壁固定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横杆的下

表面固定有LED指示灯，所述横杆面对所述滑块的侧壁固定有压力传感器，所述滑块具有水

平通孔，所述压力传感器位于所述水平通孔内，所述横杆具有蓄电池容纳腔，所述蓄电池容

纳腔内安装有蓄电池和第二控制器，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用于为所述蓄电池充电，所述蓄电

池用于为LED指示灯、第二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供电；所述第一侧壁处具有第一上通孔和第

一下通孔，所述第二侧壁处具有第二上通孔和第二下通孔，所述第一筒部穿过所述第一上

通孔和第二上通孔，所述第二筒部穿过所述第一下通孔和第二下通孔，所述第一筒部的一

端封闭，第一筒部的封闭端与第一电动伸缩杆的固定端固定，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活动

端能够缩入第一筒部内并且能够伸出第一筒部外并穿过水平通孔抵接所述压力传感器，所

述第二筒部的一端封闭，第二筒部的封闭端与第二电动伸缩杆的固定端固定，所述第二电

动伸缩杆的活动端能够缩入第二筒部内并且能够伸出第二筒部外并穿过水平通孔抵接所

述压力传感器；所述触摸屏、电机、第一电动伸缩杆和第二电动伸缩杆均与所述第一控制器

连接；所述第二控制器进行控制，当所述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所述LED

指示灯开启，当所述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不大于设定阈值时，使所述LED指示灯关闭；所述

矩形布的宽度小于0.6米；所述触摸屏能够用于操作使得所述反射式LED路灯处于第一状

态、第二状态或第三状态，所述第一状态中，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抵接所述压力传

感器，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缩入第二筒部内；所述第二状态中，所述第一电动伸缩

杆的活动端缩入第一筒部内，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抵接所述压力传感器；所述第

三状态中，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缩入第一筒部内，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

缩入第二筒部内，所述滑块与所述滑槽的底端抵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射式LED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触摸屏为LCD触摸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射式LED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筒部与第一上通孔和

第二上通孔均焊接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射式LED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筒部与所述第一下通

孔和第二下通孔均焊接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射式LED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的截面为等腰梯形，所

述滑块的截面为等腰梯形，所述滑槽包括第一竖直平面、第二竖直平面和第三竖直平面，所

述第三竖直平面连接所述第一竖直平面和第二竖直平面，所述第三竖直平面与所述第二侧

壁的外侧表面平行，所述第一筒部的开口端和第二筒部的开口端均与所述第三竖直平面齐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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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射式LED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的底端距离所述安装

底板的上表面之间的距离小于1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射式LED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二筒部均为圆柱体

形，所述第一、二筒部的轴线相互平行，且第一、二筒部的轴线均与所述第二侧壁的外侧面

垂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射式LED路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筒部的底端边缘距离

所述安装底板的上表面的距离大于2米。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射式LED路灯，其特征在于，第一状态中，所述LED指示灯处

于开启状态，第二状态中，所述LED指示灯处于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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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反射式LED路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路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反射式LED路灯。

背景技术

[0002] 路灯是城市照明的主要设施，广泛分布于道路、公园和小区内，有些需要强光照明

的马路上需要强光直射，而有些起到装饰作用的路灯会采用反射式的路灯从而使得光线更

加柔和。并且为了增加宣传效果，在一些路灯上会设置广告，但是许多路灯的广告装置大多

很简易，并且容易损坏，并且广告内容更换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反射式LED路灯

[0004] 技术方案：一种LED路灯，包括第一控制器、第一筒部、第二筒部、灯杆、固定于灯杆

底部的安装底板、固定于灯杆顶部的反射装置、固定于灯杆侧壁的灯头支架、固定于灯头支

架上的LED灯头和固定于灯杆侧壁的触摸屏，所述灯杆的截面为矩形，所述灯杆包括第一侧

壁、第二侧壁、第三侧壁和第四侧壁，所述第一、二侧壁相对，所述第三、四侧壁相对，所述反

射装置位于LED灯头上方且具有用于反射LED灯头发出的光线的反射面；所述反射装置具有

一侧敞口的空腔，所述空腔内安装有导辊、卷绕装置和用于驱动卷绕装置的电机，所述卷绕

装置上卷绕有矩形布，所述矩形布上粘贴有广告纸，所述矩形布经过所述导辊，所述矩形布

的底端固定有长方体形的横杆，所述横杆固定连接有截面呈梯形的滑块，所述灯杆的第一

侧壁的外侧面具有截面呈梯形的竖直的滑槽，所述滑块与所述滑槽啮合且能够沿着所述滑

槽上下滑动，所述横杆的远离所述滑块的侧壁固定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横杆的下表面固

定有LED指示灯，所述横杆的面对所述滑块的侧壁固定有压力传感器，所述滑块具有水平通

孔，所述压力传感器位于所述水平通孔内，所述横杆具有蓄电池容纳腔，所述蓄电池容纳腔

内安装有蓄电池和第二控制器，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用于为所述蓄电池充电，所述蓄电池用

于为LED指示灯、第二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供电；所述第一侧壁处具有第一上通孔和第一下

通孔，所述第二侧壁处具有第二上通孔和第二下通孔，所述第一筒部穿过所述第一上通孔

和第二上通孔，所述第二筒部穿过所述第一下通孔和第二下通孔，所述第一筒部的一端封

闭，第一筒部的封闭端与第一电动伸缩杆的固定端固定，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能

够缩入第一筒部内并且能够伸出第一筒部外并穿过水平通孔抵接所述压力传感器，所述第

二筒部的一端封闭，第二筒部的封闭端与第二电动伸缩杆的固定端固定，所述第二电动伸

缩杆的活动端能够缩入第二筒部内并且能够伸出第二筒部外并穿过水平通孔抵接所述压

力传感器；所述触摸屏、电机、第一电动伸缩杆和第二电动伸缩杆均与所述第一控制器连

接；所述第二控制器进行控制，当所述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所述LED指

示灯开启，当所述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不大于设定阈值时，使所述LED指示灯关闭。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触摸屏为LCD触摸屏。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筒部与第一上通孔和第二上通孔均焊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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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筒部与所述第一下通孔和第二下通孔均焊接固定。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滑槽的截面为等腰梯形，所述滑块的截面为等腰梯形，所述滑槽包

括第一竖直平面、第二竖直平面和第三竖直平面，所述第三竖直平面连接所述第一竖直平

面和第二竖直平面，所述第三竖直平面与所述第二侧壁的外侧表面平行，所述第一筒部的

开口端和第二筒部的开口端均与所述第三竖直平面齐平。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滑槽的底端距离所述安装底板的上表面之间的距离小于1米。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二筒部均为圆柱体形，所述第一、二筒部的轴线相互平行，且

第一、二筒部的轴线均与所述第二侧壁的外侧面垂直。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筒部的底端边缘距离所述安装底板的上表面的距离大于2米。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矩形布的宽度小于0.6米；所述触摸屏能够用于操作使得所述反射

式LED路灯处于第一状态、第二状态或第三状态，所述第一状态中，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

活动端抵接所述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缩入第二筒部内；所述第二状

态中，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缩入第一筒部内，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抵接

所述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三状态中，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缩入第一筒部内，所述第

二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缩入第二筒部内，所述滑块与所述滑槽的底端抵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状态中，所述LED指示灯处于开启状态，所述第二状态中，所述

LED指示灯处于开启状态。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为薄膜太阳能电池板，所述蓄电池为锂电池。

[0015] 可见，横杆处的压力传感器、第二控制器和LED指示灯由蓄电池供电，无需接入市

电。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侧壁的两侧表面平行，第二侧壁的两侧表面平行，第三侧壁的

两侧表面平行，第四侧壁的两侧表面平行。

[0017]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路灯，在强风天气可以收起广告，从而不易损坏。并且更换广

告内容方便。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路灯第一状态示意图；

[0019] 图2为路灯第二状态示意图；

[0020] 图3为路灯第三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附图标记：1灯杆；1.1滑槽；1.2安装底板；1.3触摸屏；2灯头支架；2.1LED灯头；3反

射装置；3.1反射面；3.2空腔；3.3卷绕装置；4矩形布；4.1横杆；4.2LED指示灯；4.3太阳能电

池板；4.4蓄电池；4.5第二控制器；4.6滑块；4.7水平通孔；4.8压力传感器；5第一筒部；5.1

第一电动伸缩杆；6第二筒部；6.1第二电动电动伸缩杆。

[0022] 一种LED路灯，包括第一控制器、第一筒部5、第二筒部6、灯杆1、固定于灯杆底部的

安装底板1.2、固定于灯杆顶部的反射装置3、固定于灯杆侧壁的灯头支架2、固定于灯头支

架上的LED灯头2.1和固定于灯杆侧壁的触摸屏1.3，所述灯杆的截面为矩形，所述灯杆包括

第一侧壁、第二侧壁、第三侧壁和第四侧壁，所述第一、二侧壁相对，所述第三、四侧壁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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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反射装置位于LED灯头上方且具有用于反射LED灯头发出的光线的反射面3.1；所述反

射装置具有一侧敞口的空腔，所述空腔内安装有导辊3.4、卷绕装置和用于驱动卷绕装置的

电机，所述卷绕装置上卷绕有矩形布4，所述矩形布上粘贴有广告纸，所述矩形布经过所述

导辊，所述矩形布的底端固定有长方体形的横杆4.1，所述横杆固定连接有截面呈梯形的滑

块4.6，所述灯杆的第一侧壁的外侧面具有截面呈梯形的竖直的滑槽1.1，所述滑块4.6与所

述滑槽1.1啮合且能够沿着所述滑槽上下滑动，所述横杆的远离所述滑块的侧壁固定有太

阳能电池板4.3，所述横杆的下表面固定有LED指示灯4.2，所述横杆的面对所述滑块的侧壁

固定有压力传感器4.8，所述滑块具有水平通孔4.7，所述压力传感器位于所述水平通孔内，

所述横杆具有蓄电池容纳腔，所述蓄电池容纳腔内安装有蓄电池和第二控制器，所述太阳

能电池板用于为所述蓄电池充电，所述蓄电池用于为LED指示灯、第二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

供电；所述第一侧壁处具有第一上通孔和第一下通孔，所述第二侧壁处具有第二上通孔和

第二下通孔，所述第一筒部穿过所述第一上通孔和第二上通孔，所述第二筒部穿过所述第

一下通孔和第二下通孔，所述第一筒部5的一端封闭，第一筒部5的封闭端与第一电动伸缩

杆的固定端固定，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5.1的活动端能够缩入第一筒部内并且能够伸出第

一筒部外并穿过水平通孔抵接所述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二筒部6的一端封闭，第二筒部6的

封闭端与第二电动伸缩杆6.1的固定端固定，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6.1的活动端能够缩入第

二筒部内并且能够伸出第二筒部外并穿过水平通孔抵接所述压力传感器；所述触摸屏、第

一电动伸缩杆5.1和第二电动伸缩杆6.1均与所述第一控制器连接；所述第二控制器进行控

制，当所述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所述LED指示灯4.2开启，当所述压力传

感器的测量值不大于设定阈值时，使所述LED指示灯关闭。

[0023] 所述触摸屏1.3为LCD触摸屏。所述第一筒部与第一上通孔和第二上通孔均焊接固

定。所述第二筒部与所述第一下通孔和第二下通孔均焊接固定。所述滑槽的截面为等腰梯

形，所述滑块的截面为等腰梯形，所述滑槽包括第一竖直平面、第二竖直平面和第三竖直平

面，所述第三竖直平面连接所述第一竖直平面和第二竖直平面，所述第三竖直平面与所述

第二侧壁的外侧表面平行，所述第一筒部的开口端和第二筒部的开口端均与所述第三竖直

平面齐平。所述滑槽的底端距离所述安装底板的上表面之间的距离小于1米。所述第一、二

筒部5、6均为圆柱体形，所述第一、二筒部的轴线相互平行，且第一、二筒部的轴线均与所述

第二侧壁的外侧面垂直。所述第二筒部的底端边缘距离所述安装底板的上表面的距离大于

2米。所述矩形布的宽度小于0.6米；所述触摸屏能够用于操作使得所述反射式LED路灯处于

第一状态、第二状态或第三状态，所述第一状态中，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5.1的活动端抵接

所述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6.1的活动端缩入第二筒部内；所述第二状态中，所

述第一电动伸缩杆5.1的活动端缩入第一筒部内，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6.1的活动端抵接所

述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三状态中，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5.1的活动端缩入第一筒部内，所述

第二电动伸缩杆6.1的活动端缩入第二筒部内，所述滑块4.6与所述滑槽1.1的底端抵接。所

述第一状态中，所述LED指示灯处于开启状态，所述第二状态中，所述LED指示灯处于开启状

态。

[0024] 本发明的路灯，如图1-3所示，滑块可以在滑槽内滑动，从而带动横杆上下滑动。电

机可以驱动卷绕装置转动，从而将横杆向上提，也可以反向转动，从而横杆在重力的作用下

向下滑动。由于第一、二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可以伸出，从而穿过滑块的水平通孔，将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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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锁死。由于滑块和滑槽的截面都是梯形的，因此滑块不会从滑槽内掉出来，只能在滑

槽内上下滑动。图1所示的状态，是将矩形布收起的状态，此时矩形布大部分在空腔内，可以

应对强风天气。图2所示的状态是，将矩形布展开的状态，从而矩形布上的广告纸露出正常

起到宣传作用。图3所示的第三状态，横杆位于最低端，从而方便操作人员更换广告内容。可

以将旧的广告纸撕下来，将新的广告纸贴上去以更换广告内容。矩形布的长度如图3所示是

比较长的，而广告纸只占矩形布的一部分，靠近横杆的一端，广告纸的长度选择为第二状态

中，广告纸完全露出。

[0025] 在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通过操作触摸屏可以控制电机以及第一、二电动伸缩杆

的伸长和缩短。具体操作时，例如从第一状态切换为第二状态，则先操作使第一电动伸缩杆

缩短，接着操作电机使得横杆下降至合适的位置，再接着操作第二电动伸缩杆伸长插入水

平通孔内并抵接压力传感器。由于滑块处设置了压力传感器和LED指示灯，因此当指示灯亮

起时，表明第二电动伸缩杆的活动端已经插入水平通孔内，设置LED指示灯使得操作者的操

作更加方便准确。

[0026] 尽管本发明就优选实施方式进行了示意和描述，但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只要不超出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变化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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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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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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