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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

装置，属于市政工程设备领域，旨在解决警示装

置结构简单，安装拆卸较繁琐，不能够根据施工

场地的形状进行适当的弯曲和高度调节，占地面

积较大，存在安全隐患，警示性较低的问题；通过

太阳能电池板、警示标志、反光条、照明灯和LED

屏的设置，能够储存电能供电，反射车灯光线，提

供照明，实时显示警示标语警示行人，提高警示

性，降低安全隐患；通过高度调节结构、支撑移动

装置和连接结构的设置，能够对警示板的高度进

行调节，整个警示装置方便移动，稳定性高，能够

将多个警示装置进行活动连接，并可以根据施工

场地的形状进行适当弯曲调节，节省占地面积，

同时安装拆卸较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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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包括警示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警示板（1）的正面设

置有太阳能电池板（2），所述太阳能电池板（2）的下方设置有警示标志（3），所述警示标志

（3）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反光条（4），所述反光条（4）的两侧设置有照明灯（5），所述照明灯

（5）与警示板（1）轴连接，所述反光条（4）的下方设置有LED屏（6），所述警示板（1）的两侧固

定连接有活动杆（7），所述活动杆（7）的内部活动连接有固定杆（8），所述活动杆（7）的底端

活动连接有高度调节结构（9），所述固定杆（8）的底部设置有支撑移动装置（10），两个所述

警示板（1）之间通过连接结构（11）活动连接，所述警示板（1）的内部设置有蓄电池和控制

盒，所述控制盒内设置有LED点阵模块和控制器，所述蓄电池、控制盒、LED点阵模块、控制

器、太阳能电池板（2）、照明灯（5）和LED屏（6）之间均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

（9）包括夹紧套（901）、连接杆（902）和松紧把手（903），所述活动杆（7）的底部套接有夹紧套

（901），所述夹紧套（901）的一侧活动连接有连接杆（902），所述连接杆（902）的一端活动连

接有松紧把手（90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移动装置

（10）包括配重块（1001）、紧固螺栓（1002）和万向轮（1003），所述固定杆（8）的底部套接有配

重块（1001），所述配重块（1001）的正面螺纹连接有紧固螺栓（1002），所述固定杆（8）的底端

固定连接有万向轮（100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结构（11）

包括连接扣（1101）、连接块（1102）和防滑垫（1103），所述固定杆（8）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连

接扣（1101），所述连接扣（11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连接块（1102），所述连接扣（1101）的内

壁固定连接有防滑垫（11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5）的

数量为八个，八个所述照明灯（5）对称等距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警示板（1）的

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固定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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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市政工程设备领域，具体为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市政工程是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我国，市政基础设施是指在城市区、镇

(乡)规划建设范围内设置、基于政府责任和义务为居民提供有偿或无偿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各种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城市生活配套的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属于市政工程范

畴，比如常见的城市道路、桥梁、地铁、地下管线、隧道、河道、轨道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

处置等工程，又比如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种管线:雨水，污水，给水，中水，电力(红线以外部

分)，电信，热力，燃气等，还有广场，城市绿化等的建设，都属于市政工程范畴，目前，在许多

城市市政施工过程中，为了警示或者提醒行人，施工人员常常在施工现场放置一些警示挡

板，将整个施工场地围成一个长方形，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这保证了人们的出行安全，但现

有的警示挡板大都结构简单，利用螺栓固定，整体安装拆卸起来比较繁琐，不能够根据施工

场地的形状进行适当的弯曲和高度调节，占地面积较大，而且在夜晚光线较弱的情况下，行

人车辆容易与警示装置发生碰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警示性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

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警示板，所述警示板的正面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

板的下方设置有警示标志，所述警示标志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反光条，通过警示标志和反

光条的设置，警示标志能够起到警示作用，反光条能够反射车灯光线，提醒车辆前方施工，

所述反光条的两侧设置有照明灯，所述照明灯与警示板轴连接，所述反光条的下方设置有

LED屏，通过照明灯和LED屏的设置，照明灯能够在夜晚提供照明，避免光线较弱时车辆行人

与警示装置发生碰撞，LED屏能够实时显示警示标语警示行人，大大提高了警示性，降低了

安全隐患，所述警示板的两侧固定连接有活动杆，所述活动杆的内部活动连接有固定杆，所

述活动杆的底端活动连接有高度调节结构，通过高度调节结构的设置，能够升起活动杆，从

而对警示板的高度进行调节，所述固定杆的底部设置有支撑移动装置，通过支撑移动装置

的设置，能够方便移动整个警示装置，同时能够对整个装置进行支撑，提高其稳定性，两个

所述警示板之间通过连接结构活动连接，通过连接结构的设置，能够将多个警示装置进行

活动连接，并可以根据施工场地的形状进行适当弯曲调节，同时整个装置安装拆卸较为方

便，所述警示板的内部设置有蓄电池和控制盒，所述控制盒内设置有LED点阵模块和控制

器，所述蓄电池、控制盒、LED点阵模块、控制器、太阳能电池板、照明灯和LED屏之间均电性

连接。

[000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高度调节结构包括夹紧套、连接杆和

松紧把手，所述活动杆的底部套接有夹紧套，所述夹紧套的一侧活动连接有连接杆，所述连

接杆的一端活动连接有松紧把手，通过夹紧套、连接杆和松紧把手的设置，能够在对警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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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调节时，松开松紧把手，夹紧套放松，升起活动杆后再利用松紧把手夹紧夹紧套，从而

实现高度调节。

[000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支撑移动装置包括配重块、紧固螺栓

和万向轮，所述固定杆的底部套接有配重块，所述配重块的正面螺纹连接有紧固螺栓，所述

固定杆的底端固定连接有万向轮，通过配重块、紧固螺栓和万向轮的设置，能够在移动警示

装置时，升起配重块，利用万向轮进行移动，在警示装置工作时，利用紧固螺栓放下配重块，

从而对整个装置进行支撑，提高其稳定性。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连接结构包括连接扣、连接块和防滑

垫，所述固定杆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连接扣，所述连接扣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连接块，所述连

接扣的内壁固定连接有防滑垫，通过连接扣、连接块和防滑垫的设置，能够将多个警示装置

进行活动连接，并可以根据施工场地的形状进行适当弯曲调节，同时整个装置安装拆卸较

为方便，。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照明灯的数量为八个，八个所述照明

灯对称等距设置，通过照明灯的设置，能够对其角度进行调节，在夜晚照明地面，避免行人

车辆与警示装置发生碰撞。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警示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固定架，

通过固定架的设置，能够方便同时提起多个警示装置。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太阳能电池板、警示标志、反光条、照明

灯和LED屏的配合设置，太阳能电池板能够收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储存进蓄电池内，为照明

灯和LED屏提供能源，警示标志能够起到警示作用，反光条能够反射车灯光线，提醒车辆前

方施工，照明灯能够在夜晚提供照明，避免光线较弱时车辆行人与警示装置发生碰撞，LED

屏能够实时显示警示标语警示行人，大大提高了警示性，降低了安全隐患；通过高度调节结

构、支撑移动装置和连接结构的配合设置，高度调节结构能够升起活动杆，从而对警示板的

高度进行调节，支撑移动装置能够方便移动整个警示装置，同时能够对整个装置进行支撑，

提高其稳定性，连接结构能够将多个警示装置进行活动连接，并可以根据施工场地的形状

进行适当弯曲调节，节省占地面积，同时整个装置安装拆卸较为方便。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状态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二状态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A处侧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实用新型连接结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实用新型高度调节结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为本实用新型高度调节结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警示板、2‑太阳能电池板、3‑警示标志、4‑反光条、5‑照明灯、6‑LED屏、7‑

活动杆、8‑固定杆、9‑高度调节结构、901‑夹紧套、902‑连接杆、903‑松紧把手、10‑支撑移动

装置、1001‑配重块、1002‑紧固螺栓、1003‑万向轮、11‑连接结构、1101‑连接扣、1102‑连接

块、1103‑防滑垫、12‑固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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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1

[0018]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市政工程道路警示装置，采用的技术方

案是，包括警示板1，所述警示板1的正面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2，在白天太阳能电池板2收集

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储存进蓄电池内，为照明灯5和LED屏6供电，所述太阳能电池板2的下方

设置有警示标志3，所述警示标志3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反光条4，在白天时，警示标志3起到

警示作用，提醒行人车辆前方施工，在夜晚时，反光条4反射车灯光线，提供车辆前方施工，

所述反光条4的两侧设置有照明灯5，在夜晚时，照明灯5开始工作，提供照明，避免行人车辆

与警示板1发生碰撞，所述照明灯5与警示板1轴连接，所述反光条4的下方设置有LED屏6，

LED屏6可以实时显示警示标语，提醒行人车辆前方施工，所述警示板1的两侧固定连接有活

动杆7，所述活动杆7的内部活动连接有固定杆8，所述活动杆7的底端活动连接有高度调节

结构9，利用高度调节结构9对警示板1高度调节时，打开高度调节结构9升起活动杆7，之后

夹紧高度调节结构9，完成高度调节，所述固定杆8的底部设置有支撑移动装置10，支撑移动

装置10可以方便移动整个警示装置，并可以对警示板1进行支撑，提高其稳定性，两个所述

警示板1之间通过连接结构11活动连接，当施工场地较大时，利用连接结构11将多个警示装

置连接起来，并可以根据施工场地的形状进行适当弯曲调节，同时整个装置安装拆卸较为

方便，所述警示板1的内部设置有蓄电池和控制盒，所述控制盒内设置有LED点阵模块和控

制器，所述蓄电池、控制盒、LED点阵模块、控制器、太阳能电池板2、照明灯5和LED屏6之间均

电性连接。

[001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高度调节结构9包括夹紧套901、连接

杆902和松紧把手903，所述活动杆7的底部套接有夹紧套901，所述夹紧套901的一侧活动连

接有连接杆902，所述连接杆902的一端活动连接有松紧把手903，当对警示板1高度调节时，

打开松紧把手903，夹紧套901放松，升起活动杆7后再锁紧松紧把手903，夹紧套901夹紧活

动杆7，完成高度调节。

[002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支撑移动装置10包括配重块1001、紧

固螺栓1002和万向轮1003，所述固定杆8的底部套接有配重块1001，所述配重块1001的正面

螺纹连接有紧固螺栓1002，所述固定杆8的底端固定连接有万向轮1003，利用万向轮1003可

以将整个装置移动到指定位置，之后利用紧固螺栓1002放下配重块1001，提高整个装置的

稳定性。

[002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连接结构11包括连接扣1101、连接块

1102和防滑垫1103，所述固定杆8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连接扣1101，所述连接扣1101的一侧

固定连接有连接块1102，所述连接扣1101的内壁固定连接有防滑垫1103，当施工场地较大

时，利用连接扣1101和连接块1102将多个警示装置连接起来，并可以根据施工场地的形状

进行适当弯曲调节，同时整个装置安装拆卸较为方便。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照明灯5的数量为八个，八个所述照明

灯5对称等距设置，在夜晚光线较弱时，打开并调节照明灯5角度，使其照亮地面，警示行人

车辆。

[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警示板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固定架

12，利用固定架12可以方便提起多个警示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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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首先利用万向轮1003将警示装置移动到指定位置，接着

松开紧固螺栓1002放下配重块1001，对整个装置进行支撑，提高整个装置的稳定性，然后利

用连接扣1101和连接块1102将多个警示装置连接起来，并根据施工场地的形状进行适当弯

曲调节，在白天太阳能电池板2收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储存进蓄电池内，警示标志3起到警

示作用，利用控制盒、LED点阵模块和控制器控制LED屏6，使LED屏6可以实时显示警示标语，

提醒行人车辆前方施工，在夜晚时，蓄电池为为照明灯5和LED屏6供电，反光条4反射车灯光

线，提供车辆前方施工，照明灯5开始工作，照亮地面，避免行人车辆与警示板1发生碰撞，

LED屏6实时显示警示标语，当对警示板1高度调节时，打开松紧把手903，夹紧套901放松，升

起活动杆7后再锁紧松紧把手903，夹紧套901夹紧活动杆7，完成高度调节。

[0025] 本实用新型使用的LED点阵模块及LED点阵模块控制器采用MAX7219型LED显示驱

动器，为市面上可购买到的产品，属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涉及的电路连接为本领域技术

人员采用的惯用手段，可通过有限次试验得到技术启示，属于公知常识。

[0026] 本文中未详细说明的部件为现有技术。

[0027] 上述虽然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上

述实施例，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

的前提下做出各种变化，而不具备创造性劳动的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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