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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减速带及其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减速带及其使用方法，
包括：
减速带本体( 101 )、压力传感器阵列( 102 )
和示警单元( 103 )；
其中 ，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
(102)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101 )的内，
所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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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单元(103)电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102)。
应用本发明实施例的智能减速带能够有效提示
行人路口附近车辆经过信息 ，
提醒行人注意避
让，
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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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智能减速带，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减速带本体(101)、压力传感器阵列(102)和示
警单元(103) ；
其中，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102)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101)的内，
所述示
警单元(103)电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102)。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速带，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带本体(101)包括一个圆弧顶
面和两个坡面，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102)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101)任意一个坡面内或
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101)两个坡面内。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速带，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带本体(101)材料为橡胶。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速带，
其特征在于，
所述示警单元(103)为示警灯或扬声器。
5 .一种智能减速带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减速带包括：
减速带本体(201)、
压力传感器阵列(202)和示警单元(203)；
其中，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设置于所述减速
带本体(201)的内，
所述示警单元(203)电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 ，
所述使用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
将所述减速带本体(201)铺设于道路路口车辆经过的两个方向 ,距离路口0-10
米；
用于检测不同方向的车辆经过信息；
步骤二：
所述示警单元(203)设置于道路的拐角处；
步骤三：
将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通过电缆连接或无线通信连接至所述示警单元
(203)；
步骤四：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检测到有运动目标经过，
并将检测信息传送至所述
示警单元(203)；
步骤四：
所述示警单元(203)根据所述检测信息发出示警指令。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示警指令包括发出示警信息和不
发出示警信息，
包括：
当判断运动目标为向路口运动，
则所述示警指令为发出示警信号；
当判断运动目标为
远离路口运动，
则所述示警指令为不发出示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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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减速带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市政设施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智能减速带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减速带是安装在公路上使经过的车辆减速的交通设施，
形状一般为条状，
也有点
状的，
材质主要是橡胶，
也有是金属的，
一般以黄色黑色相间以引起视觉注意，
减速带使路
面稍微拱起以达到车辆减速目的，
其能够很大程度减少了各交通要道口的事故发生，
是交
通安全的新型专用设施。汽车在行驶中既安全又起到缓冲减速目的，
提高交通道口的安全。
[0003] 现有的减速带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控制车辆速度，
但对于行人不能起到有效的提
示，
特别是在行人低头玩手机或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
或在行人视线盲区、光线较暗、雨
雪天气时；
行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身旁有车辆经过，
虽然车辆经过减速减速，
但也会对行人
造成伤害。
[0004] 因此，
研究一种既能限制车速又能有效提示行人的减速带变的越来越重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减速带及其使用方
法。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智能减速带，
包括：
减速带本体101、
压力传感器
阵列102和示警单元103；
其中，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102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101的内，
所
述示警单元103电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102。
[0007]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减速带本体101包括一个圆弧顶面和两个坡面，
所
述压力传感器阵列102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101任意一个坡面内或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
体101两个坡面内。
[0008]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减速带本体101材料为橡胶。
[0009]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示警单元103为示警灯或扬声器。
[0010]
另一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智能减速带的使用方法，
所述智能减速带包
括：
减速带本体201、压力传感器阵列202和示警单元203；
其中，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设
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201的内，
所述示警单元203电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
所述使用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步骤一：
将所述减速带本体201铺设于道路路口车辆经过的两个方向 ,距离路口010米；
用于检测不同方向的车辆经过信息；
[0012] 步骤二：
所述示警单元203设置于道路的拐角处；
[0013] 步骤三：
将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通过电缆连接或无线通信连接至所述示警单
元203；
[0014] 步骤四：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检测到有运动目标经过，
并将检测信息传送至所
述示警单元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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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
所述示警单元203根据所述检测信息发出示警指令。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示警指令包括发出示警信息和不发出示警信息，

包括：
当判断运动目标为向路口运动，
则所述示警指令为发出示警信号；
当判断运动目
标为远离路口运动，
则所述示警指令为不发出示警信号。
[0018] 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智能减速带，
通过在道路路口设置该装置，
当车辆经过减
速带时，
压力传感器阵列可以检测到有运动物体经过，
进而向示警单元发出运动物经过信
息，
示警单元即发出声光告警；
在行人低头玩手机或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对行人进行有效
的提示，
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即使在光线较暗或雨雪天气的场景下，
也能够有效提示预路
口附近的车辆或行人注意避让，
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0017]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减速带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减速带的使用方法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
此。
[0022] 实施例一
[0023] 请参见图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减速带结构示意图。所述智能减
速带包括：
减速带本体101、
压力传感器阵列102和示警单元103；
其中，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
102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101的内，
所述示警单元103电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102。
[0024] 具体地，
所述减速带本体101包括一个圆弧顶面和两个坡面，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
102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101任意一个坡面内或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101两个坡面内。
[0025] 优选地，
所述减速带本体101材料为橡胶。
[0026] 具体地，
所述减速带本体101可以铺设于道路路面，
具体铺设于道路路口车辆经过
的两个方向；
用于检测不同方向的车辆经过信息。
[0027] 优选地，
所述示警单元103可以设置于道路拐角处；
可以包括处理单元和示警单
元，
所述示警单元为示警灯或扬声器或示警灯加扬声器。
[0028] 进一步地，
所述示警单元103和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102可以通过电缆连接，
也可
以无线通信连接。
[0029] 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智能减速带中，
通过减速带中的压力传感器阵列对车辆进
行检测，
进而通过示警单元发出告警信号，
使行人及时知道视线盲区的是否有运动物经过，
及时避让，
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即使在光线较暗或雨雪天气的场景下，
也能够有效提示路
口附近的车辆或行人注意避让，
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
[0030] 实施例二
[0031] 请参见图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减速带的使用方法示意图。如图2
所示，
所述智能减速带可以包括：
减速带本体201、压力传感器阵列202和示警单元203；
其
中，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设置于所述减速带本体201的内，
所述示警单元203电连接所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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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感器阵列202；
[0032] 所述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步骤一：
将所述减速带本体201铺设于道路路口车辆经过的两个方向 ,距离路口010米；
用于检测不同方向的车辆经过信息；
[0034] 具体地，
所述减速带本体201铺设于主干道的两个方向1和3上。
[0035] 步骤二：
所述示警单元203设置于道路的拐角处；
[0036] 具体地，
所述示警单元203设置于主干道1和主干道3与次干道2交汇的路口。
[0037] 步骤三：
将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通过电缆连接或无线通信连接至所述示警单
元203；
[0038] 步骤四：
所述压力传感器阵列202检测到有运动目标经过，
并将检测信息传送至所
述示警单元203；
[0039] 步骤四：
所述示警单元203根据所述检测信息发出示警指令。
[0040] 具体地，
所述示警指令包括发出示警信息和不发出示警信息，
包括：
[0041] 当判断运动目标为向路口运动，
则所述示警指令为发出示警信号；
当判断运动目
标为远离路口运动，
则所述示警指令为不发出示警信号
[0042] 优选地，
所述智能减速带可以根据所在道路的限速进行设置，
例如，
在窄的道路上
汽车限速常在30公里/小时以下，
一般正常刹车距离在10米以内，
因此可在距离路口10米远
处设置所述智能减速带。
[0043] 以在靠近路口约10米处设置有所述智能减速带为例，
减速带上有两个坡面，
在其
任意一个坡面上安装压力传感器阵列，
当有车辆通过减速带时，
如果坡面上的压力传感器
阵列检测到信号，
进而向示警单元发出运动物经过信息，
示警单元即发出声光告警。
[0044] 优选地，
可以在所述智能减速带的两个坡面上均安装压力传感器阵列，
当有车辆
通过减速带时，
如果第一坡面上的压力传感器先检测到信号，
第二坡面上的压力传感器后
检测到信号，
即车辆行驶方向是朝向巷口，
则向示警单元发出运动物经过信息，
示警单元即
发出声光告警；
第二坡面上的压力传感器先检测到信号，
第一坡面上的压力传感器后检测
到信号，
即车辆行驶方向是背向巷口，
则不向示警单元发出运动物经过信息，
示警单元不发
出声光告警。其中，
所述第一坡面为距离巷口较远的坡面，
所述第二坡面为距离巷口较近的
坡面。
[0045] 进一步地，
可以在减速带两侧设置警示灯，
当压力传感器感应到有车辆经过时，
警
示灯发光，
以便提醒后来车辆此处有减速带以及提醒行人此时有车辆经过。
[0046]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
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
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
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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