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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包括主

体和两个照明灯，还包括收放机构和移动机构，

所述收放机构包括驱动组件、第一导向杆、第二

导向杆、升降板、两个第一移动套管、两个第二移

动套管、两个滑条、两个盖板、两个升降块和两个

传动杆，所述移动机构包括导轨、两个加固杆、两

个移动基座、两个移动轮和两个第二电机，所述

驱动组件包括第一电机、转盘、两个连接线和两

个弹簧，该消防应急照明装置中，通过收放机构

驱动照明灯升降，从而实现了照明灯的收放，从

而提高了应急照明灯的防火性能，通过移动机构

可以驱动消防应急灯沿着导轨移动，从而降低了

消防应急灯被坍塌物遮挡的几率，从而提高了消

防应急灯的照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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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包括主体(2)和两个照明灯(6)，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收放机

构和移动机构，所述移动机构设置在主体(2)的一侧，所述收放机构设置在主体(2)的内部，

两个照明灯(6)均设置在收放机构上；

所述收放机构包括驱动组件、第一导向杆(18)、第二导向杆(19)、升降板(11)、两个第

一移动套管(12)、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两个滑条(9)、两个盖板(5)、两个升降块(10)和

两个传动杆(14)，两个滑条(9)分别竖向设置在主体(2)的内壁的两侧，两个升降块(10)分

别设置在两个滑条(9)上，两个升降块(10)分别与两个滑条(9)滑动连接，所述升降板(11)

水平设置在两个升降块(10)之间，两个照明灯(6)均设置在升降板(11)的上方，所述第二导

向杆(19)水平设置在升降板(11)的下方，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分别套设在第二导向杆

(19)的两端，所述第一导向杆(18)水平设置在主体(2)的内壁的底部，两个第一移动套管

(12)分别套设在第一导向杆(18)的两端，两个传动杆(14)交叉设置，两个传动杆(14)的中

部相互铰接，两个传动杆(14)的一端分别铰接在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上，两个传动杆

(14)的另一端分别铰接在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上，所述驱动组件设置在第一导向杆(18)

的中部，所述主体(2)的顶部设有开口，两个盖板(5)均设置在开口的内部，两个盖板(5)的

一端分别铰接在主体(2)的开口的两侧，所述盖板(5)与主体(2)的开口的铰接处设有扭转

弹簧(4)；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导轨(1)、两个加固杆(22)、两个移动基座(23)、两个移动轮(26)和

两个第二电机(28)，所述导轨(1)设置在主体(2)的一侧，所述导轨(1)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设

有一个滑槽(27)，两个加固杆(22)均水平设置在主体(2)的靠近导轨(1)的一侧，两个加固

杆(22)分别设置在导轨(1)的上方和下方，两个移动基座(23)分别套设在两个加固杆(22)

上，两个移动轮(26)分别铰接在两个移动基座(23)上，两个移动轮(26)分别设置在两个滑

槽(27)的内部，两个移动基座(23)上分别设有两个弹性绳(21)，各弹性绳(21)的一端均设

置在主体(2)上，两个第二电机(28)分别设置在两个移动基座(23)上，两个第二电机(28)分

别与两个移动轮(26)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2)上设有控制面板

(3)，所述控制面板(3)的内部设有无线信号收发模块和单片机，所述单片机与无线信号收

发模块电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面板(3)上设有至少

两个控制按键和至少两个指示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包括第一电机

(16)、转盘(17)、两个连接线(15)和两个弹簧(13)，所述第一电机(16)设置在第一导向杆

(18)的中部，所述第一电机(16)与转盘(17)传动连接，两个连接线(15)的一端均卷绕在转

盘(17)的外周上，两个连接线(15)的另一端分别与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连接，两个弹簧

(13)的一端分别与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连接，两个弹簧(13)的另一端均设置在第一导向

杆(18)的中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固杆(22)的两侧分别设

有一个凹槽(24)，所述移动基座(23)的内壁的两侧分别设有一个限位块，两个限位块分别

设置在两个凹槽(24)的内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2)的靠近导轨(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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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设有至少两个滚珠(25)，各滚珠(25)均抵靠在导轨(1)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2)的制作材料为不

锈钢。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块(10)的一侧设有开

槽，所述滑条(9)设置在开槽的内部。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板(11)的上方的中部

竖向设置有一个支撑杆(8)，所述支撑杆(8)的顶部设有缓冲块(7)，两个盖板(5)的另一端

均设置在缓冲块(7)的上方。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6)为LED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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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防应急照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消防应急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消防应急照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消防设施是指建筑物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等固定设

施，自动消防设施分为电系统自动设施和水系统自动设施，电气消防安全检测是根据电气

设施在运行过程中热辐射、声发射、电磁发射等现代物理学现象，采用国际先进的高新技术

仪器、设备，结合传统的检查方法对电气设施进行全方位的量化监测，从而更加全面、科学、

准确在反映电气火灾隐患的存在、危险程度及其准确位置，并及时提出相应整改措施，从而

消除隐患，避免电气火灾事故的发生。

[0003] 消防应急灯作为消防应急设备的一种，给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众所

周知，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引起爆炸，而现有技术的消防应急灯的照明

灯都设置在主体的上方，在爆炸的过程中极易引起照明灯损坏，从而导致消防应急灯无法

正常使用，不仅如此，在火灾发生的过程中楼顶容易发生坍塌，如果掉落的物体遮挡在消防

应急灯的前方，将会对消防应急灯的照明造成影响，从而降低了消防应急灯照明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消防应急照明

装置。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包括主体

和两个照明灯，还包括收放机构和移动机构，所述移动机构设置在主体的一侧，所述收放机

构设置在主体的内部，两个照明灯均设置在收放机构上；

[0006] 所述收放机构包括驱动组件、第一导向杆、第二导向杆、升降板、两个第一移动套

管、两个第二移动套管、两个滑条、两个盖板、两个升降块和两个传动杆，两个滑条分别竖向

设置在主体的内壁的两侧，两个升降块分别设置在两个滑条上，两个升降块分别与两个滑

条滑动连接，所述升降板水平设置在两个升降块之间，两个照明灯均设置在升降板的上方，

所述第二导向杆水平设置在升降板的下方，两个第二移动套管分别套设在第二导向杆的两

端，所述第一导向杆水平设置在主体的内壁的底部，两个第一移动套管分别套设在第一导

向杆的两端，两个传动杆交叉设置，两个传动杆的中部相互铰接，两个传动杆的一端分别铰

接在两个第一移动套管上，两个传动杆的另一端分别铰接在两个第二移动套管上，所述驱

动组件设置在第一导向杆的中部，所述主体的顶部设有开口，两个盖板均设置在开口的内

部，两个盖板的一端分别铰接在主体的开口的两侧，所述盖板与主体的开口的铰接处设有

扭转弹簧；

[0007]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导轨、两个加固杆、两个移动基座、两个移动轮和两个第二电

机，所述导轨设置在主体的一侧，所述导轨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设有一个滑槽，两个加固杆均

水平设置在主体的靠近导轨的一侧，两个加固杆分别设置在导轨的上方和下方，两个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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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座分别套设在两个加固杆上，两个移动轮分别铰接在两个移动基座上，两个移动轮分别

设置在两个滑槽的内部，两个移动基座上分别设有两个弹性绳，各弹性绳的一端均设置在

主体上，两个第二电机分别设置在两个移动基座上，两个第二电机分别与两个移动轮连接。

[0008]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消防应急灯的自动化程度，所述主体上设有控制面板，所述控

制面板的内部设有无线信号收发模块和单片机，所述单片机与无线信号收发模块电连接。

[0009]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用户控制消防应急灯的便捷度，所述控制面板上设有至少两

个控制按键和至少两个指示灯。

[0010] 作为优选，为了给两个第一移动套管的移动提供动力，所述驱动组件包括第一电

机、转盘、两个连接线和两个弹簧，所述第一电机设置在第一导向杆的中部，所述第一电机

与转盘传动连接，两个连接线的一端均卷绕在转盘的外周上，两个连接线的另一端分别与

两个第一移动套管连接，两个弹簧的一端分别与两个第一移动套管连接，两个弹簧的另一

端均设置在第一导向杆的中部。

[0011]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加固杆与移动基座连接的稳定性，所述加固杆的两侧分别设

有一个凹槽，所述移动基座的内壁的两侧分别设有一个限位块，两个限位块分别设置在两

个凹槽的内部。

[0012]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主体移动的顺畅度，所述主体的靠近导轨的一侧设有至少两

个滚珠，各滚珠均抵靠在导轨上。

[0013]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消防应急灯的防火性能，所述主体的制作材料为不锈钢。

[0014]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升降块与滑条连接的稳定性，所述升降块的一侧设有开槽，所

述滑条设置在开槽的内部。

[0015]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两个盖板的稳定性，所述升降板的上方的中部竖向设置有一

个支撑杆，所述支撑杆的顶部设有缓冲块，两个盖板的另一端均设置在缓冲块的上方。

[0016]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照明灯的照明效果，所述照明灯为LED灯。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消防应急照明装置中，通过收放机构驱动照明灯升降，从

而实现了照明灯的收放，从而提高了应急照明灯的防火性能，与现有收放机构相比，该收放

机构在照明灯收放的同时，可以实现两个盖板的开闭，之后通过盖板将主体的开口挡住，从

而进一步提高了消防应急灯的防火性能，不仅如此，通过移动机构可以驱动消防应急灯沿

着导轨移动，从而降低了消防应急灯被坍塌物遮挡的几率，从而提高了消防应急灯的照明

效果，与现有移动机构相比，该移动机构通过两个弹性绳将主体与移动基座连接在一起，从

而实现了两个弹性绳之间的冗余设置，从而降低了消防应急灯发生故障的几率。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的收放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的移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的消防应急照明装置的加固杆与移动基座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导轨，2.主体，3.控制面板，4.扭转弹簧，5.盖板，6.照明灯，7.缓冲块，8.

支撑杆，9.滑条，10.升降块，11.升降板，12.第一移动套管，13.弹簧，14.传动杆，15.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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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16.第一电机，17.转盘，18.第一导向杆，19.第二导向杆，20.第二移动套管，21.弹性绳，

22.加固杆，23.移动基座，24.凹槽，25.滚珠，26.移动轮，27.滑槽，28.第二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消防应急照明装置，包括主体2和两个照明灯6，还包括收放机构

和移动机构，所述移动机构设置在主体2的一侧，所述收放机构设置在主体2的内部，两个照

明灯6均设置在收放机构上；

[0026] 如图2所示，所述收放机构包括驱动组件、第一导向杆18、第二导向杆19、升降板

11、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两个滑条9、两个盖板5、两个升降块10和两

个传动杆14，两个滑条9分别竖向设置在主体2的内壁的两侧，两个升降块10分别设置在两

个滑条9上，两个升降块10分别与两个滑条9滑动连接，所述升降板11水平设置在两个升降

块10之间，两个照明灯6均设置在升降板11的上方，所述第二导向杆19水平设置在升降板11

的下方，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分别套设在第二导向杆19的两端，所述第一导向杆18水平设

置在主体2的内壁的底部，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分别套设在第一导向杆18的两端，两个传动

杆14交叉设置，两个传动杆14的中部相互铰接，两个传动杆14的一端分别铰接在两个第一

移动套管12上，两个传动杆14的另一端分别铰接在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上，所述驱动组件

设置在第一导向杆18的中部，所述主体2的顶部设有开口，两个盖板5均设置在开口的内部，

两个盖板5的一端分别铰接在主体2的开口的两侧，所述盖板5与主体2的开口的铰接处设有

扭转弹簧4；

[0027] 其中，在两个滑条9的导向作用下，通过两个升降块10提高了升降板11的稳定性，

之后用户远程控制消防应急照明灯，之后在驱动组件的作用下，驱动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

沿着第一导向杆18相互靠近或者相互远离，当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相互靠近的时候，在第

二导向杆19与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的传动作用下，通过两个传动杆14驱动升降板11上升，

从而通过升降板11驱动两个照明灯6上升，从而通过两个照明灯6将两个盖板5顶开，从而使

两个照明灯6可以移动到主体2的上方，当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相互远离的时候，在第二导

向杆19与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的传动作用下，通过两个传动杆14驱动升降板11下降，从而

通过升降板11驱动两个照明灯6下降到主体的内部，从而在两个扭转弹簧4的作用下，驱动

两个盖板5向下转动，从而通过两个盖板5将主体2的开口挡住，从而提高了应急照明的防火

性能。

[0028] 如图3所示，所述移动机构包括导轨1、两个加固杆22、两个移动基座23、两个移动

轮26和两个第二电机28，所述导轨1设置在主体2的一侧，所述导轨1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设有

一个滑槽27，两个加固杆22均水平设置在主体2的靠近导轨1的一侧，两个加固杆22分别设

置在导轨1的上方和下方，两个移动基座23分别套设在两个加固杆22上，两个移动轮26分别

铰接在两个移动基座23上，两个移动轮26分别设置在两个滑槽27的内部，两个移动基座23

上分别设有两个弹性绳21，各弹性绳21的一端均设置在主体2上，两个第二电机28分别设置

在两个移动基座23上，两个第二电机28分别与两个移动轮26连接；

[0029] 其中，用户将导轨1安装在墙壁上，之后在两个加固杆22的支撑作用下，提高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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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移动基座23的稳定性，从而在两个移动基座23的作用下，提高了两个移动轮26的稳定性，

之后在两个滑槽27对两个移动轮26的限位作用下，提高了导轨1与主体2连接的稳定性，之

后在弹性绳21的弹力的作用下，驱动移动基座23沿着加固杆22向主体2的方向移动，从而提

高了移动轮26与导轨1连接的稳定性，之后通过第二电机28驱动移动轮26转动，从而通过移

动轮26驱动主体2沿着导轨1移动，从而降低了消防应急灯被坍塌物遮挡的几率，从而提高

了消防应急灯的照明效果。

[0030]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消防应急灯的自动化程度，所述主体2上设有控制面板3，所述

控制面板3的内部设有无线信号收发模块和单片机，所述单片机与无线信号收发模块电连

接，通过无线信号收发模块使单片机可以与移动设备建立通讯，之后通过移动设备远程控

制应急照明灯，从而提高了消防应急灯的自动化程度。

[0031]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用户控制消防应急灯的便捷度，所述控制面板3上设有至少两

个控制按键和至少两个指示灯，通过控制按键可以发送控制信号给单片机，同时通过各指

示灯的可以显示应急照明的工作状态，从而提高了用户控制消防应急灯的便捷度。

[0032] 如图2所示，所述驱动组件包括第一电机16、转盘17、两个连接线15和两个弹簧13，

所述第一电机16设置在第一导向杆18的中部，所述第一电机16与转盘17传动连接，两个连

接线15的一端均卷绕在转盘17的外周上，两个连接线15的另一端分别与两个第一移动套管

12连接，两个弹簧13的一端分别与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连接，两个弹簧13的另一端均设置

在第一导向杆18的中部；

[0033] 其中，通过第一电机16驱动转盘17转动，从而通过转盘17实现了两个连接线15的

收放，当两个连接线15收短的时候，通过两个连接线15驱动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沿着第一

导向杆18相互靠近，当两个连接线15松开的时候，在两个弹簧13的作用下驱动两个第一移

动套管12沿着第一导向杆18相互远离。

[0034] 如图4所示，所述加固杆22的两侧分别设有一个凹槽24，所述移动基座23的内壁的

两侧分别设有一个限位块，两个限位块分别设置在两个凹槽24的内部，通过凹槽24与限位

块之间的相互限位作用，提高了移动基座23与加固杆22连接的稳定性。

[0035]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主体2移动的顺畅度，所述主体2的靠近导轨1的一侧设有至少

两个滚珠25，各滚珠25均抵靠在导轨1上，通过滚珠25将主体2与导轨1之间的滑动摩擦转换

成滚动摩擦，从而提高了主体2移动的顺畅度。

[0036]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消防应急灯的防火性能，所述主体2的制作材料为不锈钢，由

于不锈钢具有较好的防火性能，从而提高了消防应急灯的防火性能。

[0037]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升降块10与滑条9连接的稳定性，所述升降块10的一侧设有开

槽，所述滑条9设置在开槽的内部，通过滑条9与开槽之间的相互限位作用，提高了升降块10

与滑条9连接的稳定性。

[0038]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两个盖板5的稳定性，所述升降板11的上方的中部竖向设置有

一个支撑杆8，所述支撑杆8的顶部设有缓冲块7，两个盖板5的另一端均设置在缓冲块7的上

方，通过支撑杆8的支撑作用，提高了缓冲块7的稳定性，从而在缓冲块7对盖板5的另一端的

支撑作用下，提高了两个盖板5的稳定性。

[0039]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照明灯6的照明效果，所述照明灯6为LED灯。

[0040] 用户远程控制消防应急照明灯，之后在驱动组件的作用下，驱动两个第一移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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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12沿着第一导向杆18相互靠近或者相互远离，当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相互靠近的时候，

在第二导向杆19与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的传动作用下，通过两个传动杆14驱动升降板11上

升，从而通过升降板11驱动两个照明灯6上升，从而通过两个照明灯6将两个盖板5顶开，从

而使两个照明灯6可以移动到主体2的上方，当两个第一移动套管12相互远离的时候，在第

二导向杆19与两个第二移动套管20的传动作用下，通过两个传动杆14驱动升降板11下降，

从而通过升降板11驱动两个照明灯6下降到主体的内部，从而在两个扭转弹簧4的作用下，

驱动两个盖板5向下转动，从而通过两个盖板5将主体2的开口挡住，从而提高了应急照明的

防火性能，用户将导轨1安装在墙壁上，之后在两个加固杆22的支撑作用下，提高了两个移

动基座23的稳定性，从而在两个移动基座23的作用下，提高了两个移动轮26的稳定性，之后

在两个滑槽27对两个移动轮26的限位作用下，提高了导轨1与主体2连接的稳定性，之后在

弹性绳21的弹力的作用下，驱动移动基座23沿着加固杆22向主体2的方向移动，从而提高了

移动轮26与导轨1连接的稳定性，之后通过第二电机28驱动移动轮26转动，从而通过移动轮

26驱动主体2沿着导轨1移动。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消防应急照明装置中，通过收放机构驱动照明灯6升降，从而

实现了照明灯6的收放，从而提高了应急照明灯的防火性能，与现有收放机构相比，该收放

机构在照明灯6收放的同时，可以实现两个盖板5的开闭，之后通过盖板5将主体2的开口挡

住，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消防应急灯的防火性能，不仅如此，通过移动机构可以驱动消防应急

灯沿着导轨1移动，从而降低了消防应急灯被坍塌物遮挡的几率，从而提高了消防应急灯的

照明效果，与现有移动机构相比，该移动机构通过两个弹性绳21将主体2与移动基座23连接

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两个弹性绳21之间的冗余设置，从而降低了消防应急灯发生故障的几

率。

[0042]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9185843 A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9

CN 109185843 A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0

CN 109185843 A

10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1

CN 109185843 A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