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〇

(1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 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3 年 3月 28 日 （28.03.2013) WO 2013/041064 A 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81) 指定国（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保
F21L 4/02 (2006.01) F21Y 101/02 (2006.01) 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F21 V 33/00 (2006.01)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2/08 1868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22) 国际申请日： 2012 年 9 月 24 日 （24.09.2012)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25) 申職 言： 中文 ML, NA, NG, NI,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PT,
QA, RO, RS, RU, RW,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26) 公布语言： 中文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30) 优先权： VC, VN, ZA, ZM, Z

201 1 10286169.4 201 1年 9 月 24 日 (24.09.201 1) CN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保

(72) 发明人；及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71) 申请人 ：杨天平 (YANG, Tianping) [CN/CN]; 中国 RW, SD, SL, SZ, TZ, UG, ZM, ZW), 喊亚 （AM, AZ,

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下梅林下梅林通业大厦 23G, BY, KG, KZ,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BG, CH,

Guangdong 5 18049 (CN )。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74) 代理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GUANGDONG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UANGHE LAW FIRM);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 GA,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
福 虹 路 世 贸 广 场 A 座 20 层 ，Guangdong 5 18033
(CN) 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 3》。

(54) Title: MULTI-FUNCTIONAL EMERGENCY STOP WARNING LIGHT

(54) 发明名称 ：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57) Abstract: A multi-functional emergency stop warning light, including a tank-shaped housing (1), which tank- shaped housing
(1) i s provided therein with an LED installation plate (2) and a power source (3). The LED installation plate (2) i s provided thereon
with more than two yellow LEDs (21), a glowing control circuit, and a switch (16). The glowing control circuit and the power source
(3) are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 o the yellow LEDs (21). The glowing control circuit i s used for controlling the yellow LEDs (21) to
glow. One end o f the tank- shaped housing (1) i s further provided with a pocket knife ( 11) for cutting off the safety belt in case o f
emergency. The emergency stop warning light employs a yellow LED (21) as a light source, with long visual distance, long service
life,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long corresponding continuous working time, and the pocket knife ( 11) for cutting off the safety
belt i n case o f emergency can b e used to b e out o f danger when the safety belt cannot b e unlocked successfully i f there i s a car acci -
dent.

(57) 摘要：一种 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包括筒状外壳 （1 ) , 筒状外壳 （1 ) 内设有 LED 安装板 （2 ) 和 电源
( 3 ) 。 LED 安装板 （2 ) 上设有两颗 以上黄色光 LED ( 2 1 ) 和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开关 （16 ) 。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电源 （3 ) 与黄色光 LED ( 2 1 ) 电连接 。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用 以控制黄色光 LED (21 ) 闪烁发光。筒状外
壳 （1 ) 端部还设有一小刀 （11 ) 用 以紧急情况下割断安全带。该紧急停车警示灯采用黄色光 LED (21 ) 作为光
源，可视距离远 、使用寿命长、耗 电低且相应持续工作时间也长，采用紧急情况下割断安全带的小刀 （11 ) ，
可在 出现交通事故安全带无法顺利解开时割断安全带脱离危险。



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紧急停车警示灯 。

背景技术

传统上，在车辆 出现故障需要修理或等待救援而紧急靠边停靠时，会在车尾部放置一个

三角警示牌避免 同方 向的后车发生追尾相撞事故，但是因三角警示牌标志不够 明显，可视距

离不远 ，如果后车速度过快，或是在大风 、大雨、大雾风沙等恶劣气候等能见度很差的情况

下，三角警示牌 的警示效果仍很不理想 ，存在着安全隐患， 目前 出现 了一种采用氙气灯 的车

辆故障警示灯 ，但其存在耗 电、持续工作 时间短 、使用寿命短 的缺 陷，同时功能也 比较单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可视距离远 、持续工作时间和使用寿命长的多功能紧

急停车警示灯 。

本发 明所采用 的技术方案是：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包括筒状外壳，所述筒状外壳 内设

有 LED 安装板和 电源 ，所述 LED 安装板上设有两颗 以上黄色光 LED 和 闪烁发光控制 电

路、开关 ，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电源与黄色光 LED 电连接 ，所述 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用 以控

制黄色光 LED 闪烁发光 ，所述筒状外壳端部还设有一小刀用 以紧急情况下割断安全带 。

上述方案中，优选所述 LED 安装板还设有一个 以上 LED 工作灯及相应的发光控制 电

路，所述 LED 工作灯与 LED 安装板上的发光控制 电路、开关 电连接用 以控制 LED 工作灯

发光 ，所述开关上设有工作灯切换档位 。

上述方案中，优选所述 电源为充 电电池 ，所述筒状外壳上设有充 电接 口以连通外部 电源

通过充 电控制 电路为充 电电池充 电。

上述方案中，优选所述 LED 安装板上还设有输 出充 电电路，输 出充 电电路连接到 USB

口用 以向外输 出电流为其他设备充 电。

上述方案中，优选所述 LED 安装板上方还设有一透光板 ，所述透光板对应 LED 安装板

上每一 LED 还设有一反光杯 以聚焦 LED 。

上述方案 中，优选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前端还设有一强光 LED 用作手 电筒 ，所

述强光 LED 与 LED 安装板上的手 电发光控制 电路、开关连接用 以控制强光 LED 发光 ，所

述开关上设有手 电切换档位 ，所述手 电切换档包括普通照 明档位 、强光照 明档位 、强光闪烁



档位。

上述方案中，优选所述筒状外壳上还设有一安全锤用 以紧急情况下敲破玻璃。

上述方案中，优选所述 LED 安装板上还设有 电池 电量显示电路。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黄色光 LED 作为紧急停车警示灯的光源，可视距离

远、使用寿命长，同时耗 电低相应持续工作时间也长，同时在车辆故障警示灯上增加了用于

紧急情况下割断安全带的小刀，在出现交通事故安全带无法顺利解开时可割断安全带脱离危

险，组合使用功能更多，进一步再配合工作灯和照明 LED, 可 以做到一灯多用，同时携带

方便，可广泛用于驾驶员、旅行者应急使用。

附图说明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图 1、图 2 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外形整体示意图；

图 3、图 4 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打开小刀后的外形整体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图 6 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组合后去除筒状外壳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如图 1、图 2 所示，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包括筒状外壳 1，筒状外壳端部还铰接有一

小刀 11 用 以紧急情况下割断安全带，小刀打开后外形如图 3、图 4 所示，在筒状外壳上还

设有一安全锤 12 用 以紧急情况下敲破玻璃。

如图 5、图 6 所示，筒状外壳内设有 LED 安装板 2 和充电电池 3，充电电池 3 安放于一

铝合金盒体 31 内，LED 安装板上设有 6 颗黄色光 LED21 和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轻触开关

16，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电源与黄色光 LED21 电连接，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用 以控制黄色光

LED 闪烁发光；LED 安装板上还设有用于工作灯的两颗 白色光 LED22 和相应的发光控制 电

路，白色光 LED22 与 LED 安装板 2 上的发光控制 电路、轻触开关 16 电连接用 以白色光

LED22 发光，轻触开关 16 上设有工作灯切换档位，通过依次按触轻触开关 16 可以实现开

启警示灯、开启工作灯、关闭的功能切换。

LED 安装板 2 上方还设有一透光板 4，透光板 4 对应 LED 安装板上每一颗 LED 还设有

一反光杯 41 以聚焦 LED 灯光。

LED 安装板 2 一端与铝合金盒体 31 相连接，另一端上设有 USB 充 电接 口 23、USB 电

流输出接 口 24 及 电量指示灯 25，充电接 口 23 用于连接外接 电源通过 LED 安装板 上的充

电控制 电路为内部的充 电电池 3 充 电，电池输出接 口 24 用于 向外输出电流为其他设备充



电，电量指示灯 25 连接 LED 安装板 2 上的电池 电量显示电路用于显示充电电池 3 的当前 电

筒状外壳 1 上一端的端盖 13 上对应充电接 口 23、电流输出接 口 24 及 电量指示灯 25 开

有小孔以供接 口通过，另一端则设有一强光 LED14 用作手 电筒，强光 LED13 后也对应有一

反光杯 15，强光 LED14 与 LED 安装板 2 上的手 电发光控制 电路、手 电开关 17 连接用 以控

制强光 LED 发光，手 电开关 17 上设有手 电切换档位，手 电切换档包括普通照明档位、强光

照明档位、强光闪烁档位，通过依次按触可 以实现普通照明档位、强光照明档位、强光闪烁

档位、关闭等功能切换。

以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但这些并非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以上述实施方式为限，但凡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所揭示内容所

作的等效修饰或变化，皆应纳入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保护范围内。



W O 2013/041064 权 要 求 书 PCT/CN2012/081868

1. 一种 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包括筒状外壳 ，

所述筒状外壳 内设有 LED 安装板和 电源 ，所述 LED 安装板上设有两颗 以上黄色光 LED 和

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 、开关 ，闪烁发光控制 电路、电源与黄色光 LED 电连接 ，所述闪烁发光

控制 电路用 以控制黄色光 LED 闪烁发光 ，所述筒状外壳端部还设有一小刀用 以紧急情况下

割断安全带 。

2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 LED 安装板还设有一个 以

上 LED 工作灯及相应 的发光控制 电路，所述 LED 工作灯与 LED 安装板上 的发光控制 电

路、开关 电连接用 以控制 LED 工作灯发光 ，所述开关上设有工作灯切换档位 。

3 .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电源为充 电电池 ，所述筒

状外壳上设有充 电接 口以连通外部 电源通过充 电控制 电路为充 电电池充 电。

4 .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 LED 安装板上还设有输 出

充 电电路，输 出充 电电路连接到 USB 口用 以向外输 出电流为其他设备充 电。

5 . 如权利要求 1、 2、 3 或 4 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 LED 安装板

上方还设有一透光板 ，所述透光板对应 LED 安装板上每一 LED 还设有一反光杯 以聚焦

6 .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前

端还设有一强光 LED 用作手 电筒，所述强光 LED 与 LED 安装板上的手 电发光控制 电路、

开关连接用 以控制强光 LED 发光 ，所述开关上设有手 电切换档位 ，所述手 电切换档包括普

通照 明档位 、强光照 明档位 、强光闪烁档位 。

7 .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筒状外壳上还设有一安全

锤用 以紧急情况下敲破玻璃 。

8.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多功能紧急停车警示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 LED 安装板上还设有 电池

电量显示 电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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