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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
示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
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
包括主箱体，
所述主箱体
上侧端面固定设有警示牌，
所述主箱体内部左右
对称固定设有一号腔，
所述一号腔内设有移动装
置，
所述主箱体上侧端面左右对称固定设有位于
所述警示牌两侧的发声装置以及警示装置。
本发
明结构简单，
使用方便，
设有的移动装置可使警
示牌自用移动，
满足不同地点的警示需要，
同时
设有锁紧和支撑功能，
能在需要时防止警示牌移
动，
满足一些恶劣天气如台风天的警示需要，
设
有的发声装置以及警示装置可以在雾天雨天等
天气起到指示作用，
使一些恶劣天气的道路安全
得到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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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
包括主箱体，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
箱体上侧端面固定设有警示牌，
所述主箱体内部左右对称固定设有一号腔，
所述一号腔内
设有移动装置，
所述主箱体上侧端面左右对称固定设有位于所述警示牌两侧的发声装置以
及警示装置；
所述移动装置包括固定设于所述一号腔下底壁并向下延伸的延伸块，
所述延伸块内部
左右两侧内壁之间转动设有一号轴，
所述一号轴上固定设有移动轮，
所述一号腔左右两侧
内壁对称固定设有一号滑道，
所述一号滑道内部滑动设有滑杆，
所述滑杆远离所述一号滑
道一端固定设有摩擦块，
所述摩擦块位于所述移动轮的正上方，
所述摩擦块后侧端面固定
设有向后延伸的连接块，
所述一号腔左右内壁之间固定设有挡板，
所述摩擦块上侧端面转
动设有向上延伸并穿过所述挡板而后向左延伸的手柄杆，
所述手柄杆左侧末端穿过所述一
号腔左侧内壁并固定设有手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
其特征在
于：
所述一号腔前侧内壁固定设有向后延伸的支撑块，
所述支撑块位于所述手柄杆下方，
所
述支撑块上下端面对称固定设有凹槽，
所述凹槽左右内壁固定设有二号滑道，
所述二号滑
道内滑动设有滑块，
所述滑块上侧端面固定设有凸起块，
所述滑块下侧端面与所述凹槽下
底壁之间固定设有一号弹簧。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
其特征在
于：
所述主箱体左侧端面对称固定设有一号转轴座，
所述一号转轴座之间转动设有一号转
轴，
所述一号转轴上固定设有套杆，
所述套杆下侧端面滑动设有延伸杆，
所述延伸杆下侧末
端固定设有二号转轴座，
所述二号转轴座之间转动设有二号转轴，
所述二号转轴上固定设
有转轴块，
所述转轴块下侧端面固定设有支脚，
所述延伸杆左侧端面固定设有三号转轴座，
所述三号转轴座之间转动设有三号转轴，
所述三号转轴上固定设有固定杆，
所述固定杆上
固定设有通孔，
所述套杆左侧端面固定设有穿过所述通孔的一号块，
所述一号块左侧末端
转动设有锁紧块。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发声装置包括固定设于所述主箱体上侧端面的发声箱，
所述发声箱内部固定设有
二号腔，
所述二号腔下底壁固定设有纸盆座，
所述二号腔下底壁固定设有位于所述纸盆座
内部的磁体，
所述磁体上侧端面固定设有纸盆，
所述纸盆上绕设有线圈，
所述纸盆座上侧端
面固定设有防尘罩，
所述二号腔前后左右内壁上固定设有滤网。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
其特征在
于：
所述警示装置包括固定设于所述发声箱上侧端面的三号箱，
所述三号箱内部固定设有
三号腔，
所述三号箱上侧端面固定设有灯罩，
所述三号腔下底壁固定设有向上延伸的至所
述灯罩内部的灯泡座，
所述灯泡座上侧末端固定设有灯泡，
所述灯泡座外圆端面转动设有
一号齿轮，
所述一号齿轮上侧端面固定设有反光罩座，
所述反光罩座上侧端面固定设有反
光罩，
所述三号腔下底壁固定设有位于所述灯泡座右侧的电机，
所述电机上侧端面转动设
有动力轴，
所述动力轴上侧末端固定设有与所述一号齿轮啮合的二号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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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扬声器技术领域，
具体为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警示牌作为一种常用的道路设备，
起到警示过往车辆以及行人的作用，
不过在一
些恶劣天气如雾天，
台风天等，
警示牌往往被忽视，
起不到警示作用，
甚至还有警示牌被风
吹走的现象，
所以设计一种通过声音与警示灯来警示的警示牌，
对维护道路安全显得十分
必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
用于克
服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
包括主箱体，
所
述主箱体上侧端面固定设有警示牌，
所述主箱体内部左右对称固定设有一号腔，
所述一号
腔内设有移动装置，
所述主箱体上侧端面左右对称固定设有位于所述警示牌两侧的发声装
置以及警示装置；
所述移动装置包括固定设于所述一号腔下底壁并向下延伸的延伸块，
所述延伸块内部
左右两侧内壁之间转动设有一号轴，
所述一号轴上固定设有移动轮，
所述一号腔左右两侧
内壁对称固定设有一号滑道，
所述一号滑道内部滑动设有滑杆，
所述滑杆远离所述一号滑
道一端固定设有摩擦块，
所述摩擦块位于所述移动轮的正上方，
所述摩擦块后侧端面固定
设有向后延伸的连接块，
所述一号腔左右内壁之间固定设有挡板，
所述摩擦块上侧端面转
动设有向上延伸并穿过所述挡板而后向左延伸的手柄杆，
所述手柄杆左侧末端穿过所述一
号腔左侧内壁并固定设有手柄；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
所述一号腔前侧内壁固定设有向后延伸的支撑块，
所述支撑
块位于所述手柄杆下方，
所述支撑块上下端面对称固定设有凹槽，
所述凹槽左右内壁固定
设有二号滑道，
所述二号滑道内滑动设有滑块，
所述滑块上侧端面固定设有凸起块，
所述滑
块下侧端面与所述凹槽下底壁之间固定设有一号弹簧；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
所述主箱体左侧端面对称固定设有一号转轴座，
所述一号转
轴座之间转动设有一号转轴，
所述一号转轴上固定设有套杆，
所述套杆下侧端面滑动设有
延伸杆，
所述延伸杆下侧末端固定设有二号转轴座，
所述二号转轴座之间转动设有二号转
轴，
所述二号转轴上固定设有转轴块，
所述转轴块下侧端面固定设有支脚，
所述延伸杆左侧
端面固定设有三号转轴座，
所述三号转轴座之间转动设有三号转轴，
所述三号转轴上固定
设有固定杆，
所述固定杆上固定设有通孔，
所述套杆左侧端面固定设有穿过所述通孔的一
号块，
所述一号块左侧末端转动设有锁紧块；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
所述发声装置包括固定设于所述主箱体上侧端面的发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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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发声箱内部固定设有二号腔，
所述二号腔下底壁固定设有纸盆座，
所述二号腔下底壁
固定设有位于所述纸盆座内部的磁体，
所述磁体上侧端面固定设有纸盆，
所述纸盆上绕设
有线圈，
所述纸盆座上侧端面固定设有防尘罩，
所述二号腔前后左右内壁上固定设有滤网；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
所述警示装置包括固定设于所述发声箱上侧端面的三号箱，
所述三号箱内部固定设有三号腔，
所述三号箱上侧端面固定设有灯罩，
所述三号腔下底壁
固定设有向上延伸的至所述灯罩内部的灯泡座，
所述灯泡座上侧末端固定设有灯泡，
所述
灯泡座外圆端面转动设有一号齿轮，
所述一号齿轮上侧端面固定设有反光罩座，
所述反光
罩座上侧端面固定设有反光罩，
所述三号腔下底壁固定设有位于所述灯泡座右侧的电机，
所述电机上侧端面转动设有动力轴，
所述动力轴上侧末端固定设有与所述一号齿轮啮合的
二号齿轮。
[000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结构简单，
使用方便，
设有的移动装置可使警示牌自
用移动，
满足不同地点的警示需要，
同时设有锁紧和支撑功能，
能在需要时防止警示牌移
动，
满足一些恶劣天气如台风天的警示需要，
设有的发声装置以及警示装置可以在雾天雨
天等天气起到指示作用，
使一些恶劣天气的道路安全得到了保障。
附图说明
[000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07] 图1是本发明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设备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图2是图1中A-A处结构示意图；
图3是图1中B-B处结构示意图；
图4是图1中C处结构示意图；
图5是图3中D处结构示意图；
图6是图3中E处结构示意图；
图7是图3中F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下面结合图1-7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为叙述方便，
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如
下：
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
[0009] 参照图1-7，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一种装有防尘扬声器和指示灯的可移动警示
设备，
包括主箱体10，
所述主箱体10上侧端面固定设有警示牌11，
所述主箱体10内部左右对
称固定设有一号腔12，
所述一号腔12内设有移动装置，
所述主箱体10上侧端面左右对称固
定设有位于所述警示牌11两侧的发声装置以及警示装置；
所述移动装置包括固定设于所述一号腔12下底壁并向下延伸的延伸块14，
所述延伸块
14内部左右两侧内壁之间转动设有一号轴15，
所述一号轴15上固定设有移动轮13，
所述一
号腔12左右两侧内壁对称固定设有一号滑道16，
所述一号滑道16内部滑动设有滑杆17，
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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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滑杆17远离所述一号滑道16一端固定设有摩擦块18，
所述摩擦块18位于所述移动轮13的
正上方，
所述摩擦块18后侧端面固定设有向后延伸的连接块22，
所述一号腔12左右内壁之
间固定设有挡板21，
所述摩擦块18上侧端面转动设有向上延伸并穿过所述挡板21而后向左
延伸的手柄杆20，
所述手柄杆20左侧末端穿过所述一号腔12左侧内壁并固定设有手柄19；
另外，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一号腔12前侧内壁固定设有向后延伸的支撑块23，
所述支
撑块23位于所述手柄杆20下方，
所述支撑块23上下端面对称固定设有凹槽58，
所述凹槽58
左右内壁固定设有二号滑道60，
所述二号滑道60内滑动设有滑块61，
所述滑块61上侧端面
固定设有凸起块62，
所述滑块61下侧端面与所述凹槽58下底壁之间固定设有一号弹簧59；
另外，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主箱体10左侧端面对称固定设有一号转轴座26，
所述一号
转轴座26之间转动设有一号转轴27，
所述一号转轴27上固定设有套杆24，
所述套杆24下侧
端面滑动设有延伸杆50，
所述延伸杆50下侧末端固定设有二号转轴座51，
所述二号转轴座
51之间转动设有二号转轴54，
所述二号转轴54上固定设有转轴块53，
所述转轴块53下侧端
面固定设有支脚52，
所述延伸杆50左侧端面固定设有三号转轴座55，
所述三号转轴座55之
间转动设有三号转轴56，
所述三号转轴56上固定设有固定杆25，
所述固定杆25上固定设有
通孔47，
所述套杆24左侧端面固定设有穿过所述通孔47的一号块49，
所述一号块49左侧末
端转动设有锁紧块48；
另外，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发声装置包括固定设于所述主箱体10上侧端面的发声箱
28，
所述发声箱28内部固定设有二号腔29，
所述二号腔29下底壁固定设有纸盆座45，
所述二
号腔29下底壁固定设有位于所述纸盆座45内部的磁体46，
所述磁体46上侧端面固定设有纸
盆44，
所述纸盆44上绕设有线圈43，
所述纸盆座45上侧端面固定设有防尘罩42，
所述二号腔
29前后左右内壁上固定设有滤网41；
另外，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警示装置包括固定设于所述发声箱28上侧端面的三号箱
32，
所述三号箱32内部固定设有三号腔31，
所述三号箱32上侧端面固定设有灯罩37，
所述三
号腔31下底壁固定设有向上延伸的至所述灯罩37内部的灯泡座40，
所述灯泡座40上侧末端
固定设有灯泡36，
所述灯泡座40外圆端面转动设有一号齿轮39，
所述一号齿轮39上侧端面
固定设有反光罩座38，
所述反光罩座38上侧端面固定设有反光罩35，
所述三号腔31下底壁
固定设有位于所述灯泡座40右侧的电机30，
所述电机30上侧端面转动设有动力轴33，
所述
动力轴33上侧末端固定设有与所述一号齿轮39啮合的二号齿轮34。
[0010] 初始状态时，
所述手柄杆20位于所述支撑块23上方，
所述摩擦块18不与所述移动
轮13接触，
所述延伸杆50回缩于所述套杆24内，
此时整体设备可自由移动。
[0011] 当部署警示牌时，
将整体设备移动至需要的地点，
随后将所述手柄杆20向左转动，
随后下压，
随后向右转动，
所述摩擦块18向下移动并与所述移动轮13摩擦接触，
所述移动轮
13不能转动，
放止警示牌移动，
转动所述锁紧块48，
将所述固定杆25向左转动，
将所述延伸
杆50伸出，
所述支脚52接触地面达到稳固警示牌的作用。
[0012] 开启所述发声装置，
所述线圈43通电 ，
所述纸盆44发出声音，
警示车辆与行人，
所
述灯泡36发光，
所述电机30启动，
所述动力轴33以及所述二号齿轮34转动，
所述二号齿轮34
带动所述一号齿轮39和所述反光罩座38以及所述反光罩35转动，
起到警示作用。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结构简单，
使用方便，
设有的移动装置可使警示牌自
用移动，
满足不同地点的警示需要，
同时设有锁紧和支撑功能，
能在需要时防止警示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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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满足一些恶劣天气如台风天的警示需要，
设有的发声装置以及警示装置可以在雾天雨
天等天气起到指示作用，
使一些恶劣天气的道路安全得到了保障。
[001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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