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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风光互补路灯广告展

示装置，包括上灯杆、下灯杆、主动锥齿轮、传动

杆、上锥齿轮、下锥齿轮、横转轴、左锥齿轮、右锥

齿轮、被动锥齿轮、竖直转轴、主动齿轮、齿圈、支

撑架、轨道、滚轮、滚筒及广告牌，本实用新型是

在风光互补路灯灯杆的中部安装支撑架，支撑架

上设置能够相对支撑架转动的滚筒式广告牌，在

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主轴上连接传动装置，利用

叶片主轴的转动驱动滚筒式广告牌转动，滚筒式

广告架具有抗风能力强的优势，同时利用风力为

广告架的转动提供动力，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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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光互补路灯广告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灯杆、下灯杆、主动锥齿轮、传

动杆、上锥齿轮、下锥齿轮、横转轴、左锥齿轮、右锥齿轮、被动锥齿轮、竖直转轴、主动齿轮、

齿圈、支撑架、轨道、滚轮、滚筒及广告牌，风光互补路灯的风力发电装置设置在上灯杆的上

端，所述的上灯杆的下端与支撑架的上端紧固连接，所述的支撑架的下端与下灯杆紧固连

接，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主轴上设置有主动锥齿轮，所述的主动锥齿轮与上锥齿轮

相互啮合，所述的上锥齿轮设置在传动杆的上端，传动杆穿装在上灯杆内，且与上灯杆相互

转动连接，上灯杆与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主轴垂直布置，所述的传动杆的下端设置有下锥

齿轮，所述的下锥齿轮位于支撑架内，所述的支撑架内设置有横转轴，且横转轴与传动杆垂

直布置，所述的横转轴上设置有左锥齿轮及棘轮，所述的左锥齿轮与下锥齿轮相互啮合，棘

轮外套装有右锥齿轮，所述的棘轮的外圆周上设置有外棘齿，所述的右锥齿轮内孔的内圆

周上设置有内棘齿，内棘齿与棘轮上的外棘齿相互啮合，所述的右锥齿轮与被动锥齿轮相

互啮合，所述的被动锥齿轮设置在竖直转轴上，所述的竖直转轴设置在支撑架上，且相对支

撑架相互转动连接，所述的竖直转轴上设置有主动齿轮，主动齿轮与齿圈相互啮合，所述的

齿圈设置在滚筒的内圆周上，所述的滚筒的外圆周上设置有广告牌，所述的滚筒的上端内

侧设置有滚轮，所述的支撑架的上端设置有轨道，所述的滚轮与轨道相互配合，所述的支撑

架上设置有电机，电机通过电线连接风光互补路灯的蓄电池，所述的电机的主轴上设置有

驱动齿轮，所述的竖直转轴上设置有从动齿轮，驱动齿轮与从动齿轮相互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光互补路灯广告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灯杆的上

端内侧及下端内侧均设置有轴承支座，传动杆与上灯杆通过设置在轴承支座内的轴承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光互补路灯广告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架包括

支撑套、上支撑板及下支撑板，所述的上支撑板及下支撑板均为环形板状结构，其内孔与支

撑套的外圆周固定连接，所述的上灯杆的下端与支撑套的上端通过法兰及螺栓紧固连接，

所述的下灯杆插装进支撑套的下端，并与支撑套下端通过法兰及  螺栓紧固连接，所述的轨

道设置在上支撑板上，所述的横转轴横向插装在支撑套上，且通过轴承与支撑套连接，所述

的竖直转轴与上支撑板及下支撑板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的电机设置在上支撑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光互补路灯广告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灯杆上设

置有遮雨罩，遮雨罩罩装在支撑架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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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互补路灯广告展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路灯广告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风光互补路灯广告展示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们能源意识的提高，风光互补路灯系统得到广泛的应

用，利用风能及太阳能为路灯照明系统提供能源，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而路灯广告也

越来越多，现有技术中的路灯在安装广告牌时，大多是在灯杆上打孔，且需要人工爬高来进

行广告牌的安装，安装麻烦且有一定的危险，同时破坏了灯杆的强度。现有的路灯上安装的

广告牌，主要以平板状安装在路灯灯杆的一侧或两侧，这样的结构抗风性能差，遇上强风或

者台风容易导致灯柱被摧垮，造成严重的损失。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综上所述，为了克服现有技术问题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风光互补路灯

广告展示装置，它是在风光互补路灯灯杆的中部安装支撑架，支撑架上设置能够相对支撑

架转动的滚筒式广告牌，在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主轴上连接传动装置，利用叶片主轴的转

动驱动滚筒式广告牌转动，滚筒式广告架具有抗风能力强的优势，同时利用风力为广告架

的转动提供动力，节约能源。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风光互补路灯广告展示装置，其中：包括上灯杆、下灯杆、主动锥齿轮、传动

杆、上锥齿轮、下锥齿轮、横转轴、左锥齿轮、右锥齿轮、被动锥齿轮、竖直转轴、主动齿轮、齿

圈、支撑架、轨道、滚轮、滚筒及广告牌，风光互补路灯的风力发电装置设置在上灯杆的上

端，所述的上灯杆的下端与支撑架的上端紧固连接，所述的支撑架的下端与下灯杆紧固连

接，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主轴上设置有主动锥齿轮，所述的主动锥齿轮与上锥齿轮

相互啮合，所述的上锥齿轮设置在传动杆的上端，传动杆穿装在上灯杆内，且与上灯杆相互

转动连接，上灯杆与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主轴垂直布置，所述的传动杆的下端设置有下锥

齿轮，所述的下锥齿轮位于支撑架内，所述的支撑架内设置有横转轴，且横转轴与传动杆垂

直布置，所述的横转轴上设置有左锥齿轮及棘轮，所述的左锥齿轮与下锥齿轮相互啮合，棘

轮外套装有右锥齿轮，所述的棘轮的外圆周上设置有外棘齿，所述的右锥齿轮内孔的内圆

周上设置有内棘齿，内棘齿与棘轮上的外棘齿相互啮合，所述的右锥齿轮与被动锥齿轮相

互啮合，所述的被动锥齿轮设置在竖直转轴上，所述的竖直转轴设置在支撑架上，且相对支

撑架相互转动连接，所述的竖直转轴上设置有主动齿轮，主动齿轮与齿圈相互啮合，所述的

齿圈设置在滚筒的内圆周上，所述的滚筒的外圆周上设置有广告牌，所述的滚筒的上端内

侧设置有滚轮，所述的支撑架的上端设置有轨道，所述的滚轮与轨道相互配合，所述的支撑

架上设置有电机，电机通过电线连接风光互补路灯的蓄电池，所述的电机的主轴上设置有

驱动齿轮，所述的竖直转轴上设置有从动齿轮，驱动齿轮与从动齿轮相互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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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所述的上灯杆的上端内侧及下端内侧均设置有轴承支座，传动杆与上灯

杆通过设置在轴承支座内的轴承连接。

[0007] 进一步，所述的支撑架包括支撑套、上支撑板及下支撑板，所述的上支撑板及下支

撑板均为环形板状结构，其内孔与支撑套的外圆周固定连接，所述的上灯杆的下端与支撑

套的上端通过法兰及螺栓紧固连接，所述的下灯杆插装进支撑套的下端，并与支撑套下端

通过法兰及  螺栓紧固连接，所述的轨道设置在上支撑板上，所述的横转轴横向插装在支撑

套上，且通过轴承与支撑套连接，所述的竖直转轴与上支撑板及下支撑板通过轴承连接，所

述的电机设置在上支撑板上。

[0008] 进一步，所述的上灯杆上设置有遮雨罩，遮雨罩罩装在支撑架的上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0] 1、本实用新型是在风光互补路灯灯杆的中部安装支撑架，支撑架上设置能够相对

支撑架转动的滚筒式广告牌，在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主轴上连接传动装置，利用叶片主轴

的转动驱动滚筒式广告牌转动，滚筒式广告架具有抗风能力强的优势，同时利用风力为广

告架的转动提供动力，节约能源。

[0011] 2、本实用新型的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主轴上设置主动锥齿轮，通过主动锥齿轮、

穿装在上灯杆内的传动杆及传动杆上下两端设置的上锥齿轮及下锥齿轮，实现将叶片主轴

的转动传递到支撑架内，为滚筒及广告牌的转动提供动力，而叶片主轴则是以风力为动力，

利用风力实现广告牌的转动，节约能源。同时，主动锥齿轮与上锥齿轮相互啮合，当风力发

电装置的偏航系统工作时，叶片主轴偏航，则主动锥齿轮随着叶片主轴偏航，此时主动锥齿

轮沿上锥齿轮发生滚动，此种结构的设置，能够有效的避免偏航系统对广告牌的影响，保证

滚筒及广告牌正常工作。

[0012] 3、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成本低廉，有效的利用风力为路灯广告提供动

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现有的路灯广告只能做支架式平面广告的缺陷。

[0013] 4、本实用新型的支撑架上设置电机，电机通过驱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带动竖直转轴

旋转，从而带动齿圈旋转，使滚筒及广告牌旋转，电机通过电线连接风光互补路灯的蓄电

池，则，当无风或者风力过小，风力发电装置不工作时，此时可利用风光互补路灯的蓄电池

为电机提供能源，利用电机驱动滚筒及广告牌旋转，此时，横转轴上的棘轮的设置，能够使

右锥齿轮空转，避免右锥齿轮将转动再传递给风力发电装置的叶片主轴，而风光互补路灯

的蓄电池的能源可以是存储的风力发电能源及太阳能发电的能源。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横转轴与右锥齿轮连接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7] 如图1、图2所示，一种风光互补路灯广告展示装置，包括上灯杆1、下灯杆2、主动锥

齿轮3、传动杆4、上锥齿轮5、下锥齿轮6、横转轴7、左锥齿轮8、右锥齿轮9、被动锥齿轮10、竖

直转轴11、主动齿轮12、齿圈13、支撑架14、轨道15、滚轮16、滚筒17及广告牌18，风光互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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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的风力发电装置19设置在上灯杆1的上端，所述的上灯杆1的下端与支撑架14的上端紧固

连接，所述的支撑架14的下端与下灯杆2紧固连接，所述的风力发电装置19的叶片主轴20上

设置有主动锥齿轮3，所述的主动锥齿轮3与上锥齿轮5相互啮合，所述的上锥齿轮5设置在

传动杆4的上端，传动杆4穿装在上灯杆1内，且与上灯杆1相互转动连接，上灯杆1与风力发

电装置19的叶片主轴20垂直布置，所述的传动杆4的下端设置有下锥齿轮6，所述的下锥齿

轮6位于支撑架14内，所述的支撑架14内设置有横转轴7，且横转轴7与传动杆4垂直布置，所

述的横转轴7上设置有左锥齿轮8及棘轮26，所述的左锥齿轮8与下锥齿轮6相互啮合，棘轮

26外套装有右锥齿轮9，所述的棘轮26的外圆周上设置有外棘齿，所述的右锥齿轮9内孔的

内圆周上设置有内棘齿，内棘齿与棘轮26上的外棘齿相互啮合，所述的右锥齿轮9与被动锥

齿轮10相互啮合，所述的被动锥齿轮10设置在竖直转轴11上，所述的竖直转轴11设置在支

撑架14上，且相对支撑架14相互转动连接，所述的竖直转轴11上设置有主动齿轮12，主动齿

轮12与齿圈13相互啮合，所述的齿圈13设置在滚筒17的内圆周上，所述的滚筒17的外圆周

上设置有广告牌18，所述的滚筒17的上端内侧设置有滚轮16，所述的支撑架14的上端设置

有轨道15，所述的滚轮16与轨道15相互配合，所述的支撑架14上设置有电机23，电机23通过

电线连接风光互补路灯的蓄电池，所述的电机23的主轴上设置有驱动齿轮24，所述的竖直

转轴11上设置有从动齿轮25，驱动齿轮24与从动齿轮25相互啮合。

[0018] 所述的上灯杆1的上端内侧及下端内侧均设置有轴承支座21，传动杆4与上灯杆1

通过设置在轴承支座21内的轴承连接。

[0019] 所述的支撑架14包括支撑套141、上支撑板142及下支撑板143，所述的上支撑板

142及下支撑板143均为环形板状结构，其内孔与支撑套141的外圆周固定连接，所述的上灯

杆1的下端与支撑套141的上端通过法兰及螺栓紧固连接，所述的下灯杆2插装进支撑套141

的下端，并与支撑套141下端通过法兰及  螺栓紧固连接，所述的轨道15设置在上支撑板142

上，所述的横转轴7横向插装在支撑套141上，且通过轴承与支撑套141连接，所述的竖直转

轴11与上支撑板142及下支撑板143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的电机23设置在上支撑板142上。

[0020] 所述的上灯杆1上设置有遮雨罩22，遮雨罩22罩装在支撑架14的上方。

[0021] 使用时，当风力带动风力发电装置19的叶片旋转，则叶片主轴20旋转，风力发电装

置19产生电能，为路灯提供能源或者将能源存储在风光互补路灯的蓄电池内，叶片主轴20

旋转，带动主动锥齿轮3旋转，主动锥齿轮3带动上锥齿轮5旋转，从而使传动杆4及下锥齿轮

6旋转，下锥齿轮6与左锥齿轮8相互啮合，则左锥齿轮8旋转，从而使横转轴7及右锥齿轮9旋

转，右锥齿轮9与被动锥齿轮10相互啮合，则被动锥齿轮10旋转，从而使竖直转轴11及主动

齿轮12旋转，主动齿轮12带动齿圈13旋转，从而使滚筒17及滚筒17上的广告牌18旋转，实现

广告牌18的旋转。

[0022] 当风力发电装置19发生偏航动作时，叶片主轴20偏航，则主动锥齿轮3随着叶片主

轴20偏航，此时主动锥齿轮3沿上锥齿轮5发生滚动，此种结构的设置，能够有效的避免偏航

系统对广告牌18的影响，保证滚筒17及广告牌18正常工作。

[0023] 当无风或者风力过小，风力发电装置19不工作时，此时可利用风光互补路灯的蓄

电池为电机23提供能源，利用电机23驱动滚筒17及广告牌18旋转，此时，电机23转动，通过

驱动齿轮24带动从动齿轮25转动，从而使竖直转轴11转动，带动竖直转轴11上的主动齿轮

12及被动锥齿轮10转动，主动齿轮12带动齿圈13转动，从而使滚筒17及广告牌18转动，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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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齿轮10带动右锥齿轮9旋转，在横转轴7上的棘轮26的作用下，右锥齿轮9只能空转，避免

右锥齿轮9将转动再传递给风力发电装置19的叶片主轴20，而风光互补路灯的蓄电池的能

源可以是存储的风力发电能源及太阳能发电的能源。

[0024] 本实用新型的支撑架14的上支撑板142及下支撑板143的外侧还可以设置密封筒，

密封筒为筒状结构，其上下两端分别通过密封垫及螺栓与上支撑板142及下支撑板143紧固

密封连接，密封筒的设置，能够对支撑架14内的零部件进行保护，避免外界灰尘进入，减少

齿轮之间的摩擦力，避免齿轮磨损过快，保证设备使用寿命。

[0025] 要说明的是，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说明而非限制，所属技术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等同替换或者根据现有技术而做的其它修改，只要没超出本实用新型技

术方案的思路和范围，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所要求的权利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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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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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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