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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交通安全防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交通防护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交通安全防护方法，包括防护模块和动力模

块，防护模块布置于道路中央以及道路两侧的人

行道上，防护模块包括控制器、底座、防护杆、推

力气缸、压缩弹簧和气管一，底座的上端与路面

平齐；防护杆布置于底座上部；推力气缸位于底

座下部，推力气缸上设置有推块，推力气缸通过

推块带动防护杆转动；压缩弹簧位于推块的端

部；防护杆上设置有交通信号灯；动力模块位于

道路的边侧，动力模块用于为推力气缸供气以及

动力模块用于为防护模块供电；本发明通过在道

路上设置交通安全防护装置，根据交通信号灯的

颜色，使道路或人行道被封闭或保持畅通，有利

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3页

CN 109056579 B

2021.07.20

CN
 1
09
05
65
79
 B



1.一种交通安全防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防护模块(1)和动力模块(2)，所述防护模

块(1)布置于道路中央以及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上，防护模块(1)包括控制器(11)、底座(12)、

防护杆(13)、推力气缸(14)、压缩弹簧(16)和气管一(17)，所述底座(12)的上端与路面平

齐；所述防护杆(13)布置于底座(12)上部，防护杆(13)可在底座(12)上转动，且防护杆(13)

的转动范围为0°至90°；所述推力气缸(14)位于底座(12)下部，推力气缸(14)上设置有推块

(15)；所述推力气缸(14)通过推块(15)带动防护杆(13)转动；所述压缩弹簧(16)位于推块

(15)的端部，压缩弹簧(16)的一端与推块(15)固连，压缩弹簧(16)的另一端固定在底座

(12)上，压缩弹簧(16)用于使转动后的防护杆(13)复位；所述防护杆(13)上设置有交通信

号灯(137)；所述动力模块(2)位于防护模块(1)的旁侧，动力模块(2)临近防护模块(1)，动

力模块(2)用于为推力气缸(14)供气以及动力模块(2)用于为防护模块(1)供电；所述气管

一(17)的一端连通推力气缸(14)，气管一(17)的另一端与动力模块(2)连通，且气管一(17)

上设置有电磁阀一(18)；所述电磁阀一(18)用于控制气管一(17)的连通与封闭；其中，

所述控制器(11)布置于底座(12)旁侧，控制器(11)用于控制交通信号灯(137)以及电

磁阀一(18)，交通信号灯(137)为红灯时，电磁阀一(18)为开启状态，防护杆(13)起立封闭

道路，交通信号灯(137)为绿灯时，电磁阀一(18)为关闭状态，防护杆(13)与底座(12)平行

使道路开通，交通信号灯(137)为黄灯时，人行道上的防护杆(13)处于正在起立状态，道路

中央的防护杆(13)依旧与底座(12)平行；

所述防护杆(13)包括首端(131)、连接单元(132)和末端(133)；所述连接单元(132)与

首端(131)为可拆卸式扦插配合，连接单元(132)与末端(133)为可拆卸式扦插配合，相邻的

连接单元(132)为可拆卸式扦插配合；所述交通信号灯(137)布置于首端(131)和连接单元

(132)上，且位于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137)正面朝向马路长度方向，马路旁的交通信号灯

(137)朝向人行道的长度方向；

所述首端(131)、连接单元(132)和末端(133)之间通过设置的输气孔(1331)连通；所述

底座(12)上设置有气孔一(121)，所述末端(133)设置有气孔二，防护杆(13)与底座(12)平

行时，气孔二与气孔一(121)连通，所述气孔一(121)与动力模块(2)之间连接有气管二

(134)；所述气管二(134)的一端与气孔一(121)连通，气管二(134)的另一端与动力模块(2)

连通，气管二(134)上设置有电磁阀二(135)；所述电磁阀二(135)用于控制气管二(134)的

连通与关闭；所述首端(131)和连接单元(132)上设置有哨子(136)，所述哨子(136)的进气

口与输气孔(1331)连通；电磁阀二(135)开启使气体通过输气孔(1331)通向哨子(136)使哨

子(136)吹响以警示路人；

所述动力模块(2)包括桶形座(21)、风力叶轮(22)、气囊(24)、凸轮(25)、转轴(23)、储

气室(26)、太阳能电池板(27)和蓄电池(28)，所述风力叶轮(22)通过转轴(23)固定于桶形

座(21)上端，风力叶轮(22)与桶形座(21)之间为转动连接；所述凸轮(25)固定于转轴(23)

上，风力叶轮(22)通过转轴(23)驱动凸轮(25)转动；所述储气室(26)位于转轴(23)的下端，

储气室(26)用于储存气体；所述气管一(17)和气管二(134)均与储气室(26)连通；所述桶形

座(21)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气囊(24)；所述气囊(24)位于凸轮(25)旁侧，凸轮(25)转动间

歇式挤压气囊(24)使气囊(24)向储气室(26)输气；所述太阳能电池板(27)为圆环状，太阳

能电池板(27)套设于桶形座(21)的外壁上，太阳能电池板(27)用于吸收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并将电能存储于蓄电池(28)中，通过蓄电池(28)为控制器(11)、交通信号灯(137)、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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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和电磁阀二(135)供电；所述蓄电池(28)位于桶形座(21)上部；

所述转轴(23)上设置有至少一个倾斜气嘴(231)；所述转轴(23)的中部设置有盲孔

(232)，且盲孔(232)的下端与储气室(26)连通；所述倾斜气嘴(231)与盲孔(232)连通，倾斜

气嘴(231)用于将太阳能电池板(27)上的灰尘吹走；

所述盲孔(232)处设置有电磁阀三(233)；所述电磁阀三(233)用于使盲孔(232)连通或

封闭，电磁阀三(233)受控制器(11)控制，控制器(11)控制电磁阀三(233)间断式打开与关

闭；

所述防护杆(13)的首端(131)设置有语音播报器(1311)，所述语音播报器(1311)用于

播报语音提醒路人过人行道注意安全；

工作时，有风吹来，风将带动风力叶轮(22)转动，风力叶轮(22)通过转轴(23)带动凸轮

(25)转动，凸轮(25)挤压气囊(24)使气囊(24)向储气室(26)输入气体，使储气室(26)可持

续储气以供推力气缸(14)或哨子(136)使用，同时，储气室(26)内的气体通过倾斜气嘴

(231)吹出，从倾斜气嘴(231)吹出的气体会将太阳能电池板(27)上的灰尘吹走，同时，转轴

(23)转动带动倾斜气嘴(231)转动，使倾斜气嘴(231)可吹到太阳能电池板(27)上表面的每

一处，有利于保持太阳能电池板(27)的发电效率；有阳光时，阳光照射太阳能电池板(27)使

太阳能电池板(27)发电并将电存储于蓄电池(28)中，用蓄电池(28)为控制器(11)、交通信

号灯(137)、电磁阀一(18)和电磁阀二(135)等进行持续供电；车辆的道路与人行道有其各

自对应交通信号灯(137)，当交通信号灯(137)为红灯时，电磁阀一(18)为开启状态，储气室

(26)向推力气缸(14)输气，使推力气缸(14)通过推块(15)推动防护杆(13)转动，使防护杆

(13)立起与底座(12)构成(90)°的夹角，立起的防护杆(13)可将相应道路或人行道封闭，使

车辆停在防护杆(13)旁或使人停在人行道旁，当有行人强行将防护杆(13)下压，使防护杆

(13)与底座(12)保持水平时，气孔二将与气孔一(121)连通，动力模块(2)通过气管二

(134)、气孔二和气孔一(121)向哨子(136)输气，使哨子(136)发出持续发出警告声，警告行

人以及来往的车辆，使行人停止强行通过人行道，使道路的车辆注意到强行通过人行道的

人；马路处的交通信号灯(137)在红灯时，哨子(136)亦是如此，发出警告声警告强行闯红灯

的车辆以及使过人行道的人注意到强行闯红灯的车辆，有利于维护交通秩序，加强道路安

全防护；交通信号灯(137)为绿灯时，电磁阀一(18)为关闭状态，推力气缸(14)内的气体被

泄掉，压缩弹簧(16)挤压推块(15)，使推块(15)退回，推块(15)退回时带动防护杆(13)转动

使防护杆(13)与底座(12)平行，道路保持畅通，人行道保持畅通；当交通信号灯(137)为黄

灯时，人行道上的防护杆(13)处于正在起立状态，道路中央的防护杆(13)依旧与底座(12)

平行，如此使得道路的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按各自路线有序行走，有利于维护道路交通

秩序，使道路变得更加安全，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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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交通安全防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交通防护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交通安全防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衣食住行也越来越便利，尤

其是在出行方面，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私家车的增多，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加

了道路拥挤，道路拥挤则导致了交通事故的高发，再加上有许多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交通

事故频繁发生，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虽然现在公路上也有一些安全防护装置，但这些

装置仍有一些缺陷，水泥砌成的防护桩，体积笨重，安装十分不便；为解决上述问题，开发一

种交通安全防护装置很有必要。

[0003] 专利文献1：一种公路安全防护装置，申请号：2016209515065

[0004] 上述专利文献1中，通过选用橡胶防护体，方便安装，不易老化而且具有弹性缓冲

作用，通过警示灯和LED警示屏的设置，色彩明亮，无论白天黑夜都能保证警示作用；虽然该

公路安全防护装置具有一定的安全防护作用，但对于部分闯红灯的行人却无法实施阻拦，

同时，易于被行人搬开，使得该公路安全防护装置起不到安全防护作用。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交通安全防护装置，本发明的目的

在于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的安全防护性，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本发明通过在道路

上设置交通安全防护装置，根据交通信号灯的颜色，使道路或人行道被封闭或保持畅通，有

利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使道路变得更加安全，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交通安全防护装

置，包括防护模块和动力模块，所述防护模块布置于道路中央以及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上，防

护模块包括控制器、底座、防护杆、推力气缸、压缩弹簧和气管一，所述底座的上端与路面平

齐；所述防护杆布置于底座上部，防护杆可在底座上转动，且防护杆的转动范围为0°至90°，

防护杆的下端设置有齿；所述推力气缸位于底座下部，推力气缸上设置有推块，推力气缸通

过推块带动防护杆转动；所述推块的上端设置有与防护杆下端相啮合的齿；所述压缩弹簧

位于推块的端部，压缩弹簧的一端与推块固连，压缩弹簧的另一端固定在底座上，压缩弹簧

用于使转动后的防护杆复位；所述防护杆上设置有交通信号灯；所述动力模块位于道路的

边侧，动力模块临近防护模块，动力模块用于为推力气缸供气以及动力模块用于为防护模

块供电；所述气管一的一端连通推力气缸，气管一的另一端与动力模块连通，且气管一上设

置有电磁阀一；所述电磁阀一用于控制气管一的连通与封闭；其中，

[0007] 所述控制器布置于底座旁侧，控制器用于控制交通信号灯以及电磁阀一，交通信

号灯为红灯时，电磁阀一为开启状态，防护杆起立封闭道路，交通信号灯为绿灯时，电磁阀

一为关闭状态，防护杆与底座平行使道路开通，交通信号灯为黄灯时，人行道上的防护杆处

于正在起立状态，道路中央的防护杆依旧与底座平行。工作时，车辆的道路与人行道有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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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对应交通信号灯，当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时，电磁阀一为开启状态，动力模块向推力气缸输

气，使推力气缸通过推块推动防护杆转动，使防护杆立起与底座构成90°的夹角，立起的防

护杆可将相应道路或人行道封闭，使车辆停在防护杆旁或使人停在人行道旁；交通信号灯

为绿灯时，电磁阀一为关闭状态，推力气缸内的气体被泄掉，压缩弹簧挤压推块，使推块退

回，推块退回时带动防护杆转动使防护杆与底座平行，道路保持畅通，人行道保持畅通；当

交通信号灯为黄灯时，人行道上的防护杆处于正在起立状态，道路中央的防护杆依旧与底

座平行，如此使得道路的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按各自路线有序行走，有利于维护道路交

通秩序，使道路变得更加安全，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0008] 所述防护杆包括首端、连接单元和末端；所述连接单元与首端为可拆卸式扦插配

合，连接单元与末端为可拆卸式扦插配合，相邻的连接单元为可拆卸式扦插配合；所述交通

信号灯布置于首端和连接单元上，且位于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正面朝向马路长度方向，马

路旁的交通信号灯朝向人行道的长度方向。使用时，将防护杆设置为一段一段的，每相邻的

两段之间为可拆卸连接，可使得首端和连接单元在损坏时易于拆下，方便防护杆的安装更

换，有利于道路安全防护装置的使用和维护。

[0009] 所述首端、连接单元和末端之间通过设置的输气孔连通；所述底座上设置有气孔

一；所述末端设置有气孔二，防护杆与底座平行时，气孔二与气孔一连通，所述气孔一与动

力模块之间连接有气管二；所述气管二的一端与气孔一连通，气管二的另一端与动力模块

连通，气管二上设置有电磁阀二；所述电磁阀二用于控制气管二的连通与关闭；所述首端和

连接单元上设置有哨子，所述哨子的进气口与输气孔连通；电磁阀二开启使气体通过输气

孔通向哨子使哨子吹响以警示行人。工作时，人行道处的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或黄灯时，电磁

阀二为开启状态，防护杆立起与底座垂直，防护杆将人行道封闭，当有行人强行将防护杆下

压，使防护杆与底座保持水平时，气孔二将与气孔一连通，动力模块通过气管二、气孔二和

气孔一向哨子输气，使哨子发出持续发出警告声，警告行人以及来往的车辆，使行人停止强

行通过人行道，使道路的车辆注意到强行通过人行道的人；马路处的交通信号灯在红灯时，

哨子亦是如此，发出警告声警告强行闯红灯的车辆以及使过人行道的人注意到强行闯红灯

的车辆，有利于维护交通秩序，加强道路安全防护，有利于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0010] 所述动力模块包括桶形座、风力叶轮、转轴、凸轮、气囊、储气室和太阳能电池板和

蓄电池，所述风力叶轮通过转轴固定于桶形座上端，风力叶轮与桶形座之间为转动连接；所

述凸轮固定于转轴上，风力叶轮通过转轴驱动凸轮转动；所述储气室位于转轴的下端，储气

室用于储存气体；所述气管一和气管二均与储气室连通；所述桶形座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

气囊；所述气囊位于凸轮旁侧，凸轮转动间歇式挤压气囊使气囊向储气室输气；所述太阳能

电池板为圆环状，太阳能电池板套设于桶形座的外壁上，太阳能电池板用于吸收太阳能转

化为电能并将电能存储于蓄电池中，通过蓄电池为控制器、交通信号灯、电磁阀一和电磁阀

二供电；所述蓄电池位于桶形座上部。工作时，有风吹来，风将带动风力叶轮转动，风力叶轮

通过转轴带动凸轮转动，凸轮挤压气囊使气囊向储气室输入气体，使储气室可持续储气以

供推力气缸或哨子使用，有阳光时，阳光照射太阳能电池板使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并将电存

储于蓄电池中，用蓄电池为控制器、交通信号灯、电磁阀一和电磁阀二等进行持续供电，避

免交通安全防护装置需要发电厂大量供电，通安全防护装置利用风能和和太阳能提供能

源，更加环保，当然，在不可避免的持续雨天，持续无风的恶劣天气里，太阳能电池板无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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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风力叶轮不转动，蓄电池电量不足时需外接发电厂的电源进行供电，储气室需要另外输

入气体进去进行供气。

[0011] 所述转轴上设置有至少一个倾斜气嘴；所述转轴的中部设置有盲孔，且盲孔的下

端与储气室连通；所述倾斜气嘴与盲孔连通，倾斜气嘴用于将太阳能电池板上的灰尘吹走。

工作时，在转轴上设置倾斜气嘴，可使得储气室内的气体通过倾斜气嘴吹出，从倾斜气嘴吹

出的气体会将太阳能电池板上的灰尘吹走，同时，转轴转动带动倾斜气嘴转动，使倾斜气嘴

可吹到太阳能电池板上表面的每一处，有利于保持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效率，延长安全防

护装置能源自给自足的时间。

[0012] 所述盲孔处设置有电磁阀三；所述电磁阀三用于使盲孔连通或封闭，电磁阀三受

控制器控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三间断式打开与关闭。工作时，通过控制器控制电磁阀间断

式打开与关闭，可使得倾斜气嘴不会持续喷气，避免了储气室内气体不必要的浪费，有利于

储气室持续为推力气缸或哨子供气。

[0013] 所述防护杆的首端设置有语音播报器，所述语音播报器用于播报语音提醒行人过

人行道注意安全。工作时，在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时，提示行人或车辆不要闯红灯，在交通信

号灯为绿灯时，提醒行人注意道路车辆,当交通信号灯为黄灯时，提醒车辆或行人尽快通过

路口。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5] 1 .本发明通过控制器的控制，根据交通信号灯的颜色，使道路或人行道被封闭或

保持畅通，如此使得道路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按各自路线有序行走，有利于维护道路交

通秩序，使道路变得更加安全，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0016] 2.本发明通过控制器的控制，红灯时，动力模块向推力气缸输气，使推力气缸通过

推块推动防护杆转动，立起的防护杆可将相应道路或人行道封闭；绿灯时，推力气缸内的气

体被泄掉，压缩弹簧挤压推块使推块退回，推块带动防护杆转动使防护杆与底座平行，道路

和人行道保持畅通；黄灯时，人行道上的防护杆处于正在起立状态，道路中央的防护杆依旧

与底座平行，使得交通安全防护装置的防护功能得以实现。

[0017] 3.本发明通过控制器的控制，在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或黄灯时，电磁阀二为开启状

态，防护杆立起与底座垂直，防护杆将人行道封闭，当有行人强行将防护杆下压，使防护杆

与底座保持水平时，气孔二将与气孔一连通，动力模块通过向哨子输气，使哨子发出持续发

出警告声，警告行人以及来往的车辆，有利于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0018] 4.本发明通过将防护杆设置为多段，每相邻的两段之间为可拆卸连接，可使得首

端和连接单元在损坏时易于拆下，方便防护杆的安装更换，有利于道路安全防护装置使用

和维护。

[0019] 5.本发明通过防护杆上设置语音播报器，在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时，提示行人或车

辆不要闯红灯，在交通信号灯为绿灯时，提醒行人注意道路车辆,当交通信号灯为黄灯时，

提醒车辆或行人尽快通过路口。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交通安全防护装置在道路的交叉路口布置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的防护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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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3是本发明的动力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的风力转为气体输送的流向图；

[0024] 图中：防护模块1、控制器11、底座12、气孔一121、防护杆13、首端131、语音播报器

1311、连接单元132、末端133、输气孔1331、气管二134、电磁阀二135、哨子136、交通信号灯

137、推力气缸14、推块15、压缩弹簧16、气管一17、电磁阀一18、动力模块2、桶形座21、风力

叶轮22、转轴23、倾斜气嘴231、盲孔232、电磁阀三233、气囊  24、凸轮25、储气室26、太阳能

电池板27、蓄电池28。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使用图1至图4对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交通安全防护装置进行如下说明。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交通安全防护装置，包括防护模块1和动力模

块2，所述防护模块1布置于道路中央以及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上，防护模块1包括控制器  11、

底座12、防护杆13、推力气缸14、压缩弹簧16和气管一17，所述底座12的上端与路面平齐；所

述防护杆13布置于底座12上部，防护杆13可在底座12上转动，且防护杆  13的转动范围为0°

至90°，防护杆13的下端设置有齿；所述推力气缸14位于底座12  下部，推力气缸14上设置有

推块15，推力气缸14通过推块15带动防护杆13转动；所述推块15的上端设置有与防护杆13

下端相啮合的齿；所述压缩弹簧16位于推块15的端部，压缩弹簧16的一端与推块15固连，压

缩弹簧16的另一端固定在底座12上，压缩弹簧16  用于使转动后的防护杆13复位；所述防护

杆13上设置有交通信号灯137；所述动力模块2位于道路的边侧，动力模块2临近防护模块1，

动力模块2用于为推力气缸14供气以及动力模块2用于为防护模块1供电；所述气管一17的

一端连通推力气缸14，气管一17的另一端与动力模块2连通，且气管一17上设置有电磁阀一

18；所述电磁阀一18用于控制气管一17的连通与封闭；其中，

[0027] 如图2和图4所示，所述控制器11布置于底座12旁侧，控制器11用于控制交通信号

灯137以及电磁阀一18，交通信号灯137为红灯时，电磁阀一18为开启状态，防护杆  13起立

封闭道路，交通信号灯137为绿灯时，电磁阀一18为关闭状态，防护杆13与底座  12平行使道

路开通，交通信号灯137为黄灯时，人行道上的防护杆13处于正在起立状态，道路中央的防

护杆13依旧与底座12平行。工作时，车辆的道路与人行道有其各自对应交通信号灯137，当

交通信号灯137为红灯时，电磁阀一18为开启状态，动力模块2向推力气缸14输气，使推力气

缸14通过推块15推动防护杆13转动，使防护杆13立起与底座  12构成90°的夹角，立起的防

护杆13可将相应道路或人行道封闭，使车辆停在防护杆13  旁或使人停在人行道旁；交通信

号灯137为绿灯时，电磁阀一18为关闭状态，推力气缸  14内的气体被泄掉，压缩弹簧16挤压

推块15，使推块15退回，推块15退回时带动防护杆13转动使防护杆13与底座12平行，道路保

持畅通，人行道保持畅通；当交通信号灯  137为黄灯时，人行道上的防护杆13处于正在起立

状态，道路中央的防护杆13依旧与底座12平行，如此使得道路的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按

各自路线有序行走，有利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使道路变得更加安全，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

生。

[0028] 如图2所示，所述防护杆13包括首端131、连接单元132和末端133；所述连接单元 

132与首端131为可拆卸式扦插配合，连接单元132与末端133为可拆卸式扦插配合，相邻的

连接单元132为可拆卸式扦插配合；所述交通信号灯137布置于首端131和连接单元  132上，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9056579 B

7



且位于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137正面朝向马路长度方向，马路旁的交通信号灯137  朝向人

行道的长度方向。使用时，将防护杆13设置为一段一段的，每相邻的两段之间为可拆卸连

接，可使得首端131和连接单元132在损坏时易于拆下，方便防护杆13的安装更换，有利于道

路安全防护装置的使用和维护。

[0029] 如图2和图4所示，所述首端131、连接单元132和末端133之间通过设置的输气孔 

1331连通；所述底座12上设置有气孔一121；所述末端133设置有气孔二，防护杆13与底座12

平行时，气孔二与气孔一121连通，所述气孔一121与动力模块2之间连接有气管二134；所述

气管二134的一端与气孔一121连通，气管二134的另一端与动力模块2  连通，气管二134上

设置有电磁阀二135；所述电磁阀二135用于控制气管二134的连通与关闭；所述首端131和

连接单元132上设置有哨子136，所述哨子136的进气口与输气孔1331连通；电磁阀二135开

启使气体通过输气孔1331通向哨子136使哨子136吹响以警示行人。工作时，人行道处的交

通信号灯137为红灯或黄灯时，电磁阀二135为开启状态，防护杆13立起与底座12垂直，防护

杆13将人行道封闭，当有行人强行将防护杆13  下压，使防护杆13与底座12保持水平时，气

孔二将与气孔一121连通，动力模块2通过气管二134、气孔二和气孔一121向哨子136输气，

使哨子136发出持续发出警告声，警告行人以及来往的车辆，使行人停止强行通过人行道，

使道路的车辆注意到强行通过人行道的人；马路处的交通信号灯137在红灯时，哨子136亦

是如此，发出警告声警告强行闯红灯的车辆以及使过人行道的人注意到强行闯红灯的车

辆，有利于维护交通秩序，加强道路安全防护，有利于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0030]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动力模块2包括桶形座21、风力叶轮22、转轴23、凸轮25、气

囊24、储气室26和太阳能电池板27和蓄电池28，所述风力叶轮22通过转轴23固定于桶形座

21上端，风力叶轮22与桶形座21之间为转动连接；所述凸轮25固定于转轴23  上，风力叶轮

22通过转轴23驱动凸轮25转动；所述储气室26位于转轴23的下端，储气室26用于储存气体；

所述气管一17和气管二134均与储气室26连通；所述桶形座21  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气囊

24；所述气囊24位于凸轮25旁侧，凸轮25转动间歇式挤压气囊24使气囊24向储气室26输气；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27为圆环状，太阳能电池板27套设于桶形座21的外壁上，太阳能电池板

27用于吸收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将电能存储于蓄电池28中，通过蓄电池28为控制器11、交

通信号灯137、电磁阀一18和电磁阀二135  供电；所述蓄电池28位于桶形座21上部。工作时，

有风吹来，风将带动风力叶轮22转动，风力叶轮22通过转轴23带动凸轮25转动，凸轮25挤压

气囊24使气囊24向储气室  26输入气体，使储气室26可持续储气以供推力气缸14或哨子136

使用，有阳光时，阳光照射太阳能电池板27使太阳能电池板27发电并将电存储于蓄电池28

中，用蓄电池28为控制器11、交通信号灯137、电磁阀一18和电磁阀二135等进行持续供电，

避免交通安全防护装置需要发电厂大量供电，通安全防护装置利用风能和和太阳能提供能

源，更加环保，当然，在不可避免的持续雨天，持续无风的恶劣天气里，太阳能电池板27无法

发电，风力叶轮22不转动，蓄电池28电量不足时需外接发电厂的电源进行供电，储气室26需

要另外输入气体进去进行供气。

[0031] 如图3所示，所述转轴23上设置有至少一个倾斜气嘴231；所述转轴23的中部设置

有盲孔232，且盲孔232的下端与储气室26连通；所述倾斜气嘴231与盲孔232连通，倾斜气嘴

231用于将太阳能电池板27上的灰尘吹走。工作时，在转轴23上设置倾斜气嘴231，可使得储

气室26内的气体通过倾斜气嘴231吹出，从倾斜气嘴231吹出的气体会将太阳能电池板2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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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尘吹走，同时，转轴23转动带动倾斜气嘴231转动，使倾斜气嘴231  可吹到太阳能电池

板27上表面的每一处，有利于保持太阳能电池板27的发电效率，延长安全防护装置能源自

给自足的时间。

[0032] 如图3所示，所述盲孔232处设置有电磁阀三233；所述电磁阀三233用于使盲孔232 

连通或封闭，电磁阀三233受控制器11控制，控制器11控制电磁阀间断式打开与关闭。工作

时，通过控制器11控制电磁阀三233间断式打开与关闭，可使得倾斜气嘴231不会持续喷气，

避免了储气室26内气体不必要的浪费，有利于储气室26持续为推力气缸14  或哨子136供

气。

[0033] 如图2所示，所述防护杆13的首端131设置有语音播报器1311，所述语音播报器

1311  用于播报语音提醒行人过人行道注意安全。工作时，在交通信号灯137为红灯时，提示

行人或车辆不要闯红灯，在交通信号灯137为绿灯时，提醒行人注意道路车辆,当交通信号

灯137为黄灯时，提醒车辆或行人尽快通过路口。

[0034]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35] 工作时，有风吹来，风将带动风力叶轮22转动，风力叶轮22通过转轴23带动凸轮 

25转动，凸轮25挤压气囊24使气囊24向储气室26输入气体，使储气室26可持续储气以供推

力气缸14或哨子136使用，同时，储气室26内的气体通过倾斜气嘴231吹出，从倾斜气嘴231

吹出的气体会将太阳能电池板27上的灰尘吹走，同时，转轴23转动带动倾斜气嘴231转动，

使倾斜气嘴231可吹到太阳能电池板27上表面的每一处，有利于保持太阳能电池板27的发

电效率；有阳光时，阳光照射太阳能电池板27使太阳能电池板27  发电并将电存储于蓄电池

28中，用蓄电池28为控制器11、交通信号灯137、电磁阀一18  和电磁阀二135等进行持续供

电；车辆的道路与人行道有其各自对应交通信号灯137，当交通信号灯137为红灯时，电磁阀

一18为开启状态，储气室26向推力气缸14输气，使推力气缸14通过推块15推动防护杆13转

动，使防护杆13立起与底座12构成90°的夹角，立起的防护杆13可将相应道路或人行道封

闭，使车辆停在防护杆13旁或使人停在人行道旁，当有行人强行将防护杆13下压，使防护杆

13与底座12保持水平时，气孔二将与气孔一121连通，动力模块2通过气管二134、气孔二和

气孔一121向哨子136输气，使哨子136发出持续发出警告声，警告行人以及来往的车辆，使

行人停止强行通过人行道，使道路的车辆注意到强行通过人行道的人；马路处的交通信号

灯137在红灯时，哨子136  亦是如此，发出警告声警告强行闯红灯的车辆以及使过人行道的

人注意到强行闯红灯的车辆，有利于维护交通秩序，加强道路安全防护；交通信号灯137为

绿灯时，电磁阀一18  为关闭状态，推力气缸14内的气体被泄掉，压缩弹簧16挤压推块15，使

推块15退回，推块15退回时带动防护杆13转动使防护杆13与底座12平行，道路保持畅通，人

行道保持畅通；当交通信号灯137为黄灯时，人行道上的防护杆13处于正在起立状态，道路

中央的防护杆13依旧与底座12平行，如此使得道路的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按各自路线有

序行走，有利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使道路变得更加安全，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0036] 防护杆13的首端131上的语音播报器1311，在交通信号灯137为红灯时，提示行人

或车辆不要闯红灯，在交通信号灯137为绿灯时，提醒行人注意道路车辆,当交通信号灯 

137为黄灯时，提醒车辆或行人尽快通过路口。

[0037] 以上，关于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

脱离本发明主旨的范围内能够进行各种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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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A)在上述实施方式中，防护杆由推力气缸推动转动，但不限于此，防护杆可直接

由电机驱动转动。

[0039] 工业实用性

[0040] 根据本发明，通过在道路上设置交通安全防护装置，根据交通信号灯的颜色，使道

路或人行道被封闭或保持畅通，如此使得道路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按各自路线有序行

走，有利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使道路变得更加安全，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该交通

安全防护装置在交通防护技术领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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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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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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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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