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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节能发光广告装置及其安

装方法，包括广告架、升降机构、防坠气缸、太阳

能灯具模块,其中广告架包括埋装柱体、竖向柱

体、纵向柱体、箱体座、斜拉杆、遮盖环等；升降机

构包括驱动电机、第一转动轴、第二转动轴、传动

齿轮组、第一收线轮、第二收线轮、第三收线轮、

第一引导轮、第二引导轮、第三引导轮、广告粘贴

板等；防坠气缸设置在广告架；太阳能灯具模块

设置在广告架上。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强度十分

高，在需要更换广告时，工人无需攀爬，能避免出

现安全事故，且广告布的更换十分方便，还有其

能避免广告布被淋湿，这有助于延长广告布的使

用寿命，以长期保持好的广告展示效果；该安装

方法十分简单方便，能达到快速安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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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能发光广告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广告架(1)、升降机构(2)、防坠气缸(3)、

太阳能灯具模块(4) ,其中

所述广告架(1)包括埋装柱体(11)、竖向柱体(12)、纵向柱体(13)、箱体座(14)、斜拉杆

(15)、遮盖环(16)、中间锁定螺栓(17)、若干下锁定螺栓(18)、若干上锁定螺栓(19)，所述埋

装柱体(11)呈竖向布置，所述埋装柱体(11)的圆周表面上设有若干圈限位凸环(111)，所述

埋装柱体(11)的上端圆周表面上设有下法兰部(112)，所述遮盖环(16)活动套装于下法兰

部(112)上，所述竖向柱体(12)的下端圆周表面上设有上法兰部(121)，所述上法兰部(121)

压在下法兰部(112)上，并通过各下锁定螺栓(18)将上法兰部(121)与下法兰部(112)固定

一起，所述竖向柱体(12)上开设有第一布线孔(122)，并使第一布线孔(122)贯穿至竖向柱

体(12)的顶面上，所述竖向柱体(12)的后表面上设有固定凸耳(123)，所述纵向柱体(13)的

底面中部上设有套装筒(131)，所述纵向柱体(13)的底面后部上设有铰接凸耳(132)上，所

述纵向柱体(13)上开设有第二布线孔(133)，并使第二布线孔(133)与套装筒(131)的内孔

相连通，所述套装筒(131)套装在竖向柱体(12)的上端，并使第二布线孔(133)与第一布线

孔(122)相连通，所述斜拉杆(15)的一端铰接在铰接凸耳(132)上，所述斜拉杆(15)的另一

端通过中间锁定螺栓(17)固定在固定凸耳(123)上，各上锁定螺栓(19)均横向穿过套装筒

(131)与竖向柱体(12)的上端后锁定，所述箱体座(14)固定在纵向柱体(13)的前端上，所述

箱体座(14)上开设安装内腔(141)，并使安装内腔(141)与第二布线孔(133)相连通，所述安

装内腔(141)的下腔壁上设有凸柱部(142)，所述凸柱部(142)上开设有水平贯穿的插装孔

(143)，所述箱体座(14)的前壁下边角上设有倾斜面(144)，并使倾斜面(144)朝下，所述倾

斜面(144)上开设限位腔(145)，所述限位腔(145)的腔底中部上开设有穿套孔(146)，并使

穿套孔(146)竖向贯穿至凸柱部(142)上，还使穿套孔(146)与插装孔(143)相连通，所述限

位腔(145)的腔底还分别开设有贯穿至安装内腔(141)的第一让位孔(147)、第二让位孔

(148)、第三让位孔(149)，并使第一让位孔(147)位于穿套孔(146)的前上方，还使第二让位

孔(148)位于穿套孔(146)的左下方，以及使第三让位孔(149)位于穿套孔(146)的右下方，

所述限位腔(145)的下腔口上连接有下限位挡板(101)，并使下限位挡板(101)由上至下逐

渐靠近竖向柱体(12)，所述下限位挡板(101)的左右侧边上分别设有左限位挡板(102)、右

限位挡板(103)，并使左限位挡板(102)与右限位挡板(103)呈八字形关系布置；

所述升降机构(2)包括驱动电机(21)、第一转动轴(22)、第二转动轴(23)、传动齿轮组

(24)、第一收线轮(25)、第二收线轮(26)、第三收线轮(27)、第一引导轮(28)、第二引导轮

(29)、第三引导轮(30)、广告粘贴板(40)、第一牵引绳(50)、第二牵引绳(60)、第三牵引绳

(70)，所述驱动电机(21)设置在安装内腔(141)中，所述第一转动轴(22)竖向安装在安装内

腔(141)中，所述第二转动轴(23)纵向安装在安装内腔(141)中，并使第二转动轴(23)与第

一转动轴(22)通过传动齿轮组(24)相传动连接，所述第一收线轮(25)套装在第一转动轴

(22)上，所述第二收线轮(26)与第三收线轮(27)均套装在第二转动轴(23)上，所述第一引

导轮(28)能转动地安装在安装内腔(141)中，并使第一引导轮(28)位于第一让位孔(147)的

上方，所述第二引导轮(29)能转动地安装在安装内腔(141)中，并使第二引导轮(29)位于第

二让位孔(148)的上方，所述第三引导轮(30)能转动地安装在安装内腔(141)中，并使第三

引导轮(30)位于第三让位孔(149)的上方，所述广告粘贴板(40)活动嵌置于限位腔(145)

中，所述广告粘贴板(40)的内表面上设有定位柱(401)，并使定位柱(401)穿置于穿套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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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中，所述定位柱(401)上开设有水平贯穿的定位孔(402)，并使定位孔(402)与插装孔

(143)相串接连通，所述第一牵引绳(50)的一端绕装在第一收线轮(25)上，并使第一牵引绳

(50)的另一端绕过第一引导轮(28)后穿置于第一让位孔(147)中，还使第一牵引绳(50)的

另一端穿过第一让位孔(147)后与广告粘贴板(40)的内表面上相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牵引

绳(60)的一端顺时针绕装在第二收线轮(26)上，并使第二牵引绳(60)的另一端绕过第二引

导轮(29)后穿置于第二让位孔(148)中，还使第二牵引绳(60)的另一端穿过第二让位孔

(148)后与广告粘贴板(40)的内表面上相固定连接，所述第三牵引绳(70)的一端顺时针绕

装在第三收线轮(27)上，并使第三牵引绳(70)的另一端绕过第三引导轮(30)后穿置于第三

让位孔(149)中，还使第三牵引绳(70)的另一端穿过第三让位孔(149)后与广告粘贴板(40)

的内表面上相固定连接；

所述防坠气缸(3)水平设置在安装内腔(141)中，并使防坠气缸(3)的活塞杆(31)穿置

于插装孔(143)与定位孔(402)中；

所述太阳能灯具模块(4)包括太阳能电池板(41)、照亮灯(42)，所述太阳能电池板(41)

水平固定在纵向柱体(13)的顶面上，所述照亮灯(42)安装在倾斜面(144)的上边角上，并使

照亮灯(42)发出的光线能照射到广告粘贴板(40)的外表面上。

2.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在地面(100)上开挖出埋设腔孔(200)，并在埋设腔孔(200)的孔口边沿上做出限位

环槽(300)；

(2)将埋装柱体(11)置于埋设腔孔(200)中，并使埋装柱体(11)的顶面与地面(100)平

齐，还使埋设腔孔(200)的孔径大于下法兰部(112)的直径，在下法兰部(112)的外壁与埋设

腔孔(200)的孔壁之间预留有操作缝隙(400)，接着对向埋设腔孔(200)中浇筑水泥(500)，

并使浇筑的水泥(500)包裹住各限位凸环(111)，还使浇筑的水泥(500)低于埋设腔孔(200)

的孔口，在浇筑的水泥(500)与埋设腔孔(200)的孔口之间预留有让位腔(600)，所述让位腔

(600)的腔壁下边沿上开设有排水孔(700)；

(3)将遮盖环(16)套装于下法兰部(112)上，并使遮盖环(16)嵌置于限位环槽(300)中；

(4)现场组装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其它构件，接着将组装好的结构吊装起来，在接着通

过下锁定螺栓(18)将其固定于下法兰部(112)上，至此就完成了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装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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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发光广告装置及其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广告领域，特别是一种广告架及其安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为了使户外广告获得好的广告效果，大多将广告画面设置得比较大与比较

高。这样在更换广告布时，工人需要爬上广告架，其中进行高空作业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

患。且由于广告画面比较大，在高空中粘贴广告布十分不便，这大大地影响了广告布更换的

效率。同时，为了尽量方便广告布的更换与保证工人的安全，大多是使广告布呈竖向布置

的，这样雨水极易淋湿广告布，这易导致广告布的老化速度加快，从而易导致广告布出现掉

色、开裂、脱落等不利情况，进而易导致广告展示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不得不频繁地

更换广告布，这易导致成本投入增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问题和不足，提供一种节能发光广告装置及其安装方

法，该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整体结构强度十分高，在需要更换广告时，工人无需攀爬，能避

免出现安全事故，且广告布的更换十分方便，还有其能避免广告布被淋湿，这有助于延长广

告布的使用寿命，以长期保持好的广告展示效果；该安装方法十分简单方便，能达到快速安

装的效果。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节能发光广告装置，其特点在于包括广告架、升降机构、防坠气缸、太阳能灯

具模块,其中广告架包括埋装柱体、竖向柱体、纵向柱体、箱体座、斜拉杆、遮盖环、中间锁定

螺栓、若干下锁定螺栓、若干上锁定螺栓，所述埋装柱体呈竖向布置，所述埋装柱体的圆周

表面上设有若干圈限位凸环，所述埋装柱体的上端圆周表面上设有下法兰部，所述遮盖环

活动套装于下法兰部上，所述竖向柱体的下端圆周表面上设有上法兰部，所述上法兰部压

在下法兰部上，并通过各下锁定螺栓将上法兰部与下法兰部固定一起，所述竖向柱体上开

设有第一布线孔，并使第一布线孔贯穿至竖向柱体的顶面上，所述竖向柱体的后表面上设

有固定凸耳，所述纵向柱体的底面中部上设有套装筒，所述纵向柱体的底面后部上设有铰

接凸耳上，所述纵向柱体上开设有第二布线孔，并使第二布线孔与套装筒的内孔相连通，所

述套装筒套装在竖向柱体的上端，并使第二布线孔与第一布线孔相连通，所述斜拉杆的一

端铰接在铰接凸耳上，所述斜拉杆的另一端通过中间锁定螺栓固定在固定凸耳上，各上锁

定螺栓均横向穿过套装筒与竖向柱体的上端后锁定，所述箱体座固定在纵向柱体的前端

上，所述箱体座上开设安装内腔，并使安装内腔与第二布线孔相连通，所述安装内腔的下腔

壁上设有凸柱部，所述凸柱部上开设有水平贯穿的插装孔，所述箱体座的前壁下边角上设

有倾斜面，并使倾斜面朝下，所述倾斜面上开设限位腔，所述限位腔的腔底中部上开设有穿

套孔，并使穿套孔竖向贯穿至凸柱部上，还使穿套孔与插装孔相连通，所述限位腔的腔底还

分别开设有贯穿至安装内腔的第一让位孔、第二让位孔、第三让位孔，并使第一让位孔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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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套孔的前上方，还使第二让位孔位于穿套孔的左下方，以及使第三让位孔位于穿套孔的

右下方，所述限位腔的下腔口上连接有下限位挡板，并使下限位挡板由上至下逐渐靠近竖

向柱体，所述下限位挡板的左右侧边上分别设有左限位挡板、右限位挡板，并使左限位挡板

与右限位挡板呈八字形关系布置；所述升降机构包括驱动电机、第一转动轴、第二转动轴、

传动齿轮组、第一收线轮、第二收线轮、第三收线轮、第一引导轮、第二引导轮、第三引导轮、

广告粘贴板、第一牵引绳、第二牵引绳、第三牵引绳，所述驱动电机设置在安装内腔中，所述

第一转动轴竖向安装在安装内腔中，所述第二转动轴纵向安装在安装内腔中，并使第二转

动轴与第一转动轴通过传动齿轮组相传动连接，所述第一收线轮套装在第一转动轴上，所

述第二收线轮与第三收线轮均套装在第二转动轴上，所述第一引导轮能转动地安装在安装

内腔中，并使第一引导轮位于第一让位孔的上方，所述第二引导轮能转动地安装在安装内

腔中，并使第二引导轮位于第二让位孔的上方，所述第三引导轮能转动地安装在安装内腔

中，并使第三引导轮位于第三让位孔的上方，所述广告粘贴板活动嵌置于限位腔中，所述广

告粘贴板的内表面上设有定位柱，并使定位柱穿置于穿套孔中，所述定位柱上开设有水平

贯穿的定位孔，并使定位孔与插装孔相串接连通，所述第一牵引绳的一端绕装在第一收线

轮上，并使第一牵引绳的另一端绕过第一引导轮后穿置于第一让位孔中，还使第一牵引绳

的另一端穿过第一让位孔后与广告粘贴板的内表面上相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牵引绳的一端

顺时针绕装在第二收线轮上，并使第二牵引绳的另一端绕过第二引导轮后穿置于第二让位

孔中，还使第二牵引绳的另一端穿过第二让位孔后与广告粘贴板的内表面上相固定连接，

所述第三牵引绳的一端顺时针绕装在第三收线轮上，并使第三牵引绳的另一端绕过第三引

导轮后穿置于第三让位孔中，还使第三牵引绳的另一端穿过第三让位孔后与广告粘贴板的

内表面上相固定连接；所述防坠气缸水平设置在安装内腔中，并使防坠气缸的活塞杆穿置

于插装孔与定位孔中；所述太阳能灯具模块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照亮灯，所述太阳能电池板

水平固定在纵向柱体的顶面上，所述照亮灯安装在倾斜面的上边角上，并使照亮灯发出的

光线能照射到广告粘贴板的外表面上。

[0006] 一种上述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点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在地面上开挖出埋设腔孔，并在埋设腔孔的孔口边沿上做出限位环槽；

[0008] (2)将埋装柱体置于埋设腔孔中，并使埋装柱体的顶面与地面平齐，还使埋设腔孔

的孔径大于下法兰部的直径，在下法兰部的外壁与埋设腔孔的孔壁之间预留有操作缝隙，

接着对向埋设腔孔中浇筑水泥，并使浇筑的水泥包裹住各限位凸环，还使浇筑的水泥低于

埋设腔孔的孔口，在浇筑的水泥与埋设腔孔的孔口之间预留有让位腔，所述让位腔的腔壁

下边沿上开设有排水孔；

[0009] (3)将遮盖环套装于下法兰部上，并使遮盖环嵌置于限位环槽中；

[0010] (4)现场组装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其它构件，接着将组装好的结构吊装起来，在接

着通过下锁定螺栓将其固定于下法兰部上，至此就完成了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装过程。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节能发光广告装置中，该广告架上通过埋装柱体的设置，能

有效地提高广告架安装定位的牢固性；通过套装筒套装竖向柱体，以及通过上锁定螺栓的

锁定，还有通过斜拉杆的安装，能有效地提高纵向柱体与箱体座安装定位的可靠性；且广告

架的整体组装结构十分牢固，从而能使广告架具有高的结构强度，进而该节能发光广告装

置的整体结构强度十分高。通过第一布线孔、第二布线孔与安装内腔开设，可便于导线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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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这能避免导线裸露在外，从而有助于提高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全性。通过下限位挡

板、左限位挡板、右限位挡板的设置，可以在广告粘贴板向上移动时，对广告粘贴板起到很

好的限位导向作用，以使广告粘贴板能够快速、准确地进入到限位腔中，以及使定位柱能够

快速、准确地插装至穿套孔中；且下限位挡板、左限位挡板、右限位挡板还能起到阻挡风力，

以在广告粘贴板靠近限位腔时，避免风吹歪广告粘贴板，这样广告粘贴板能够准确地达到

设定的位置上，该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可靠性十分高。通过采用倾斜面，以及使广告粘贴板

活动嵌置于倾斜面上的限位腔中，这样不仅能对广告粘贴板起到很好的限位作用，还能避

免雨水淋湿广告布，从而能保证广告画面质量的持久性，进而能大大减少广告部出现掉色、

开裂、脱落等不利情况，这有助于延长广告布的使用寿命，以使广告布能长期保持好的广告

效果，这就不需要频繁地更换广告布，从而有助于降低成本投入。且这样能使广告粘贴板上

的广告也呈倾斜布置，这样能更加方便行人贯穿广告，这能起到更好的广告展示效果。在升

降机构中，通过驱动电机能起到收放第一牵引绳、第二牵引绳、第三牵引绳的作用，这就能

使广告粘贴板完成升降动作；这样在需要更换广告布时，可以将广告粘贴板降下来，这样工

人就无需攀爬广告架，这能避免出现安全事故，且这样能使广告布的更换更为方便，从而有

助于提高广告布的更换效率。通过防坠气缸与定位柱的配合，能够对广告粘贴板起到很好

的定位作用，这有助于提高广告粘贴板定位的可靠性，以防止广告粘贴板出现坠落的情况，

这有助于提高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全性。通过太阳能灯具模块的设置，可以起到照亮广

告画面的作用，以在黑夜中能保持好的广告效果，且这样能十分的节能。

[0012] 该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装方法十分简单，实现起来十分方便，有助于提高节能

发光广告装置安装的效率与可靠性。通过限位环槽可以对遮盖环起到很好的限位作用，从

而有助于提高遮盖环安装定位的准确性与稳定性。这样通过遮盖环的设置，可以对操作缝

隙起到遮盖作用，以避免杂物进入到让位腔中，从而能避免下锁定螺栓的拆装受到影响。通

过使埋装柱体的顶面与地面平齐，可以在拆卸掉节能发光广告装置后保证地面平整，以避

免其影响到过往的行人。通过操作缝隙可方便下锁定螺栓的穿置。通过浇筑水泥，这能有效

地提高埋装柱体安装固定的牢固性能，从而有助于提高节能发光广告装置安装定位的安全

性。通过排水孔的开设，可以避免让位腔内出现积水的情况，从而能大大减缓下锁定螺栓的

锈蚀速度。通过现场组装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其它构件，可以降低节能发光广告装置运输

的便利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中整体结构右视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中升降机构右视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中箱体座主视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中箱体座右视方向的阶梯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中升降机构主视方向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中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中埋装柱体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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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一：

[0021]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节能发光广告装置，包括广告架1、升降机构2、防坠

气缸3、太阳能灯具模块4,其中，如图1、图3与图4所示，所述广告架1包括埋装柱体11、竖向

柱体12、纵向柱体13、箱体座14、斜拉杆15、遮盖环16、中间锁定螺栓17、若干下锁定螺栓18、

若干上锁定螺栓19，所述埋装柱体11呈竖向布置，所述埋装柱体11的圆周表面上设有若干

圈限位凸环111，所述埋装柱体11的上端圆周表面上设有下法兰部112，所述遮盖环16活动

套装于下法兰部112上，所述竖向柱体12的下端圆周表面上设有上法兰部121，所述上法兰

部121压在下法兰部112上，并通过各下锁定螺栓18将上法兰部121与下法兰部112固定一

起，所述竖向柱体12上开设有第一布线孔122，并使第一布线孔122贯穿至竖向柱体12的顶

面上，所述竖向柱体12的后表面上设有固定凸耳123，所述纵向柱体13的底面中部上设有套

装筒131，所述纵向柱体13的底面后部上设有铰接凸耳132上，所述纵向柱体13上开设有第

二布线孔133，并使第二布线孔133与套装筒131的内孔相连通，所述套装筒131套装在竖向

柱体12的上端，并使第二布线孔133与第一布线孔122相连通，所述斜拉杆15的一端铰接在

铰接凸耳132上，所述斜拉杆15的另一端通过中间锁定螺栓17固定在固定凸耳123上，各上

锁定螺栓19均横向穿过套装筒131与竖向柱体12的上端后锁定，所述箱体座14固定在纵向

柱体13的前端上，所述箱体座14上开设安装内腔141，并使安装内腔141与第二布线孔133相

连通，所述安装内腔141的下腔壁上设有凸柱部142，所述凸柱部142上开设有水平贯穿的插

装孔143，所述箱体座14的前壁下边角上设有倾斜面144，并使倾斜面144朝下，所述倾斜面

144上开设限位腔145，所述限位腔145的腔底中部上开设有穿套孔146，并使穿套孔146竖向

贯穿至凸柱部142上，还使穿套孔146与插装孔143相连通，所述限位腔145的腔底还分别开

设有贯穿至安装内腔141的第一让位孔147、第二让位孔148、第三让位孔149，并使第一让位

孔147位于穿套孔146的前上方，还使第二让位孔148位于穿套孔146的左下方，以及使第三

让位孔149位于穿套孔146的右下方，所述限位腔145的下腔口上连接有下限位挡板101，并

使下限位挡板101由上至下逐渐靠近竖向柱体12，所述下限位挡板101的左右侧边上分别设

有左限位挡板102、右限位挡板103，并使左限位挡板102与右限位挡板103呈八字形关系布

置；如图1、图2与5所示，所述升降机构2包括驱动电机21、第一转动轴22、第二转动轴23、传

动齿轮组24、第一收线轮25、第二收线轮26、第三收线轮27、第一引导轮28、第二引导轮29、

第三引导轮30、广告粘贴板40、第一牵引绳50、第二牵引绳60、第三牵引绳70，所述驱动电机

21设置在安装内腔141中，所述第一转动轴22竖向安装在安装内腔141中，所述第二转动轴

23纵向安装在安装内腔141中，并使第二转动轴23与第一转动轴22通过传动齿轮组24相传

动连接，所述第一收线轮25套装在第一转动轴22上，所述第二收线轮26与第三收线轮27均

套装在第二转动轴23上，所述第一引导轮28能转动地安装在安装内腔141中，并使第一引导

轮28位于第一让位孔147的上方，所述第二引导轮29能转动地安装在安装内腔141中，并使

第二引导轮29位于第二让位孔148的上方，所述第三引导轮30能转动地安装在安装内腔141

中，并使第三引导轮30位于第三让位孔149的上方，所述广告粘贴板40活动嵌置于限位腔

145中，所述广告粘贴板40的内表面上设有定位柱401，并使定位柱401穿置于穿套孔146中，

所述定位柱401上开设有水平贯穿的定位孔402，并使定位孔402与插装孔143相串接连通，

所述第一牵引绳50的一端绕装在第一收线轮25上，并使第一牵引绳50的另一端绕过第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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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轮28后穿置于第一让位孔147中，还使第一牵引绳50的另一端穿过第一让位孔147后与广

告粘贴板40的内表面上相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牵引绳60的一端顺时针绕装在第二收线轮26

上，并使第二牵引绳60的另一端绕过第二引导轮29后穿置于第二让位孔148中，还使第二牵

引绳60的另一端穿过第二让位孔148后与广告粘贴板40的内表面上相固定连接，所述第三

牵引绳70的一端顺时针绕装在第三收线轮27上，并使第三牵引绳70的另一端绕过第三引导

轮30后穿置于第三让位孔149中，还使第三牵引绳70的另一端穿过第三让位孔149后与广告

粘贴板40的内表面上相固定连接；如图1与图2所示，所述防坠气缸3水平设置在安装内腔

141中，并使防坠气缸3的活塞杆31穿置于插装孔143与定位孔402中；如图1所示，所述太阳

能灯具模块4包括太阳能电池板41、照亮灯42，所述太阳能电池板41水平固定在纵向柱体13

的顶面上，所述照亮灯42安装在倾斜面144的上边角上，并使照亮灯42发出的光线能照射到

广告粘贴板40的外表面上。在节能发光广告装置中，该广告架1上通过埋装柱体11的设置，

能有效地提高广告架1安装定位的牢固性；通过套装筒131套装竖向柱体12，以及通过上锁

定螺栓19的锁定，还有通过斜拉杆15的安装，能有效地提高纵向柱体13与箱体座14安装定

位的可靠性；且广告架1的整体组装结构十分牢固，从而能使广告架1具有高的结构强度，进

而该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整体结构强度十分高。通过第一布线孔122、第二布线孔133与安

装内腔141开设，可便于导线的隐藏，这能避免导线裸露在外，从而有助于提高节能发光广

告装置的安全性。通过下限位挡板101、左限位挡板102、右限位挡板103的设置，可以在广告

粘贴板40向上移动时，对广告粘贴板40起到很好的限位导向作用，以使广告粘贴板40能够

快速、准确地进入到限位腔145中，以及使定位柱401能够快速、准确地插装至穿套孔146中；

且下限位挡板101、左限位挡板102、右限位挡板103还能起到阻挡风力，以在广告粘贴板40

靠近限位腔145时，避免风吹歪广告粘贴板40，这样广告粘贴板40能够准确地达到设定的位

置上，该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可靠性十分高。通过采用倾斜面144，以及使广告粘贴板40活

动嵌置于倾斜面144上的限位腔145中，这样不仅能对广告粘贴板40起到很好的限位作用，

还能避免雨水淋湿广告布，从而能保证广告画面质量的持久性，进而能大大减少广告部出

现掉色、开裂、脱落等不利情况，这有助于延长广告布的使用寿命，以使广告布能长期保持

好的广告效果，这就不需要频繁地更换广告布，从而有助于降低成本投入。且这样能使广告

粘贴板40上的广告也呈倾斜布置，这样能更加方便行人贯穿广告，这能起到更好的广告展

示效果。在升降机构2中，通过驱动电机21能起到收放第一牵引绳50、第二牵引绳60、第三牵

引绳70的作用，这就能使广告粘贴板40完成升降动作；这样在需要更换广告布时，可以将广

告粘贴板40降下来，这样工人就无需攀爬广告架1，这能避免出现安全事故，且这样能使广

告布的更换更为方便，从而有助于提高广告布的更换效率。通过防坠气缸3与定位柱401的

配合，能够对广告粘贴板40起到很好的定位作用，这有助于提高广告粘贴板40定位的可靠

性，以防止广告粘贴板40出现坠落的情况，这有助于提高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全性。通过

太阳能灯具模块4的设置，可以起到照亮广告画面的作用，以在黑夜中能保持好的广告效

果，且这样能十分的节能。

[0022] 所述纵向柱体13与箱体座14焊接固定一起。

[0023] 所述竖向柱体12可采用管体结构，所述竖向柱体12的内孔构成了第一布线孔122。

[0024] 所述纵向柱体13可采用管体结构，所述纵向柱体13的内孔构成了第二布线孔133。

[0025] 所述倾斜面144与水平面的夹角为45～80度，这样能方便人们观察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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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定位柱401为偏平状结构，所述穿套孔146与定位柱401相匹配。这样的结构有

助于提高结构强度。

[0027] 如图1与图2所示，所述传动齿轮组24为一对相互啮合的锥齿轮，两个锥齿轮分别

套装在第一转动轴22、第二转动轴23上，这样就能使第二转动轴23与第一转动轴22实现传

动连接。

[0028] 所述第一牵引绳50、第二牵引绳60与第三牵引绳70均由钢丝绳制成。

[0029] 各牵引绳可通过捆扎、焊接、挂套的方式与广告粘贴板40实现固定连接。

[0030] 所述防坠气缸3可用电动伸缩杆替代，电动伸缩杆上的伸缩杆是穿置于插装孔143

与定位孔402中的。

[0031] 如图1所示，所述竖向柱体12的下表面上设有操控电箱80，并使驱动电机21、防坠

气缸3分别与操控电箱80相电连接，所述操控电箱80内设有上升按钮、下降按钮、伸出按钮、

缩回按钮。所述上升按钮与下降按钮分别控制驱动电机21，以通过使驱动电机21做正反转

运动，来完成广告粘贴板40的升降。所述伸出按钮与缩回按钮分别控制防坠气缸3，以通过

使防坠气缸3的活塞杆做伸缩运动，来完成对广告粘贴板40的定位。所述上升按钮、下降按

钮、伸出按钮与缩回按钮通过带锁具1的保护盖90遮盖柱，这样能避免无关人员随意操控节

能发光广告装置。所述操控电箱80也可用于控制照亮灯42的开关。

[0032] 所述驱动电机21与防坠气缸3均采用国家电网供电，以保证他们动作的稳定性。

[0033] 实施例二：

[0034] 如图6与图7所示，一种实施例一所述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装方法，其包括如下

步骤：

[0035] (1)在地面100上开挖出埋设腔孔200，并在埋设腔孔200的孔口边沿上做出限位环

槽300；

[0036] (2)将埋装柱体11置于埋设腔孔200中，并使埋装柱体11的顶面与地面100平齐，还

使埋设腔孔200的孔径大于下法兰部112的直径，在下法兰部112的外壁与埋设腔孔200的孔

壁之间预留有操作缝隙400，接着对向埋设腔孔200中浇筑水泥500，并使浇筑的水泥500包

裹住各限位凸环111，还使浇筑的水泥500低于埋设腔孔200的孔口，在浇筑的水泥500与埋

设腔孔200的孔口之间预留有让位腔600，所述让位腔600的腔壁下边沿上开设有排水孔

700；

[0037] (3)将遮盖环16套装于下法兰部112上，并使遮盖环16嵌置于限位环槽300中；

[0038] (4)现场组装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其它构件，接着将组装好的结构吊装起来，在接

着通过下锁定螺栓18将其固定于下法兰部112上，至此就完成了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装

过程。

[0039] 该节能发光广告装置的安装方法十分简单，实现起来十分方便，有助于提高节能

发光广告装置安装的效率与可靠性。通过限位环槽300可以对遮盖环16起到很好的限位作

用，从而有助于提高遮盖环16安装定位的准确性与稳定性。这样通过遮盖环16的设置，可以

对操作缝隙400起到遮盖作用，以避免杂物进入到让位腔600中，从而能避免下锁定螺栓18

的拆装受到影响。通过使埋装柱体11的顶面与地面100平齐，可以在拆卸掉节能发光广告装

置后保证地面平整，以避免其影响到过往的行人。通过操作缝隙400可方便下锁定螺栓18的

穿置。通过浇筑水泥500，这能有效地提高埋装柱体11安装固定的牢固性能，从而有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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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节能发光广告装置安装定位的安全性。通过排水孔700的开设，可以避免让位腔600内出

现积水的情况，从而能大大减缓下锁定螺栓18的锈蚀速度。通过现场组装节能发光广告装

置的其它构件，可以降低节能发光广告装置运输的便利性。

[0040] 其中，在工厂制造过程中，使升降机构2安装于箱体座14中，还使使斜拉杆15与纵

向柱体13相铰接，以及使箱体座14与纵向柱体13相固定连接。而现场组装节能发光广告装

置的其它构件的过程包括：将竖向柱体12与纵向柱体13组装一起，将斜拉杆15与固定凸耳

123相接，将太阳能电池板41与照亮灯42分别安装于纵向柱体13、箱体座14上，以及接通相

应的电路。

[0041] 所述排水孔700与下水道或排水渠相连通，这样就能很好地排走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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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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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4

CN 111653215 A

14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5

CN 111653215 A

15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6

CN 111653215 A

1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