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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应用于衣服或背包

的指示灯，包括灯座、电源、左指示灯、右指示灯

及无线接收器，所述灯座外罩设有灯罩，所述灯

座的背部设有连接衣服或背包的连接部，所述左

指示灯和右指示灯均为LED灯，所述LED灯均由若

干横竖排列的LED灯珠组成，所述灯座内设有根

据所述无线接收器接收信号打开对应所述LED灯

的主控芯片，所述灯座侧壁设有调节所述LED灯

显示方式的设置按钮，所述设置按钮与所述主控

芯片电连接，还包括离体设置的无线发射器，用

于发送两轮车或三轮车的刹车转向信号至所述

无线接收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应用于衣服或背

包的指示灯，可以连接在衣服或背包上，能够提

供清晰、多样的转向指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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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包括灯座、电源、左指示灯、右指示灯及无线接收

器，所述灯座外罩设有灯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座的背部设有连接衣服或背包的连接部，

所述左指示灯和右指示灯均为LED灯，所述LED灯均由若干横竖排列的LED灯珠组成，所述灯

座内设有根据所述无线接收器接收信号打开对应所述LED灯的主控芯片，所述灯座侧壁设

有调节所述LED灯显示方式的设置按钮，所述设置按钮与所述主控芯片电连接，还包括离体

设置的无线发射器，用于发送两轮车或三轮车的刹车转向信号至所述无线接收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部为魔术

贴、扣带或别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为可充电

电池，所述灯座侧壁设有连接所述电源的充电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上设有太

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电源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座

包括分体式设置的安装所述左指示灯的第一灯座、安装所述右指示灯的第二灯座及第三灯

座，所述电源、所述无线接收器及所述主控芯片均设与所述第三灯座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与所述灯

座螺钉连接或卡扣式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

发射器设于刹车感应器内，所述刹车感应器设于两轮车或三轮车的车把和刹车把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刹车感应器包括移动部、固定部及感应开关；

所述移动部包括第一顶针固定块、第二顶针固定块、第一顶针、顶针弹簧、第二顶针及

防护外弹簧，所述第一顶针固定块及所述第二顶针固定块相嵌形成一体与所述刹车把连

接；

所述固定部包括第一固定块、第二固定块，所述第一固定块与所述第二固定块装嵌后

形成圈环结构安装于所述车把上，所述感应开关位于所述第一固定块上，所述第二顶针穿

过所述第一固定块并与所述感应开关相接触，所述无线发射器设于所述感应开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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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骑行安全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

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不断发达和社会日益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汽车已走进千家

万户，成为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但与此同时带来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现象也越来越

严重，所以步行或骑自行车等绿色出行、环保出行方式再次成为社会倡导的风尚，在车多、

人多的街道上，作为弱势群体的步行者或骑自行车的人，由于本身的显示度不足，出现交通

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大上升，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此外，路口的交通协管员

仅仅依靠手势指挥交通，劳动强度也非常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

示灯，可以连接在衣服或背包上，能够提供清晰、多样的指示信号。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包括灯座、电源、左指示灯、右指示灯及无线接

收器，所述灯座外罩设有灯罩，所述灯座的背部设有连接衣服或背包的连接部，所述左指示

灯和右指示灯均为LED灯，所述LED灯均由若干横竖排列的  LED灯珠组成，所述灯座内设有

根据所述无线接收器接收信号打开对应所述LED  灯的主控芯片，所述灯座侧壁设有调节所

述LED灯显示方式的设置按钮，所述设置按钮与所述主控芯片电连接，还包括离体设置的无

线发射器，用于发送两轮车或三轮车的刹车信号至所述无线接收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部为魔术贴、扣带或别针。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电源为可充电电池，所述灯座侧壁设有连接所述电源的充电口。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灯罩上设有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电源电连接。

[0009]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灯座包括分体式设置的安装所述左指示灯的第一灯座、

安装所述右指示灯的第二灯座及第三灯座，所述电源、所述无线接收器及所述主控芯片均

设与所述第三灯座内。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灯罩与所述灯座螺钉连接或卡扣式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无线发射器设于刹车感应器内，所述刹车感应器设于两轮车或三

轮车的车把和刹车把之间。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刹车感应器包括移动部、固定部及感应开关；

[0013] 所述移动部包括第一顶针固定块、第二顶针固定块、第一顶针、顶针弹簧、第二顶

针及防护外弹簧，所述第一顶针固定块及所述第二顶针固定块相嵌形成一体与所述刹车把

连接；

[0014] 所述固定部包括第一固定块、第二固定块，所述第一固定块与所述第二固定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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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后形成圈环结构安装于所述车把上，所述感应开关位于所述第一固定块上，所述第二顶

针穿过所述第一固定块并与所述感应开关相接触，所述第一发射器设于所述感应开关内。

[0015]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技术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灯座的背部设有连接部，可将指

示灯方便地连接在衣服或背包上；左指示灯和右指示灯均为LED灯珠组成的  LED灯，通过主

控芯片可控制部分或全部LED灯珠点亮或闪烁，设置按钮可方便地调节指示灯的显示方式，

更加容易引起后车的注意，进而提高指示灯的警示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灯结构爆炸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应用于衣服的连接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应用于背包的连接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使用状态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刹车感应器的结构图。

[0022] 其中：1、灯座；1a、第一灯座；1b、第二灯座；1c、第三灯座；2、电源；  3、左指示灯；4、

右指示灯；5-无线接收器；6、灯罩；7、连接部；8、主控芯片；9、设置按钮；10、充电口；11、太阳

能板；12、刹车感应器；121、感应开关；122、第一顶针固定块；123、第二顶针固定块；124、第

一顶针；125、顶针弹簧；126、第二顶针；127、防护外弹簧；128、第一固定块；129、第二固定

块；  20、车把；21、刹车把。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新

型能够以很多不同于此描述的其他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

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推广，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应用于衣服或背包的指示，包括灯座1、电源2、左指示灯3、右指示

灯4及无线接收器5，灯座1外罩设有灯罩6。灯座1的背部设有连接衣服或背包的连接部7，连

接部7可为魔术贴、扣带、别针、拉链或其他可拆卸连接的方式。

[0026] 左指示灯3和右指示灯4均为由若干横竖排列的LED灯珠组成的LED灯。灯座1内设

有主控芯片8，无线接收器5与主控芯片8电连接，主控芯片8接收到无线接收器5的刹车信号

后，可控制对应的指示灯(或两个指示灯)点亮或闪烁，以醒目区分不同的行车信号。

[0027] 灯座1的侧壁设有与主控芯片8电连接的设置按钮9，用于调节两个指示灯的显示

方式。本实施例中，指示灯的显示方式优选为：刹车时，两个指示灯同时点亮。

[0028] 电源2为可充电电池，灯座1的侧壁设有连接电源2的充电口10。灯罩6  上设有与电

源2电连接的太阳能板11，可在白天利用阳光对电源2进行充电，减少充电次数。灯罩6与灯

座1可采用螺钉或卡扣连接，以方便拆装。

[0029] 进一步的，灯座1包括分体式设置的安装左指示灯3的第一灯座1a、安装右指示灯4

的第二灯座1b及第三灯座1c，电源2、无线接收器5及主控芯片8  均设与第三灯座1c内，充电

口10设于第三灯座的侧壁。如此设置，左指示灯3  和右指示灯4之间的间距可随意调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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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两者过近造成后方来车看错信号。

[0030] 如图2-3所示，本实用新型应用于衣服和背包中，可以在衣服或背包中设置一个透

明口袋，将指示灯置换透明口袋中；或者在衣服或背包上设置魔术带，指示灯的连接部7也

设置成魔术带，通过粘合作用将指示灯粘在衣服或背包上。

[0031] 如图4-5所示，本实用新型还包括离体设置的无线发射器，其设于刹车感应器12

内，刹车感应器12设于两轮车或三轮车的车把20和刹车把21之间。具体地，刹车感应器12包

括移动部、固定部及感应开关121。

[0032] 移动部包括第一顶针固定块122、第二顶针固定块123、第一顶针124、顶针弹簧

125、第二顶针126及防护外弹簧127，第一顶针固定块122及第二顶针固定块123相嵌形成一

体与刹车把21连接。固定部包括第一固定块128、第二固定块129，第一固定块128与第二固

定块129装嵌后形成圈环结构安装于车把  20上，感应开关121位于第一固定块128上，第二

顶针126穿过第一固定块122 并与感应开关121相接触，无线发射器设于感应开关内。

[0033]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尽管参照实

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但是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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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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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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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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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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