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805485.6

(22)申请日 2019.10.23

(73)专利权人 郑州正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450001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莲花街西四环红松路嘉图置业

3期9号楼5层512号

(72)发明人 王明娜　张欣　

(51)Int.Cl.

E01F 9/608(2016.01)

E01F 9/65(201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加油站用设备领域，更具体

地说，它涉及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包括柱

体，柱体上固定设置有支腿，柱体上设置有标识

牌，标识牌与柱体转动配合，柱体上固定设置有

用于驱动标识牌转动的旋转装置，旋转装置与标

识牌固定连接。通过在柱体上固定旋转装置，柱

体上设置有标识牌，旋转装置驱动标识牌进行转

动，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

提示的效果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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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包括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柱体（1）上固定设置有支

腿（2），所述柱体（1）上设置有标识牌（3），所述标识牌（3）与柱体（1）转动配合，所述柱体（1）

上固定设置有用于驱动标识牌（3）转动的旋转装置（4），所述旋转装置（4）与标识牌（3）固定

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装置（4）包

括驱动装置（41）、转轴（42）和锥齿轮组（43），所述驱动装置（41）固定设置于柱体（1）上，所

述转轴（42）同轴固定于驱动装置（41）的输出端，所述锥齿轮组（43）固定设置于转轴（42）

上，所述锥齿轮组（43）内穿设有转动杆（44），所述转动杆（44）与标识牌（3）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其特征在于，所述锥齿轮组（43）包

括竖直锥齿轮（431）和水平锥齿轮（432），所述竖直锥齿轮（431）套设于转轴（42）上，所述水

平锥齿轮（432）套设于转动杆（44）上，且竖直锥齿轮（431）与水平锥齿轮（432）相啮合，转动

杆（44）穿设于水平锥齿轮（432）内，转动杆（44）与水平锥齿轮（432）同轴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其特征在于，所述柱体（1）上开设

有通孔（11），所述标识牌（3）上开设有与通孔（11）相对应的安装孔（31），且转动杆（44）穿设

于通孔（11）和安装孔（31）内，转动杆（44）与柱体（1）转动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其特征在于，所述标识牌（3）上设

置有多个展示面板（32），所述展示面板（32）上设置有油价展示区（321）和信息展示区

（32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面板（32）上

设置有照明区（331），所述照明区（331）上固定设置有多个灯带（33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其特征在于，所述标识牌（3）外侧

设置有防护罩（33），防护罩（33）与柱体（1）固定连接，所述防护罩（33）为透明罩。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罩（33）上固

定设置有太阳能板（34），所述防护罩（33）上固定设置有蓄电池（35），所述蓄电池（35）与太

阳能板（34）电性连接，且蓄电池（35）与灯带（332）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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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加油站用设备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

柱。

背景技术

[0002] 加油站是指为汽车和其它机动车辆服务的、零售汽油和机油的补充站，一般为添

加燃料油、润滑油等。标识牌是指为视觉效果而标示的标识牌。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是安装

在加油站处用于展示加油站的标识、基础信息、媒体广告和安全提示信息等的标识杆。

[0003] 公告号为CN209328387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加油站商牌，包括架体和设置在架

体上的信息牌，通过信息牌对需要展示的信息进行展示，需要对信息牌进行更换时，滑动滑

套，使得滑套底端的高度高于顶端信息牌顶端的高度，并通过插销进行固定。之后向靠近滑

轨的方向滑动信息牌，将固定盘从滑槽内滑动至插入孔处，固定盘能够从插入孔内拔出，将

信息牌取下，对信息牌进行更换，之后将新的信息牌的固定盘插入到插入孔内，向远离滑轨

的方向滑动信息牌，对信息牌进行重新固定。该加油站商牌虽然能够对需要展示的信息进

行展示，但是信息牌为静止的标牌，与转动的标牌相比，动感效果明显，使用过程中对人们

的吸引性较低，提示的效果较差，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

柱，通过在柱体上固定旋转装置，柱体上设置有标识牌，旋转装置驱动标识牌进行转动，在

使用过程中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提示的效果较强。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包括柱体，所述柱体上固定设置有支腿，所述柱体上设

置有标识牌，所述标识牌与柱体转动配合，所述柱体上固定设置有用于驱动标识牌转动的

旋转装置，所述旋转装置与标识牌固定连接。

[000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柱体上设置有标识牌，标识牌与柱体转动配合，柱体上固定

设置有驱动标识牌转动的旋转装置，旋转装置驱动标识牌转动，使标识牌在柱体上转动，将

需要展示的信息进行转动展示，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提示的效果较

强。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旋转装置包括驱动装置、转轴和锥齿轮组，所述驱

动装置固定设置于柱体上，所述转轴同轴固定于驱动装置的输出端，所述锥齿轮组固定设

置于转轴上，所述锥齿轮组内穿设有转动杆，所述转动杆与标识牌固定连接。

[000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驱动装置固定设置在柱体上，转轴同轴固定与驱动装置的输

出端，锥齿轮组固定设置在转动上，驱动装置转动时，带动转轴转动，带动锥齿轮组转动，带

动转动杆转动，转动杆带动标识牌转动，从而使标识牌上的信息进行转动展示，对人们的吸

引性较高，标识牌提示的效果较强，同时采用锥齿轮组的结构进行传动，安装便捷，传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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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锥齿轮组包括竖直锥齿轮和水平锥齿轮，所述竖

直锥齿轮套设于转轴上，所述水平锥齿轮套设于转动杆上，且竖直锥齿轮与水平锥齿轮相

啮合，转动杆穿设于水平锥齿轮内，转动杆与水平锥齿轮同轴固定。

[001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竖直锥齿轮套设于转轴上，水平锥齿轮套设在转动杆上，竖直

锥齿轮与水平锥齿轮相啮合，转轴带动竖直锥齿轮转动时，使竖直锥齿轮带动水平锥齿轮

转动，从而带动转动杆转动，使标识牌能够转动，采用竖直锥齿轮和水平锥齿轮相结合的结

构，安装便捷，传动平稳，同时能够有效的带动标识牌进行转动，使标识牌对人们的吸引性

较高，标识牌提示的效果较强。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柱体上开设有通孔，所述标识牌上开设有与通孔

相对应的安装孔，且转动杆穿设于通孔和安装孔内，转动杆与柱体转动配合。

[001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柱体上开设有通孔，标识牌上开设有安装孔，通过将转动杆

穿设于通孔和安装孔内，转动杆与柱体转动配合，通过转动杆的转动，能够实现标识牌在柱

体上进行转动的功能，使标识牌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提示的效果较强。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标识牌上设置有多个展示面板，所述展示面板上

设置有油价展示区和信息展示区。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标识牌上设置有多个展示面板，在展示面板上设置有油价

展示区和信息展示区，通过展示面板能够将加油站所需要展示的信息进行展示，同时通过

多个面板使标识牌上的信息能够全方位的进行展示，使人们能够多角度、全方位的看到标

识牌上的信息。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展示面板上设置有照明区，所述照明区内固定设

置有多个灯带。

[001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防护罩上开设有照明区，照明区内固定设置有多个灯带，通

过灯带的设置，能够使标识牌在夜晚等光照不足的情况下，发散亮光，进行使用，同时通过

灯带的设置，使标识牌转动时动感效果更加明显，从而使标识牌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

牌提示的效果较强。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标识牌外侧设置有防护罩，防护罩与柱体固定连

接，所述防护罩为透明罩。

[001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标识牌上固定设置有防护罩，防护罩为透明罩，通过防护罩

能够对标识牌进行有效的保护，避免标识牌受到雨淋、风吹日晒等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将标

识牌损坏。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防护罩上固定设置有太阳能板，所述防护罩上固

定设置有蓄电池，所述蓄电池与太阳能板电性连接，且蓄电池与灯带电性连接。

[002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防护罩上固定设置有太阳能板，防护罩上固定设置有蓄电

池，通过太阳能板的设置，太阳能板能够吸收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并通过蓄电池进行储存，

能够为标识立柱自身所需要使用电能的器件提供电能，更加节能、环保。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通过在柱体上固定旋转装置，柱体上设置有标识牌，旋转装置驱动标识牌进行

转动，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提示的效果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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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2）通过在防护罩上开设有照明区，照明区内固定设置有多个灯带，能够使标识牌

在夜晚等光照不足的情况下，发散亮光，进行使用，同时通过灯带的设置，使标识牌转动时

动感效果更加明显，从而使标识牌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提示的效果较强。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标识牌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28] 图4为图3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9] 附图标记：1、柱体；11、通孔；2、支腿；3、标识牌；31、安装孔；32、展示面板；321、油

价展示区；322、信息展示区；33、防护罩；331、照明区；332、灯带；34、太阳能板；35、蓄电池；

4、旋转装置；41、驱动装置；42、转轴；43、锥齿轮组；431、竖直锥齿轮；432、水平锥齿轮；44、

转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一种加油站用主标识立柱，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柱体1，柱体上固定设置有支腿

2，用对柱体1进行固定支撑，柱体1上设置有标识牌3，标识牌3与柱体1转动配合，柱体1上固

定设置有用于驱动标识牌3转动的旋转装置4，旋转装置4与标识牌3固定连接。标识立柱使

用时，通过支腿2将柱体1和标识牌3进行支撑，同时启动旋转装置4，使旋转装置4带动标识

牌3在柱体1上进行转动，从而使标识牌3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3提示

的效果较强。

[0032] 如图3和图4所示，旋转装置4包括驱动装置41、转轴42和锥齿轮组43，驱动装置41

固定设置于柱体1上，驱动装置41可直接采用电机构成，转轴42同轴固定于驱动装置41的输

出端，锥齿轮组43固定设置在转轴42上，锥齿轮组43内穿设有转动杆44。柱体1上开设有通

孔11，标识牌3上开设有与通孔11相对应的安装孔31，且转动杆44穿设于通孔11和安装孔31

内，转动杆44与柱体1转动配合，转动杆44与标识牌3固定连接。标识牌3进行转动时，启动驱

动装置41，驱动装置41带动转轴42转动，带动锥齿轮组43转动，从而带动转动杆44转动，使

转动杆44带动标识牌3在柱体1上转动。

[0033] 其中，如图3和图4所示，锥齿轮组43包括竖直锥齿轮431和水平锥齿轮432，竖直锥

齿轮431套设于转轴42上，水平锥齿轮432套设于转动杆44上，且竖直锥齿轮431与水平锥齿

轮432相啮合，转动杆44穿设于水平锥齿轮432内，转动杆44与水平锥齿轮432同轴固定。驱

动装置41带动转轴42转动时，转动42带动竖直锥齿轮431转动，带动水平锥齿轮432转动，带

动转动杆44转动，从而能够带动标识牌3进行转动，标识牌3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3

提示的效果较强，同时采用竖直锥齿轮431和水平锥齿轮432相结合的结构，安装便捷，传动

平稳。

[0034] 如图1和图2所示，标识牌3为多边形，标识牌3上设置有多个展示面板32，且标识牌

3竖直方向上的每个侧面上设置有一个展示面板32，展示面板32上设置有油价展示区321和

信息展示区322，通过多个展示面板32使标识牌3上的信息能够全方位的进行展示，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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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多角度、全方位的看到标识牌3上的信息。展示面板32上设置有照明区323，照明区321

上固定设置有多个灯带324，能够使标识牌3在夜晚等光照不足的情况下，发散亮光，进行使

用，同时通过灯带324的设置，使标识牌3转动时动感效果更加明显，从而使标识牌3对人们

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3提示的效果较强。

[0035] 如图1和3所示，标识牌3在使用过程中，为了能够对标识牌3进行有效的保护，避免

标识牌3受到雨淋、风吹日晒等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将标识牌3损坏，在标识牌3外侧设置有

防护罩33，防护罩33与柱体1固定连接，防护罩33为透明罩，使标识牌3上信息和灯带324的

灯光进行显示，从防护罩33外部能够进行观看。结合图3，防护罩33上固定设置有太阳能板

34，防护罩33上固定设置有蓄电池35，蓄电池35与太阳能板34电性连接，且蓄电池35与灯带

332电性连接。太阳能板34能够吸收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并蓄电池35进行储存，能够为标识

立柱自身所需要使用电能的器件提供电能，更加节能、环保。

[0036]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标识立柱使用时，通过支腿2将柱体1和标识牌3进行支

撑，同时启动旋转装置4，使旋转装置4带动标识牌3在柱体1上进行转动，从而使标识牌3在

使用过程中对人们的吸引性较高，标识牌3提示的效果较强。标识牌3为多边形，标识牌3上

设置有多个展示面板32，通过多个展示面板32使标识牌3上的信息能够全方位的进行展示，

使人们能够多角度、全方位的看到标识牌3上的信息。标识牌3外侧设置有防护罩33，防护罩

33为透明罩，能够对标识牌3进行有效的保护，避免标识牌3受到雨淋、风吹日晒等外界环境

的影响下，将标识牌3损坏。标识立柱使用过程中，通过太阳能板34能够吸收太阳能，转换为

电能，并蓄电池35进行储存，能够为标识立柱自身所需要使用电能的器件提供电能，更加节

能、环保。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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