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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

电子站牌，其结构包括地点指示牌、照明灯、广告

投射屏、站牌指示零售器、整体保护架、底座，地

点指示牌通过铆钉锁紧在整体保护架内部的顶

部，能够让人们在提前录下指纹的情况下，在上

车前先通过指纹透板验证指纹购买纸圈中纸质

的车票，在需要上车的时候直接投入即可，不需

要让整辆车进行较长时间的验证等待时间，并且

翻卷扇面能够定时清理指纹透板，防止其上表面

油垢太多引起信息验证失败，能够在晚上全部公

交车停止运行之后，让旋转电机得电，滑动片伸

出，外清扫轮覆盖到所有的站点显示面对其进行

清理，防止长时间使用后集尘乘车者无法清晰的

看到列车的形式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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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其结构包括地点指示牌(1)、照明灯(2)、广告

投射屏(3)、站牌指示零售器(4)、整体保护架(5)、底座(6)，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点指示牌(1)安设在整体保护架(5)内部的顶部，所述照明灯(2)位于地点指示

牌(1)的下方，所述广告投射屏(3)固定在照明灯(2)的下方，所述站牌指示零售器(4)内嵌

在整体保护架(5)内部的中段，所述底座(6)紧固在整体保护架(5)的底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其特征在于：所述整体

保护架(5)由远程指示牌(15)、近车显示牌(25)、指示购买器(35)、近程指示牌(45)、篇幅修

正装置(55)组成，所述远程指示牌(15)安设在整体保护架(5)内部中段的右侧，所述近车显

示牌(25)装设在远程指示牌(15)的左侧，所述近程指示牌(45)安装在近车显示牌(25)的左

侧，所述指示购买器(35)设有两个以上并且分布在远程指示牌(15)、近程指示牌(45)的表

面，所述篇幅修正装置(55)设为两个并且紧贴在远程指示牌(15)内部的左侧与近程指示牌

(45)内部的右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其特征在于：所述指示

购买器(35)设有两个以上，左上角的指示购买器(35)由横向端光条(51)、纵向端光条(52)、

内贴板(53)、站点显示面(54)、零售便民器(56)组成，所述内贴板(53)贴合在近程指示牌

(45)的左上角，所述横向端光条(51)紧固在内贴板(53)的上下两端，所述纵向端光条(52)

固定在内贴板(53)的左右两端，所述站点显示面(54)装设在内贴板(53)的表面，所述零售

便民器(56)位于站点显示面(54)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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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零售设备，尤其涉及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

背景技术

[0002] 在公交车站的旁边经常会有一些站牌，上面记录着一些沿途站点的信息和车辆的

信息，人们可以通过上面显示的路线来判断自己是否需要乘坐这辆公交车，现在的公交车

大多数都是采用投币或者刷卡的方式，有最近推出的手机二维码扫描技术，能够直接用手

机二维码代替车费使用，较为的方便，目前技术考虑不全面，具有以下弊端：

[0003] 现有的公交车很多都采用手机二维码扫描的方式，但是在刷卡的时候需要等待一

段时间进行验证，会影响到后面的人无法上车需要进行等待，会让整辆车行驶的进度减慢。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

牌，以解决现有的公交车很多都采用手机二维码扫描的方式，但是在刷卡的时候需要等待

一段时间进行验证，会影响到后面的人无法上车需要进行等待，会让整辆车行驶的进度减

慢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

多功能电子站牌，其结构包括地点指示牌、照明灯、广告投射屏、站牌指示零售器、整体保护

架、底座，所述地点指示牌通过铆钉锁紧在整体保护架内部的顶部，所述照明灯胶连接地点

指示牌的下方，所述广告投射屏位于照明灯的下方并且与整体保护架钉连接，所述站牌指

示零售器内嵌在整体保护架内部的中段并且采用胶连接，所述底座电焊在整体保护架的底

部。

[0006] 为优化上述技术方案，进一步采取的措施为：

[0007]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整体保护架由远程指示牌、近车显示牌、指示购买器、

近程指示牌、篇幅修正装置组成，所述远程指示牌胶连接在整体保护架内部中段的右侧，所

述近车显示牌钉连接在远程指示牌的左侧，所述近程指示牌钉连接在近车显示牌的左侧，

所述指示购买器设有两个以上并且分别胶连接在远程指示牌、近程指示牌的表面，所述篇

幅修正装置设为两个并且活动连接在远程指示牌内部的左侧与近程指示牌内部的右侧。

[0008]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指示购买器设有两个以上，左上角的指示购买器由横

向端光条、纵向端光条、内贴板、站点显示面、零售便民器组成，所述内贴板锁紧在近程指示

牌的左上角，所述横向端光条通过卡扣扣合在内贴板的上下两端，所述纵向端光条通过卡

扣扣合在内贴板的左右两端，所述站点显示面黏着在内贴板的表面，所述零售便民器位于

站点显示面的右侧并且穿过内贴板与整体保护架电连接。

[0009]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零售便民器由连通线、站点选择键、指纹透板、红外线

感应器、纸圈、转轮、打印传导线组成，所述站点选择键与内贴板活动连接，所述连通线电连

接在站点选择键的右侧，所述指纹透板位于站点选择键的下方，所述打印传导线电连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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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透板的右侧，所述打印传导线的底部与转轮电连接，所述纸圈活动连接在转轮的左侧，

所述红外线感应器设于指纹透板的下方并且包裹在纸圈左端的外表面。

[0010]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指纹透板由翻卷扇面、弹出片、指纹贴板、自启轮组成，

所述指纹贴板胶连接在红外线感应器的上方，所述自启轮内嵌在指纹贴板内部的底部，所

述弹出片活动连接于自启轮的左侧，所述翻卷扇面弹性连接在弹出片的右侧。

[0011]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篇幅修正装置由滑动片、旋转电机、外清扫轮、搅动柱、

锥齿轮柱组成，所述滑动片滑动连接在远程指示牌、近程指示牌的表面，所述旋转电机设有

两个以上并且焊接在滑动片的右侧，所述锥齿轮柱机械连接在旋转电机的右侧，所述搅动

柱啮合在锥齿轮柱的右侧，所述外清扫轮活动连接在搅动柱的外表面。

[0012] 有益效果

[0013] 本发明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设计合理，功能性强，具有以下有益

效果：

[0014] 本发明通过设有的指示购买器，能够让人们在提前录下指纹的情况下，在上车前

先通过指纹透板验证指纹购买纸圈中纸质的车票，在需要上车的时候直接投入即可，不需

要让整辆车进行较长时间的验证等待时间，并且翻卷扇面能够定时清理指纹透板，防止其

上表面油垢太多引起信息验证失败。

[0015] 本发明通过设有的篇幅修正装置，能够在晚上全部公交车停止运行之后，让旋转

电机得电，滑动片伸出，外清扫轮覆盖到所有的站点显示面对其进行清理，防止长时间使用

后集尘乘车者无法清晰的看到列车的形式路线。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的附图作详

细地介绍，以此让本发明的其它特征、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站牌指示零售器详细的结构示

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指示购买器详细的结构示意

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零售便民器右视的结构示意

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指纹透板正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篇幅修正装置右视的结构示意

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地点指示牌1、照明灯2、广告投射屏3、站牌指示零售器4、整体保护

架5、底座6、远程指示牌15、近车显示牌25、指示购买器35、近程指示牌45、篇幅修正装置55、

横向端光条51、纵向端光条52、内贴板53、站点显示面54、零售便民器56、连通线561、站点选

择键562、指纹透板563、红外线感应器564、纸圈565、转轮566、打印传导线567、翻卷扇面

531、弹出片532、指纹贴板533、自启轮534、滑动片551、旋转电机552、外清扫轮553、搅动柱

554、锥齿轮柱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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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5]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零售功能的多功能电子站牌：其结构包括地点指

示牌1、照明灯2、广告投射屏3、站牌指示零售器4、整体保护架5、底座6，所述地点指示牌1通

过铆钉锁紧在整体保护架5内部的顶部，所述照明灯2胶连接地点指示牌1的下方，所述广告

投射屏3位于照明灯2的下方并且与整体保护架5钉连接，所述站牌指示零售器4内嵌在整体

保护架5内部的中段并且采用胶连接，所述底座6电焊在整体保护架5的底部。

[0026] 请参阅图2，所述整体保护架5由远程指示牌15、近车显示牌25、指示购买器35、近

程指示牌45、篇幅修正装置55组成，所述远程指示牌15胶连接在整体保护架5内部中段的右

侧，所述近车显示牌25钉连接在远程指示牌15的左侧，所述近程指示牌45钉连接在近车显

示牌25的左侧，所述指示购买器35设有两个以上并且分别胶连接在远程指示牌15、近程指

示牌45的表面，所述篇幅修正装置55设为两个并且活动连接在远程指示牌15内部的左侧与

近程指示牌45内部的右侧，近车显示牌25能够显示即将到达的车辆，能够方便需要乘车的

人不需要太匆忙赶车或者一直站着进行等待，更加的方便出行。

[0027] 请参阅图3，所述指示购买器35设有两个以上，左上角的指示购买器35由横向端光

条51、纵向端光条52、内贴板53、站点显示面54、零售便民器56组成，所述内贴板53锁紧在近

程指示牌45的左上角，所述横向端光条51通过卡扣扣合在内贴板53的上下两端，所述纵向

端光条52通过卡扣扣合在内贴板53的左右两端，所述站点显示面54黏着在内贴板53的表

面，所述零售便民器56位于站点显示面54的右侧并且穿过内贴板53与整体保护架5电连接，

横向端光条51、纵向端光条52在该车辆已经停止运行的情况下会自动关闭，防止市民等待

已经停止运行的公交车。

[0028] 请参阅图4，所述零售便民器56由连通线561、站点选择键562、指纹透板563、红外

线感应器564、纸圈565、转轮566、打印传导线567组成，所述站点选择键562与内贴板53活动

连接，所述连通线561电连接在站点选择键562的右侧，所述指纹透板563位于站点选择键

562的下方，所述打印传导线567电连接在指纹透板563的右侧，所述打印传导线567的底部

与转轮566电连接，所述纸圈565活动连接在转轮566的左侧，所述红外线感应器564设于指

纹透板563的下方并且包裹在纸圈565左端的外表面，站点选择键562能够自主选择到达的

站点，让系统自动判断出票的信息，红外线感应器564在市民将手伸到附近区域时才会自动

弹票，防止票掉落到地上，指纹透板563需要提前录入信息，与人们的银行卡绑定，在刷完指

纹后会自动在银行卡内扣费。

[0029] 请参阅图5，所述指纹透板563由翻卷扇面531、弹出片532、指纹贴板533、自启轮

534组成，所述指纹贴板533胶连接在红外线感应器564的上方，所述自启轮534内嵌在指纹

贴板533内部的底部，所述弹出片532活动连接于自启轮534的左侧，所述翻卷扇面531弹性

连接在弹出片532的右侧，翻卷扇面531的内侧为棉絮状的软绵结构，能将油垢和水垢擦去

并且进行自动干燥清洁，自启轮534循环的周期为上一个人按压之后的两秒内，保证处理的

及时性。

[0030] 请参阅图6，所述篇幅修正装置55由滑动片551、旋转电机552、外清扫轮553、搅动

柱554、锥齿轮柱555组成，所述滑动片551滑动连接在远程指示牌15、近程指示牌45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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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旋转电机552设有两个以上并且焊接在滑动片551的右侧，所述锥齿轮柱555机械连接

在旋转电机552的右侧，所述搅动柱554啮合在锥齿轮柱555的右侧，所述外清扫轮553活动

连接在搅动柱554的外表面，旋转电机552能在全部站牌都断电之后才启动，不会影响到人

们的正常观看，外清扫轮553具有自动抖动落灰的效果，能防止灰尘粘结。

[0031] 当人们需要乘车时，可以来到站牌指示零售器4的前方，根据自己出行的目的地选

择观看远程指示牌15或者近程指示牌45选择，再通过观看站点显示面54，通过站点选择键

562选择需要坐几站，经过指纹贴板533验证指纹信息后会将数据传给打印传导线567，转轮

566旋转通过纸圈565打印出对应的车票，人们经过红外线感应器564的窗口即可拿到车票，

拿完票后可观看近车显示牌25看车辆是否即将到达，防止了人们没带钱没带手机无法乘车

的尴尬，在买完票后两毛后自启轮534会自动转动，将翻卷扇面531从弹出片532弹出对指纹

贴板533进行清扫，在晚上所有横向端光条51、纵向端光条52关闭之后，滑动片551会得电滑

出，旋转电机552开始转动，带动锥齿轮柱555、搅动柱554转动，让外清扫轮553对站点显示

面54进行清扫。

[0032] 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能够让人们在提前录下指纹的情况下，在上车

前先通过指纹透板563验证指纹购买纸圈565中纸质的车票，在需要上车的时候直接投入即

可，不需要让整辆车进行较长时间的验证等待时间，并且翻卷扇面531能够定时清理指纹透

板563，防止其上表面油垢太多引起信息验证失败，能够在晚上全部公交车停止运行之后，

让旋转电机552得电，滑动片551伸出，外清扫轮553覆盖到所有的站点显示面54对其进行清

理，防止长时间使用后集尘乘车者无法清晰的看到列车的形式路线。

[0033]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但

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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