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327663.2

(22)申请日 2018.04.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76628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06

(73)专利权人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

局

地址 526060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77区信

安路88号

(72)发明人 梁瑞城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粤高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102

代理人 刘瑶云

(51)Int.Cl.

G09F 13/2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845447 U,2016.12.28,全文.

CN 205736968 U,2016.11.30,全文.

CN 107142864 A,2017.09.08,全文.

CN 205192431 U,2016.04.27,全文.

CN 107808594 A,2018.03.16,全文.

CN 207008981 U,2018.02.13,全文.

CN 107044605 A,2017.08.15,全文.

CN 205775935 U,2016.12.07,全文.

CN 107575805 A,2018.01.12,全文.

审查员 王玉婷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

置，其结构包括螺栓、警示灯板、支撑杆、控制器、

控制面板、底座、可调节亮度装置、机台、密封罩

壳、齿轮调节机构、平行稳定机构、动力传输机

构、功率转换装置、触电感应机构、棘轮微调机

构，本发明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该装

置能够通过不同情况，不同外界光线亮度来进行

手动调节，改变电流功率从而实现调节警示灯光

的亮度，在白天时可以增大警示灯亮度来提高人

们的注意，夜间时可以降低警示灯亮度，节省能

源，该装置实用性强，节能环保，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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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其结构包括螺栓（1）、警示灯板（2）、支撑杆（3）、控制

器（4）、控制面板（5）、底座（6）、可调节亮度装置（7）、机台（8），所述螺栓（1）与警示灯板（2）

螺纹连接，所述警示灯板（2）的底端与支撑杆（3）的顶端相焊接，所述支撑杆（3）的底端与机

台（8）的顶端相连接，所述机台（8）的下方设有控制器（4），所述控制面板（5）通过嵌入方式

安装于控制器（4）的正表面，所述底座（6）顶端与控制器（4）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可调节亮

度装置（7）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控制器（4）的正表面，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调节亮度装置（7）包括密封罩壳（71）、齿轮调节机构（72）、平行稳定机构（73）、

动力传输机构（74）、功率转换装置（75）、触电感应机构（76）、棘轮微调机构（77），所述齿轮

调节机构（72）嵌入安装于密封罩壳（71）的内部，所述齿轮调节机构（72）与平行稳定机构

（73）扣合连接，所述平行稳定机构（73）的右端与动力传输机构（74）配合连接，所述功率转

换装置（75）的下方设有触电感应机构（76），所述触电感应机构（76）的左端设有棘轮微调机

构（77），所述动力传输机构（74）的底端与棘轮微调机构（77）相扣合；

所述棘轮微调机构（77）包括配合轮（771）、单啮齿轮（772）、皮带（773）、调节轮（774）、

啮齿板（775）、感应板（776）、缓冲块（777），所述配合轮（771）与皮带（773）相贴合，所述单啮

齿轮（772）与调节轮（774）啮合连接，所述调节轮（774）与啮齿板（775）相啮合，所述啮齿板

（775）与感应板（776）相连接，所述感应板（776）的右端设有缓冲块（777），所述配合轮（771）

与连杆（749）的底端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调节机

构（72）包括第一从动轮（721）、支撑架（722）、主动轮（723）、太阳轮（724）、第二从动轮

（725），所述支撑架（722）与第一从动轮（721）的内面扣合连接，所述第一从动轮（721）与主

动轮（723）相啮合，所述主动轮（723）的内部设有太阳轮（724），并相互啮合，所述主动轮

（723）的外表面与第二从动轮（725）啮合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行稳定机

构（73）包括剪刀杆（731）、销轴（732）、平行推动机构（733）、连接块（734）、第一减震弹簧

（735）、第一固定块（736）、滑槽（737）、第二减震弹簧（738）、第二固定块（739）、矩形板

（7310）、固定架（7311），所述剪刀杆（731）与销轴（732）扣合连接，所述平行推动机构（733）

的正表明设有销轴（732），所述连接块（734）与矩形板（7310）的上下两端相焊接，所述矩形

板（7310）的内部设有第一固定块（736），所述第一减震弹簧（735）与矩形板（7310）相连接，

所述滑槽（737）的内部设有第二固定块（739），所述第二减震弹簧（738）的左端与第二固定

块（739）相连接，所述固定架（7311）的上下两端与密封罩壳（71）的内表面相焊接，所述连接

块（734）的右端与动力传输机构（74）相扣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行推动机

构（733）包括矩形滑块（7331）、平滑槽（7332）、第一复位弹簧（7333）、平推杆（7334），所述矩

形滑块（7331）嵌入安装于平滑槽（7332）的内部，所述平推杆（7334）与矩形滑块（7331）的右

端相焊接，所述平推杆（7334）与第一复位弹簧（7333）嵌套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传输机

构（74）包括小推杆（741）、小转轮（742）、第一传动带（743）、传动杆（744）、V型杆（745）、第二

滑块（746）、垂直推杆（747）、限位板（748）、连杆（749）、固定座（7410），所述小推杆（741）的

底端与小转轮（742）相扣合，所述第一传动带（743）与小转轮（742）相贴合，所述传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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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的底端与固定座（7410）相连接，所述传动杆（744）与V型杆（745）扣合连接，所述V型杆

（745）与第二滑块（746）嵌套连接，所述垂直推杆（747）的顶端与第二滑块（746）相扣合，所

述限位板（748）与垂直推杆（747）相焊接，所述垂直推杆（747）的底端与连杆（749）扣合连

接，所述的连杆（749）底端与棘轮微调机构（77）相扣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转换装

置（75）包括传导线（751）、绝缘套管（752）、功率转换器（753），所述传导线（751）与绝缘套管

（752）相嵌套，所述传导线（751）的底端与功率转换器（753）的顶端电连接，所述功率转换器

（753）的底端与触电感应机构（76）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触电感

应机构（76）包括一档路线（761）、二档路线（762）、三档路线（763）、感应头（764）、转动轴

（765），所述一档路线（761）的右侧设有二档路线（762），所述三档路线（763）的左侧设有二

档路线（762），所述感应头（764）与转动轴（765）相连接，所述一档路线（761）的顶端与功率

转换器（753）的底端电连接，所述二档路线（762）的顶端与功率转换器（753）的底端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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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属于警示装置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涉及电力设备技术领域，包括自下而上依次连接的底座、支

撑杆、转筒和警示灯，支撑杆内设有电源、接触器和支座，支座顶端设有穿过转筒中心的转

轴；转筒上缠绕设有警示带，警示带一端设有卡杆，卡杆两端设有第一金属块，转筒一侧设

有与第一金属块对应配合的第二金属块，转筒另一侧设有与卡杆配合的卡接装置；电源通

过接触器常闭开关与警示灯连接，另一电源通过第一金属块和第二金属块与接触器线圈连

接。

[0003] 但是该现有技术由于在白天工作，白天的光线太亮，导致警示灯发出的警示信息

的亮度太暗，不够明显，导致人们无法清楚的看到警示信息，现有技术无法根据光线的不同

来调节警示灯亮度，实用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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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以

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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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

警示装置，其结构包括螺栓、警示灯板、支撑杆、控制器、控制面板、底座、可调节亮度装置、

机台，所述螺栓与警示灯板螺纹连接，所述警示灯板的底端与支撑杆的顶端相焊接，所述支

撑杆的底端与机台的顶端相连接，所述机台的下方设有控制器，所述控制面板通过嵌入方

式安装于控制器的正表面，所述底座顶端与控制器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可调节亮度装置

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控制器的正表面，

[0006] 所述可调节亮度装置包括密封罩壳、齿轮调节机构、平行稳定机构、动力传输机

构、功率转换装置、触电感应机构、棘轮微调机构，所述齿轮调节机构嵌入安装于密封罩壳

的内部，所述齿轮调节机构与平行稳定机构扣合连接，所述平行稳定机构的右端与动力传

输机构配合连接，所述功率转换装置的下方设有触电感应机构，所述触电感应机构的左端

设有棘轮微调机构，所述动力传输机构的底端与棘轮微调机构相扣合。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齿轮调节机构包括第一从动轮、支撑架、主动轮、太阳轮、第二从动

轮，所述支撑架与第一从动轮的内面扣合连接，所述第一从动轮与主动轮相啮合，所述主动

轮的内部设有太阳轮，并相互啮合，所述主动轮的外表面与第二从动轮啮合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平行稳定机构包括剪刀杆、销轴、平行推动机构、连接块、第一减震

弹簧、第一固定块、滑槽、第二减震弹簧、第二固定块、矩形板、固定架，所述剪刀杆与销轴扣

合连接，所述平行推动机构的正表明设有销轴，所述连接块与矩形板的上下两端相焊接，所

述矩形板的内部设有第一固定块，所述第一减震弹簧与矩形板相连接，所述滑槽的内部设

有第二固定块，所述第二减震弹簧的左端与第二固定块相连接，所述固定架的上下两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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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罩壳的内表面相焊接，所述连接块的右端与动力传输机构相扣合。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平行推动机构包括矩形滑块、平滑槽、第一复位弹簧、平推杆，所述

矩形滑块嵌入安装于平滑槽的内部，所述平推杆与矩形滑块的右端相焊接，所述平推杆与

第一复位弹簧嵌套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动力传输机构包括小推杆、小转轮、第一传动带、传动杆、V型杆、第

二滑块、垂直推杆、限位板、连杆、固定座，所述小推杆的底端与小转轮相扣合，所述第一传

动带与小转轮相贴合，所述传动杆的底端与固定座相连接，所述传动杆与V型杆扣合连接，

所述V型杆与第二滑块嵌套连接，所述垂直推杆的顶端与第二滑块相扣合，所述限位板与垂

直推杆相焊接，所述垂直推杆的底端与连杆扣合连接，所述的连杆底端与棘轮微调机构相

扣合。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功率转换装置包括传导线、绝缘套管、功率转换器，所述传导线与

绝缘套管相嵌套，所述传导线的底端与功率转换器的顶端电连接，所述功率转换器的底端

与触电感应机构相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触电感应机构包括一档路线、二档路线、三档路线、感应头、转动

轴，所述一档路线的右侧设有二档路线，所述三档路线的左侧设有二档路线，所述感应头与

转动轴相连接，所述一档路线的顶端与功率转换器的底端电连接，所述二档路线的顶端与

功率转换器的底端电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棘轮微调机构包括配合轮、单啮齿轮、皮带、调节轮、啮齿板、感应

板、缓冲块，所述配合轮与皮带相贴合，所述单啮齿轮与调节轮啮合连接，所述调节轮与啮

齿板相啮合，所述啮齿板与感应板相连接，所述感应板的右端设有缓冲块，所述配合轮与连

杆的底端相连接。

[0014] 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结构上设有可调节亮度装置-7，使用时工

作人员通过手动旋转可调节亮度装置外部的调节旋钮来带动太阳轮转动，使得太阳轮与主

动轮相互啮合来带动主动轮转动，然后主动轮在通过与第一从动轮和第二从动轮外部结构

的配合，从而使得第一从动轮和第二从动轮转动起来，然后通过剪刀杆推动矩形滑块在平

滑槽内向右运动，将转动力转换为推力，通过平推杆将矩形板向右推动，矩形板的底端连接

着滑槽，滑槽支撑着矩形板，通过第二固定块与第二减震弹簧相连接，能够增强结构的稳定

性，在运行时，利用第二减震弹簧来对结构进行减震稳定，矩形板的上端则是通过连接块带

动小推杆运动，然后小推杆在推动着小转轮转动，使得第一传动带受到转动力发生位移，将

转动力传输给固定座，完成动力传输，使得传动杆与V型杆配合向下运动，使得第二滑块下

滑，带动垂直推杆向下运动，通过垂直推杆带动配合轮顺时针转动，于是皮带受到配合轮的

带动，开始发生位移，将转动力传输给单啮齿轮，使得单啮齿轮快速转动，转动一个周期调

节轮就转动一个啮齿，完成逆时针转动，能够完成对设备进行调速工作，于是与调节轮底端

相啮合的啮齿板，受到调节轮逆时针转动，使得啮齿板向右慢慢运动，推动着感应板向右运

动，使感应板向右慢慢运动的过程中将感应头的底端向右上方顶起，然后感应头的顶端向

左下方运动，于是与一档路线、二档路线和三档路线触点接触，接通电源，进行运行，将信息

传输给功率转换器，功率转换器在进行功率转动，改变电路的运作功率大小，最后通过传导

线传输给警示灯板，从而改变警示灯板的灯光亮度，该装置能够通过不同情况，不同外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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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亮度来进行手动调节，改变电流功率从而实现调节警示灯光的亮度，在白天时可以增大

警示灯亮度来提高人们的注意，夜间时可以降低警示灯亮度，节省能源，该装置实用性强，

节能环保，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6]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种可调节亮度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一种可调节亮度装置的详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一种可调节亮度装置的工作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4的局部结构图。

[0022] 图中：螺栓-1、警示灯板-2、支撑杆-3、控制器-4、控制面板-5、底座-6、可调节亮度

装置-7、机台-8、密封罩壳-71、齿轮调节机构-72、平行稳定机构-73、动力传输机构-74、功

率转换装置-75、触电感应机构-76、棘轮微调机构-77、第一从动轮-721、支撑架-722、主动

轮-723、太阳轮-724、第二从动轮-725、剪刀杆-731、销轴-732、平行推动机构-733、连接块-

734、第一减震弹簧-735、第一固定块-736、滑槽-737、第二减震弹簧-738、第二固定块-739、

矩形板-7310、固定架-7311、平行推动机构-733包括矩形滑块-7331、平滑槽-7332、第一复

位弹簧-7333、平推杆-7334、小推杆-741、小转轮-742、第一传动带-743、传动杆-744、V型

杆-745、第二滑块-746、垂直推杆-747、限位板-748、连杆-749、固定座-7410、传导线-751、

绝缘套管-752、功率转换器-753、一档路线-761、二档路线-762、三档路线-763、感应头-

764、转动轴-765、配合轮-771、单啮齿轮-772、皮带-773、调节轮-774、啮齿板-775、感应板-

776、缓冲块-777。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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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请参阅图1-图5，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技术方案：其结构包括

螺栓1、警示灯板2、支撑杆3、控制器4、控制面板5、底座6、可调节亮度装置7、机台8，所述螺

栓1与警示灯板2螺纹连接，所述警示灯板2的底端与支撑杆3的顶端相焊接，所述支撑杆3的

底端与机台8的顶端相连接，所述机台8的下方设有控制器4，所述控制面板5通过嵌入方式

安装于控制器4的正表面，所述底座6顶端与控制器4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可调节亮度装置

7通过嵌入方式安装于控制器4的正表面，

[0025] 所述可调节亮度装置7包括密封罩壳71、齿轮调节机构72、平行稳定机构73、动力

传输机构74、功率转换装置75、触电感应机构76、棘轮微调机构77，所述齿轮调节机构72嵌

入安装于密封罩壳71的内部，所述齿轮调节机构72与平行稳定机构73扣合连接，所述平行

稳定机构73的右端与动力传输机构74配合连接，所述功率转换装置75的下方设有触电感应

机构76，所述触电感应机构76的左端设有棘轮微调机构77，所述动力传输机构74的底端与

棘轮微调机构77相扣合，所述齿轮调节机构72包括第一从动轮721、支撑架722、主动轮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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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轮724、第二从动轮725，所述支撑架722与第一从动轮721的内面扣合连接，所述第一从

动轮721与主动轮723相啮合，所述主动轮723的内部设有太阳轮724，并相互啮合，所述主动

轮723的外表面与第二从动轮725啮合连接，所述平行稳定机构73包括剪刀杆731、销轴732、

平行推动机构733、连接块734、第一减震弹簧735、第一固定块736、滑槽737、第二减震弹簧

738、第二固定块739、矩形板7310、固定架7311，所述剪刀杆731与销轴732扣合连接，所述平

行推动机构733的正表明设有销轴732，所述连接块734与矩形板7310的上下两端相焊接，所

述矩形板7310的内部设有第一固定块736，所述第一减震弹簧735与矩形板7310相连接，所

述滑槽737的内部设有第二固定块739，所述第二减震弹簧738的左端与第二固定块739相连

接，所述固定架7311的上下两端与密封罩壳71的内表面相焊接，所述连接块734的右端与动

力传输机构74相扣合，所述平行推动机构733包括矩形滑块7331、平滑槽7332、第一复位弹

簧7333、平推杆7334，所述矩形滑块7331嵌入安装于平滑槽7332的内部，所述平推杆7334与

矩形滑块7331的右端相焊接，所述平推杆7334与第一复位弹簧7333嵌套连接，所述动力传

输机构74包括小推杆741、小转轮742、第一传动带743、传动杆744、V型杆745、第二滑块746、

垂直推杆747、限位板748、连杆749、固定座7410，所述小推杆741的底端与小转轮742相扣

合，所述第一传动带743与小转轮742相贴合，所述传动杆744的底端与固定座7410相连接，

所述传动杆744与V型杆745扣合连接，所述V型杆745与第二滑块746嵌套连接，所述垂直推

杆747的顶端与第二滑块746相扣合，所述限位板748与垂直推杆747相焊接，所述垂直推杆

747的底端与连杆749扣合连接，所述的连杆749底端与棘轮微调机构77相扣合，所述功率转

换装置75包括传导线751、绝缘套管752、功率转换器753，所述传导线751与绝缘套管752相

嵌套，所述传导线751的底端与功率转换器753的顶端电连接，所述功率转换器753的底端与

触电感应机构76相连接，所述触电感应机构76包括一档路线761、二档路线762、三档路线

763、感应头764、转动轴765，所述一档路线761的右侧设有二档路线762，所述三档路线763

的左侧设有二档路线762，所述感应头764与转动轴765相连接，所述一档路线761的顶端与

功率转换器753的底端电连接，所述二档路线762的顶端与功率转换器753的底端电连接，所

述棘轮微调机构77包括配合轮771、单啮齿轮772、皮带773、调节轮774、啮齿板775、感应板

776、缓冲块777，所述配合轮771与皮带773相贴合，所述单啮齿轮772与调节轮774啮合连

接，所述调节轮774与啮齿板775相啮合，所述啮齿板775与感应板776相连接，所述感应板

776的右端设有缓冲块777，所述配合轮771与连杆749的底端相连接。

[0026] 本专利所说的螺栓1为机械零件，配用螺母的圆柱形带螺纹的紧固件，所述第一减

震弹簧735是一种利用弹性来工作的机械零件，用弹性材料制成的零件在外力作用下发生

形变，除去外力后又恢复原状。

[0027] 在进行使用时，工作人员通过手动旋转可调节亮度装置7外部的调节旋钮来带动

太阳轮724转动，使得太阳轮724与主动轮723相互啮合来带动主动轮723转动，然后主动轮

723在通过与第一从动轮721和第二从动轮725外部结构的配合，从而使得第一从动轮721和

第二从动轮725转动起来，然后通过剪刀杆731推动矩形滑块7331在平滑槽7332内向右运

动，将转动力转换为推力，通过平推杆7334将矩形板7310向右推动，矩形板7310的底端连接

着滑槽737，滑槽737支撑着矩形板7310，通过第二固定块739与第二减震弹簧738相连接，能

够增强结构的稳定性，在运行时，利用第二减震弹簧738来对结构进行减震稳定，矩形板

7310的上端则是通过连接块734带动小推杆741运动，然后小推杆741在推动着小转轮742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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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得第一传动带743受到转动力发生位移，将转动力传输给固定座7410，完成动力传输，

使得传动杆744与V型杆745配合向下运动，使得第二滑块746下滑，带动垂直推杆747向下运

动，通过垂直推杆747带动配合轮771顺时针转动，于是皮带773受到配合轮771的带动，开始

发生位移，将转动力传输给单啮齿轮772，使得单啮齿轮772快速转动，转动一个周期调节轮

774就转动一个啮齿，完成逆时针转动，能够完成对设备进行调速工作，于是与调节轮774底

端相啮合的啮齿板775，受到调节轮774逆时针转动，使得啮齿板775向右慢慢运动，推动着

感应板776向右运动，使感应板776向右慢慢运动的过程中将感应头764的底端向右上方顶

起，然后感应头764的顶端向左下方运动，于是与一档路线761、二档路线762和三档路线763

触点接触，接通电源，进行运行，将信息传输给功率转换器753，功率转换器753在进行功率

转动，改变电路的运作功率大小，最后通过传导线751传输给警示灯板2，从而改变警示灯板

2的灯光亮度。

[0028] 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由于在白天工作，白天的光线太亮，导致警示灯发出的警

示信息的亮度太暗，不够明显，导致人们无法清楚的看到警示信息，现有技术无法根据光线

的不同来调节警示灯亮度，实用性较差的问题，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本发明一

种用于电力检修的警示装置，该装置能够通过不同情况，不同外界光线亮度来进行手动调

节，改变电流功率从而实现调节警示灯光的亮度，在白天时可以增大警示灯亮度来提高人

们的注意，夜间时可以降低警示灯亮度，节省能源，该装置实用性强，节能环保，使用方便。

[002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0]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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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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