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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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620518.8

(22)申请日 2019.07.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40934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1.05

(73)专利权人 安徽工程大学

地址 241000 安徽省芜湖市北京中路8号

(72)发明人 王海涛　陈懿　魏亮　朱疼疼　

杨永恒　韩腾飞　张波　王鹏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元本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08

代理人 范奇

(51)Int.Cl.

E01F 15/02(2006.01)

E01F 15/1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9508011 A,2019.03.22

CN 207633261 U,2018.07.20

CN 103711090 A,2014.04.09

CN 209053039 U,2019.07.02

CN 103850204 A,2014.06.11

CN 205975431 U,2017.02.22

CN 107481534 A,2017.12.15

CN 108797467 A,2018.11.13

JP H10195835 A,1998.07.28

CN 205839651 U,2016.12.28

审查员 艾秒

 

(54)发明名称

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栏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

自行走护栏，包括滑轨主体、行走齿轮、曲轨、直

轨和护栏，所述滑轨主体的两端对称设有一对曲

轨，所述曲轨的两端之间设有直轨。本发明通过

在滑轨主体的顶部等间距均匀布置有轮齿，并在

护栏的底部皆设有与轮齿相配合的行走齿轮，且

在相邻两个轮齿之间的限位槽内部设有可伸缩

的堵塞块，利用行走齿轮与轮齿的相互配合增加

护栏移动的稳定性并较小噪音，可伸缩的堵塞块

在行走齿轮经过时可以收缩至限位槽内部，而当

行走齿轮经过后，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复位升

起，保持滑轨主体上表面的平整以及限位槽位置

处的密封性，避免较大的灰尘杂质掉落至限位槽

内部造成堆积影响滑轨的使用，从而提高护栏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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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栏，包括滑轨主体(8)、行走齿轮(12)、曲轨

(25)、直轨(27)和护栏(28)，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轨主体(8)的两端对称设有一对曲轨(25)，

所述曲轨(25)的两端之间设有直轨(27)，所述直轨(27)与曲轨(25)顶部的中间位置处皆等

间距均匀布置有限位槽(9)，相邻两个限位槽(9)之间的直轨(27)与曲轨(25)内部顶端皆设

有轮齿(21)，且轮齿(21)与限位槽(9)的宽度一致，所述限位槽(9)位置处的滑轨主体(8)内

部底端两侧皆设有固定柱(23)，所述固定柱(23)的顶部设有固定槽(22)，所述固定柱(23)

的顶端套设有堵塞块(10)，所述堵塞块(10)底部的两侧皆设有与固定柱(23)相配合的活动

槽(24)，所述固定槽(22)与堵塞块(10)之间设有复位弹簧(20)，且堵塞块(10)复位后与轮

齿(21)的上表面高度一致，所述限位槽(9)外侧的滑轨主体(8)顶部两侧皆设有滑条(6)，且

滑条(6)的底部与滑轨主体(8)之间等间距均匀布置有固定杆(7)，所述直轨(27)内部顶端

的一侧等间距均匀布置有红外元器件(13)，所述直轨(27)位置处的滑轨主体(8)顶部等间

距均匀布置有护栏(28)，所述护栏(28)的两端皆设有栏杆(2)，所述栏杆(2)的底部设有安

装座(17)，且护栏(28)上的两端栏杆(2)之间呈剪叉状铰接有连接杆(26)，所述栏杆(2)顶

部的中间位置处皆设有无线收发器(1)，所述直轨(27)顶部位于两端位置处的栏杆(2)相互

远离一侧的外侧壁上皆设有红外避障传感器(29)，所述安装座(17)的内部设有安装槽

(18)，所述安装座(17)底部的两侧皆焊接有固定板(5)，所述固定板(5)的底部设有与滑条

(6)相配合的滑槽，固定板(5)外侧壁靠近红外元器件(13)的一侧皆设有纠偏传感器(14)，

且两侧固定板(5)底端之间通过轴承安装有与轮齿(21)相啮合的行走齿轮(12)，所述安装

槽(18)内部底端的一侧安装有电机(4)，所述电机(4)的输出端连接有驱动齿轮(3)，所述驱

动齿轮(3)外侧壁的一侧延伸至安装座(17)下方并与行走齿轮(12)相啮合，所述驱动齿轮

(3)远离电机(4)一侧的安装槽(18)内部设有电动伸缩杆(16)，且电动伸缩杆(16)的输出端

设有与驱动齿轮(3)相配合的橡胶制动片(15)，所述安装槽(18)内部顶端的一侧设有控制

器(19)，所述无线收发器(1)、红外避障传感器(29)与纠偏传感器(14)的输出端皆通过导线

与控制器(19)的输入端电性连接，且电机(4)与电动伸缩杆(16)皆通过导线与控制器(19)

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滑

轨主体(8)上的直轨(27)在路面布置，且曲轨(25)在路面布置或呈倾斜向下状布置于路面

的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限

位槽(9)位置处的滑轨主体(8)底部皆等间距均匀布置有滤水孔(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限

位槽(9)外侧的滑轨主体(8)顶部两侧皆呈斜面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直

轨(27)上的红外元器件(13)材质相同且皆为圆柱状，但不同位置处的红外元器件(13)直径

大小皆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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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护栏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栏。

背景技术

[0002] 在当经社会，交通问题已经日益严峻，在社会发展的伟大进程中，交通问题有时必

须要解决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因为它已经严重制约到社会的发展进程，在社会发展过程

中，这样的大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需要我们去解决，而在如今的大城市我们为了我们的

城市交通发展，早在很多年以前，便有“潮汐车道”这个概念，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

外来者对“潮汐车道”的规则和注意事项不清晰，所以不知道车道的转换时间，带来啦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

[0003] 目前，现有的护栏大多数都是固定布置在相邻两侧道路中间，不便于利用调整护

栏位置来改变车道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且在利用轨道对护栏进行移动时，不便

于对轨道进行防护，灰尘杂质容易堆积在轨道内部影响轨道的使用效果，轨道移动的稳定

性较差，容易影响护栏的使用寿命，且智能化程度较低，不便于进行操作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栏，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现有护栏大多数都是固定布置在相邻两侧道路中间，不便于利用调整护栏位

置来改变车道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且在利用轨道对护栏进行移动时，不便于对

轨道进行防护，灰尘杂质容易堆积在轨道内部影响轨道的使用效果，轨道移动的稳定性较

差，容易影响护栏的使用寿命，且智能化程度较低，不便于进行操作使用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

护栏，包括滑轨主体、行走齿轮、曲轨、直轨和护栏，所述滑轨主体的两端对称设有一对曲

轨，所述曲轨的两端之间设有直轨，所述直轨与曲轨顶部的中间位置处皆等间距均匀布置

有限位槽，相邻两个限位槽之间的直轨与曲轨内部顶端皆设有轮齿，且轮齿与限位槽的宽

度一致，所述限位槽位置处的滑轨主体内部底端两侧皆设有固定柱，所述固定柱的顶部设

有固定槽，所述固定柱的顶端套设有堵塞块，所述堵塞块底部的两侧皆设有与固定柱相配

合的活动槽，所述固定槽与堵塞块之间设有复位弹簧，且堵塞块复位后与轮齿的上表面高

度一致，所述限位槽外侧的滑轨主体顶部两侧皆设有滑条，且滑条的底部与滑轨主体之间

等间距均匀布置有固定杆，所述直轨内部顶端的一侧等间距均匀布置有红外元器件，所述

直轨位置处的滑轨主体顶部等间距均匀布置有护栏，所述护栏的两端皆设有栏杆，所述栏

杆的底部设有安装座，且护栏上的两端栏杆之间呈剪叉状铰接有连接杆，所述栏杆顶部的

中间位置处皆设有无线收发器，所述直轨顶部位于两端位置处的栏杆相互远离一侧的外侧

壁上皆设有红外避障传感器，所述安装座的内部设有安装槽，所述安装座底部的两侧皆焊

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的底部设有与滑条相配合的滑槽，固定板外侧壁靠近红外元器件

的一侧皆设有纠偏传感器，且两侧固定板底端之间通过轴承安装有与轮齿相啮合的行走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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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所述安装槽内部底端的一侧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驱动齿轮，所述驱动

齿轮外侧壁的一侧延伸至安装座下方并与行走齿轮相啮合，所述驱动齿轮远离电机一侧的

安装槽内部设有电动伸缩杆，且电动伸缩杆的输出端设有与驱动齿轮相配合的橡胶制动

片，所述安装槽内部顶端的一侧设有控制器，所述无线收发器、红外避障传感器与纠偏传感

器的输出端皆通过导线与控制器的输入端电性连接，且电机与电动伸缩杆皆通过导线与控

制器电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滑轨主体上的直轨可在路面布置，且曲轨可在路面布置或呈倾斜向

下状布置于路面的内部。

[0007] 优选的，所述限位槽位置处的滑轨主体底部皆等间距均匀布置有滤水孔。

[0008] 优选的，所述限位槽外侧的滑轨主体顶部两侧皆呈斜面状。

[0009] 优选的，所述直轨上的红外元器件材质相同且皆为圆柱状，但不同位置处的红外

元器件直径大小皆不相同。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通过在滑轨主体上分别设有直轨与曲轨，并将曲轨可布置于路面内部，一方面

便于利用滑轨主体实现护栏由道路一侧至另一侧的可移动以及移动的稳定性，利用潮汐车

道解决道路拥挤问题，另一方面曲轨不仅可以连接两侧直轨，且可以选择隐藏在路面内部

避免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

[0012] 2：通过在滑轨主体的顶部等间距均匀布置有轮齿，并在护栏的底部皆设有与轮齿

相配合的行走齿轮，且在相邻两个轮齿之间的限位槽内部设有可伸缩的堵塞块，利用行走

齿轮与轮齿的相互配合增加护栏移动的稳定性并且噪音较小，对滑轨主体的磨损较小，延

长滑轨使用寿命，可伸缩的堵塞块在行走齿轮经过时由于行走齿轮的挤压，迫使堵塞块收

缩至限位槽内部，而当行走齿轮经过后，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复位升起，保持滑轨主体上表

面的平整以及限位槽位置处的密封性，避免较大的灰尘杂质掉落至限位槽内部造成堆积影

响滑轨的使用，从而提高护栏的使用寿命。

[0013] 3：通过将滑轨主体顶部的两侧布置成斜面状，并在限位槽位置处的滑轨主体底部

设有滤水孔，一方面利用斜面状的顶部避免灰尘杂质残留在滑轨主体上表面，另一方面滤

水孔可以使液体流入地下，避免滑槽内部残留堆积液体影响使用，且可以利用雨水流经限

位槽与堵塞块侧壁对限位槽的内部进行冲刷，从而将限位槽内部较小的灰尘杂质随着雨水

冲刷至滤水孔流进地下，保持限位槽的洁净度，增加装置的使用寿命及使用效果。

[0014] 4：通过在滑轨主体顶部的两侧皆设有滑条，并在直轨顶端的一侧等间距均匀布置

有直径大小不一的红外元器件，利用滑条与轮齿相配合，同时对护栏的移动进行导向，增加

护栏移动的稳定性，且增加了护栏的稳固性，防撞效果提升，增加护栏的防护性，且利用纠

偏传感器对不同位置处不同大小的红外元器件产生不同大小红外线强度的特性对护栏的

位置进行确定，保持护栏移动过程中的平稳以及护栏移动后排布的整齐、均匀，增加护栏的

使用效果。

[0015] 5：通过在栏杆的顶部设无线收发器，并在两端护栏相互远离的一端皆设有红外避

障传感器，不仅可以利用无线收发器实现对栏杆的远程控制，且红外避障传感器可以在护

栏移动过程中对护栏进行防护，对护栏上是否存在的障碍物进行检测，保持护栏使用的稳

定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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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局部侧面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滑轨主体局部侧面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滑轨主体局部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无线收发器；2、栏杆；3、驱动齿轮；4、电机；5、固定板；6、滑条；7、固定杆；

8、滑轨主体；9、限位槽；10、堵塞块；11、滤水孔；12、行走齿轮；13、红外元器件；14、纠偏传感

器；15、橡胶制动片；16、电动伸缩杆；17、安装座；18、安装槽；19、控制器；20、复位弹簧；21、

轮齿；22、固定槽；23、固定柱；24、活动槽；25、曲轨；26、连接杆；27、直轨；28、护栏；29、红外

避障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请参阅图1‑4，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防止轨道堵塞的有轨式自行走护

栏，包括滑轨主体8、行走齿轮12、曲轨25、直轨27和护栏28，滑轨主体8的两端对称设有一对

曲轨25，曲轨25的两端之间设有直轨27，滑轨主体8上的直轨27可在路面布置，且曲轨25可

在路面布置或呈倾斜向下状布置于路面的内部，直轨27与曲轨25顶部的中间位置处皆等间

距均匀布置有限位槽9，限位槽9位置处的滑轨主体8底部皆等间距均匀布置有滤水孔11，相

邻两个限位槽9之间的直轨27与曲轨25内部顶端皆设有轮齿21，且轮齿21与限位槽9的宽度

一致，限位槽9位置处的滑轨主体8内部底端两侧皆设有固定柱23，固定柱23的顶部设有固

定槽22，固定柱23的顶端套设有堵塞块10，堵塞块10底部的两侧皆设有与固定柱23相配合

的活动槽24，固定槽22与堵塞块10之间设有复位弹簧20，且堵塞块10复位后与轮齿21的上

表面高度一致，限位槽9外侧的滑轨主体8顶部两侧皆设有滑条6，且滑条6的底部与滑轨主

体8之间等间距均匀布置有固定杆7，限位槽9外侧的滑轨主体8顶部两侧皆呈斜面状，直轨

27内部顶端的一侧等间距均匀布置有红外元器件13，直轨27上的红外元器件13材质相同且

皆为圆柱状，但不同位置处的红外元器件13直径大小皆不相同，直轨27位置处的滑轨主体8

顶部等间距均匀布置有护栏28，护栏28的两端皆设有栏杆2，栏杆2的底部设有安装座17，且

护栏28上的两端栏杆2之间呈剪叉状铰接有连接杆26，栏杆2顶部的中间位置处皆设有无线

收发器1，直轨27顶部位于两端位置处的栏杆2相互远离一侧的外侧壁上皆设有红外避障传

感器29，安装座17的内部设有安装槽18，安装座17底部的两侧皆焊接有固定板5，固定板5的

底部设有与滑条6相配合的滑槽，固定板5外侧壁靠近红外元器件13的一侧皆设有纠偏传感

器14，且两侧固定板5底端之间通过轴承安装有与轮齿21相啮合的行走齿轮12，安装槽18内

部底端的一侧安装有电机4，电机4的输出端连接有驱动齿轮3，驱动齿轮3外侧壁的一侧延

伸至安装座17下方并与行走齿轮12相啮合，驱动齿轮3远离电机4一侧的安装槽18内部设有

电动伸缩杆16，且电动伸缩杆16的输出端设有与驱动齿轮3相配合的橡胶制动片15，安装槽

18内部顶端的一侧设有控制器19，无线收发器1、红外避障传感器29与纠偏传感器14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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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皆通过导线与控制器19的输入端电性连接，且电机4与电动伸缩杆16皆通过导线与控制

器19电连接。

[0023] 工作原理：当需要使用护栏28改变车道时，在道路的两侧均布置直轨27，并在两侧

直轨27的两端之间布置曲轨25，保持曲轨25与直轨27相连接，此时直轨27位于道路两侧，曲

轨25横置在道路上，根据需要可以将道路上预先挖设与曲轨25相配合的卡槽，使曲轨25倾

斜向下铺设于道路内部，避免凸起影响车辆行驶，在使用的过程中，利用一侧直轨27上等间

距均匀布置的护栏28对道路进行防护，当需要更换车道时，控制器19控制电动伸缩杆16收

缩，使橡胶制动片15与驱动齿轮3的外侧壁脱离，控制器19控制电机4转动，电机4转动带动

驱动齿轮3进行转动，由于驱动齿轮3与行走齿轮12相啮合，则行走齿轮12进行转动，由于在

滑轨主体8上等间距均匀布置有与行走齿轮12相啮合的轮齿21，则行走齿轮12带动护栏28

在滑轨主体8上进行移动，沿着滑轨主体8与滑条6的轨迹进行移动，在行走齿轮12转动的过

程中，行走齿轮12不停地挤压限位槽9，则迫使限位槽9内部的堵塞块10收缩，而当行走齿轮

12移动后，堵塞块10在复位弹簧20的作用下上弹复位，对限位槽9进行堵塞，避免在限位槽9

内部残留杂质，当护栏28运动至滑轨主体8另一侧的直轨27上时，由于直轨27上等间距均匀

布置有直径大小不一的红外元器件13，则在护栏28移动的过程中，护栏28上的纠偏传感器

14实时检测滑轨上的红外线强度，根据不同位置处红外元器件13产生不同大小的信号强度

与预设的信号值进行对比，确定护栏28移动后位置，当护栏28移动至指定位置后，控制器19

再次控制电动伸缩杆16伸展，使橡胶制动片15对驱动齿轮3进行制动，完成对护栏28的移

动，解决道路拥挤问题。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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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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