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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包括

内部设有空腔的灯座，灯座内设有灯头，灯头的

右侧端面设有灯泡，灯头左侧端面设有插槽、锁

槽和输电腔，插槽对应的灯座内设有第一放置

槽，锁槽对应的灯座内设有第二放置槽，第二放

置槽下面的灯座内设有动力腔以及与输电腔对

应设置的滑接槽，滑接槽底侧左侧与动力腔右侧

上端互通设置，第一放置槽与第二放置槽之间设

有挡板，第一放置槽内设有轴杆，轴杆底侧穿过

挡板旋动连接有螺形杆，螺形杆进入第二放置槽

内并朝下延长设置，螺形杆朝下延长段穿过灯座

并进入动力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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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包括内部设有空腔的灯座，灯座内设有灯头，其特征在于：

灯头的内部设有灯泡，灯头左侧端面设有插槽、锁槽和输电腔，插槽对应的灯座内设有第一

放置槽，锁槽对应的灯座内设有第二放置槽，第二放置槽下面的灯座内设有动力腔以及与

输电腔对应设置的滑接槽，滑接槽底侧左侧与动力腔右侧上端互通设置，第一放置槽与第

二放置槽之间设有挡板，第一放置槽内设有轴杆，轴杆底侧穿过挡板旋动连接有螺形杆，螺

形杆进入第二放置槽内并朝下延长设置，螺形杆朝下延长段穿过灯座并进入动力腔内，第

一放置槽左侧设有第一齿盘，第一齿盘左侧旋动连接有电动机，第一放置槽内的轴杆上设

有轴向滑接的第二齿盘，第二齿盘受执行块的操持而能在轴杆上滑接且与第一齿盘咬合或

脱分，执行块右侧端设有斜角头，第二放置槽内的螺形杆上设有螺形纹连接的锁轴，动力腔

内的螺形杆上设有螺形纹连接的推送块，推送块上端右侧设有进入滑接槽内的推送部，滑

接槽内设有输电杆件，灯座的左侧端面固定设置有固定板，固定板上下对应的设有穿孔，穿

孔内设有螺钉，所述灯座内还设有警示装置，所述警示装置包括感触动器以及与所述感触

动器电连的闪烁灯；其中，所述执行块内设有滑接的导移杆，所述执行块上端的所述导移杆

外侧缠绕设有第一压簧，所述执行块右侧端的所述斜角头进入所述空腔内；其中，所述锁槽

右侧上端设有定位孔，所述锁轴右侧端进入所述空腔内且上端设有配合所述定位孔连接的

斜勾件；其中，所述滑接槽上端设有导槽，所述导槽内设有凸块，所述凸块底侧与所述输电

杆件左侧上端固定连接，所述凸块右侧的所述导槽内设有第二压簧，所述输电杆件右端面

设有插簧，所述输电腔内设有与所述插簧配合连接的插孔，所述输电杆件底侧左侧的坡面

与所述推送部上端右侧的坡面抵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感触动器设置在所

述灯座内侧壁上，所述闪烁灯设置在所述灯座顶面右边处，所述感触动器和所述闪烁灯均

与所述灯座固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插槽、锁槽和输电

腔由上往下逐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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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照明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的应用是城市建设中的一到靓丽风景线，在夜间时为了有利于车辆和行人通

行，桥梁上通常都会设置较多的照明设备尤以照明灯居多，在现有技术中的桥梁照明灯通

常都被设置在桥梁壁上，由于照明灯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容易损坏，现有的更换方式首

先要切断总电源后在对其进行更换，其更换步骤较为繁琐复杂，且影响到其它照明设备的

正常运转，同时，现有照明灯的等灯头和灯座之间由于没有锁紧力，使得连接较为不稳固极

易出现供电短路发生漏电的现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其能克服现有技术的

上述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的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包括内

部设有空腔的灯座，所述灯座内设有灯头，所述灯头的右侧端面设有灯泡，所述灯头左侧端

面设有插槽、锁槽和输电腔，所述插槽对应的所述灯座内设有第一放置槽，所述锁槽对应的

所述灯座内设有第二放置槽，所述第二放置槽下面的所述灯座内设有动力腔以及与所述输

电腔对应设置的滑接槽，所述滑接槽底侧左侧与所述动力腔右侧上端互通设置，所述第一

放置槽与所述第二放置槽之间设有挡板，所述第一放置槽内设有轴杆，所述轴杆底侧穿过

所述挡板旋动连接有螺形杆，所述螺形杆进入所述第二放置槽内并朝下延长设置，所述螺

形杆朝下延长段穿过所述灯座并进入所述动力腔内，所述第一放置槽左侧设有第一齿盘，

所述第一齿盘左侧旋动连接有电动机，所述第一放置槽内的所述轴杆上设有轴向滑接的第

二齿盘，所述第二齿盘受执行块的操持而能在所述轴杆上滑接且与所述第一齿盘咬合或脱

分，所述执行块右侧端设有斜角头，所述第二放置槽内的所述螺形杆上设有螺形纹连接的

锁轴，所述动力腔内的所述螺形杆上设有螺形纹连接的推送块，所述推送块上端右侧设有

进入所述滑接槽内的推送部，所述滑接槽内设有输电杆件，所述灯座的左侧端面固定设置

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下对应的设有穿孔，所述穿孔内设有螺钉，所述灯座内还设有警示

装置，所述警示装置包括感触动器以及与所述感触动器电连的闪烁灯。

[0005]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感触动器设置在所述灯座内侧壁上，所述闪烁灯设置

在所述灯座顶面右边处，所述感触动器和所述闪烁灯均与所述灯座固连。

[0006]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插槽、锁槽和输电腔由上往下逐次设置。

[0007]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执行块内设有滑接的导移杆，所述执行块上端的所述

导移杆外侧缠绕设有第一压簧，所述执行块右侧端的所述斜角头进入所述空腔内。

[0008]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锁槽右侧上端设有定位孔，所述锁轴右侧端进入所述

空腔内且上端设有配合所述定位孔连接的斜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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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滑接槽上端设有导槽，所述导槽内设有凸块，所述凸块

底侧与所述输电杆件左侧上端固定连接，所述凸块右侧的所述导槽内设有第二压簧，所述

输电杆件右端面设有插簧，所述输电腔内设有与所述插簧配合连接的插孔，所述输电杆件

底侧左侧的坡面与所述推送部上端右侧的坡面抵靠。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 .通过执行块与插槽的坡面滑接配合从而完成第一齿盘和第二齿盘之间的咬合

与脱离，自动完成锁定和供电的传动接合连接，通过锁轴上的斜勾件与锁槽内的定位孔完

成锁定连接，防止人员设备通电运行中被打开，提高设备的安全性以及人员的安全性，通过

推送块上的推送部与滑接槽内的输电杆件顶压滑接配合实现自供电，从而且避免了人员触

碰到供电头从而造成的触电危险。

[0012] 2.安装时，首先通过设置在固定板上的螺钉将固定板固定在桥梁壁上，使得灯座

和桥梁壁之间的固定更牢靠，然后通过推动灯头使其逐渐向空腔内部滑接，直至插槽内坡

面的左下面与斜角头坡面的由上方相抵，使得插槽与斜角头继续滑接配合，同时带动第二

齿盘轴向移动，当移动到灯头的左侧端面与灯座内侧壁抵靠时，第二齿盘与第一齿盘咬合

连接，然后通过电动机控制第一齿盘带动第二齿盘、轴杆以及螺形杆旋动，使得锁轴上的斜

勾件逐渐向定位孔内移动，同时推送块上的推送部逐渐推动输电杆件克服第二压簧向右侧

移动，当斜勾件移动到定位孔内部最顶端时，此时输电杆件右端面滑入输电腔内的最右端

抵接，同时插簧与插孔完全配合连接，此时控制电动机断电即可，取出时，控制电动机反转

即可。

[0013] 3.本发明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自动完成锁定供电和解锁断电，大大提高了连接时

的稳固性和检修时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推进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图1中A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4为图1中螺钉的右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图4所示，本发明的一种桥梁用照明灯装置，包括内部设有空腔2的灯座1，

所述灯座1内设有灯头3，所述灯头3的右侧端面设有灯泡333，所述灯头3左侧端面设有插槽

31、锁槽32和输电腔33，所述插槽31对应的所述灯座1内设有第一放置槽4，所述锁槽32对应

的所述灯座1内设有第二放置槽7，所述第二放置槽7下面的所述灯座1内设有动力腔8以及

与所述输电腔33对应设置的滑接槽9，所述滑接槽9底侧左侧与所述动力腔8右侧上端互通

设置，所述第一放置槽4与所述第二放置槽7之间设有挡板74，所述第一放置槽4内设有轴杆

41，所述轴杆41底侧穿过所述挡板74旋动连接有螺形杆71，所述螺形杆71进入所述第二放

置槽7内并朝下延长设置，所述螺形杆71朝下延长段穿过所述灯座1并进入所述动力腔8内，

所述第一放置槽4左侧设有第一齿盘51，所述第一齿盘51左侧旋动连接有电动机5，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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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置槽4内的所述轴杆41上设有轴向滑接的第二齿盘62，所述第二齿盘62受执行块6的操

持而能在所述轴杆41上滑接且与所述第一齿盘51咬合或脱分，所述执行块6右侧端设有斜

角头61，所述第二放置槽7内的所述螺形杆71上设有螺形纹连接的锁轴72，所述动力腔8内

的所述螺形杆71上设有螺形纹连接的推送块81，所述推送块81上端右侧设有进入所述滑接

槽9内的推送部82，所述滑接槽9内设有输电杆件91，所述灯座1的左侧端面固定设置有固定

板100，所述固定板100上下对应的设有穿孔101，所述穿孔101内设有螺钉102，通过所述螺

钉102将所述固定板100固定在桥梁壁上，从而能够加强所述灯座1与桥梁壁之间的连接更

为牢靠，所述灯座1内还设有警示装置，所述警示装置包括感触动器511以及与所述感触动

器511电连的闪烁灯512。

[0020] 其中，所述感触动器511设置在所述灯座1内侧壁上，所述闪烁灯512设置在所述灯

座1顶面右边处，所述感触动器511和所述闪烁灯512均与所述灯座1固连。

[0021] 其中，所述插槽31、锁槽32和输电腔33由上往下逐次设置。

[0022] 其中，所述执行块6内设有滑接的导移杆42，所述执行块6上端的所述导移杆42外

侧缠绕设有第一压簧43，从而实现在抽出灯头后执行块6完成自动复位，方便检修完成后重

复实现滑接，所述执行块6右侧端的所述斜角头61进入所述空腔2内，用以方便与插槽31滑

接。

[0023] 其中，所述锁槽32右侧上端设有定位孔321，所述锁轴72右侧端进入所述空腔2内

且上端设有配合所述定位孔321连接的斜勾件73，从而提高锁定稳定性。

[0024] 其中，所述滑接槽9上端设有导槽93，所述导槽93内设有凸块92，所述凸块92底侧

与所述输电杆件91左侧上端固定连接，所述凸块92右侧的所述导槽93内设有第二压簧94，

从而实现在需要抽出灯头时输电杆件91完成自动断电并复位，方便检修完成后重复实现供

电配合连接，所述输电杆件91右端面设有插簧95，所述输电腔33内设有与所述插簧95配合

连接的插孔331，从而提高供电稳定性，所述输电杆件91底侧左侧的坡面与所述推送部82上

端右侧的坡面抵靠。

[0025] 初始状态时，执行块6受到第一压簧43的作用力，使得执行块6底侧与挡板74上端

抵靠，同时第二齿盘62与第一齿盘51为脱离状态，此时，锁轴72位于第二放置槽7的最底侧，

推送块81位于动力腔8的最底侧，输电杆件91受到第二压簧94的作用力，使得输电杆件91位

于滑接槽9内且左端面与滑接槽9最左侧相抵，同时输电杆件91底侧左侧坡面的有右下面位

于推送部82上端右侧坡面的左上方位置。

[0026] 使用时，首先通过设置在固定板上的螺钉将固定板固定在桥梁壁上，使得灯座和

桥梁壁之间的固定更牢靠，然后通过推动灯头3使其逐渐向空腔2内部滑接，直至插槽31内

坡面的左下面与斜角头61坡面的由上方相抵，同时，锁轴72右端逐渐进入锁槽32内，继续推

动灯头3，使得插槽31与斜角头61继续滑接配合，因此执行块6克服第一压簧43的作用力向

上滑接，同时带动第二齿盘62轴向移动，当移动到灯头3的左端面与灯座1内侧壁抵靠时，第

二齿盘62与第一齿盘51咬合连接，同时锁轴72右端面与锁槽32最右端相抵，当灯头3的左端

面与灯座1内侧壁抵靠时，灯头3还与设置在所述灯座1内侧壁上的感触动器511接触，感触

动器511被灯头3接触后传递信号并控制所述闪烁灯512发出闪烁的灯光，通过所述闪烁灯

512发出闪烁的灯光来警示此时灯头3被推动到空腔2内到位，然后通过电动机5控制第一齿

盘51带动第二齿盘62、轴杆41以及螺形杆71旋动，使得锁轴72上的斜勾件73逐渐向定位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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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内移动，同时推送块81上的推送部82逐渐推动输电杆件91克服第二压簧94向右侧移动，

当斜勾件73移动到定位孔321内部最顶端时，此时输电杆件91右端面滑入输电腔33内的最

右端抵接，同时插簧95与插孔331完全配合连接，此时控制电动机5断电即可，取出时，控制

电动机5反转即可。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8] 1 .通过执行块与插槽的坡面滑接配合从而完成第一齿盘和第二齿盘之间的咬合

与脱离，自动完成锁定和供电的传动接合连接，通过锁轴上的斜勾件与锁槽内的定位孔完

成锁定连接，使得灯头与灯座之间连接更稳固，提高设备的安全性以及人员的安全性，通过

推送块上的推送部与滑接槽内的输电杆件顶压滑接配合实现自供电，从而且避免了人员触

碰到供电头从而造成的触电危险。

[0029] 2.安装时，首先通过设置在固定板上的螺钉将固定板固定在桥梁壁上，使得灯座

和桥梁壁之间的固定更牢靠，然后通过推动灯头使其逐渐向空腔内部滑接，直至插槽内坡

面的左下面与斜角头坡面的由上方相抵，使得插槽与斜角头继续滑接配合，同时带动第二

齿盘轴向移动，当移动到灯头的左侧端面与灯座内侧壁抵靠时，第二齿盘与第一齿盘咬合

连接，然后通过电动机控制第一齿盘带动第二齿盘、轴杆以及螺形杆旋动，使得锁轴上的斜

勾件逐渐向定位孔内移动，同时推送块上的推送部逐渐推动输电杆件克服第二压簧向右侧

移动，当斜勾件移动到定位孔内部最顶端时，此时输电杆件右端面滑入输电腔内的最右端

抵接，同时插簧与插孔完全配合连接，此时控制电动机断电即可，取出时，控制电动机反转

即可。

[0030] 3.本发明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自动完成锁定供电和解锁断电，大大提高了连接时

的稳固性和检修时的安全性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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