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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公路交通安全警示技术领域，公

开了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包括

沿公路两侧设置的警示光带及间隔设置在公路

沿线的多个控制箱(8)；警示光带由多个警示光

带段(15)连接而成，每个警示光带段(15)内分别

铺设有电源总线和数据总线；每个警示光带段

(15)内还分别设有震动感应器(3)、控制器(2)和

多个光指示单元(1)；每个控制箱(8)内分别设有

处理器(7)，每个控制箱(8)上分别设有雾霾传感

器(4)。本发明能够在大雾或雾霾天气中对汽车

驾驶员进行有效指引和提醒，减少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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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沿公路两侧设置的警示光

带及间隔设置在公路沿线的多个控制箱(8)；所述警示光带由若干警示光带段(15)连接而

成，每个控制箱(8)分别控制多个警示光带段(15)；每个警示光带段(15)内沿长度方向分别

铺设有电源总线和数据总线；所述每个警示光带段(15)内还分别设有一个震动感应器(3)、

一个控制器(2)和多个光指示单元(1)；每个控制箱(8)内分别设有处理器(7)和无线通讯模

块，所述每个控制箱(8)上分别设有雾霾传感器(4)；

每个雾霾传感器(4)的雾霾信号输出端和所对应的控制箱(8)内的处理器(7)的雾霾信

号输入端电连接；每个处理器(7)分别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和其控制范围内的多个警示光带

段(15)内的控制器(2)无线连接，每两个相邻的处理器(7)之间通过无线通讯模块无线连

接；每个控制器(2)的震动信号输入端和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震动感应器(3)的震动信

号输出端电连接，每个控制器(2)的光信号控制端通过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数据总线

分别和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多个光指示单元(1)的光信号输入端电连接，每个光指示

单元(1)的电源端与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电源总线电连接；每个处理器(7)的处理范围

至少包含一个控制器(2)，每个控制器(2)的控制范围至少包含一个光指示单元(1)；

其中，所述雾霾传感器(4)用于采集空气中的雾霾浓度，并将雾霾浓度信号发送给处理

器(7)；

所述震动感应器(3)，用于采集车辆经过时路面产生震动的震动信号，并将震动信号发

送给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控制器(2)；

所述控制器(2)，用于给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每个光指示单元(1)发送光信号指

示，并用于将接收到的震动信号发送给处理器(7)；

所述处理器(7)，用于接收所述雾霾传感器(4)发送的雾霾浓度信号和所述控制器(2)

发送的震动信号，并判断雾霾浓度是否超过设定值；

若雾霾浓度超过设定值，所述处理器(7)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给发送震动信号的控制

器(2)及该控制器(2)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2)，收到闭合光信号指示的每个控制

器(2)分别控制其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光指示单元(1)发出亮光；该控制器(2)前方是指发送

震动信号的控制器(2)沿车辆行驶的方向；

如果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控制器(2)不在该处理器(7)的控制范围，处理器(7)通过无线

通讯模块给该控制器(2)所属控制范围的处理器(7)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收到闭合光信号

指示的处理器(7)给其控制范围中处于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2)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

如果处理器(7)在小于预设时间间隔范围内接收到同一个控制器(2)分别传来的两次

震动信号，则处理器(7)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给发送两次震动信号的控制器(2)及该控

制器(2)前方预设距离内的所有控制器(2)；

如果发送两次震动信号的控制器(2)前方预设距离内的所有控制器(2)中的若干个控

制器(2)不在发送两次震动信号的控制器(2)所属控制范围的处理器(7)的处理范围，则发

送两次震动信号的控制器(2)所属控制范围的处理器(7)给所述若干个控制器(2)中每个控

制器(2)对应的处理器(7)分别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若干个控制器(2)对应的处理器

(7)给该若干个控制器(2)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

当车辆行驶到下一个控制器(2)的控制范围内时，处理器(7)给上一个控制器(2)发送

断开光信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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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每个警示光带段(15)分别包含一个U形的槽座(11)，所述槽座(11)上设有槽盖

(12)，所述槽盖(12)上均匀设有多个便于光线透出的显示区(121)，每个显示区(121)的下

方对应设置有一个所述光指示单元(1)；

所述每个光指示单元(1)分别包含一个盒体(101)，每个盒体(101)内分别设有一个发

光电路板(102)；所述发光电路板(102)设置为包含：至少一个单色光LED二极管和至少一个

双色光LED二极管；所述盒体(101)的上盖(103)由具有透光特性的强化玻璃或耐撞击性材

料制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箱

(8)的顶部设有太阳能电池板(5)，所述控制箱(8)内还设有储能装置(6)；所述处理器(7)的

电源端与所述储能装置(6)的输出端电连接，所述储能装置(6)的输入端和所述太阳能电池

板(5)的输出端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电路

板(102)上也可以设置成至少两个以上的双色光LED二极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槽座(11)

的两侧底部设有弹性的缓冲件(1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范围

为100‑200米，所述预设距离为100米。

6.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方法，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

示指引系统，包括沿公路两侧设置的警示光带及间隔设置在公路沿线的N个控制箱，所述N

个控制箱沿车辆行驶方向依次顺序编号为1，…，N；所述警示光带由C个警示光带段连接而

成，所述C个警示光带段依次顺序编号为1，…，C；每个控制箱分别控制D个警示光带段，每个

警示光带段内分别设有一个震动感应器、一个控制器和M个光指示单元；每个控制箱内分别

设有处理器和无线通讯模块，每个控制箱上分别设有雾霾传感器；每个处理器的处理范围

至少包含一个控制器，每个控制器的控制范围至少包含一个光指示单元；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1：分别在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雾霾浓度的阈值和震动信号强度的阈值，第i个处理

器为设置在第i个控制箱内的处理器，i＝1，2，…，N；

步骤2：第i个雾霾传感器获取空气中的雾霾浓度，并将雾霾浓度信号发送给第i个处理

器，第i个处理器根据雾霾浓度的阈值判断空气中的雾霾浓度是否超过标准；第i个雾霾传

感器为设置在第i个控制箱内的处理器，i＝1，2，…，N；

如果雾霾浓度超过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雾霾浓度阈值，则该公路段处于雾霾笼罩中；

步骤3：第d个震动感应器采集车辆经过时路面产生的震动信号，并将震动信号强度发

送给第d个控制器，第d个控制器将接收到的震动信号强度发送给第i个处理器，第i个处理

器根据设定的震动信号强度的阈值判断是否有车辆经过；第d个震动感应器和第d个控制器

属于同一个警示光带段，第d个控制器属于第i个处理器的处理范围；

如果第i个处理器接收到的震动信号强度超过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震动信号强度阈

值，则判定有车辆经过；

步骤4：如果第i个雾霾传感器获取的雾霾浓度超过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雾霾浓度阈

值，同时第d个震动感应器采集到的震动信号强度也超过了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震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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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阈值，则第i个处理器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给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

围内的所有控制器；第d个控制器前方是指第d个控制器沿车辆行驶的方向；

步骤5：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接收闭合光信号指

示，并控制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光

指示单元发出亮光；

步骤6：当车辆行驶到下一个控制器的控制范围内时，第i个处理器给第d个控制器发送

断开光信号指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果所述步骤

4中第i个处理器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给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

有控制器，具体包括：

如果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中的若干个控制器不在第i个处理器

的处理范围，则第i个处理器通过无线通讯模块给所述若干个控制器中每个控制器对应的

处理器分别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若干个控制器对应的处理器给该若干个控制器发送闭合

光信号指示。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雾霾天气

公路安全警示指引方法还包括：

如果第i个处理器在小于预设时间间隔范围内接收到第d个控制器分别传来的两次震

动信号，则第i个处理器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给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

距离内的所有控制器；

如果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距离内的所有控制器中的若干个控制器不在第i个处理器

的处理范围，则第i个处理器通过无线通讯模块给所述若干个控制器中每个控制器对应的

处理器分别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若干个控制器对应的处理器给该若干个控制器发送

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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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公路交通安全警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

引系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高速公路上主要采用警示柱和警示牌对过往车辆的前进方向和路况进行提

醒。其中警示柱主要由有反光作用的塑胶材料构成或在柱体的外表面涂有反光薄膜，遇车

灯照射会发生反光，从而对行车方向进行指引。

[0003] 在正常天气状况下，可视距离约50米，反光警示柱对行车路线能起到一定的指引

作用。但在浓雾、下雪和暴雨天气状况下，可视距离大大缩短，警示柱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近些年在秦岭山区等多弯道的高速路上常有车祸发生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山区多雾，到处

都是白茫茫一片，能见度仅为几米，驾驶员看不清警示柱或警示牌上的路向指引，在一些急

转弯路段，即使车速在20公里以下，也经常发生事故，车毁人亡现象亦不鲜见。同时，近些年

由于空气污染，尤其是在东北、华北地区，一些如北京、哈尔滨等大型城市均频现雾霾天气，

严重时对面看不见人影，在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上常发生恶性事故。

[0004] 因此，在这些大雾或雾霾易发生地区的高速公路上急需一种能够起到有效警示作

用的交通信号指引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及其方法，能够在大雾

或雾霾天气中对汽车驾驶员进行有效指引和提醒，减少事故的发生。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技术方案一：

[0008] 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包括沿公路两侧设置的警示光带及间隔设

置在公路沿线的多个控制箱；所述警示光带由若干警示光带段连接而成，每个控制箱分别

控制多个警示光带段；每个警示光带段内沿长度方向分别铺设有电源总线和数据总线；所

述每个警示光带段内还分别设有一个震动感应器、一个控制器和多个光指示单元；每个控

制箱内分别设有处理器和无线通讯模块，所述每个控制箱上分别设有雾霾传感器；

[0009] 每个雾霾传感器的雾霾信号输出端分别和所在控制箱内的处理器的雾霾信号输

入端电连接；每个处理器分别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和其控制范围内的多个警示光带段内的控

制器无线连接，每两个相邻的处理器之间通过无线通讯模块无线连接；每个控制器的震动

信号输入端和所在警示光带段内的震动感应器的震动信号输出端电连接，每个控制器的光

信号控制端通过所在警示光带段内的数据总线分别和所在警示光带段内的多个光指示单

元的光信号输入端电连接，每个光指示单元的电源端分别与所在警示光带段内的电源总线

电连接；每个处理器的处理范围至少包含一个控制器，每个控制器的控制范围至少包含一

个光指示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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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其中，所述雾霾传感器用于采集空气中的雾霾浓度，并将雾霾浓度信号发送给处

理器；

[0011] 所述震动感应器，用于采集车辆经过时路面产生震动的震动信号，并将震动信号

发送给所在警示光带段内的控制器；

[0012] 所述控制器，用于给所在警示光带段内的每个光指示单元发送光信号指示，所述

指示包括闭合或断开，并将接收到的震动信号发送给处理器；

[0013] 所述处理器，用于接收所述雾霾传感器发送的雾霾浓度信号和所述控制器发送的

震动信号，并判断雾霾浓度是否超过设定值；

[0014] 若雾霾浓度超过设定值，所述处理器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给发送震动信号的控制

器及该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收到闭合光信号指示的每个控制器分别控制

其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光指示单元发出亮光；该控制器前方是指发送震动信号的控制器沿车

辆行驶的方向；

[0015] 如果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控制器不在该处理器的控制范围，处理器通过无线通讯模

块给该控制器所属控制范围的处理器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收到闭合光信号指示的处理器

给其控制范围中处于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

[0016] 如果处理器在小于预设时间间隔范围内接收到同一个控制器分别传来的两次震

动信号，则处理器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给发送两次震动信号的控制器及该控制器前方

预设距离内的所有控制器；

[0017] 如果发送两次震动信号的控制器前方预设距离内的所有控制器中的若干个控制

器不在发送两次震动信号的控制器所属控制范围的处理器的处理范围，则发送两次震动信

号的控制器所属控制范围的处理器给所述若干个控制器中每个控制器对应的处理器分别

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若干个控制器对应的处理器给该若干个控制器发送闭合闪烁光

信号指示；

[0018] 当车辆行驶到下一个控制器的控制范围内时，处理器给上一个控制器发送断开光

信号指示。

[0019] 优选地，所述控制箱的顶部设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控制箱内还设有储能装置；所

述处理器的电源端与所述储能装置的输出端电连接，所述储能装置的输入端和所述太阳能

电池板的输出端电连接。

[0020] 优选地，所述每个警示光带段分别包含一个U形的槽座，所述槽座上设有槽盖，所

述槽盖上均匀设有多个便于光线透出的显示区，每个显示区的下方对应设置有一个所述光

指示单元。

[0021] 优选地，所述每个光指示单元分别包含一个盒体，每个盒体内分别设有一个发光

电路板；所述发光电路板设置为包含：至少一个单色光LED二极管和至少一个双色光LED二

极管；所述盒体的上盖由具有透光特性的强化玻璃或耐撞击性材料制成。

[0022] 优选地，所述发光电路板上也可以设置成至少两个以上的双色光LED二极管。

[0023] 优选地，所述槽座的两侧底部设有弹性的缓冲件。

[0024] 优选地，所述预设范围为100‑200米，所述预设距离为100米。

[0025] 技术方案二：

[0026] 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方法，基于所述的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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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包括沿公路两侧设置的警示光带及间隔设置在公路沿线的N个控制箱，所述N个控制箱

沿车辆行驶方向依次顺序编号为1，…，N；所述警示光带由C个警示光带段连接而成，所述C

个警示光带段依次顺序编号为1，...，C；每个控制箱分别控制D个警示光带段，每个警示光

带段内分别设有一个震动感应器、一个控制器和M个光指示单元；每个控制箱内分别设有处

理器和无线通讯模块，每个控制箱上分别设有雾霾传感器；每个处理器的处理范围至少包

含一个控制器，每个控制器的控制范围至少包含一个光指示单元；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0027] 步骤1：分别在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雾霾浓度的阈值和震动信号强度的阈值，第i个

处理器为设置在第i个控制箱内的处理器，i＝1，2，…，N；

[0028] 步骤2：第i个雾霾传感器获取空气中的雾霾浓度，并将雾霾浓度信号发送给第i个

处理器，第i个处理器根据雾霾浓度的阈值判断空气中的雾霾浓度是否超过标准；第i个雾

霾传感器为设置在第i个控制箱内的处理器，i＝1，2，…，N；

[0029] 如果雾霾浓度超过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雾霾浓度阈值，则该公路段处于雾霾笼

罩中；

[0030] 步骤3：第d个震动感应器采集车辆经过时路面产生的震动信号，并将震动信号强

度发送给第d个控制器，第d个控制器将接收到的震动信号强度发送给第i个处理器，第i个

处理器根据设定的震动信号强度的阈值判断是否有车辆经过；第d个震动感应器和第d个控

制器属于同一个警示光带段，第d个控制器属于第i个处理器的处理范围；

[0031] 如果第i个处理器接收到的震动信号强度超过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震动信号强

度阈值，则判定有车辆经过；

[0032] 步骤4：如果第i个雾霾传感器获取的雾霾浓度超过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雾霾浓

度阈值，同时第d个震动感应器采集到的震动信号强度也超过了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震动

信号强度阈值，则第i个处理器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给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

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第d个控制器前方是指第d个控制器沿车辆行驶的方向；

[0033] 步骤5：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接收闭合光信

号指示，并控制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控制范围内的所

有光指示单元发出亮光；

[0034] 步骤6：当车辆行驶到下一个控制器的控制范围内时，第i个处理器给第d个控制器

发送断开光信号指示。

[0035] 优选地，如果所述步骤4中第i个处理器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给第d个控制器及第d

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具体包括：

[0036] 如果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中的若干个控制器不在第i个处

理器的处理范围，则第i个处理器通过无线通讯模块给所述若干个控制器中每个控制器对

应的处理器分别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若干个控制器对应的处理器给该若干个控制器发送

闭合光信号指示。

[0037] 优选地，所述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方法还包括：

[0038] 如果第i个处理器小于预设时间间隔范围内接收到第d个控制器分别传来的两次

震动信号，则第i个处理器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给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

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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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如果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中的若干个控制器不在第i个处

理器的处理范围，则第i个处理器通过无线通讯模块给所述若干个控制器中每个控制器对

应的处理器分别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若干个控制器对应的处理器给该若干个控制器

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

[004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警示光带段、雾霾传感器、震动感应器及太阳能电池板

等组成的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能够在大雾或雾霾天气中对汽车驾驶员进

行有效指引和提醒，减少事故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42]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的结构框图；

[0043] 图2是图1中的控制箱的示意图；

[0044] 图3为本发明的警示光带段15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4是图3的立体分解局部放大图；

[0046] 图5是图3的局部示意图；

[0047] 图6是图5中的连接器的示意图；

[0048] 图7是图1中的储能装置的原理图。

[0049] 图中，1、光指示单元，101、盒体，102、发光电路板，103、上盖；2、控制器；3、震动感

应器；4、雾霾传感器；5、太阳能电池板；6、储能装置；7、处理器；8、控制箱；9、立柱；10、法拉

电容组；11、槽座；12、槽盖，121、显示区；13、连接器；131、第一接头，132、第二接头，133、连

接线；14、缓冲件；15、警示光带段。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参照图1和图2，本发明的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统，包括沿公路两侧

设置的警示光带及间隔设置在公路沿线的多个控制箱8；警示光带由多个警示光带段15连

接而成，控制箱8设置在公路边的立柱9上，每个控制箱8的顶部分别设有太阳能电池板5，每

个控制箱8内分别设有处理器7、储能装置6、无线通讯模块，每个控制箱8上还分别设有雾霾

传感器4。

[0051] 参照图3，每个警示光带段15分别包括一个U形的槽座11和设置在槽座11内的多个

光指示单元1，光指示单元1的数量至少为一个以上。

[0052] 槽座11上设有槽盖12，槽盖12上均匀设有多个便于光线透出的显示区121，显示区

121可以为上下贯通的通孔，每个显示区121的下方对应设置有一个光指示单元1；槽座11内

沿长度方向铺设有电源总线和数据总线，每个光指示单元1与电源总线分别电连接；

[0053] 槽座11内还设有震动感应器3和控制器2(图4示)，震动感应器3的震动信号输出端

和控制器2的震动信号输入端电连接，控制器2的发光信号输出端通过数据总线和多个光指

示单元1的控制端分别连接；槽座11的两侧底部设有弹性的缓冲件14。

[0054] 槽座11与槽盖12的连接方式为：槽盖12的形状为一个倒置的U型槽，槽座11的两内

侧面上分别设有凹点或凸点，槽盖12的两外侧面上分别设有凸点或凹点，凹点与凸点相互

卡和；或者槽座11的两外侧面上设凸点或凹点，槽盖12的两内侧面上设有凹点或凸点，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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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凸点相互卡和。

[0055] 每个光指示单元1的整体结构分别为超薄型的，且每个光指示单元1包含一个盒体

101；每个盒体101内分别设有一个发光电路板102，每个发光电路板102和电源总线分别电

连接；发光电路板102上设有至少一个的单色光的LED二极管和至少一个的双色光LED二极

管；发光电路板102上也可以采用至少两个以上的双色光LED二极管；发光电路板102中的

LED二极管采用在雾霾中具有较好穿透力的红光或黄光；每两个相邻的盒体101之间通过连

接线133连接，盒体101的上盖103由具有透光特性的强化玻璃或其它耐撞击性材料制成。

[0056] 由于每个光指示单元1的电源端分别是和电源总线连接的，每个光指示单元1的控

制端也分别是通过数据总线和控制器2的输出端连接的，故每个光指示单元1皆可独立动

作，若该警示光带段15中有任意光指示单元1出现故障，也不会影响其他的光指示单元1正

常工作。

[0057] 现有技术中的LED指示灯的尺寸很厚，在安装时，需要对路面或护栏挖槽才能安

装。而本发明的每个光指示单元1中的LED二极管采用SMD  LED(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或是

Chip  on  Board(绑定胶固定)封装方式贴装在发光电路板102上，每个光指示单元1均为超

薄型设计，其总高度不超出5mm，优选地为3‑4mm。因此将该警示光带段15在安装时，可直接

安装于公路路面或公路两侧，且不会对车辆行驶造成影响。

[0058] 参照图5和图6，根据需要铺设警示光带段15的路面的长度，每两个警示光带段15

之间可以通过连接器13连接，连接器13为双接头的防水、防火连接器，连接器13的第一接头

131和第二接头132之间采用连接线133连接，连接线133采用防火、防水的材料制成，且其弯

曲或扭转性极佳，可依现场安装角度及配置上的需要任意变化。

[0059] 在上述组成部分中，每个雾霾传感器4的雾霾信号输出端分别和所在控制箱8内的

处理器7的雾霾信号输入端电连接；每个处理器7和每个控制器2上分别安装有无线通讯模

块，每个处理器7分别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和所辖区域的多个警示光带段15内的控制器2无线

连接，每两个相邻的处理器7之间通过无线通讯模块无线连接；每个控制器2的震动信号输

入端和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震动感应器3的震动信号输出端电连接，每个控制器2的光信

号控制端通过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数据总线分别和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多个光指示

单元1的光信号输入端电连接；处理器7的电源端与储能装置6的输出端电连接，储能装置6

的输入装和太阳能电池板5的输出端电连接。

[0060] 其中，雾霾传感器4用于采集空气中的雾霾浓度，并将雾霾浓度信号发送给处理器

7。

[0061] 震动感应器3，用于采集车辆经过时路面产生震动的震动信息，并将震动信号发送

给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控制器2。

[0062] 太阳能电池板5，用于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

[0063] 储能装置6，用于将太阳能电池板5转化后的电能储存起来，并为处理器7及其控制

范围内的警示光带段15提供电源。

[0064] 参照图7，储能装置6的结构包括：法拉电容组10、稳压二极管D3、D4，太阳能电池板

5通过一个二极管D2向法拉电容组10充电，法拉电容组10通过一个限流电阻R2向电解电容

C3充电，该电解电容C3通过一个振荡电路向控制器2释放脉冲电流，控制器2根据雾霾传感

器4的信号和处理器7的信号进行充放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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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控制器2，用于给所在警示光带段15内的每个光指示单元1发送光信号指示，所述

指示包括闭合或断开，并将接收到的震动信号发送给处理器7。每个控制器2分别包含控制

单元和电压检测单元。考虑到在长时间的雾霾或阴雨天气，储能装置6内的电能会出现不足

的现象。因此工作时，首先由控制单元发送信号给电压检测单元，电压检测单元对储能装置

6的电压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正常的话，控制单元给储能装置6发出供电信号，由储能装

置6给所在警示光带段15供应电源；如果检测结果异常的话，控制单元给公路沿线的电源控

制端发出供电信号，由公路沿线的电线给所在警示光带段15供应电源。

[0066] 处理器7，用于接收雾霾传感器4发送的雾霾浓度信号和控制器2发送的震动信号，

并判断雾霾浓度是否超过设定值而控制其所控制范围内的光指示单元1闪烁与否。

[0067] 若雾霾浓度超过设定的雾霾浓度阈值，处理器7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给发送震动

信号的控制器2及其前方100‑200米内的所有控制器2，这些控制器2分别控制其范围内的光

指示单元1发出亮光。

[0068] 如果处理器在7在小于预设时间间隔范围内接收到同一个控制器2分别传来的两

次震动信号，则处理器7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给发送两次震动信号的控制器2及该控制

器2前方100米内的所有控制器2；这些控制器2分别控制其范围内的光指示单元1闪烁。

[0069] 本发明中的警示光带，可以设置在公路两侧，可以设置在来往车道的中间位置，也

可以直接设置在公路外沿的路面及护栏上。更为优选的，可同时设置在公路外沿的路面上

和来往车道的中间位置，或同时设置在公路两侧的护栏上及来往车道的中间位置。这样在

大雾天气中，通过警示光带的指引，车辆驾驶员就可以随时掌握道路边界，不至于开出公

路，既能保证驾驶安全，还能使车辆维持一定的车速，减少在雾区的滞留时间。

[0070] 一种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方法，基于所述的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系

统，包括沿公路两侧设置的警示光带及间隔设置在公路沿线的N个控制箱，所述N个控制箱

沿车辆行驶方向依次顺序编号为1，…，N；所述警示光带由C个警示光带段连接而成，所述C

个警示光带段依次顺序编号为1，...，C；每个控制箱分别控制D个警示光带段，每个警示光

带段内分别设有一个震动感应器、一个控制器和M个光指示单元；每个控制箱内分别设有处

理器和无线通讯模块，每个控制箱上分别设有雾霾传感器；每个处理器的处理范围至少包

含一个控制器，每个控制器的控制范围至少包含一个光指示单元；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0071] 步骤1：分别在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雾霾浓度的阈值和震动信号强度的阈值，第i个

处理器为设置在第i个控制箱内的处理器，i＝1，2，…，N；

[0072] 步骤2：第i个雾霾传感器获取空气中的雾霾浓度，并将雾霾浓度信号发送给第i个

处理器，第i个处理器根据雾霾浓度的阈值判断空气中的雾霾浓度是否超过标准；第i个雾

霾传感器为设置在第i个控制箱内的处理器，i＝1，2，…，N；

[0073] 如果雾霾浓度超过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雾霾浓度阈值，则该公路段处于雾霾笼

罩中；

[0074] 步骤3：第d个震动感应器采集车辆经过时路面产生的震动信号，并将震动信号强

度发送给第d个控制器，第d个控制器将接收到的震动信号强度发送给第i个处理器，第i个

处理器根据设定的震动信号强度的阈值判断是否有车辆经过；第d个震动感应器和第d个控

制器属于同一个警示光带段，第d个控制器属于第i个处理器的处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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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如果第i个处理器接收到的震动信号强度超过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震动信号强

度阈值，则判定有车辆经过；

[0076] 步骤4：如果第i个雾霾传感器获取的雾霾浓度超过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雾霾浓

度阈值，同时第d个震动感应器采集到的震动信号强度也超过了第i个处理器内设定的震动

信号强度阈值，则第i个处理器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给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

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第d个控制器前方是指第d个控制器沿车辆行驶的方向；

[0077] 步骤5：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接收闭合光信

号指示，并控制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控制范围内的所

有光指示单元发出亮光；

[0078] 步骤6：当车辆行驶到下一个控制器的控制范围内时，第i个处理器给第d个控制器

发送断开光信号指示。

[0079] 如果上述步骤4中第i个处理器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给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

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具体包括：

[0080] 如果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中的若干个控制器不在第i个处

理器的处理范围，则第i个处理器通过无线通讯模块给所述若干个控制器中每个控制器对

应的处理器分别发送闭合光信号指示，若干个控制器对应的处理器给该若干个控制器发送

闭合光信号指示。

[0081] 所述雾霾天气公路安全警示指引方法还包括：

[0082] 如果第i个处理器小于预设时间间隔范围内接收到第d个控制器分别传来的两次

震动信号，则第i个处理器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给第d个控制器及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

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

[0083] 如果第d个控制器前方预设范围内的所有控制器中的若干个控制器不在第i个处

理器的处理范围，则第i个处理器通过无线通讯模块给所述若干个控制器中每个控制器对

应的处理器分别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若干个控制器对应的处理器给该若干个控制器

发送闭合闪烁光信号指示。

[0084]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

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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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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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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