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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冷冻物流仓库用除雾防

冻安全感应装置，其结构包括镜面、摄像头、防护

主机、摄像机、固定安装架、旋转器，镜面与摄像

头相贴合，镜面位于防护主机内部，防护主机固

定安装在摄像机前端，摄像头与摄像机为一体化

结构，固定安装架前端设有旋转器并且采用间隙

配合，通过吸湿除雾机构将镜面上的雾气进行吸

收，有效的将镜面上的雾气进行去除，确保影像

不会出现犹如马赛克的图像；并且经过吸湿除雾

机构产生一定量的热气，通过防倒流机构将一部

分的热气往下挤压，进入到排热机构内部，通过

排热机构的工作，将热气排向旋转器上，将旋转

器上的结冰层进行解冻，确保旋转器可以正常工

作，带动摄像机进行旋转，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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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冷冻物流仓库用除雾防冻安全感应装置，其结构包括镜面（1）、摄像头（2）、防护

主机（3）、摄像机（4）、固定安装架（5）、旋转器（6），所述镜面（1）与摄像头（2）相贴合，所述镜

面（1）位于防护主机（3）内部，所述防护主机（3）固定安装在摄像机（4）前端，所述摄像头（2）

与摄像机（4）为一体化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安装架（5）前端设有旋转器（6）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旋转器（6）上端与摄

像机（4）固定连接；

所述防护主机（3）包括主机外壳（31）、保温层（33）、吸湿孔（33）、吸湿除雾机构（34）、热

气防倒流机构（35）、排热机构（36）；

所述主机外壳（31）内部设有保温层（33），所述吸湿孔（33）嵌在主机外壳（31）内部，所

述吸湿孔（33）位于镜面（1）前端，所述吸湿除雾机构（34）共设有15个并且均匀分布在主机

外壳（31）内部，所述吸湿除雾机构（34）与吸湿孔（33）相连接，所述吸湿除雾机构（34）底端

与热气防倒流机构（35）顶端相连接，所述热气防倒流机构（35）底端与排热机构（36）顶端相

连接，所述排热机构（36）位于主机外壳（31）内部底端，所述排热机构（36）位于旋转器（6）前

端；

所述吸湿除雾机构（34）包括除雾管（341）、渗透板（342）、石灰板（343）、导热管（344）、

膨胀热流管（345），所述除雾管（341）内部顶端设有渗透板（342），所述渗透板（342）下方固

定安装有石灰板（343），所述石灰板（343）下方设有导热管（344），所述导热管（344）固定安

装在除雾管（341）内部底端，所述除雾管（341）底端与膨胀热流管（345）相连接；

所述膨胀热流管（345）包括隔热管（3451）、垫片（3452）、金属球（3453），所述隔热管

（3451）内部设有两个垫片（3452），所述金属球（3453）安装在隔热管（3451）内部，所述金属

球（3453）位于两个垫片（3452）之间；

所述防倒流机构（35）包括传输外管（351）、热气下压软管（352）、单向旋转轴（353）、单

向旋转板（354），所述传输外管（351）顶端与保温层（33）相连接，所述热气下压软管（352）顶

端与导热管（344）底端相连接，所述单向旋转轴（353）共设有两个并且固定安装在传输外管

（351）底端内部，所述单向旋转轴（353）与单向旋转板（354）相铰接，所述单向旋转板（354）

位于热气下压软管（352）正下方；

所述排热机构（36）包括滑轨（361）、滑块（362）、热挤压管（363）、排热口，所述滑轨

（361）顶端安装有滑块（362）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滑块（362）与热挤压管（363）上端相贴

合，所述热挤压管（363）底端设有排热口，所述排热口位于旋转器（6）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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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冷冻物流仓库用除雾防冻安全感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流仓库设备领域，尤其是涉及到除雾防冻安全感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冷冻物流仓库指的是用于存放和运输冷冻物品的仓库，为了冷冻物品，冷冻物流

仓库内部的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由于冷冻物流仓库内部的温度较低，一般低温下采

用的是低温阵列式摄像机作为安全感应装置，为了全面监控低温阵列式摄像机安装在拐角

处，但是目前的安全感应装置存在以下弊端：

[0003] 工作人员打开冷冻物流仓库门的时候，外部的空气进入，形成空气对流，冷气冒

出，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白气”，白气容易聚集在拐角处，造成拐角处的低温阵

列式摄像机镜面端容易产生雾气，导致影像出现犹如马赛克的图像，监控人员无法清晰的

观察到冷冻物流仓库内部的情况，并且拐角处的低温阵列式摄像机外壳容易结冰，结冰后

的低温阵列式摄像机无法正常旋转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现技术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一种冷冻物流仓库用除雾防冻安全

感应装置，其结构包括镜面、摄像头、防护主机、摄像机、固定安装架、旋转器，所述镜面与摄

像头相贴合，所述镜面位于防护主机内部，所述防护主机固定安装在摄像机前端，所述摄像

头与摄像机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固定安装架前端设有旋转器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旋转

器上端与摄像机固定连接，所述防护主机包括主机外壳、保温层、吸湿孔、吸湿除雾机构、热

气防倒流机构、排热机构，所述主机外壳内部设有保温层，所述吸湿孔嵌在主机外壳内部，

所述吸湿孔位于镜面前端，所述吸湿除雾机构共设有十五个并且均匀分布在主机外壳内

部，所述吸湿除雾机构与吸湿孔相连接，所述吸湿除雾机构底端与热气防倒流机构顶端相

连接，所述热气防倒流机构底端与排热机构顶端相连接，所述排热机构位于主机外壳内部

底端，所述排热机构位于旋转器前端，保温层采用的材料是海绵，海绵的保温效果较好，吸

湿孔呈圆形并且设有十八个，均匀分布在镜面前端周围。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吸湿除雾机构包括除雾管、渗透板、石灰板、导热管、膨胀热流管，

所述除雾管内部顶端设有渗透板，所述渗透板下方固定安装有石灰板，所述石灰板下方设

有导热管，所述导热管固定安装在除雾管内部底端，所述除雾管底端与膨胀热流管相连接，

渗透板呈圆柱体结构，圆的面积最大，可以有效进行吸湿，石灰板位于渗透板下端可以进行

吸湿，并且渗透板内部的渗透孔呈两端宽，中间窄，可以防止吸湿后湿气倒流，将镜面的雾

气除去，并且石灰板吸湿后产生热气。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膨胀热流管包括隔热管、垫片、金属球，所述隔热管内部设有两个

垫片，所述金属球安装在隔热管内部，所述金属球位于两个垫片之间，隔热管呈换弧形结

构，十六根隔热管与导热管相连接形成圆形，包围在镜面前端。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防倒流机构包括传输外管、热气下压软管、单向旋转轴、单向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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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所述传输外管顶端与保温层相连接，所述热气下压软管顶端与导热管底端相连接，所述

单向旋转轴共设有两个并且固定安装在传输外管底端内部，所述单向旋转轴与单向旋转板

相铰接，所述单向旋转板位于热气下压软管正下方。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排热机构包括滑轨、滑块、热挤压管、排热口，所述滑轨顶端安装有

滑块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滑块与热挤压管上端相贴合，所述热挤压管底端设有排热口，

所述排热口位于旋转器前端。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冷冻物流仓库的门一打开，形成空气对流，镜面上会产生

一层雾气，这时通过吸湿除雾机构将镜面上的雾气进行吸收，有效的将镜面上的雾气进行

去除，确保影像不会出现犹如马赛克的图像；并且经过吸湿除雾机构产生一定量的热气，热

气会往上跑，热气一部分对摄像机外壳上的冰层进行解冻，通过防倒流机构将一部分的热

气往下挤压，进入到排热机构内部，通过排热机构的工作，将热气排向旋转器上，将旋转器

上的结冰层进行解冻，确保旋转器可以正常工作，带动摄像机进行旋转，进行全方位的监

控。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一种冷冻物流仓库用除雾防冻安全感应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一种防护主机的正视剖面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一种吸湿除雾机构的立体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一种膨胀热流管的立体图。

[0014] 图5为本发明一种热气防倒流机构的正视剖面图。

[0015] 图6为本发明一种排热机构的侧视图。

[0016] 图中：镜面-1、摄像头-2、防护主机-3、摄像机-4、固定安装架-5、旋转器-6、主机外

壳-31、保温层-33、吸湿孔-33、吸湿除雾机构-34、热气防倒流机构-35、排热机构-36、除雾

管-341、渗透板-342、石灰板-343、导热管-344、膨胀热流管-345、隔热管-3451、垫片-3452、

金属球-3453、传输外管-351、热气下压软管-352、单向旋转轴-353、单向旋转板-354、滑轨-

361、滑块-362、热挤压管-363。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

[0018] 请参阅图1-图6，本发明一种冷冻物流仓库用除雾防冻安全感应装置，其结构包括

镜面1、摄像头2、防护主机3、摄像机4、固定安装架5、旋转器6，所述镜面1与摄像头2相贴合，

所述镜面1位于防护主机3内部，所述防护主机3固定安装在摄像机4前端，所述摄像头2与摄

像机4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固定安装架5前端设有旋转器6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旋转器6

上端与摄像机4固定连接，所述防护主机3包括主机外壳31、保温层33、吸湿孔33、吸湿除雾

机构34、热气防倒流机构35、排热机构36，所述主机外壳31内部设有保温层33，所述吸湿孔

33嵌在主机外壳31内部，所述吸湿孔33位于镜面1前端，所述吸湿除雾机构34共设有十五个

并且均匀分布在主机外壳31内部，所述吸湿除雾机构34与吸湿孔33相连接，所述吸湿除雾

机构34底端与热气防倒流机构35顶端相连接，所述热气防倒流机构35底端与排热机构36顶

端相连接，所述排热机构36位于主机外壳31内部底端，所述排热机构36位于旋转器6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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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层33采用的材料是海绵，海绵的保温效果较好，吸湿孔33呈圆形并且设有十八个，均匀

分布在镜面1前端周围。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吸湿除雾机构34包括除雾管341、渗透板342、石灰板343、导热管

344、膨胀热流管345，所述除雾管341内部顶端设有渗透板342，所述渗透板342下方固定安

装有石灰板343，所述石灰板343下方设有导热管344，所述导热管344固定安装在除雾管341

内部底端，所述除雾管341底端与膨胀热流管345相连接，渗透板342呈圆柱体结构，圆的面

积最大，可以有效进行吸湿，石灰板343位于渗透板342下端可以进行吸湿，并且渗透板342

内部的渗透孔呈两端宽，中间窄，可以防止吸湿后湿气倒流，将镜面的雾气除去，并且石灰

板343吸湿后产生热气。

[0020] 进一步地，所述膨胀热流管345包括隔热管3451、垫片3452、金属球3453，所述隔热

管3451内部设有两个垫片3452，所述金属球3453安装在隔热管3451内部，所述金属球3453

位于两个垫片3452之间，隔热管3451呈换弧形结构，十六根隔热管3451与导热管344相连接

形成圆形，包围在镜面1前端。

[0021] 进一步地，所述防倒流机构35包括传输外管351、热气下压软管352、单向旋转轴

353、单向旋转板354，所述传输外管351顶端与保温层33相连接，所述热气下压软管352顶端

与导热管344底端相连接，所述单向旋转轴353共设有两个并且固定安装在传输外管351底

端内部，所述单向旋转轴353与单向旋转板354相铰接，所述单向旋转板354位于热气下压软

管352正下方。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排热机构36包括滑轨361、滑块362、热挤压管363、排热口，所述滑

轨361顶端安装有滑块362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滑块362与热挤压管363上端相贴合，所

述热挤压管363底端设有排热口，所述排热口位于旋转器6前端。

[0023] 参见图3，导热管344呈上宽下窄的结构，石灰板343进行吸湿放热后，热气通过导

热管344，导热管344可以较好的收集热气，较少热气上流。

[0024] 参见图4，金属球3453呈球体结构，金属球3453受热进行膨胀，将隔热管3451进行

封堵，减少热气流失。

[0025] 参见图5，热气下压软管352呈现褶皱形结构，通过热气下压软管352将热气往下进

行挤压，通过单向旋转轴353的单向运行作用，配合单向旋转板354使用，单向旋转板354只

往下打开，不往上打开，确保热气进入热挤压管363内部后不会再往上跑。

[0026] 参见图6，热挤压管363呈现圆弧形结构，排热口呈现出口小的结构，可以较好的聚

集热气，并且通过热挤压管363挤压后，热气排向旋转器6上。

[0027] 本发明使用方式与作用：通过固定安装架5将摄像机4固定安装在冷冻物流仓库的

拐角处，拐角处可以全方位的监控到物流仓库内部的情况，当冷冻物流仓库的门被打开时，

形成空气对流，拐角处聚集雾气较为严重，镜面1上就会覆盖一层“白气”(雾气)，这时通过

吸湿除雾机构34内部的石灰板343进行吸湿，湿气经过渗透板342，渗透板342可以防止湿气

倒流，有效的将镜面1上“白气”进行去除，确保影像不会出现犹如马赛克的图像；同时石灰

板343进行吸湿的过程中会释放热量，热气会往上跑，这时通过导热管344将热气排向膨胀

热流管345内部，确保热气不会流失太多，当膨胀热流管345内部的金属球3453受热进行膨

胀后，将隔热管3451进行封堵，这时热气就会往热气下压软管352内部跑，通过热气下压软

管352进行挤压，将热气往下挤压，进入热挤压管363内部，这时通过单向旋转轴353和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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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板354的配合使用，使得单向旋转板354不会往上打开，确保热气不会往上跑，使得热挤

压管363内部保留较多的热气，这时通过滑块362顺着滑轨361进行滑动，呈圆弧形轨迹，滑

块362对热挤压管363进行压缩，将热气挤向排热口，排热口位于旋转器6前端，将热气排到

旋转器6上，对旋转器6进行解冻，确保旋转器6可以正常工作，带动摄像机进行旋转，进行全

方位的监控。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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