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153561.0

(22)申请日 2021.01.20

(73)专利权人 湖北工建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 430000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花城大道8号武汉软件新城二期

一组团B14栋7层01号

    专利权人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黄吉　徐曦　常乐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云嘉湃富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678

代理人 李思霖

(51)Int.Cl.

F16M 11/08(2006.01)

F16M 11/18(2006.01)

F16M 11/24(2006.01)

G12B 17/00(2006.01)

B08B 1/00(2006.01)

H04N 7/18(2006.01)

H04N 5/225(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

监控装置，包括底座、壳体和毛刷，所述底座顶端

四角处均设置有固定孔，所述固定孔内设置有固

定螺栓，所述固定螺栓一侧设置有支撑架，所述

支撑架外壁上设置有箱体，所述箱体内一侧壁上

设置有监控主机，所述监控主机上方设置有传输

模块，所述箱体外壁上设置有箱门，所述支撑架

顶端设置有固定杆。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

通过设置电动推杆一和滑动壳，电动推杆一和滑

动壳相结合，当遇到下雨天气时，电动推杆一带

动滑动壳移动到摄像头顶端，防止雨水直接滴落

到摄像头本身，不仅对摄像头本身进行保护，而

且也保证了在下雨天气监测画面的清晰，提高装

置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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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壳体(9)和毛刷(14)，

所述底座(1)顶端四角处均设置有固定孔(16)，所述固定孔(16)内设置有固定螺栓(17)，所

述固定螺栓(17)一侧设置有支撑架(7)，所述支撑架(7)外壁上设置有箱体(5)，所述箱体

(5)内一侧壁上设置有监控主机(4)，所述监控主机(4)上方设置有传输模块(6)，所述箱体

(5)外壁上设置有箱门(3)，所述支撑架(7)顶端设置有固定杆(8)，所述固定杆(8)顶端设置

有所述壳体(9)，所述壳体(9)内设置有电动推杆一(10)，所述电动推杆一(10)末端设置有

滑动壳(2)，所述壳体(9)一侧设置有电动转轴(15)，所述电动转轴(15)顶端设置有摄像头

(11)，所述摄像头(11)顶端设置有固定块(12)，所述固定块(12)下方设置有电动推杆二

(13)，所述电动推杆二(13)一端设置有所述毛刷(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孔

(16)均成型于所述底座(1)上，所述固定螺栓(17)与所述固定孔(16)通过螺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

(7)与所述底座(1)通过螺钉连接，所述箱体(5)与所述支撑架(7)通过螺钉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主机

(4)与所述箱体(5)通过螺钉连接，所述传输模块(6)与所述箱体(5)通过螺钉连接，所述箱

门(3)与所述箱体(5)通过合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杆

(8)与所述支撑架(7)通过螺钉连接，所述壳体(9)与所述固定杆(8)通过螺钉连接，所述电

动推杆一(10)与所述壳体(9)通过螺钉连接，所述滑动壳(2)与所述电动推杆一(10)通过螺

钉连接，所述滑动壳(2)与所述壳体(9)滑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转轴

(15)与所述固定杆(8)转动连接，所述摄像头(11)与所述电动转轴(15)通过螺钉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块

(12)与所述摄像头(11)通过螺钉连接，所述电动推杆二(13)与所述固定块(12)通过螺钉连

接，所述毛刷(14)与所述电动推杆二(13)通过螺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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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远程视频监控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

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为加强工程管理，通过需要通过远程视频监控，对建筑工

地进行监控管理，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就是通过标准电话线、网络、移动宽带及ISDN数据线

或直接连接，并能够控制云台/镜头、存储视频监控图像，远程传输监控系统通过普通电话

线路将远方活动场景传送到观看者的电脑屏幕上，并具备当报警触发时向接收端反向拨号

报警功能。

[0003] 现有的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摄像头在户外安装，当遇

到风雨时，雨水会直接滴落在摄像头上，不仅影响摄像头的使用寿命，而且还会造成摄像头

传输画面的模糊，降低装置实用性，此外，现有的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由于在建筑施

工处安装，尘土比较多，很容易依附在摄像头照射的玻璃片上，在擦除的时候很不方便，降

低装置功能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不足，现提出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解决了现有的

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摄像头在户外安装，当遇到风雨时，雨水会

直接滴落在摄像头上，不仅影响摄像头的使用寿命，而且还会造成摄像头传输画面的模糊，

降低装置实用性，以及现有的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由于在建筑施工处安装，尘土比

较多，很容易依附在摄像头照射的玻璃片上，在擦除的时候很不方便，降低装置功能性的问

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本实用新型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

控装置，包括底座、壳体和毛刷，所述底座顶端四角处均设置有固定孔，所述固定孔内设置

有固定螺栓，所述固定螺栓一侧设置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外壁上设置有箱体，所述箱体内

一侧壁上设置有监控主机，所述监控主机上方设置有传输模块，所述箱体外壁上设置有箱

门，所述支撑架顶端设置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顶端设置有所述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电

动推杆一，所述电动推杆一末端设置有滑动壳，所述壳体一侧设置有电动转轴，所述电动转

轴顶端设置有摄像头，所述摄像头顶端设置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下方设置有电动推杆二，

所述电动推杆二一端设置有所述毛刷。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固定孔均成型于所述底座上，所述固定螺栓与所述固定孔通过螺

纹连接。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固定孔与所述固定螺栓相结合，对装置本身进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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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架与所述底座通过螺钉连接，所述箱体与所述支撑架通过螺

钉连接。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箱体对所述传输模块等部件进行保护，增加它们的

使用寿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监控主机与所述箱体通过螺钉连接，所述传输模块与所述箱体通

过螺钉连接，所述箱门与所述箱体通过合页连接。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监控主机存放所述摄像头监测的画面，所述传输模

块对所述摄像头监测的画面进行传输，所述箱门对所述箱体进行密封。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固定杆与所述支撑架通过螺钉连接，所述壳体与所述固定杆通过

螺钉连接，所述电动推杆一与所述壳体通过螺钉连接，所述滑动壳与所述电动推杆一通过

螺钉连接，所述滑动壳与所述壳体滑动连接。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壳体、所述滑动壳以及所述电动推杆一相结合，当遇

到下雨天气时，所述电动推杆一带动所述滑动壳移动到所述摄像头顶端，不仅对所述摄像

头本身进行保护，而且保证了在下雨天气监测画面的清晰。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电动转轴与所述固定杆转动连接，所述摄像头与所述电动转轴通

过螺钉连接。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电动转轴可以使所述摄像头进行多角度监测，所述

摄像头对外界环境进行监测。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固定块与所述摄像头通过螺钉连接，所述电动推杆二与所述固定

块通过螺钉连接，所述毛刷与所述电动推杆二通过螺钉连接。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电动推杆二与所述毛刷相结合，在所述摄像头玻璃

片上存在灰尘时，控制所述电动推杆二带动所述毛刷移动，将玻璃片表面的灰尘进行清除。

[0020] (三)有益效果

[0021] 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2] 1、为解决现有的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摄像头在户外安

装，当遇到风雨时，雨水会直接滴落在摄像头上，不仅影响摄像头的使用寿命，而且还会造

成摄像头传输画面的模糊，降低装置实用性的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电动推杆一和滑

动壳，电动推杆一和滑动壳相结合，当遇到下雨天气时，电动推杆一带动滑动壳移动到摄像

头顶端，防止雨水直接滴落到摄像头本身，不仅对摄像头本身进行保护，而且也保证了在下

雨天气监测画面的清晰，提高装置实用性；

[0023] 2、为解决现有的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由于在建筑施工处安装，尘土比较

多，很容易依附在摄像头照射的玻璃片上，在擦除的时候很不方便，降低装置功能性的问

题，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固定块、电动推杆二和毛刷，电动推杆二与毛刷相结合，方便对玻

璃片上的灰尘进行擦除，在摄像头玻璃片上存在灰尘时，控制电动推杆二带动毛刷移动，将

玻璃片表面的灰尘进行清除，提高装置功能性。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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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的主剖视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的右视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中A处的放大图；

[0028]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中B处的放大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30] 1、底座；2、滑动壳；3、箱门；4、监控主机；5、箱体；6、传输模块；7、支撑架；8、固定

杆；9、壳体；10、电动推杆一；11、摄像头；12、固定块；13、电动推杆二；14、毛刷；15、电动转

轴；16、固定孔；17、固定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32] 如图1‑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建筑施工远程视频监控装置，包括底座1、壳体

9和毛刷14，底座1顶端四角处均设置有固定孔16，固定孔16内设置有固定螺栓17，固定孔16

与固定螺栓17相结合，对装置本身进行稳固，固定螺栓17一侧设置有支撑架7，支撑架7外壁

上设置有箱体5，箱体5对传输模块6等部件进行保护，增加它们的使用寿命，箱体5内一侧壁

上设置有监控主机4，监控主机4上方设置有传输模块6，箱体5外壁上设置有箱门3，监控主

机4存放摄像头11监测的画面，传输模块6对摄像头11监测的画面进行传输，箱门3对箱体5

进行密封，支撑架7顶端设置有固定杆8，固定杆8顶端设置有壳体9，壳体9内设置有电动推

杆一10，电动推杆一10末端设置有滑动壳2，壳体9、滑动壳2以及电动推杆一10相结合，当遇

到下雨天气时，电动推杆一10带动滑动壳2移动到摄像头11顶端，不仅对摄像头11本身进行

保护，而且保证了在下雨天气监测画面的清晰，壳体9一侧设置有电动转轴15，电动转轴15

顶端设置有摄像头11，电动转轴15可以使摄像头11进行多角度监测，摄像头11对外界环境

进行监测，摄像头11顶端设置有固定块12，固定块12下方设置有电动推杆二13，电动推杆二

13一端设置有毛刷14，电动推杆二13与毛刷14相结合，在摄像头11玻璃片上存在灰尘时，控

制电动推杆二13带动毛刷14移动，将玻璃片表面的灰尘进行清除。

[0033] 如图1‑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固定孔16均成型于底座1上，固定螺栓17与固定孔16

通过螺纹连接，支撑架7与底座1通过螺钉连接，箱体5与支撑架7通过螺钉连接，监控主机4

与箱体5通过螺钉连接，传输模块6与箱体5通过螺钉连接，箱门3与箱体5通过合页连接。

[0034] 如图1‑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固定杆8与支撑架7通过螺钉连接，壳体9与固定杆8

通过螺钉连接，电动推杆一10与壳体9通过螺钉连接，滑动壳2与电动推杆一10通过螺钉连

接，滑动壳2与壳体9滑动连接，电动转轴15与固定杆8转动连接，摄像头11与电动转轴15通

过螺钉连接，固定块12与摄像头11通过螺钉连接，电动推杆二13与固定块12通过螺钉连接，

毛刷14与电动推杆二13通过螺钉连接。

[0035] 本实施例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在使用装置前，将固定螺栓17穿过固定孔16紧接

着插入地面，从而将装置本身进行稳固，然后通过电动转轴15带动摄像头11转动，增加监测

的范围，接着监控主机4先将摄像头11监测的画面进行储存，再通过传输模块6把监测的画

面进行远程传输，在装置运行的过程中，箱体5对传输模块6等部件进行保护，然后箱门3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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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5进行密封，增加它们的使用寿命，当遇到下雨天气时，电动推杆一10带动滑动壳2移动

到摄像头11的顶端，防止雨水直接滴落到摄像头11本身，不仅对摄像头11本身进行保护，而

且也保证了在下雨天气监测画面的清晰，然后电动推杆二13以及毛刷14在摄像头11玻璃片

上存在灰尘时，控制电动推杆二13带动毛刷14移动，将玻璃片表面的灰尘进行清除。

[0036] 上面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

的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实用新

型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4580049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7

CN 214580049 U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8

CN 214580049 U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9

CN 214580049 U

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214580049 U

10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1

CN 214580049 U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