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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主

体一侧为矩形块，另一侧向外延伸形成坡面，报

警喇叭安装在矩形块的顶端并与矩形块内部的

控制电路相连接，控制电路与设置在坡面上的触

点连接；坡面与竖直平面之间形成15-30°的坡

角，坡面上形成有压板，一端在坡角底端，另一端

沿坡角斜向上延伸以与触点接触抵靠；当压板将

触点下压时，与触点连接的控制电路接通并控制

报警喇叭响起警示声。主体的底端面中部设置有

用于吸附在推拉窗玻璃上的吸盘，主体内部还设

有震动传感器，控制电路通过另一条电路与报警

喇叭连接。其结构简单、体积小巧便于随身携带，

可以在入侵者准备进入室内时发出警示声，还可

以警示布防是否成功，保证室内人员时刻处于保

护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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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主体和报警喇叭(1)；

所述主体一侧为矩形块(2)，另一侧向外延伸形成坡面(3)，所述坡面(3)与所述矩形块

(2)的底端面在同一平面内；所述报警喇叭(1)安装在所述矩形块(2)的顶端并与所述矩形

块(2)内部的控制电路相连接，所述控制电路与设置在所述坡面(3)上的触点连接；

所述坡面(3)与竖直平面之间形成15-30°的坡角，并且，所述坡面(3)上形成有压板

(4)，所述压板(4)的一端连接在所述坡角的底端，另一端沿所述坡角斜向上延伸以使得内

侧面与所述触点接触抵靠；

所述矩形块(2)内设有用于给控制电路供电的电池，当所述压板(4)将所述触点下压

时，与所述触点连接的所述控制电路接通并控制所述报警喇叭(1)响起警示声；其中，

所述主体的底端面中部设置有用于吸附在推拉窗玻璃上的吸盘(10)，并且，所述主体

的内部还设有震动传感器(11)，所述震动传感器(11)与所述控制电路通过另一条电路与所

述报警喇叭(1)连接并控制报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为塑料制成，

所述压板(4)为不锈钢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报警喇叭(1)周围

设有一圈环状指示灯(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块(2)的侧壁

上设有灵敏度调节旋钮(6)，用于控制所述触点触发所述报警喇叭(1)的灵敏程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块(2)的侧壁

上还设有条状止挡凸起(7)，所述止挡凸起(7)能够与下压后的所述压板(4)的底端边缘相

抵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块(2)的底壁

上设有阻尼底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坡面(3)底端水平

向外延伸形成有延伸板(8)，所述延伸板(8)外部包裹有不锈钢护套。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延伸板(8)上嵌设

有至少一个烟感器(9)，所述烟感器(9)与所述控制电路相电连以控制所述述报警喇叭(1)

响起警示声。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报警喇叭(1)的警

示声音量大小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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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盗报警设备，具体地，涉及一种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

背景技术

[0002] 现如今，由于大众普遍防范意识低下，导致盗贼猖獗，社会风险增加。特别是在外

出差旅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住酒店、旅馆等，而初来乍到对于周围环境并不了解，往往无

意中成为盗贼惦记的作案目标和对象。一旦发生入室盗窃，财产则会损失严重，而如果发生

入室侵害，那么威胁的则是生命安全。如今，随着各种各样的防盗门逐渐普及，使得盗贼不

易从入室门非法进入，转而选择整个房屋较为脆弱的防御部分即窗户，尤其是推拉窗，从而

轻易地进入室内行窃或者伤害。

[0003] 因此，急需要提供一种结构小巧，方便携带，能够在熟睡过程中保驾护航的推拉窗

震动防盗报警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该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结构

简单、体积小巧便于随身携带，既可以在入侵者准备进入室内时发出警示声，还可以警示布

防是否成功，保证室内人员时刻处于保护状态中。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包括主体和报警

喇叭；

[0006] 主体一侧为矩形块，另一侧向外延伸形成坡面，坡面与矩形块的底端面在同一平

面内；报警喇叭安装在矩形块的顶端并与矩形块内部的控制电路相连接，控制电路与设置

在坡面上的触点连接；

[0007] 坡面与竖直平面之间形成15-30°的坡角，并且，坡面上形成有压板，压板的一端连

接在坡角的底端，另一端沿坡角斜向上延伸以使得内侧面与触点接触抵靠；

[0008] 矩形块内设有用于给控制电路供电的电池，当压板将触点下压时，与触点连接的

控制电路接通并控制报警喇叭响起警示声；其中，

[0009] 主体的底端面中部设置有用于吸附在推拉窗玻璃上的吸盘，并且，主体的内部还

设有震动传感器，震动传感器与控制电路通过另一条电路与报警喇叭连接并控制报警。

[0010] 优选地，主体为塑料制成，压板为不锈钢板。

[0011] 优选地，报警喇叭周围设有一圈环状指示灯。

[0012] 优选地，矩形块的侧壁上设有灵敏度调节旋钮，用于控制触点触发报警喇叭的灵

敏程度。

[0013] 优选地，矩形块的侧壁上还设有条状止挡凸起，止挡凸起能够与下压后的压板的

底端边缘相抵触。

[0014] 优选地，矩形块的底壁上设有阻尼底胶。

[0015] 优选地，坡面底端水平向外延伸形成有延伸板，延伸板外部包裹有不锈钢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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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延伸板上嵌设有至少一个烟感器，烟感器与控制电路相电连以控制述报

警喇叭响起警示声。

[0017] 优选地，报警喇叭的警示声音量大小可调。

[001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中主体一侧为矩形块，另一侧向外延伸形成坡面，坡面

与矩形块的底端面在同一平面内；报警喇叭安装在矩形块的顶端并与矩形块内部的控制电

路相连接，控制电路与设置在坡面上的触点连接；坡面与竖直平面之间形成15-30°的坡角，

并且，坡面上形成有压板，压板的一端连接在坡角的底端，另一端沿坡角斜向上延伸以使得

内侧面与触点接触抵靠；矩形块内设有用于给控制电路供电的电池，当压板将触点下压时，

与触点连接的控制电路接通并控制报警喇叭响起警示声。这样，使用时将坡角一侧伸入两

扇推拉窗之间的缝隙中，一旦入侵者准备进入室内时推动其中任意一扇推拉窗，两扇推拉

窗之间的交汇处便会与压板接触，继续用力会使得压板继续下压，直至与触电接触并接通

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激活报警喇叭发出刺耳的声响来提示室内人有不法入侵，对其进行呵

斥或者警告可以吓退。如果不法侵害者不顾警告继续开窗，则矩形块和坡角相互配合将窗

户缝紧紧抵住，延缓其进入时间，给室内自救或者呼救的人员争取宝贵机会。而为了进一步

地增加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使用时的稳定性，防止推拉窗玻璃过于光滑而使得主体安装

失败，在主体的底端面中部设置有用于吸附在推拉窗玻璃上的吸盘，利用吸盘的快速拆装

性能可以实现根据使用需要迅速地布防和撤防，操作简单易掌握，十分方便、安全。

[0019] 同时，在主体的内部还设有震动传感器，震动传感器与控制电路通过另一条电路

与报警喇叭连接并控制报警。这样，如果发生不法入侵者在室外拆卸该报警器，或者由于室

内人员操作不当或者安装不到位，使得吸附和夹持在两扇窗户之间的报警器摔落至地面

时，对于室内人员来说处于危险的撤防状态。此时震动传感器感应到撞击力，接通电路使得

报警喇叭启动报警，使得无意撤防的室内人员第一时间发现被入侵风险后及时排除，恢复

至原来的、安全的布防状态。

[0020] 本发明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的具

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2] 图1是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施方式中的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的结构示意

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

[0024] 1-报警喇叭                      2-矩形块

[0025] 3-坡面                          4-压板

[0026] 5-环状指示灯                    6-灵敏度调节旋钮

[0027] 7-止挡凸起                      8-延伸板

[0028] 9-烟感器                        10-吸盘

[0029] 11-震动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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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31] 在本发明中，在未作相反说明的情况下，“上、下、内、外、顶、底”等包含在术语中的

方位词仅代表该术语在常规使用状态下的方位，或为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的俗称，而不应

视为对该术语的限制。

[0032] 参见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包括主体和报警喇叭1；

[0033] 主体一侧为矩形块2，另一侧向外延伸形成坡面3，坡面3与矩形块2的底端面在同

一平面内；报警喇叭1安装在矩形块2的顶端并与矩形块2内部的控制电路相连接，控制电路

与设置在坡面3上的触点连接；

[0034] 坡面3与竖直平面之间形成15-30°的坡角，并且，坡面3上形成有压板4，压板4的一

端连接在坡角的底端，另一端沿坡角斜向上延伸以使得内侧面与触点接触抵靠；

[0035] 矩形块2内设有用于给控制电路供电的电池，当压板4将触点下压时，与触点连接

的控制电路接通并控制报警喇叭1响起警示声；其中，

[0036] 主体的底端面中部设置有用于吸附在推拉窗玻璃上的吸盘10，并且，主体的内部

还设有震动传感器11，震动传感器11与控制电路通过另一条电路与报警喇叭1连接并控制

报警。

[003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主体一侧为矩形块2，另一侧向外延伸形成坡面3，坡面3与矩

形块2的底端面在同一平面内；报警喇叭1安装在矩形块2的顶端并与矩形块2内部的控制电

路相连接，控制电路与设置在坡面3上的触点连接；坡面3与竖直平面之间形成15-30°的坡

角，并且，坡面3上形成有压板4，压板4的一端连接在坡角的底端，另一端沿坡角斜向上延伸

以使得内侧面与触点接触抵靠；矩形块2内设有用于给控制电路供电的电池，当压板4将触

点下压时，与触点连接的控制电路接通并控制报警喇叭1响起警示声。这样，使用时将坡角

一侧伸入两扇推拉窗之间的缝隙中，一旦入侵者准备进入室内时推动其中任意一扇推拉

窗，两扇推拉窗之间的交汇处便会与压板4接触，继续用力会使得压板4继续下压，直至与触

电接触并接通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激活报警喇叭1发出刺耳的声响来提示室内人有不法入

侵，对其进行呵斥或者警告可以吓退。如果不法侵害者不顾警告继续开门，则矩形块2和坡

角相互配合将窗户缝紧紧抵住，延缓其进入时间，给室内自救或者呼救的人员争取宝贵机

会。而为了进一步地增加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使用时的稳定性，防止推拉窗玻璃过于光

滑而使得主体安装失败，在主体的底端面中部设置有用于吸附在推拉窗玻璃上的吸盘10，

利用吸盘10的快速拆装性能可以实现根据使用需要迅速地布防和撤防，操作简单易掌握，

十分方便、安全。

[0038] 同时，在主体的内部还设有震动传感器11，震动传感器11与控制电路通过另一条

电路与报警喇叭1连接并控制报警。这样，如果发生不法入侵者在室外拆卸该报警器，或者

由于室内人员操作不当或者安装不到位，使得吸附和夹持在两扇窗户之间的报警器摔落至

地面时，对于室内人员来说处于危险的撤防状态。此时震动传感器11感应到撞击力，接通电

路使得报警喇叭1启动报警，使得无意撤防的室内人员第一时间发现被入侵风险后及时排

除，恢复至原来的、安全的布防状态。

[0039] 在本实施方式中，为了减轻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的整体重量，便于随身携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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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防止室内室外的水气加速压板4的锈蚀，延长压板4的使用寿命，优选地，主体为塑料制

成，压板4为不锈钢板。

[0040] 由于夜间黑暗环境中不易被发现，不法入侵者往往选择在夜间进行入室盗窃或者

人身伤害的不法行为，因此该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多需要在黑暗环境中使用，而为了室

内人员在夜间可以直观、简单、方便地判断该报警器是否通电处于运行保护状态中，优选

地，报警喇叭1周围设有一圈环状指示灯5。

[0041] 使用不同大小的力量来推动推拉窗会对压板4产生大小不一的压力，而如果该报

警喇叭1的触发调节过于灵敏会使得其即使在微风吹拂推拉窗时也会发出警示声，如此会

频繁地发出响声，出现虚假报警的状况，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发生，优选地，矩形块2的侧壁上

设有灵敏度调节旋钮6，用于控制触点触发报警喇叭1的灵敏程度。

[0042] 当推拉窗开启时会挤压压板4向下运动，而如果压板4一直持续向下运动会将矩形

块2和坡面3之间的连接处挤压发生开裂甚至断裂，严重影响该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的使

用寿命，为了解决上述难题，优选地，矩形块2的侧壁上还设有条状止挡凸起7，止挡凸起7能

够与下压后的压板4的底端边缘相抵触。

[0043] 为了提供足够的摩擦力，防止入侵者使用较大的力量就可以轻易地推开窗户进入

室内，优选地，矩形块2的底壁上设有阻尼底胶。

[0044] 此外，由于不同尺寸和型号的推拉窗在安装完成后，其两扇窗框之间形成的缝隙

大小不一，为了避免由于该缝隙过小而使得该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无法正常设置使用，

优选坡面3底端水平向外延伸形成有延伸板8，延伸板8外部包裹有不锈钢护套。

[0045] 在外住宿，除去非法侵入，发生火灾往往也是常见危害住户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的灾祸，特别是夜间当室内人员熟睡时，外面发生火灾往往无法第一时间察觉，耽误了逃离

和转移财产的宝贵时间，因此，为了尽早及时地提醒室内人员，将火灾造成的损害降至最

低，优选地，延伸板8上嵌设有至少一个烟感器9，烟感器9与控制电路相电连以控制述报警

喇叭1响起警示声。

[0046] 另外，为了使得该推拉窗震动防盗报警器发出的声响大小适合于不同住户，提高

使用过程中的舒适度，优选地，报警喇叭1的警示声音量大小可调。

[0047]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

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8]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49]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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