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223012.5

(22)申请日 2018.10.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34030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2.15

(73)专利权人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10530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

开创大道2819号六楼

(72)发明人 吴刚　俞翔　郑志斌　罗中亮　

黄仝宇　汪刚　宋一兵　侯玉清　

刘双广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国鹏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511

代理人 宁尚国

(51)Int.Cl.

F16F 15/28(2006.01)

F16F 15/04(2006.01)

审查员 施芬

 

(54)发明名称

减震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减震装置，用于视频设备的

减震，所述减震装置包括：底座；安装架，所述安

装架设在所述底座上；支架，所述支架与所述安

装架可枢转地相连，所述支架的两端分别位于所

述安装架的两侧，所述支架的一端设有第一连接

部，所述支架的另一端设有第二连接部；限位架，

所述限位架设在所述底座上；滑块组件，所述滑

块组件沿竖直方向可活动地设在所述限位架上

且由所述限位架限制活动距离，所述滑块组件与

所述第一连接部相连，所述视频设备安装在所述

滑块组件上；配重块，所述配重块设在所述第二

连接部上以调节所述支架平衡。根据本发明实施

例的减震装置结构稳定，减震效果好，成本低廉。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9340307 B

2020.08.28

CN
 1
09
34
03
07
 B



1.一种减震装置，用于视频设备的减震，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震装置包括：

底座；

安装架，所述安装架设在所述底座上；

支架，所述支架与所述安装架可枢转地相连，所述支架的两端分别位于所述安装架的

两侧，所述支架的一端设有第一连接部，所述支架的另一端设有第二连接部；

限位架，所述限位架设在所述底座上；

滑块组件，所述滑块组件沿竖直方向可活动地设在所述限位架上且由所述限位架限制

活动距离，所述滑块组件与所述第一连接部相连，所述视频设备安装在所述滑块组件上；

配重块，所述配重块设在所述第二连接部上以调节所述支架平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与所述安装架通过转轴相

连，所述安装架包括：

两个第一支撑板，两个所述第一支撑板形成为沿竖直方向延伸且互相平行的长条形板

体，所述第一支撑板的下端与所述底座相连，所述转轴与两个所述第一支撑板的上端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包括：

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一端设有与所述转轴相对应的通孔，所述转轴的两端分别穿出

所述通孔与所述第一支撑板相连，所述连接杆的长度小于所述第一支撑板的长度；

平衡杆，所述平衡杆与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垂直相连，所述平衡杆的一端设有所述第

一连接部，所述平衡杆的另一端设有所述第二连接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板设在所述底座的邻近

边缘位置，所述平衡杆的一端位于所述底座上方，所述平衡杆的另一端伸出所述底座。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衡杆与所述连接杆的连接处与

所述第一连接部之间的距离小于与所述第二连接部之间的距离。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架包括：

两个第二支撑板，两个所述第二支撑板形成为沿竖直方向延伸且互相平行的板体，所

述滑块组件设在两个所述第二支撑板之间且与所述第二支撑板相连，所述第二支撑板上设

有限制所述滑块组件的活动距离的限位部，所述第一连接部位于两个所述第二支撑板之间

与所述滑块组件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部包括两个分支，每个

所述分支与所述滑块组件的连接处设有可活动的滚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接部形成为设在所述支架

一端的连接柱，所述配重块为多个且分别可拆卸地套设在所述连接柱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多个脚轮，多个所述脚轮分别间隔开设在所述底座的下方；

锁死模块，所述锁死模块能够用于锁死所述脚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多个支撑脚架，多个所述支撑脚架分别间隔开设在所述底座的下方；

多个调整块，多个所述调整块分别可活动地设在多个所述支撑脚架上，所述调整块在

所述支撑脚架上的位置可调以调节所述调整块与地面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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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减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减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减震技术领域中，涉及各种各样的减震技术及减震设备，一般机械减震设备成

本昂贵，且机械减震装置很难选型，视频类设备在监控的使用环境中，会由于外界环境而产

生振动，造成图像抖动，画面模糊等不良现象，影响图像正常观看。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减震装置，既能够符合视频产品减震试验，又可以减少

成本浪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减震装置，用于视频设备的减震，所述减震

装置包括：底座；安装架，所述安装架设在所述底座上；支架，所述支架与所述安装架可枢转

地相连，所述支架的两端分别位于所述安装架的两侧，所述支架的一端设有第一连接部，所

述支架的另一端设有第二连接部；限位架，所述限位架设在所述底座上；滑块组件，所述滑

块组件沿竖直方向可活动地设在所述限位架上且由所述限位架限制活动距离，所述滑块组

件与所述第一连接部相连，所述视频设备安装在所述滑块组件上；配重块，所述配重块设在

所述第二连接部上以调节所述支架平衡。

[0005]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减震装置，通过将安装架设在底座上，支架与安装架可枢转

地相连，支架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连接部与第二连接部，滑块组件与第一连接部相连，配重

块设在第二连接部上以用于调节支架平衡，该减震装置结构稳定，减震效果好，成本低廉。

[0006] 根据本发明上述实施例的减震装置，还可以具有如下附加的技术特征：

[000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支架与所述安装架通过转轴相连，所述安装架包

括：两个第一支撑板，两个所述第一支撑板形成为沿竖直方向延伸且互相平行的长条形板

体，所述第一支撑板的下端与所述底座相连，所述转轴与两个所述第一支撑板的上端相连。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支架包括：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一端设有与所述

转轴相对应的通孔，所述转轴的两端分别穿出所述通孔与所述第一支撑板相连，所述连接

杆的长度小于所述第一支撑板的长度；平衡杆，所述平衡杆与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垂直相

连，所述平衡杆的一端设有所述第一连接部，所述平衡杆的另一端设有所述第二连接部。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第一支撑板设在所述底座的邻近边缘位置，所述

平衡杆的一端位于所述底座上方，所述平衡杆的另一端伸出所述底座。

[001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平衡杆与所述连接杆的连接处与所述第一连接部

之间的距离小于与所述第二连接部之间的距离。

[001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限位架包括：两个第二支撑板，两个所述第二支撑

板形成为沿竖直方向延伸且互相平行的板体，所述滑块组件设在两个所述第二支撑板之间

且与所述第二支撑板相连，所述第二支撑板上设有限制所述滑块组件的活动距离的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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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述第一连接部位于两个所述第二支撑板之间与所述滑块组件相连。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第一连接部包括两个分支，每个所述分支与所述

滑块组件的连接处设有可活动的滚珠。

[001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第二连接部形成为设在所述支架一端的连接柱，

所述配重块为多个且分别可拆卸地套设在所述连接柱上。

[001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的减震装置还包括：多个脚轮，多个所述脚轮分别

间隔开设在所述底座的下方；锁死模块，所述锁死模块能够用于锁死所述脚轮。

[001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的减震装置还包括：多个支撑脚架，多个所述支撑

脚架分别间隔开设在所述底座的下方；多个调整块，多个所述调整块分别可活动地设在多

个所述支撑脚架上，所述调整块在所述支撑脚架上的位置可调以调节所述调整块与地面的

距离。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减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减震装置的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减震装置的滑块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减震装置的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

[0021] 减震装置100；

[0022] 底座10；

[0023] 安装架20；第一支撑板21；第一安装板22；第二安装板23；

[0024] 支架30；连接杆31；平衡杆32；滚珠33；

[0025] 限位架40；第二支撑板41；第三安装板42；第四安装板43；

[0026] 滑块组件50；第一板体51；第二板体52；第三板体53；

[0027] 配重块60；

[0028] 脚轮70；

[0029] 支撑脚架80；

[0030] 调整块90。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

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2] 如图1至图4所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减震装置100，用于视频设备的减震，减震

装置100包括底座10、安装架20、支架30、限位架40、滑块组件50和配重块60。

[0033] 具体而言，安装架20设在底座10上，支架30与安装架20可枢转地相连，支架30的两

端分别位于安装架20的两侧，支架30的一端设有第一连接部，支架30的另一端设有第二连

接部，限位架40设在底座10上，滑块组件50沿竖直方向可活动地设在限位架40上且由限位

架40限制活动距离，滑块组件50与第一连接部相连，视频设备安装在滑块组件50上，配重块

60设在第二连接部上以调节支架30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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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换言之，减震装置100主要由底座10、安装架20、支架30、限位架40、滑块组件50和

配重块60组成，安装架20设在底座10上，支架30与安装架20可枢转地相连，底座10、安装架

20、支架30、限位架40装配时使用的螺丝都带弹垫和平垫以起到减振作用，支架30的两端位

于安装架20的两侧，支架30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连接部和第二连接部，限位架40安装在底

座10上，滑块组件50设在限位架40上，滑块组件50沿竖直方向可活动，滑块组件50与第一连

接部相连，视频设备安装在滑块组件50上，配重块60设在第二连接部上，配重块60便于调节

支架30平衡，减震装置100是一款机械减振平台，无需电路控制。

[0035] 由此，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减震装置100，通过将安装架20设在底座10上，支架30

与安装架20可枢转地相连，支架30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连接部与第二连接部，滑块组件50

与第一连接部相连，配重块60设在第二连接部上以用于调节支架30平衡，该减震装置100结

构稳定，减震效果好，成本低廉。

[0036] 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具体实施例，支架30与安装架20通过转轴相连，安装架20包括

两个第一支撑板21，两个第一支撑板21形成为沿竖直方向延伸且互相平行的长条形板体，

第一支撑板21的下端与底座10相连，转轴与两个第一支撑板21的上端相连。

[0037] 也就是说，安装架20包括两个第一支撑板21，两个第一支撑板21相互平行设置且

底面分别与底座10相连，两个第一支撑板21的上端通过转轴相连，支架30与转轴相连且可

绕转轴旋转，需要说明的是，安装架20还包括两个第一安装板22和两个第二安装板23，两个

第一安装板22分别设在两个第一支撑板21的底面且分别与底座10相连，两个第二安装板23

分别设在两个第一支撑板21相背的一侧，每个第二安装板23分别与邻近的第一支撑板21和

第一安装板22相互垂直设置，该安装架20结构稳固，便于加工。

[0038] 优选地，支架30包括连接杆31和平衡杆32，连接杆31的一端设有与转轴相对应的

通孔，转轴的两端分别穿出通孔与第一支撑板21相连，连接杆31的长度小于第一支撑板21

的长度，平衡杆32与连接杆31的另一端垂直相连，平衡杆32的一端设有第一连接部，平衡杆

32的另一端设有第二连接部。

[0039] 换言之，支架30主要由连接杆31和平衡杆32组成，连接杆31的一端形成通孔以套

设在转轴上，连接杆31可绕转轴枢转地设在两个第一支撑板21之间，连接杆31的另一端与

平衡杆32垂直相连，平衡杆32的两端分别形成第一连接部和第二连接部。

[004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第一支撑板21设在底座10的邻近边缘位置，平衡杆32

的一端位于底座10上方，平衡杆32的另一端伸出底座10。

[0041]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个实施例，平衡杆32与连接杆31的连接处与第一连接部之间的

距离小于与第二连接部之间的距离，该结构便于调节平衡。

[0042] 优选地，限位架40包括两个第二支撑板41，两个第二支撑板41形成为沿竖直方向

延伸且互相平行的板体，滑块组件50设在两个第二支撑板41之间且与第二支撑板41相连，

第二支撑板41上设有限制滑块组件50的活动距离的限位部，第一连接部位于两个第二支撑

板41之间与滑块组件50相连。需要说明的是，限位架40还包括两个第三安装板42和四个第

四安装板43，每个第二支撑板41的底面分别通过第三安装板42与底座10相连，每个第二支

撑板41相背的一侧设有两个第四安装板43，第四安装板43形成为三角板，第四安装板43的

一端与第三安装板42垂直相连，一侧与第二支撑板41垂直相连，由此，该限位架40结构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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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可选地，第一连接部包括两个分支，每个分支与滑块组件50的连接处设有可活动

的滚珠33，具体地，如图2所示，两个分支组成“V”字形结构，每个分支朝向滑块组件50的一

侧分别设有滚珠33。当外界出现振动环境时，振动传递到减震装置100的天平减振系统后，

振动会减弱，滚珠33来回移动，减少视频设备受震动影响，视频画面保持稳定。

[0044]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第二连接部形成为设在支架30一端的连接柱，配重块

60为多个且分别可拆卸地套设在连接柱上，配重块60可形成为圆饼状，配重块60的中心设

有通孔以便于套设在连接柱上，便于调节。

[0045] 优选地，减震装置100还包括多个脚轮70和锁死模块，具体而言，如图4所示，多个

脚轮70分别间隔开设在底座10的下方，锁死模块能够用于锁死脚轮70。

[0046] 换言之，减震装置100带有可移动脚轮70，方便搬运移动，减震装置100的四个角配

置锁死模块，当需要固定减震装置100时，调节锁死模块使其止抵地面以起到防滑作用，锁

死模块支撑减震装置100，稳定可靠，当移动设备时，调节锁死模块使其远离接触地面，方便

脚轮70使用。

[004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减震装置100还包括多个支撑脚架80和多个调整块90，

多个支撑脚架80分别间隔开设在底座10的下方，多个调整块90分别可活动地设在多个支撑

脚架80上，调整块90在支撑脚架80上的位置可调以调节调整块90与地面的距离。

[0048] 需要说明的是，如图3所示，滑块组件50还包括第一板体51、两个第二板体52、第三

板体53，具体地，第一板体51可活动地设在第一放置部上，两个第二板体52分别设在第一板

体51的两端且与第一板体51相连，每个第二板体52分别形成为“工”字形，第三板体53与第

一板体51相对设置且分别与两个第二板体52相连，第三板体53形成为内部设有圆形孔的方

形板。

[0049] 总而言之，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减震装置100，通过将安装架20设在底座10上，支

架30与安装架20可枢转地相连，支架30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连接部与第二连接部，滑块组

件50与第一连接部相连，配重块60设在第二连接部上以用于调节支架30平衡，该减震装置

100结构稳定，减震效果好，成本低廉。

[0050]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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