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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

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底座上方侧壁的中心设

有贯通孔，在底座上设有环形轨道槽，在底座的

底部连接吸盘，在底座内设置真空泵，真空泵通

过管道连通所述吸盘，在底座内的底部中间设置

转动装置，转动装置转动连接支架，支架设置在

所述底座的上方，在支架内转动连接警戒球本

体，在支架的下方对称设置导向装置，两个导向

装置均在所述环形轨道槽内转动连接。本实用新

型的优点：本实用新型能够通过第一电机带动警

戒球本体左右旋转，通过两个第二电机实现了警

戒球本体的上下点头式转动，使警戒球的监控范

围角度变大，而且还在底座的下方设置了吸盘，

能够吸附在墙壁或桌面上，便于安装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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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在底座（1）上方侧壁的中心设有

贯通孔（1.1），在底座（1）上设有环形轨道槽（1.2），在底座（1）的下方连接吸盘（2），在底座

（1）内设置真空泵（3），真空泵（3）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吸盘（2），在底座（1）内的底部设置转动

装置（4），转动装置（4）转动连接支架（5），支架（5）设置在所述底座（1）的上方，在支架（5）内

转动连接警戒球本体（6），在支架（5）的下方对称设置导向装置（7），两个导向装置（7）均在

所述环形轨道槽（1.2）内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装置（4）包括

第一电机（4.1），第一电机（4.1）设置在所述底座（1）内的底部，第一电机（4.1）的输出轴向

上设置，在第一电机（4.1）的输出轴上连接转动板（4.2），转动板（4.2）设置在所述底座（1）

内，在转动板（4.2）上设有第一齿轮槽（4.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5）为U形架，

在支架（5）相互对称的外侧壁上均连接电机箱（5.1），在每个电机箱（5.1）上均设置连通孔

（5.2），在每个电机箱（5.1）内均设置第二电机（5.3），每个第二电机（5.3）的输出轴均穿过

相对应的所述连通孔（5.2）连接第一齿轮（5.4），两个第一齿轮（5.4）均设置在所述支架（5）

内，在支架（5）的正下方连接转动轴（5.5），转动轴（5.5）穿过所述贯通孔（1.1）连接第二齿

轮（5.6），第二齿轮（5.6）设置在所述底座（1）内，第二齿轮（5.6）卡接所述第一齿轮槽

（4.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警戒球本体（6）

相互对称的侧壁上均连接圆形板（6.1），在每个圆形板（6.1）内均设置第二齿轮槽（6.2），在

每个第二齿轮槽（6.2）内均卡接相对应的所述第一齿轮（5.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装置（7）包括

固定块（7.1），固定块（7.1）连接在所述支架（5）的下方，在固定块（7.1）的下方连接连接杆

（7.2），在连接杆（7.2）的下方连接铰接座（8），在所述环形轨道槽（1.2）内限位所述铰接座

（8），在铰接座（8）上转动连接滑轮（9），滑轮（9）在所述环形轨道槽（1.2）内滚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其特征在于：所述铰接座（8）包括平

板（8.1），在平板（8.1）的下方对称设置立板（8.2），在两个立板（8.2）之间连接固定轴

（8.3），在固定轴（8.3）上滚动连接所述滑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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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监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

背景技术

[0002] 警戒球是集监控、警戒、预防三大功能于一身的智能监控设备，广泛应用于道路、

店铺、私人住宅、别墅区、工厂、工地、景区或者监狱、监所军警大院周界等敏感区域，在现实

生活中，警戒球的安装通常通过支架安装固定在墙壁或天花板上，将支架安装在墙壁或天

花板上一般需要通过螺栓固定，不仅破坏了墙体和天花板，而且在拆卸时也十分麻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便于安装的

警戒球。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底座上方侧壁的中心设有贯通

孔，在底座上设有环形轨道槽，在底座的底部连接吸盘，在底座内设置真空泵，真空泵通过

管道连通所述吸盘，在底座内的底部中间设置转动装置，转动装置转动连接支架，支架设置

在所述底座的上方，在支架内转动连接警戒球本体，在支架的下方对称设置导向装置，两个

导向装置均在所述环形轨道槽内转动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转动装置包括第一电机，第一电机设置在所述底座内的底部，第一电

机的输出轴设置向上设置，在第一电机的输出轴连接转动板，转动板设置在所述底座内，在

转动板上设有第一齿轮槽。转动装置能够带动警戒球本体进行旋转，增大了警戒球本体的

监控范围。

[0007] 优选地，所述支架为U形架，在支架相互对称的外侧壁上均连接电机箱，在每个电

机箱上均设置连通孔，在每个电机箱内均设置第二电机，每个第二电机的输出轴均穿过相

对应的所述连通孔连接第一齿轮，两个第一齿轮均设置在所述支架内，在支架的正下方连

接转动轴，转动轴穿过所述贯通孔连接第二齿轮，第二齿轮设置在所述底座内，第二齿轮卡

接所述第一齿轮槽。在支架的两侧设置了第二电机能够带动警戒球本体进行上下点头式转

动，增大了监控范围。

[0008] 优选地，在所述警戒球本体相互对称的侧壁上均连接圆形板，在每个圆形板内均

设置第二齿轮槽，在每个第二齿轮槽内均卡接相对应的所述第一齿轮。在圆形板内设置第

二齿轮槽用来卡接所述第一齿轮，第一齿轮旋转时会带动圆形板旋转，从而带动警戒球本

体转动。

[0009] 优选地，所述导向装置包括固定块，固定块连接在所述支架的下方，在固定块的下

方连接连接杆，在连接杆的下方连接铰接座，在所述环形轨道槽内限位所述铰接座，在铰接

座上转动连接滑轮，滑轮在所述环形轨道槽内滚动连接。设置导向装置能够使警戒球本体

在旋转时不会发生晃动，使监控画面跟清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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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铰接座包括平板，在平板的下方对称设置立板，在两个立板之间连接

固定轴，在固定轴上滚动连接所述滑轮。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能够通过第

一电机带动警戒球本体左右旋转，通过两个第二电机实现了警戒球本体的上下点头式转

动，使警戒球的监控范围角度变大，而且还在底座的下方设置了吸盘，能够吸附在墙壁或桌

面上，便于安装拆卸。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底座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支架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图3的A部放大图；

[0016] 图5是图3的B部放大图；

[0017] 图6是铰接座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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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和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便于安装的警戒球，

包括底座1，在底座1上方侧壁的中心开设有贯通孔1.1，在底座1上开设有环形轨道槽1.2，

设置环形轨道槽1.2是为了限位卡接下方所述的导向装置7。

[0020] 在底座1的下方连接吸盘2，在底座1内设置真空泵3，真空泵3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吸

盘2，底座1能够通过吸盘2固定在墙壁、桌面或天花板上，开启真空泵3将吸盘2内的空气抽

走，将吸盘2牢牢固定在墙壁、桌面或天花板上，想要使底座1脱离墙壁、桌面或天花板时，只

要将真空泵3关闭，将吸盘2拔下即可。

[0021] 在底座1内的底部设置转动装置4，转动装置4转动连接支架5，所述转动装置4包括

第一电机4.1，第一电机4.1设置在所述底座1内的底部，第一电机4.1的输出轴向上设置，在

第一电机4.1的输出轴上焊接转动板4.2，转动板4.2设置在所述底座1内，在转动板4.2上开

设有第一齿轮槽4.3。在第一齿轮槽4.3内卡接下方所述的支架5上的第二齿轮5.6，即第一

电机4.1带动转动板4.2转动，转动板4.2通过第一齿轮槽4.3带动第二齿轮5.6转动，第二齿

轮5.6带动所述支架5转动。

[0022] 所述支架5为U形架，在支架5相互对称的外侧壁上均焊接电机箱5.1，在每个电机

箱5.1上均开设连通孔5.2，在每个电机箱5.1内均通过螺栓安装固定第二电机5.3，每个第

二电机5.3输出轴均穿过相对应的所述连通孔5.2连接第一齿轮5.4，两个第一齿轮5.4均放

置在所述支架5内。

[0023] 在支架5的正下方焊接转动轴5.5，转动轴5.5穿过所述贯通孔1.1连接第二齿轮

5.6，第二齿轮5.6设置在所述底座1内，第二齿轮5.6卡接所述第一齿轮槽4.3，而第一齿轮

槽4.3是开设在所述转动板4.2上的，所以当所述第一电机4.1带动转动板4.2转动时，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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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4.2通过第一齿轮槽4.3带动第二齿轮5.6转动，第二齿轮5.6带动转动轴5.5转动，转动轴

5.5带动支架5旋转。

[0024] 在支架5内转动连接警戒球本体6，警戒球本体6为现有技术，在警戒球本体6内有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第一电机4.1和第二电机5.3的转动。

[0025] 在所述警戒球本体6相互对称的侧壁上均焊接圆形板6.1，在每个圆形板6.1内均

开设第二齿轮槽6.2，在每个第二齿轮槽6.2内均卡接相对应的所述第一齿轮5.4，第一齿轮

5.4是焊接在所述第二电机5.3的输出轴上的，所以当第二电机5.3带动第一齿轮5.4转动

时，第一齿轮5.4通过与其卡接的第二齿轮槽6.2带动圆形板6.1转动，圆形板6.1带动警戒

球本体6转动，使警戒球本体6实现了上下点头式转动。

[0026] 在支架5的下方对称设置导向装置7，两个导向装置7均在所述环形轨道槽1.2内转

动连接，所述导向装置7包括固定块7.1，固定块7.1焊接在所述支架5的下方，在固定块7.1

的下方焊接连接杆7.2，在连接杆7.2的下方焊接铰接座8，在铰接座8上转动连接滑轮9，所

述铰接座8包括平板8.1，平板8.1焊接在所述连接杆7.2的下方，在平板8.1的下方焊接两个

立板8.2，两个立板8.2对称设置，在两个立板8.2之间焊接固定轴8.3，在固定轴8.3上滚动

连接所述滑轮9，滑轮9在所述环形轨道槽1.2内滚动连接。

[0027] 在所述环形轨道槽1.2内限位所述铰接座8，即环形轨道槽1.2的开口只能刚好通

过所述连接杆7.2，铰接座8只能限位放置在所述环形轨道槽1.2内，这样支架5在转动时，就

不会发生晃动的情况，在铰接座8的下方安装滑轮9是为了减少摩擦力，使支架5转动的更流

畅。

[0028] 工作原理：首先将吸盘2放置在墙壁、桌面或天花板上，开启真空泵3将吸盘2内的

空气抽走，将吸盘2牢牢固定在墙壁、桌面或天花板上，想要使底座1脱离墙壁、桌面或天花

板时，只要将真空泵3关闭，将吸盘2拔下即可，警戒球本体6在工作时，能够通过第一电机

4.1带动转动板4.2转动时，转动板4.2通过第一齿轮槽4.3带动第二齿轮5.6转动，第二齿轮

5.6带动转动轴5.5转动，转动轴5.5带动支架5旋转，支架5带动警戒球本体6转动，通过第二

电机5.3带动第一齿轮5.4转动时，第一齿轮5.4通过与其卡接的第二齿轮槽6.2带动圆形板

6.1转动，圆形板6.1带动警戒球本体6转动，使警戒球本体6实现了上下点头式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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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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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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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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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9

CN 209120300 U

9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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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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