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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防盗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便携式

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包括桌板和封闭支架，桌板

上开设有多个铰接有集风罩的凹槽，封闭支架的

底端处固设封盒，集风罩与封盒之间设有第一金

属线和第二金属线，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的

两端分别焊接形成热端头和冷端头，第一金属线

上电连接有电压测量器，电压测量器测量两根金

属线中的电压差；桌板上设有多个散热区，散热

区均开设有多个散热孔，桌板上设有给笔记本散

热的散热器；还包括红外线发射器、红外线接收

器、控制器和警示器，红外接收器接收红外光线，

红外接收器接未收到红外光线时向控制器发送

警示信号；控制器根据电压值控制散热器对便携

式计算机散热。本发明在对便携式计算机防盗同

时加速散热。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9241788 B

2020.04.28

CN
 1
09
24
17
88
 B



1.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包括展示桌体，所述展示桌体包括桌板，所述桌板上设有

环形的封闭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桌板上开设有多个凹槽，所述凹槽的侧壁上铰接有能对

准便携式计算机出风口的集风罩，所述封闭支架的底端处固设有接触地面的封盒，所述集

风罩与封盒之间设有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所述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的一端焊接

形成位于集风罩内的热端头，所述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的另一端焊接形成位于封盒中

的冷端头，所述第一金属线上电连接有电压测量器，所述电压测量器用于测量第一金属线

和第二金属线中的电压差；

所述桌板上设有多个供便携式计算机放置的散热区，所述散热区均开设有多个散热

孔，所述桌板朝向展示桌体内一侧上设有散热器，所述散热器能覆盖住散热孔对便携式计

算机进行散热；

还包括红外线发射器、红外线接收器、控制器和警示器，所述红外线发射器位于任一散

热孔处并向红外线接收器发送红外光线，所述红外线发射器通过粘接条粘在便携式计算机

底部，所述红外线接收器位于展示桌体内并接收红外光线，所述红外线接收器未收到红外

光线时向控制器发送警示信号，所述控制器根据警示信号控制警示器报警；

所述控制器用于获取电压测量器的电压值，所述控制器在电压值大于阈值时控制散热

器对便携式计算机散热，所述控制器在收到警示信号和电压值大于阈值时控制警示器在定

时长时段内停止报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器包括气泵

和活塞筒，所述控制器在电压值大于阈值时控制气泵启动，所述气泵连接有多根进气管，所

述进气管上均固设有能遮住散热区的遮挡盘，所述遮挡盘均固定在支杆上，所述支杆上固

设有活塞板，所述活塞板气密性配合在活塞筒中，所述活塞筒固定在桌板上，所述气泵上连

接有出气管，所述出气管连接到活塞筒上推动活塞板向散热孔侧移动的端部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遮挡盘成圆盘

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风罩内均固设

有弹性管，所述弹性管上均连接有粘接块，所述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穿过弹性管露出

热端头，所述弹性管中的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具有盈余长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管为波纹

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金属线为镍

铬合金制成，所述第二金属线为铁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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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盗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便携式计算机即笔记本电脑，便携式计算机因其体积小和重量轻的特点而深受广

大消费者的喜爱，商场将不同品牌和不同型号的便携式计算机直接摆放在展示桌体上，以

展示便携式计算机的使用性能供消费者参考。

[0003] 商场售卖便携式计算机时，消费者数量多，售货员不一定能照顾到每台便携式计

算机，如果不给陈列展示在柜台上的便携式计算机安装防盗设备，便携式计算机很容易被

随意移除造成损坏甚至被盗走；而且便携式计算机长时间放置在同一个位置处，散热热量

堆积，便携式计算机的散热不及时，导致便携式计算机的硬件降频工作，让便携式计算机出

现运行速度降低的现象，影响顾客试用时运行速度的体验度，所以本发明提供一种在防盗

的同时加速便携式计算机散热的装置；但是，散热结构容易对报警结构产生影响，从而造成

便携式计算机的误报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以在对展示的便携式计算机防盗

的同时加速散热，并防止防盗的误报警。

[0005] 本方案中的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包括展示桌体，所述展示桌体包括桌板，所

述桌板上设有环形的封闭支架，所述桌板上开设有多个凹槽，所述凹槽的侧壁上铰接有能

对准便携式计算机出风口的集风罩，所述封闭支架的底端处固设有接触地面的封盒，所述

集风罩与封盒之间设有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所述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的一端焊

接形成位于集风罩内的热端头，所述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的另一端焊接形成位于封盒

中的冷端头，所述第一金属线上电连接有电压测量器，所述电压测量器用于测量第一金属

线和第二金属线中的电压差；

[0006] 所述桌板上设有多个供便携式计算机放置的散热区，所述散热区均开设有多个散

热孔，所述桌板朝向展示桌体内一侧上设有散热器，所述散热器能覆盖住散热孔对便携式

计算机进行散热；

[0007] 还包括红外线发射器、红外线接收器、控制器和警示器，所述红外线发射器位于任

一散热孔处并向红外线接收器发送红外光线，所述红外线发射器通过粘接条粘在便携式计

算机底部，所述红外线接收器位于展示桌体内并接收红外光线，所述红外线接收器接未收

到红外光线时向控制器发送警示信号，所述控制器根据警示信号控制警示器报警；

[0008] 所述控制器用于获取电压测量器的电压值，所述控制器在电压值大于阈值时控制

散热器对便携式计算机散热，所述控制器在收到警示信号和电压值大于阈值时控制警示器

在定时长时段内停止报警。

[0009]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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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1.当便携式计算机被偷盗者移走时，红外线接收器不能接收到红外线发射器的红

外光线时向控制器发送警示信号，控制器控制警示器进行报警，提醒工作人员便携式计算

机离开展示桌体，监控便携式计算机的安全，避免展示台体上便携式计算机移位被损坏或

被偷盗走。

[0011] 2.集风罩内因笔记本散热气流的作用温度普遍较高，集风罩内的温度高于封盒处

的温度，所以，热端头的温度高于冷端头的温度，第一金属线、第二金属线和电压测量器形

成闭合回路，根据被塞克效应，第一金属线与第二金属线中产生电压差，随着热端头温度的

变化，电压差产生变化，当电压差大于阈值时，控制器控制散热器对便携式计算机散热，通

过便携式计算机自身散热产生的热量来引发散热器散热，散热启动更准确，避免散热器一

直启动着散热浪费电能，同时避免便携式计算机长时间放置在展示桌体上散热不及时造成

温度升高，防止便携式计算机温度升高降低运行速度而影响用户体验度。

[0012] 3.当电压差大于阈值且控制器收到警示信号时，控制器控制警示器停止定时长不

进行报警，避免因为散热导致红外线接收器无法接收到红外线发射器的红外光线引起误警

报。

[0013] 进一步，所述散热器包括气泵和活塞筒，所述控制器在电压值大于阈值时控制气

泵启动，所述气泵连接有多根进气管，所述进气管上均固设有能遮住散热区的遮挡盘，所述

遮挡盘均固定在支杆上，所述支杆上固设有活塞板，所述活塞板气密性配合在活塞筒中，所

述活塞筒固定在桌板上，所述气泵上连接有出气管，所述出气管连接到活塞筒上推动活塞

板向散热孔侧移动的端部上。

[0014] 在散热器对便携式计算机进行散热时，控制器控制气泵启动，气泵抽出遮挡盘处

的热空气，气泵将抽出的热空气导入活塞筒中，热空气推动活塞板向散热孔移动，让遮挡盘

覆盖在散热孔处抽走便携式计算机散热的热空气，加速便携式计算机的散热速度。

[0015] 进一步，所述遮挡盘成圆盘状。

[0016] 圆盘状的遮挡盘能完全遮住散热孔，以抽走便携式计算机放置区域的热空气，加

速便携式计算机的散热。

[0017] 进一步，所述集风罩内均固设有弹性管，所述弹性管上均连接有粘接块，所述第一

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穿过弹性管露出热端头，所述弹性管中的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具

有盈余长度。

[0018] 由于不同电脑的出风口位置不同，拉出粘接块粘附到便携式计算机的出风口处，

调节热端头的位置，保证能让热端头处的温度高于冷端头，方便使用。

[0019] 进一步，所述弹性管为波纹管。

[0020] 波纹管在拉伸后自动缩回初始长度，不会因弹性管的长度过长导致展示台体混

乱。

[0021] 进一步，所述第一金属线为镍铬合金制成，所述第二金属线为铁制成。

[0022] 根据塞贝克效应可知，第一金属线、第二金属和电压测量器形成的闭合回路产生

电压差时，电流从第一金属线流向第二金属线，保证电压测量器能够测量到电压差。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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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2为图1中凹槽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实施例中第一金属线和第二金属线连接关

系图

[0026] 图4本发明便携式计算机用防盗系统实施例电路的示意性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8]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封闭支架1、桌板2、便携式计算机3、散热孔4、红外

线发射器5、红外线接收器6、活塞板7、出气管8、支杆9、进气管10、气泵11、活塞筒12、集风罩

13、凹槽14、第一金属线15、第二金属线16、热端头17、冷端头18、电压测量器19、弹性管20、

粘接块21。

[0029] 用于便携式计算机3的防盗装置，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展示桌体，展示桌体包括

桌板2，桌板2上设有环形的封闭支架1，桌板2上开设有多个凹槽14，凹槽14的数目根据展示

桌体能够放置的便携式计算机3进行设定，凹槽14的侧壁上通过合页铰接有能对准便携式

计算机3出风口的集风罩13，集风罩13内均安装有弹性管20，弹性管20是使用波纹管，弹性

管20一端粘接在集风罩13内，弹性管20另一端均粘接有粘接块21，粘接块21上具有粘附到

便携式计算机3的粘胶层。

[0030] 如图3所示，封闭支架1的底端处焊接有接触地面的封盒，集风罩13与封盒之间设

有第一金属线15和第二金属线16，第一金属线15为镍铬合金制成，第二金属线16为铁制成，

第一金属线15和第二金属线16通过封闭支架1的内壁布线延伸，第一金属线15和第二金属

线16的一端焊接形成位于集风罩13内的热端头17，第一金属线15和第二金属线16穿过弹性

管20露出热端头17，弹性管20中的第一金属线15和第二金属线16具有盈余长度，第一金属

线15和第二金属线16的另一端焊接形成位于封盒中的冷端头18，第一金属线15上电连接有

电压测量器19，第一金属线15连接热端头17一侧与电压测量器19正极连接，第一金属先连

接冷端头18一侧与电压测量器19负极连接，电压测量器19可用现有的毫伏表，电压测量器

19用于测量第一金属线15和第二金属线16中的电压差。

[0031] 桌板2上分布有多个供便携式计算机3放置的散热区，散热区的面积根据便携式计

算机3的底部面积进行设定，散热区均开设有多个散热孔4，例如针对15.6英寸的便携式计

算机3可开设20个直径1cm的散热孔4，桌板2朝向展示桌体内一侧上安装有散热器，散热器

包括气泵11和活塞筒12，气泵11位于封闭支架1内，气泵11连接有多根进气管10，进气管10

的数目与散热区的数目相等，进气管10上均粘接有能遮住散热区的遮挡盘，遮挡盘成圆盘

状，遮挡盘均粘接在支杆9上，支杆9通过吊座滑动安装在桌板2上，支杆9上均焊接有活塞板

7，活塞板7均气密性配合在活塞筒12中，活塞筒12焊接在桌板2朝向封闭支架1一侧上且活

塞筒12位于封闭支架1外，气泵11上螺纹连接有出气管8，出气管8连接到活塞筒12上推动活

塞板7向散热孔4侧移动的端部上。

[0032] 如图4所示，还包括红外线发射器、红外线接收器、控制器和警示器，红外线发射器

5位于任一散热孔4处并向红外线接收器6发送红外光线，红外线发射器5通过粘接条粘在便

携式计算机3底部，在使用时先将便携式计算机3放置到散热区，再从桌板2下方将红外线发

射器5从散热孔4粘贴到便携式计算机3底部，红外线接收器6位于展示桌体内并接收红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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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红外线接收器6接未收到红外光线时向控制器发送警示信号，警示信号为声音信号，控

制器根据警示信号控制警示器报警，即警示器发出声音进行报警，控制器用于获取电压测

量器19的电压值，控制器在电压值大于阈值时控制气泵11启动，控制器在收到警示信号和

电压值大于阈值时控制警示器在定时长时段内停止报警，阈值可以设置成5毫伏，在使用

时，可每台电脑对应一对红外线发射器5和红外线接收器6。

[0033] 具体使用时，先将待售卖或展示的便携式计算机3放置到展示桌体的桌板2表面，

并且让便携式计算机3的底部完全位于散热区中，同时便携式计算机3的出风口对准集风罩

13，拉出集风罩13内的粘接块21粘贴到便携式计算机3的散热孔4处，使热端头17位于便携

式计算机3的散热孔4处，再将红外线发射器粘贴到便携式计算机3底部；在便携式计算机3

展示过程中，当便携式计算机3被偷盗者移走时，红外线接收器6不能接收到红外线发射器5

的红外光线时向控制器发送警示信号，控制器控制警示器进行报警，提醒工作人员便携式

计算机3离开展示桌体，监控便携式计算机3的安全，避免展示台体上便携式计算机3移位被

损坏或被偷盗走。

[0034] 便携式计算机3展示过程中，便携式计算机3散热产生的热量汇集到集风罩13处，

集风罩13内因笔记本散热气流的作用温度普遍较高，集风罩13内的温度高于封盒处的温

度，所以，热端头17的温度高于冷端头18的温度，第一金属线15、第二金属线16和电压测量

器19形成闭合回路，根据被塞克效应，第一金属线15与第二金属线16中产生电压差，随着热

端头17温度的变化，电压差产生变化，当电压差大于阈值时，控制器控制散热器对便携式计

算机3散热，通过便携式计算机3自身散热产生的热量来引发散热器散热，散热启动更准确，

避免散热器一直启动着散热浪费电能，同时避免便携式计算机3长时间放置在展示桌体上

散热不及时造成温度升高，防止便携式计算机3温度升高降低运行速度而影响用户体验度。

[0035] 在便携式计算机3散热过程中，便携式计算机3出风口处的温度升高，使热端头17

的温度升高，第一金属线15和第二金属线16间因塞贝克效应产生电压差，当电压差大于阈

值且控制器收到警示信号时，控制器控制警示器停止定时长不进行报警，避免因为散热导

致红外线接收器6无法接收到红外线发射器5的红外光线引起误警报。

[0036]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

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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