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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属于

安防设备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一种智能

安防监控装置，包括摄像头本体和安装座，所述

安防监控装置还包括壳体和伸缩组件，壳体安设

在安装座上，摄像头本体安装在壳体内，摄像头

本体包括镜头，壳体的一端为开口状，镜头位于

壳体开口状的一端，通过伸缩组件能够带动摄像

头本体相对于壳体向靠近或者远离壳体开口状

的一端移动，在壳体外侧设置有面板，在面板与

壳体之间设置有控制伸缩组件伸缩的感应控制

装置，包括：压力传感器P1、比较器OA1和驱动电

路，响应于控制信号并控制伸缩组件伸长。达到

使摄像头本体不易被认为恶意毁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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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包括摄像头本体(1)和安装座(3)，其特征在于，所述安防监

控装置还包括壳体(2)和伸缩组件(4)，壳体(2)安设在安装座(3)上，摄像头本体(1)安装在

壳体(2)内，摄像头本体(1)包括镜头(11)，壳体(2)的一端为开口状，镜头(11)位于壳体(2)

开口状的一端，通过伸缩组件(4)能够带动摄像头本体(1)相对于壳体(2)向靠近或者远离

壳体(2)开口状的一端移动，在壳体(2)外侧设置有面板(12)，在面板(12)与壳体(2)之间设

置有控制伸缩组件(4)伸缩的感应控制装置(5)，包括：

压力传感器P1，实时检测面板(12)所受压力值并输出压力检测电信号；

比较器OA1，将压力检测电信号与基准压力信号进行比较，压力检测电信号高于基准压

力信号时输出控制信号；

驱动电路，响应于控制信号并控制伸缩组件(4)伸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感应控制装置(5)还包

括报警电路，

响应于控制信号并报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伸缩组件(4)为电动推

杆，电动推杆的伸缩端与摄像头本体(1)远离壳体(2)开口状的端部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摄像头本体(1)的底部

固定连接有滑块(13)，在壳体(2)的内侧壁上开设有滑槽(21)，滑块(13)与滑槽(21)滑动配

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在壳体(2)开口状一端

的内侧壁上铰接设置有启闭门(2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在壳体(2)内固定设置

有两个限位块(22)，两个限位块(22)分别位于摄像头本体(1)的两侧，启闭门(23)上固定连

接有铁片，限位块(22)为磁性材质，铁片能够与限位块(22)吸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在壳体(2)开口状的一

端固定设置有遮挡报警装置(9)，遮挡报警装置(9)包括：

测距传感器P2，固定设置在摄像头本体(1)靠近镜头(11)的一端，输出距离检测电信

号；

比较器OA2，将距离检测电信号与基准距离信号进行比较，当距离检测电信号低于基准

距离信号时输出距离报警信号；

测距报警电路，响应于距离报警信号并报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遮挡报警装置(9)还包

括远程报警电路(91)，包括：

无线发射器，响应于距离报警信号并输出传递信号；

无线控制器，响应于传递信号并输出无线报警信号；

无线报警电路，响应于无线报警信号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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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安防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安全防范系统以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为目的，运用安全防范产品和其它相关产品所

构成的入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等，在小区

物业中通常会安装安防系统以维护小区内的物业安全，在安防系统中监控起到首要的防范

作用，因此在小区内通常会安装摄像头。

[0003] 现有的摄像头可参考公告号为CN208509042U的中国专利，其公开了一种安防摄像

头，包括通过安装支架固定在墙壁上的摄像头本体,摄像头本体前端设有高清摄像头，摄像

头本体其内部安装有控制板，其前端设有温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光线传感器和LED补光

灯，摄像头本体上还设有声光报警器,摄像头本体前端下方设有离心风扇,高清摄像头周边

侧壁上开有若干出风孔，离心风扇通过出风通道将气流从出风孔散出；控制板分别与温度

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光线传感器、LED补光灯、声光报警器和离心风扇电连接。

[0004] 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在于：当非法闯入者欲闯入小区内进行非法操作时，可

能会将摄像头毁损，以防摄像头拍摄到其非法操作过程，当安防监控摄像头发生故障或损

坏时，则安防系统无法实现监控的功能，因此可能会造成安防系统失去监控防护的作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申请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达到使

摄像头本体不易被认为恶意毁损的效果。

[0006] 本申请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包括摄像头本体和安装座，所述安防监控装置还包括壳

体和伸缩组件，壳体安设在安装座上，摄像头本体安装在壳体内，摄像头本体包括镜头，壳

体的一端为开口状，镜头位于壳体开口状的一端，通过伸缩组件能够带动摄像头本体相对

于壳体向靠近或者远离壳体开口状的一端移动，在壳体外侧设置有面板，在面板与壳体之

间设置有控制伸缩组件伸缩的感应控制装置，包括：

[0008] 压力传感器P1，实时检测面板所受压力值并输出压力检测电信号；

[0009] 比较器OA1，将压力检测电信号与基准压力信号进行比较，压力检测电信号高于基

准压力信号时输出控制信号；

[0010] 驱动电路，响应于控制信号并控制伸缩组件伸长。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壳体对摄像头本体起到初步防护作用，摄像头本体处于

正常使用状态时，摄像头本体超出壳体开口状的端部，用于监控和拍摄安防区域内的情况，

当面板所受到的压力检测电信号高于基准压力信号时，说明此时可能有人恶意对面板造成

冲击，比较器输出控制信号，驱动电路响应于控制信号并控制伸缩组件伸长，伸缩组件带动

摄像头本体远离壳体开口状的端部，摄像头本体收缩至壳体内，因此达到了对摄像头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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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护的作用，使得摄像头本体不易受到恶意损伤。

[0012]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感应控制装置还包括报警电路，

[0013] 响应于控制信号并报警。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报警电路响应于控制信号并报警，对非法闯入者起到了

警示作用，同时提醒值班人员及时到达摄像头本体处进行安全排查。

[0015]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伸缩组件为电动推杆，电动推杆的伸缩端与摄像头本体远

离壳体开口状的端部固定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电动推杆方便控制且方便取材，能够及时响应于控制信

号。

[0017]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摄像头本体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滑块，在壳体的内侧壁上开

设有滑槽，滑块与滑槽滑动配合。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滑块与滑槽滑动配合，提高了摄像头本体的移动稳定性。

[0019]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在壳体开口状一端的内侧壁上铰接设置有启闭门。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摄像头本体的端部伸出壳体开口状的一端时，启闭门

在摄像头本体的抵接作用下呈打开状态，启闭门遮挡于摄像头本体的上方，因此对镜头起

到了进一步防护作用，同时在雨天情况下能够对雨水起到导向作用，使得雨水不易对镜头

造成损伤。

[0021]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在壳体内固定设置有两个限位块，两个限位块分别位于摄

像头本体的两侧，启闭门上固定连接有铁片，限位块为磁性材质，铁片能够与限位块吸合。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摄像头本体退回到壳体内后，启闭门处于关闭状态，启闭

门与限位块吸合，因此使得壳体开口状的一端倾斜向下时，启闭门不易与限位块分离；同时

限位块对启闭门向靠近摄像头本体的转动起到了进一步防护作用，当非法闯入者欲攻击镜

头时，启闭门对镜头起到了良好的防护作用。

[0023]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在壳体开口状的一端固定设置有遮挡报警装置，遮挡报警

装置包括：

[0024] 测距传感器P2，固定设置在摄像头本体靠近镜头的一端，输出距离检测电信号；

[0025] 比较器OA2，将距离检测电信号与基准距离信号进行比较，当距离检测电信号低于

基准距离信号时输出距离报警信号；

[0026] 测距报警电路，响应于距离报警信号并报警。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测距传感器P2用于检测镜头前方是否被异物遮挡，若距

离传感器检测都镜头前端有异物，则测距报警电路报警，警示工作人员镜头可能被遮挡。

[0028]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遮挡报警装置还包括远程报警电路，包括：无线发射器，响

应于距离报警信号并输出传递信号；

[0029] 无线控制器，响应于传递信号并输出无线报警信号；

[0030] 无线报警电路，响应于无线报警信号并报警。

[003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异物将镜头遮挡时，无线发射器响应于距离报警信号并

输出传递信号，控制器响应于传递信号并输出无线报警信号，无线报警电路报警以警示位

于远处机房内的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安全排查。

[0032] 综上所述，本申请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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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通过采用感应控制装置的结构，实现了使摄像头本体不易被非法分子恶意毁损

的功能；

[0034] 2、通过采用启闭门和限位块的结构，实现了对镜头起到进一步防护作用的功能；

[0035] 3、通过采用遮挡报警装置的结构，实现了使镜头不易被遮挡的功能。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申请整体结构的三维示意图；

[0037] 图2是突出壳体内部结构的局部三维示意图；

[0038] 图3是突出压力传感器位置的局部三维示意图；

[0039] 图4是突出感应报警装置的电路示意图；

[0040] 图5是突出延时电路的电路示意图；

[0041] 图6是突出控制电路的电路示意图；

[0042] 图7是突出停止电路的电路示意图；

[0043] 图8是突出遮挡报警装置的电路示意图。

[0044] 附图标记：1、摄像头本体；11、镜头；12、面板；121、上面板；122、下面板；13、滑块；

2、壳体；21、滑槽；22、限位块；23、启闭门；24、凸块；3、安装座；5、感应控制装置；4、伸缩组

件；41、固定缸体；42、伸缩杆；6、延时电路；7、控制电路；71、主控电路；72、辅助电路；721、正

向启动电路；722、反向启动电路；723、停止电路；8、停止电路；9、遮挡报警装置；91、远程报

警电路；01、墙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6] 一种智能安防监控装置，参照图1和图2，包括摄像头本体1、壳体2、安装座3、伸缩

组件4和感应控制装置5（参照图4），壳体2内部中空且一端为开口状，摄像头本体1设置在壳

体2内，摄像头靠近壳体2开口状的一侧为镜头11，通过伸缩组件4能够带动摄像头本体1相

对于壳体2向靠近或者远离壳体2开口状的一端移动，壳体2安装在安装座3上，安装座3用于

将壳体2连接在墙体01或者是其他建筑物上，感应控制装置5用于检测壳体2是否受到外力

毁损。正常监控时，伸缩组件4带动镜头11伸出壳体2开口状的一端，摄像头本体1对检测区

域进行监控，当感应控制装置5检测到壳体2受到外力冲击时，感应控制装置5控制伸缩组件

4带动摄像头本体1移动，使得镜头11退回至壳体2内，使得镜头11不易被损毁而失去监控作

用。

[0047] 参照图1和图3，在壳体2外侧设置有面板12，面板12包括上面板121和下面板122，

上面板121和下面板122分别罩设在壳体2外侧，上面板121和下面板122之间具有间隙，参照

图4，感应控制装置5包括压力传感器P1、或门电路、比较器OA1和报警电路，报警电路包括三

极管Q1、电阻R1、电阻R2、扬声器N1和电磁继电器K1，压力传感器P1至少设置两个，压力传感

器P1固定设置在上面板121与壳体2之间，在下面板122与壳体2之间也固定设置压力传感器

P1，两个压力传感器P1的输出端与或门电路的输入端耦接，或门电路的输出端耦接比较器

OA1的正向输入端，比较器OA1的反向输入端耦接有基准压力信号Vref1，比较器OA1的输出

端耦接三极管Q1的基极，三极管Q1为NPN型三极管,三极管Q1的集电极与电阻R1串联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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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R1耦接电源，三极管Q1的发射极耦接电阻R2，电阻R2另一端与扬声器N1耦接，扬声器N1

的另一端耦接继电器K1的电磁线圈，继电器K1的另一端接地设置。由于上面板121和下面板

122之间具有间隙，因此当上面板121或者下面板122受到冲击时，上面板121和下面板122能

够相对于壳体2发生移动移动，进而使得压力传感器P1检测到上面板121或者下面板122所

受压力。

[0048] 参照图2，伸缩组件4为电动推杆，电动推杆包括电机（本图中未示意）、固定缸体41

和伸缩杆42，电动推杆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电动推杆方便控制且方便取材，通过电

机输出端的正转和反转能够控制伸缩杆42伸长或收缩，伸缩杆42与摄像头本体1远离镜头

11的一端固定连接,电动推杆的电机连接有用于控制电电机输出端正转或者反转的驱动电

路，驱动电路包括延时电路6、控制电路7和在摄像头本体1推入至壳体2内后控制伸缩杆42

停止的调停电路8。

[0049] 参照图5，延时电路6为555定时器组成的单稳态电路，其包括NE555芯片、电阻R5、

电阻R6、电容C1、电容C2、二极管VD1和电磁继电器K2,，NE555芯片的4引脚和8引脚均耦接电

源正极，1引脚接地；电阻R6与电容C1串联耦接，其组成的串联电路一端耦接电源正极，其组

成的串联电路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6与电容C1的连接点耦接至NE555芯片的6引脚和6引脚

上；NE555芯片的2引脚与电阻R5串联耦接，电阻R5另一端耦接电源正极，NE555芯片的2引脚

远离电阻R5的一端与继电器K1的常开开关耦接，电容C2的正极耦接NE555芯片的5引脚，二

极管VD1的阳极耦接于NE555芯片的3引脚，二极管VD1的阳极接地设置，电磁继电器K2的电

磁线圈与二极管VD1并联耦接。

[0050] 参照图6，控制电路7包括主控电路71和辅助电路72，主控电路71包括两组继电器

KA1的常开触点和两组继电器KA2的常开触点，两组继电器KA1的两个常开触点和两组继电

器KA2的常开触点分别耦接至电机的接线端子上；辅助电路72包括正向启动电路721、反向

启动电路722和停止电路723，正向启动电路721包括依次串接的启动按钮SB2、继电器KA2的

常闭触点和继电器KA1线圈；反向启动电路723包括依次串联的启动按钮SB3、继电器KA1的

常闭触点和继电器KA2的线圈，继电器K2的常开触点与启动按钮SB3并联耦接；停止电路73

包括停止按钮SB1；正向启动电路721与反向启动电路722并联耦接，其组成的并联电路与停

止电路723串联耦接。

[0051] 参照图7，调停电路8包括辅助测距传感器P3、比较器OA3、三极管Q3和继电器K3,辅

助测距传感器P3固定设置在壳体靠近摄像头本体远离镜头的一侧，辅助测距传感器P3的输

出端耦接比较器OA3的正向输入端，比较器OA3的反向输入端耦接基准值Vref3，比较器OA3

的输出端耦接三极管Q3的基极，三极管Q3为NPN型三极管，三极管Q3的集电极耦接有电阻

R0，电阻R0耦接电源，三极管Q3的发射极耦接继电器K3的电磁线圈，继电器K3的常开触点与

继电器K3K1远离扬声器N1的一端串联耦接，继电器K3的常开触点的另一端接地设置。

[0052] 参照图2，为了提高摄像头本体1相对于壳体2移动的稳定性，本申请在摄像头本体

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滑块13，在壳体2的内侧壁上开设有滑槽21，滑块13与滑槽21滑动配合。

滑块13与滑槽21滑动配合，提高了摄像头本体1的移动稳定性。

[0053] 为了使得镜头11不易受到损伤，本申请在壳体2上设置有用于对镜头11起到进一

步防护作用的启闭门23，参照图1，启闭门23铰接设置在壳体2与滑槽21相对的内侧壁上，在

摄像头本体2上固定设置有凸块24，凸块24能够与启闭门23抵接，在固定设置在壳体2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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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设置有两个限位块22，两个限位块22分别位于滑槽21的两侧，限位块22能够对启闭门23

起到限位作用，启闭门23上固定连接有铁片，限位块22为磁性材质，铁片能够与限位块22吸

合。镜头11退回到壳体2内后，启闭门23处于关闭状态，启闭门23与限位块22吸合，因此使得

壳体2开口状的一端倾斜向下时，即壳体2俯仰转动时，启闭门23也不易与限位块22分离，当

非法闯入者欲攻击镜头11时，启闭门23对镜头11起到了良好的防护作用；镜头11伸出壳体2

端部时，启闭门23在摄像头本体1的抵接作用下呈打开状态，启闭门23遮挡遮挡于摄像头本

体1的上方，因此对镜头11起到了进一步防护作用，同时在雨天情况下能够对雨水起到导向

作用，使得雨水不易对镜头11造成损伤。

[0054] 一些非法闯入者可能会攀登至高处，将镜头11用遮挡物遮挡，为了使镜头11起到

监控作用，参照图8，本申请在摄像头本体1设置有镜头11的一端增设有遮挡报警装置8，遮

挡报警装置8包括测距传感器P2、比较器OA2、测距报警电路和远程报警电路81，测距传感器

P2固定设置在摄像头本体1靠近镜头11的端面上（参照图3），测距传感器P2输出距离检测电

信号，比较器OA2的反向向输入端耦接测距传感器P2的输出端，比较器OA2的正向输入端耦

接距离基准信号Vref2，测距报警电路包括三极管Q2、电阻R3、电阻R4和扬声器N2，三极管Q2

为NPN型三极管，比较器OA2的输出端耦接三极管Q2的基极，三极管Q2的集电极与电阻R3串

联耦接，三极管Q2的发射极与电阻R4串联耦接，电阻R4的另一端耦接扬声器N2，扬声器N2的

另一端接地设置；远程报警电路81包括无线发射器、无线控制器和无线报警器，无线发射器

的输入端响应于流过电阻R3的电流信号，并将电流信号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传递至无线控

制器，无线控制器将信号传递至无线报警器，无线报警器报警，无线传输可采用WIFI或蓝牙

的方式，此为现有技术，不再赘述。

[0055] 本申请的使用过程如下：

[0056] 摄像头本体1正常工作时，镜头11伸出壳体2开口状的一侧对监控区域进行监控，

当上面板121或者下面板122连接的压力传感器P1检测到压力，即压力传感器P1输出的压力

电信号高于基准压力信号Vref1时，比较器OA1输出高电平，三极管Q1导通，扬声器N1报警，

继电器K1的电磁线圈通电，继电器K1的常开触点闭合，继电器K1的常开触点的瞬间，在延时

电路6中，NE555芯片的2引脚由电平变为低电平，NE555芯片的3引脚输出高电平状态，并进

入暂态过程，此时电源正极经由电阻R6向电容C1充电，继电器K2的电磁线圈保持通电状态，

此时在控制电路7中，继电器K2的常闭触点闭合，继电器KA1的电磁线圈导通，多级电缸包括

电机反转，电动推杆的伸缩杆收缩，镜头11移动至壳体2内，启闭门23关闭且与限位块22吸

合，以达到对镜头11起到防护作用的效果。,

[0057] 此时辅助测距传感器P3的输出端小于Vref3，继电器K3的电磁线圈断电，继电器K3

的常开触点断开，当压力传感器P1再次检测的压力值再次高于Vref1时，多级电缸的电机也

不会再次反转；当工作人员经过安全排查后，可通过终端控制开关SB1闭合，使电动推杆的

电机正转，摄像头本体1的镜头11再次伸出壳体2开口状的一端。

[0058] 当测距传感器P2检测到有异物遮挡于镜头11前方时，即测距传感器P2输出的距离

检测电信号高于基准距离电信号Vref2时，三极管Q2导通，扬声器N2报警，无线发射器接收

到流过电阻R3的电信号并向无线控制器发出距离报警信号，无线控制器控制无线报警器报

警，警示工作人员此时镜头11处于被遮挡状态。

[0059]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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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故：凡依本申请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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