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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联网视频监

控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

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包括一图像采集子系统，一图

像处理子系统,一图像显示子系统；所述的图像

处理子系统包括一视频转换单元，一视频存储单

元，视频转换单元用以对所述的监控画面的图像

进行格式转换处理；所述的视频存储单元是用以

储存所述格式处理以后的所述图像；所述的图像

采集子系统为一摄像头，所述的摄像头包括一摄

像头本体，一清洗装置，所述的摄像头本体用以

监控实时画面；所述的清洗装置用以清洗所述的

摄像头本体表面灰尘小颗粒。本发明的清洗装置

不但可以清洗摄像头镜面的灰尘，而且也能减少

光的反射和折射现象，使得视频画面更加的清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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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一图像采集子

系统，一图像处理子系统,一图像显示子系统；所述的图像采集子系统用以采集监控画面的

图像；所述的图像处理子系统用以接收所述监控画面的图像，并加以图像处理；所述的图像

显示子系统用以接收所述图像处理后的所述监控画面的图像，并加以实时显示；

所述的图像处理子系统包括一视频转换单元，一视频存储单元，所述的视频转换单元

用以对所述的监控画面图像的视频信号进行格式转换处理；所述的视频存储单元是用以储

存所述格式处理以后的所述视频信号；

所述的图像采集子系统为一摄像头，所述的摄像头包括一摄像头本体，一清洗装置，所

述的摄像头本体用以监控实时画面；所述的清洗装置用以清洗所述的摄像头本体的表面灰

尘小颗粒；所述清洗装置包括一旋转连接件，一转轴，一清洗板面，所述的旋转连接件安装

在摄像头外罩的下端，所述的旋转连接件与所述清洗板面通过所述转轴连接，所述清洗装

置可自动的翻转和折叠，所述清洗装置在不工作时，可通过所述转轴的旋转，翻起，保持在

水平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摄像头本体包括一解调器，一齿轮组，一支架，一镜头，一摄像头外罩，一摄像头镜面，

所述的摄像头外罩与所述的摄像头镜面相嵌套，所述的解调器与所述的齿轮组安装在所述

的摄像头外罩内，所述的解调器与所述的齿轮组通过第一传动轴相连接，所述的支架与所

述齿轮组通过第二传动轴相连，所述的镜头安装在所述的支架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清洗板面通过所述转轴与所述的旋转连接件相连接，通过所述的旋转连接件的周转，

带动所述清洗板面的周转；通过所述转轴的旋转，用以改变所述清洗板面与地面之间的夹

角。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清洗板面的截面方程为：

x＝Lcosθ；

y＝Lsinθ；

z＝K[2π+arctan(sinθ/cosθ)]；

θ：表示截面上的一点与摄像头的发光源的连线，与x轴所成的角度；

L：表示为螺旋的半径；

K·2π是每旋转一周在z轴上上升的距离；

则K,L均为常数。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清洗装置还包括一清洗海绵，所述的清洗海绵与所述的清洗板面相粘接，当清洗时，与

所述的摄像头镜面紧密贴合，清洗所述摄像头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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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特别涉及一种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联

网视频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视频监控所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在交通视频监控方面，

可以监控车辆的违章行为，进行实时播放画面，使得道路交通变得更加的井然有序；在医院

监控方面，可以实时监控病人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生突出事件，能进行及时的救援医治，在

生物研究方面，还可以观察植物的生长状况等。

[0003] 在视频监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摄像头，但是目前安装的视频监控中的摄

像头都是暴露在空气中，无论是室内的摄像头还是室外的摄像头，时间久了，在摄像头的镜

面上就会沾上灰尘，影响视频的监控效果，而且摄像头基本上是安装在一定的高度，人工清

洗比较不方便。

[0004] 现有的典型视频监控系统，包括：摄像头、前端设备、中心设备和各种辅助设备，如

磁盘阵列、监控客户端、电视墙等；摄像头安装在被监控场所中，将捕获到的视频图像传输

到前端设备中，前端设备对视频图像进行压缩，将压缩后的视频码流按照以太网帧格式通

过因特网传输到中心设备，中心设备接收以太网帧格式的视频码流，并进一步传输给其他

辅助设备进行处理，例如传输给磁盘阵列进行存储，或者传输给监控客户端进行解码并监

控；或者传输给电视墙进行解码显示等。

[0005] 鉴于上述缺陷，本发明创作者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获得了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用以

克服上述技术缺陷。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在于，提供一种具有自动清洗摄像头的

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包括一图像采集子系统，一图像处理子系统,一图像显示子系统；所

述的图像采集子系统用以采集监控画面的图像；所述的图像处理子系统用以接收所述监控

画面的图像，并加以图像处理；所述的图像显示子系统用以接收所述图像处理后的所述监

控画面的图像，并加以实时显示；

[0008] 所述的图像处理子系统包括一视频转换单元，一视频存储单元，所述的视频转换

单元用以对所述的监控画面图像的视频信号进行格式转换处理；所述的视频存储单元是用

以储存所述格式处理以后的所述视频信号；

[0009] 所述的图像采集子系统为一摄像头，所述的摄像头包括一摄像头本体，一清洗装

置，所述的摄像头本体用以监控实时画面；所述的清洗装置用以清洗所述的摄像头本体的

表面灰尘小颗粒。

[0010] 本发明的摄像头具有一个自动清洗装置，保证了摄像头镜面的光洁如新，清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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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良好，而且安装所述的清洗装置，其结构简单，而且拆卸也方便，能够随时进行更换。

[0011] 具体所述的摄像头本体包括一解调器，一齿轮组，一支架，一镜头，一摄像头外罩，

一摄像头镜面，所述的摄像头外罩与所述的摄像头镜面相嵌套，所述的解调器与所述的齿

轮组安装在所述的摄像头外罩内，两者通过第一传动轴相连接，所述的支架与所述齿轮组

通过第二传动轴相连，所述的镜头安装在所述的支架上。

[0012] 具体所述的清洗装置包括一旋转连接件，一转轴，一清洗板面，所述的旋转连接件

安装在所述摄像头外罩的下端，所述的清洗板面通过所述转轴与所述的旋转连接件相连

接，通过所述的旋转连接件的周转，带动所述清洗板面的周转；通过所述转轴的旋转，用以

改变所述清洗板面与地面之间的夹角。

[0013] 本发明的清洗装置包括旋转连接件，转轴，清洗板面，所述的旋转连接件与清洗板

面通过转轴连接，可以自动的翻转和折叠，减少空间。清洗装置在不工作时，可以通过转轴

的旋转，翻起，与地面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不会遮挡所述摄像头的监控范围，而且也能阻

挡光的折射、反射现象，使得视频画面更加的清晰。

[0014] 较佳的，所述的清洗板面的截面方程为：

[0015] x＝Lcosθ；

[0016] y＝Lsinθ；

[0017] z＝K[2π+arctan(sinθ/cosθ)]；

[0018] θ：表示截面上的一点与摄像头的发光源相连接，与x轴所成的角度；

[0019] L：表示为螺旋的半径；

[0020] K·2π是每旋转一周在z轴上上升的距离；

[0021] 则K,L均为常数。

[0022] 本发明的清洗板面采用螺旋式的截面，随着θ的增大，z的值也不断的变大，螺距也

不断的变大，使得清洗板面上的海绵与摄像头的镜面的接触面积更大，清洗的范围更广，清

洗的效果更好。

[0023] 较佳的，所述的清洗装置还包括一清洗海绵，所述的清洗海绵与所述的清洗板面

相粘接，当清洗时，与所述的摄像头镜面紧密贴合，清洗所述摄像头镜面。

[0024]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的摄像头具有一个自动清洗装

置，保证了摄像头镜面的光洁如新，清洗效果良好，而且安装所述的清洗装置，其结构简单，

而且拆卸也方便，能够随时进行更换；本发明的清洗装置包括旋转连接件，转轴，清洗板面，

所述的旋转连接件与清洗板面通过转轴连接，可以自动的翻转和折叠，减少空间。清洗装置

在不工作时，可以通过转轴的旋转，翻起，与地面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不会遮挡所述摄像

头的监控范围，而且也能阻挡光的折射、反射现象，使得视频画面更加的清晰；本发明的清

洗板面采用螺旋式的截面，随着θ的增大，z的值也不断的变大，螺距也在不断地变大，使得

清洗板面上的海绵与摄像头的镜面的接触面积更大，清洗的范围更广，清洗的效果更好。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的功能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的系统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中摄像头的功能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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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4为本发明中摄像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功能框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的结构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的剖面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不工作时的剖面图；

[0033] 图9为本发明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中的清洗装置结构图；

[0034] 图10为本发明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中的清洗装置剖面图；

[0035] 图11为清洗装置中旋转连接部的剖面图；

[0036] 图12为清洗装置中清洗板面的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上述的和另外的技术特征和优点作更详细的说明。

[0038] 请参阅如图1所示，其为本发明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的功能框图；包括一图像采集

子系统1，一图像处理子系统2；一图像显示子系统3；所述的图像采集子系统1用以采集监控

画面的图像；所述的图像处理子系统2用以接受所述监控画面的图像，并加以图像处理；所

述的图像显示子系统3用以接受所述处理后的图像画面，并加以实时显示；所述的图像处理

子系统2包括一视频转换单元21，一视频存储单元22，所述的视频转换单元21用以对所述的

监控画面的图像进行格式转换处理；所述的视频存储单元22是用以储存所述格式处理以后

的画面。

[0039] 实施例一，如上述所述的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本实施例与其不同之处在于，如图

2本发明物联网视频监控系统的系统图所示；所述的图像采集子系统1为一摄像头1；所述的

图像处理子系统2为一图像转换器2；所述的图像显示子系统3为一大屏幕显示器3；所述的

摄像头1用以监控实时画面，所述的图像转换器2用以接受所述的实时画面，并进行转化处

理；所述的图像显示子系统3接受处理后的视频画面进行显示。

[0040] 请参阅如图3所示，其为本发明摄像头的功能框图；所述的摄像头本体11包括一解

调器111，一齿轮组112，一支架113，一镜头114，所述的解调器111用以控制所述的镜头114

的转动，并且给所述摄像头本体11供电；所述的齿轮组112用以减速所述镜头114的转动速

率；所述的支架113用以安装所述的镜头114；所述的镜头114用以对画面的实时监控。

[0041] 所述的摄像头本体为实现摄像头视频监控的基本功能。

[0042] 实施例二，如上述所述的现有技术中摄像头，本实施例与其不同之处在于，如图4

本发明摄像头的结构示意图所示，所述的摄像头1包括所述的摄像头本体11包括一解调器

111，一齿轮组112，一支架113，一镜头114，一摄像头外罩115，一摄像头镜面116，所述的摄

像头外罩115与所述的摄像头镜面116相嵌套，所述的摄像头外罩115内部安装所述解调器

111和所述的齿轮组112，所述的解调器111与所述的齿轮组112之间通过第一传动轴相连；

所述摄像头镜面116内部安装所述的支架113和所述镜头114，所述的镜头114安装在所述的

支架113上，所述的支架113与所述的齿轮组112之间通过第二传动轴相连；当所述的摄像头

1工作时，所示的解调器111供电，并通过传动轴带动所述的齿轮轴112转动，在通过传动轴

把转动力传给所述的支架113，带动所述的镜头114转动，实现所述镜头的360度全方位的实

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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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请参阅如图5所示，其为本发明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的功能框图；所述的摄

像头1包括所述的摄像头本体11和一清洗装置117，所述的摄像头本体11包括一解调器111，

一齿轮组112，一支架113，一镜头114，所述的清洗装置117安装在所述的摄像头外罩115的

下端；所述的清洗装置117包括一旋转连接件1171，一清洗板面1172，所述的旋转连接件

1171带动所述的清洗板面1172绕所述摄像头镜面116旋转，所述的清洗板面1172用以清洗

所述摄像头镜面16的表面。

[0044] 实施例三，如上述所述的现有技术中摄像头的功能框图，本实施例与其不同之处

在于，增加了一清洗装置，如图6本发明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的结构图所示，其为本

发明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的结构图；所述的摄像头1包括一清洗装置117，所述的清

洗装置117安装在所述的摄像头外罩115的下端；所述的清洗装置117包括一旋转连接件

1171，一清洗板面1172，所述的旋转连接件1171与所述的清洗板面1171通过转轴链接，当所

述摄像头1工作时，所述的解调器111带动所述的镜头114圆周转动，通过齿轮组，带动所述

的清洗装置117一起圆周转动，清洗所述摄像头镜面116的表面。

[0045] 本发明的摄像头具有一个自动清洗装置，保证了摄像头镜面的光洁如新，清洗效

果良好，而且安装所述的清洗装置，其结构简单，而且拆卸也方便，能够随时进行更换。

[0046] 实施例四，如上述所述的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本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在于，

如图7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的剖面图所示，所述的齿轮组包括一大齿轮1121，一小齿

轮1122，所述的清洗装置117包括一旋转连接件1171，一转轴1173，一清洗板面1172，当所述

的摄像头1工作时，所示的解调器111供电，并通过传动轴带动所述的大齿轮1121转动，在通

过传动轴把转动力传给所述的支架113，带动所述的镜头114转动，实现所述镜头的360°全

方位的实时监控，同时，通过大齿轮1121与所述的小齿轮1122相啮合，把旋转动作传递给所

述的清洗装置117，使得所述的镜头114的转动与所述的清洗装置117的转动达到同步，同时

所述的清洗装置117对所述的摄像头的镜面116进行清洗。

[0047] 本发明的清洗装置包括旋转连接件，转轴，清洗板面，所述的旋转连接件与清洗板

面通过转轴连接，可以自动的翻转和折叠，减少空间。

[0048] 实施例五，如上述所述的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本实施例与其不同之处在

于，如图8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摄像头不工作时的剖面图所述，所述的清洗装置117包括一

旋转连接件1171，一转轴1173，一清洗板面1172，当所述的清洗装置不工作时，所述的清洗

板面1172通过所述的转轴1173翻起，与所述的旋转连接件1171成90°，且不影响所述摄像头

1的正常实时监控，通过所述清洗板面1171的翻起，也可以阻挡一部分光的反射与折射现

象，使得在所述的图像显示子系统3中的画面更加的清晰。

[0049] 本发明的清洗装置在不工作时，可以通过转轴的旋转，翻起，与地面保持在一个水

平线上，不会遮挡所述摄像头的监控范围，而且也能阻挡光的折射、反射现象，使得视频画

面更加的清晰。

[0050] 实施例六，如上述所述的清洗装置，本实施例与其不同之处在于，如图9、10、11为

清洗装置的结构图、清洗装置的剖面图和清洗装置中旋转连接部的剖面图所示，所述的清

洗装置17包括一旋转连接件1171，一转轴1173，一清洗板面1172，一清洗海绵1174，所述的

旋转连接件1171通过所述的转轴1173与所述的清洗板面连接在一起，所述的清洗海绵1174

粘接在所述的清洗板面上，当所述的清洗装置117工作时，所述清洗海绵1174紧贴所述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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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镜面116，并对其进行清洗。

[0051] 实施例七，如上述所述的清洗装置，本实施例与其不同之处在于，如图12清洗装置

中清洗板面的剖面图所示，所述的清洗板面1172的截面方程为：

[0052] x＝Lcosθ

[0053] y＝Lsinθ

[0054]

[0055] θ：表示截面上的一点与摄像头的发光源的连线，与x轴所成的角度；

[0056] L：表示为螺旋的半径；

[0057] K·2π是每旋转一周在z轴上上升的距离；

[0058] 则K,L均为常数。

[0059] 本发明的清洗板面采用螺旋式的截面，随着θ的增大，z的值也不断的变大，螺距也

在不断地变大，使得清洗板面上的海绵与摄像头的镜面的接触面积更大，清洗的范围更广，

清洗的效果更好。

[006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而言仅仅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

的。本专业技术人员理解，在本发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精神和范围内可对其进行许多改变，

修改，甚至等效，但都将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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