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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包括

摄像部和用于控制摄像部拍摄方向的定向部，摄

像部和定向部通过导线连接，摄像部包括摄像壳

体、图像采集机构、电子控制部和固定夹持机构，

图像采集机构设置在摄像壳体前部，固定夹持机

构设置在摄像壳体后部，电子控制部设置在摄像

壳体内，电子控制部与图像采集机构通过数据线

连接，固定夹子固设在定向壳体前部，定向壳体

上部设置有用于固定在头部的悬挂固定机构，定

向壳体内铰接设置有用于收集人头转向信息的

转向测量机构。本发明能够使记录仪记录执法过

程，同时能够通过收集头部转动的信息，保持录

像方向与人的视觉方向同步，保证能够更多的收

集重要的图像信息。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8页

CN 109151362 A

2019.01.04

CN
 1
09
15
13
62
 A



1.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其特征在于：包括摄像部(1)和用于控制摄像部(1)拍摄方

向的定向部(2)，所述摄像部(1)和定向部(2)通过导线连接，所述摄像部(1)包括摄像壳体

(11)、图像采集机构(12)、电子控制部(13)和固定夹持机构(14)，所述图像采集机构(12)设

置在摄像壳体(11)前部，所述固定夹持机构(14)设置在摄像壳体(11)后部，所述电子控制

部(13)设置在摄像壳体(11)内，所述电子控制部(13)与图像采集机构(12)通过数据线连

接，所述定向部(2)包括定向壳体(21)、固定夹子(22)、悬挂固定机构(23)和转向测量机构

(24)，所述固定夹子(22)固设在定向壳体(21)前部，所述定向壳体(21)上部设置有用于固

定在头部的悬挂固定机构(23)，所述定向壳体(21)内铰接设置有用于收集人头转向信息的

转向测量机构(2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采集机构(12)包

括图像采集固定板(121)、转向电机(122)和摄像头(123)，所述转向电机(122)固设在图像

采集固定板(121)上，所述摄像头(123)固设在转向电机(122)的旋转轴(242)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夹持机构(14)包

括固定座(141)、解锁轴(142)、限位套(143)、限位弹簧(144)、限位直角动齿(145)、挂板

(146)和限位直角定齿(147)，所述固定座(141)下部套有限位套(143)，所述解锁轴(142)穿

过固定座(141)顶在限位套(143)上，所述固定座(141)与限位套(143)之间设置有将限位套

(143)向上顶的限位弹簧(144)，所述限位套(143)下部通过销轴铰接有挂板(146)，所述挂

板(146)上端与固定座(141)下端分别设置有限位直角定齿(147)和限位直角动齿(145)，所

述限位直角定齿(147)和限位直角动齿(145)啮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挂固定机构(23)包

括限位夹紧座(231)、导向杆(232)、夹紧轮(233)、压紧弹簧(234)和齿条带(235)，所述导向

杆(232)一端穿过限位夹紧座(231)，另一端设置有夹紧轮(233)，所述导向杆(232)上设置

有将夹紧轮(233)推离限位夹紧座(231)的压紧弹簧(234)，所述齿条带(235)一端固设在定

向壳体(21)上，另一端通过夹紧轮(233)压紧在定向壳体(21)上，所述齿条带(235)与夹紧

轮(233)接触的面上分别设置有限位齿。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测量机构(24)包

括、测量桶(241)、旋转轴(242)、测量隔板(243)、磁针(245)、遮光板(246)、发光LED灯珠

(247)、光伏电板(248)和电流传感器(249)，所述测量桶(241)内设置有测量隔板(243)，所

述旋转轴(242)竖直插在测量隔上，所述旋转轴(242)一侧竖直有磁针(245)，所述磁针

(245)侧部竖直有遮光板(246)，所述遮光板(246)下部测量隔板(243)上设置有光伏电板

(248)，所述遮光板(246)上部测量桶(241)内设置有发光LED灯珠(247)，所述测量桶(241)

外侧定向壳体(21)内设置有用于测量光伏电板(248)电流的电流传感器(249)，所述光伏电

板(248)与电子控制部(13)电性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电板(248)呈螺

旋环状。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遮光板(246)呈扇形

状。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控制部(13)包括

处理器(131)、显示屏(132)、话筒(133)、LED灯(134)、按键(135)、存储器(136)、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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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和无线传输模块，所述处理器(131)通过导线分别与显示屏(132)、话筒(133)、LED灯

(134)、按键(135)、存储器(136)、蓄电池(137)和无线传输模块电性连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131)的型号

是CXD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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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执法记录仪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执法记录仪广泛应用在政府部门药监、交通、城管、食品监管等行业执法使用过程

中，保证执法过程真实的被记录。事后提供有效的现场影像资料，供案件指挥、侦破和检察

机关取证。认为执法记录仪固定在执法人员肩部，方便作为对讲机使用，同时因为执法记录

仪质量大不适合固定在头部，在执法过程中人的视觉往往集中在重要的信息方向，执法过

程中很难保证让执法记录仪始终对着重要的方向拍摄，人的眼睛往往能够最及时的捕捉重

要的信息，人头部更容易转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能够使

记录仪记录执法过程，同时能够通过收集头部转动的信息，保持录像方向与人的视觉方向

同步，保证能够更多的收集重要的图像信息。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包括摄像部和用于控制

摄像部拍摄方向的定向部，所述摄像部和定向部通过导线连接，所述摄像部包括摄像壳体、

图像采集机构、电子控制部和固定夹持机构，所述图像采集机构设置在摄像壳体前部，所述

固定夹持机构设置在摄像壳体后部，所述电子控制部设置在摄像壳体内，所述电子控制部

与图像采集机构通过数据线连接，所述定向部包括定向壳体、固定夹子、悬挂固定机构和转

向测量机构，所述固定夹子固设在定向壳体前部，所述定向壳体上部设置有用于固定在头

部的悬挂固定机构，所述定向壳体内铰接设置有用于收集人头转向信息的转向测量机构。

[0005] 作为优选，所述图像采集机构包括图像采集固定板、转向电机和摄像头，所述转向

电机固设在图像采集固定板上，所述摄像头固设在转向电机的旋转轴上。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夹持机构包括固定座、解锁轴、限位套、限位弹簧、限位直角动

齿、挂板和限位直角定齿，所述固定座下部套有限位套，所述解锁轴穿过固定座顶在限位套

上，所述固定座与限位套之间设置有将限位套向上顶的限位弹簧，所述限位套下部通过销

轴铰接有挂板，所述挂板上端与固定座下端分别设置有限位直角定齿和限位直角动齿，所

述限位直角定齿和限位直角动齿啮合。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悬挂固定机构包括限位夹紧座、导向杆、夹紧轮、压紧弹簧和齿条

带，所述导向杆一端穿过限位夹紧座，另一端设置有夹紧轮，所述导向杆上设置有将夹紧轮

推离限位夹紧座的压紧弹簧，所述齿条带一端固设在定向壳体上，另一端通过夹紧轮压紧

在定向壳体上，所述齿条带与夹紧轮接触的面上分别设置有限位齿。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转向测量机构包括、测量桶、旋转轴、测量隔板、磁针、遮光板、发光

LED灯珠、光伏电板和电流传感器，所述测量桶内设置有测量隔板，所述旋转轴竖直插在测

量隔上，所述旋转轴一侧竖直有磁针，所述磁针侧部竖直有遮光板，所述遮光板下部测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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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设置有光伏电板，所述遮光板上部测量桶内设置有发光LED灯珠，所述测量桶外侧定向

壳体内设置有用于测量光伏电板电流的电流传感器，所述光伏电板与电子控制部电性连

接。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光伏电板呈螺旋环状。

[0010] 作为优选，所述遮光板呈扇形状。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电子控制部包括处理器、显示屏、话筒、LED灯、按键、存储器、蓄电

池和无线传输模块，所述处理器通过导线分别与显示屏、话筒、LED灯、按键、存储器、蓄电池

和无线传输模块电性连接。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处理器的型号是CXD3141。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利用摄像部拍摄图像信息，通过定向部固定在人

头部，或者拿在手中，通过转动定向部控制摄像部的拍摄方向，能够使记录仪记录执法过

程，同时能够通过收集头部转动的信息，保持录像方向与人的视觉方向同步，保证能够更多

的收集重要的图像信息。

[0014] 本发明的特征及优点将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摄像部的主视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摄像部的主视剖面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摄像部的右视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摄像部的右视剖面图；

[0019] 图5是图4中A部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6是固定夹持机构的后视图；

[0021] 图7是本发明定向部的主视图；

[0022] 图8是本发明定向部的主视剖面图；

[0023] 图9是图8中B部的局部放大图；

[0024] 图10是光伏电板的俯视图；

[0025] 图11是电子控制部的框图。

[0026] 图中：1-摄像部、11-摄像壳体、12-图像采集机构、121-图像采集固定板、122-转向

电机、123-摄像头、13-电子控制部、131-处理器、132-显示屏、133-话筒、134-LED灯、135-按

键、136-存储器、137-蓄电池、14-固定夹持机构、141-固定座、142-解锁轴、143-限位套、

144-限位弹簧、145-限位直角动齿、146-挂板、147-限位直角定齿、2-定向部、21-定向壳体、

22-固定夹子、23-悬挂固定机构、231-限位夹紧座、232-导向杆、233-夹紧轮、234-压紧弹

簧、235-齿条带、24-转向测量机构、241-测量桶、242-旋转轴、243-测量隔板、245-磁针、

246-遮光板、247-发光LED灯珠、248-光伏电板、249-电流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阅图1-图11，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包括摄像部1和用于控制摄像部1

拍摄方向的定向部2，所述摄像部1和定向部2通过导线连接，所述摄像部1包括摄像壳体11、

图像采集机构12、电子控制部13和固定夹持机构14，所述图像采集机构12设置在摄像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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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前部，所述固定夹持机构14设置在摄像壳体11后部，所述电子控制部13设置在摄像壳体

11内，所述电子控制部13与图像采集机构12通过数据线连接，所述定向部2包括定向壳体

21、固定夹子22、悬挂固定机构23和转向测量机构24，所述固定夹子22固设在定向壳体21前

部，所述定向壳体21上部设置有用于固定在头部的悬挂固定机构23，所述定向壳体21内铰

接设置有用于收集人头转向信息的转向测量机构24。所述图像采集机构12包括图像采集固

定板121、转向电机122和摄像头123，所述转向电机122固设在图像采集固定板121上，所述

摄像头123固设在转向电机122的旋转轴242上。所述固定夹持机构14包括固定座141、解锁

轴142、限位套143、限位弹簧144、限位直角动齿145、挂板146和限位直角定齿147，所述固定

座141下部套有限位套143，所述解锁轴142穿过固定座141顶在限位套143上，所述固定座

141与限位套143之间设置有将限位套143向上顶的限位弹簧144，所述限位套143下部通过

销轴铰接有挂板146，所述挂板146上端与固定座141下端分别设置有限位直角定齿147和限

位直角动齿145，所述限位直角定齿147和限位直角动齿145啮合。所述悬挂固定机构23包括

限位夹紧座231、导向杆232、夹紧轮233、压紧弹簧234和齿条带235，所述导向杆232一端穿

过限位夹紧座231，另一端设置有夹紧轮233，所述导向杆232上设置有将夹紧轮233推离限

位夹紧座231的压紧弹簧234，所述齿条带235一端固设在定向壳体21上，另一端通过夹紧轮

233压紧在定向壳体21上，所述齿条带235与夹紧轮233接触的面上分别设置有限位齿。所述

转向测量机构24包括、测量桶241、旋转轴242、测量隔板243、磁针245、遮光板246、发光LED

灯珠247、光伏电板248和电流传感器249，所述测量桶241内设置有测量隔板243，所述旋转

轴242竖直插在测量隔上，所述旋转轴242一侧竖直有磁针245，所述磁针245侧部竖直有遮

光板246，所述遮光板246下部测量隔板243上设置有光伏电板248，所述遮光板246上部测量

桶241内设置有发光LED灯珠247，所述测量桶241外侧定向壳体21内设置有用于测量光伏电

板248电流的电流传感器249，所述光伏电板248与电子控制部13电性连接。所述光伏电板

248呈螺旋环状。所述遮光板246呈扇形状。所述电子控制部13包括处理器131、显示屏132、

话筒133、LED灯134、按键135、存储器136、蓄电池137和无线传输模块，所述处理器131通过

导线分别与显示屏132、话筒133、LED灯134、按键135、存储器136、蓄电池137和无线传输模

块电性连接。所述处理器131的型号是CXD3141。

[0028] 本发明工作过程：

[0029] 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在工作过程中，首先将摄像部1挂在上衣肩部，将定

向部2夹持在帽子上、或者固定在耳朵上或者拿在手中，当定向部2转动过程中，在地磁的作

用下，磁针245和遮光板246位置所指方向不变，只是光伏电板248发生转动，由于光伏电板

248呈螺旋环状，当光伏电板248转动过程中，遮光板246遮住的光伏电板248的面积要么增

大，要么减小，通过发光LED灯珠247发出光照射在光伏电板248上，光伏电板248的发电量随

着光伏电板248的旋转而变化，通过电流传感器249检测光伏电板248的电流的变化，进而可

以判断转动的方向，电流传感器249将旋转信息传送给处理器131，处理器131控制转向电机

122转动对应的角度，能够使摄像头123始终保持与光伏电板248同步运动，能够使摄像头

123随着头部的转动而转动，固定夹持机构14工作过程中，将挂板146挂在衣服上，当需要取

下时通过按压解锁轴142，通过解锁轴142推动限位套143向下运动，使145-限位直角动齿

145和限位直角定齿147分离，使挂板146可以自由转动，可以方便的取下摄像部1，将挂板

146翻转上去后，可以方便看显示屏132上播放的图像，悬挂固定机构23工作过程中，通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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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齿条带235插入定向壳体21中长度，利用齿条带235挂住人的耳朵，通过压紧弹簧234带动

夹紧轮233夹紧齿条带235对齿条带235端部进行固定，还可以通过固定夹子22固定在帽子

上。

[0030] 本发明一种多功能执法记录仪，通过利用摄像部1拍摄图像信息，通过定向部2固

定在人头部，或者拿在手中，通过转动定向部2控制摄像部1的拍摄方向，能够使记录仪记录

执法过程，同时能够通过收集头部转动的信息，保持录像方向与人的视觉方向同步，保证能

够更多的收集重要的图像信息。

[0031]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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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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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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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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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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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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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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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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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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