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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自动感应双门互锁交接装置，主要

应用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大额现金货币交接

作业，它包括由六面封闭面板构成的实体

柜台，在柜台下方设置交接通道，在交接

通道的两端均设一扇电动平移门；在交接

通道上方的柜台水平面上设有透明玻璃，

柜台上立面设有透明玻璃；使柜台内外隔

离，电动平移门通过感应装置、传动装

置、互锁装置实现自动开合。本发明实现

了银行类金融机构大额现金货币交接作业

及重点防护单位重要物资交接作业的封闭

交接，在交接过程中实现自动化，消除不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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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自动感应双门互锁交接装置，包括由六面封闭面板构成的实体柜台，其特

征是在柜台下方设置交接通道，在交接通道的两端均设一扇电动平移门；在交

接通道上方的柜台水平面上设有透明玻璃，柜台上立面设有透明玻璃；电动平

移门通过感应装置、传动装置、互锁装置实现自动开合； 

所述感应装置由红外线感应光电开关和光电反射板组成；其中红外线感应

光电开关安装在平移门扇的洞口上方位置的柜台上；光电反射板安装在运款小

车前后扶手上方;所述传动装置即是自动感应门的动力梁，它是由导轨、电机、

皮带轮、张紧轮、皮带、传动控制器、吊架组成，电机、皮带轮、张紧轮和传

动控制器均固定在导轨上，平移门扇和皮带与吊架连接，皮带拉动平移门扇在

导轨上平移； 

所述互锁装置由行程开关、对射光电开关、可编程序控制器、互锁控制器

组成；行程开关连接可编程序控制器、动力梁的控制器，对射光电开关连接可

编程序控制器和动力梁的控制器； 

所述互锁控制器包括两个三位转换开关，其中一个三位转换开关连接电源

开关和可编程序控制器，另一个三位转换开关连接电源开关、可编程序控制器

和门控制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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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自动感应双门互锁交接装置 

 

[0001]    本发明是应用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大额现金货币交接作业及重点防护单

位重要物资交接作业的一种机电一体化的自动化装置。 
[0002]    目前，银行类金融机构大额现金货币交接作业及重点防护单位重要物

资交接作业一般是开放式作业，在交接过程中人与人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会造

成不安全隐患，如出现差错不易排查。 

[0003]    即便采用一些物理隔断，交接过程中也存在人工劳动强度大，不能实

现自动控制等问题。 

[0004]    为了减少金融机构交接过程中人与人直接的身体接触，实现封闭交

接，消除不安全隐患，在交接过程中实现自动化。 

[0005]    本发明由六面封闭面板构成的实体柜台，在柜台下方设置交接通道，

在交接通道的两端均设一扇电动平移门。 

[0006]    在交接通道上方的柜台水平面上设有透明玻璃，柜台上立面设有透明

玻璃，使柜台内外隔离，透明玻璃采用防弹玻璃。 

[0007]    本发明还包括传动装置、感应装置、互锁装置。 

[0008]    所述传动装置即是自动感应门的动力梁，它是由导轨、电机、皮带

轮、张紧轮、皮带、控制器、吊架组成。电机、皮带轮、张紧轮和传动控制器

均固定在导轨上，平移门扇和皮带与吊架连接，皮带拉动平移门扇在导轨上平

移。 

[0009]    所述感应装置由红外线感应光电开关和光电反射板组成；其中红外线

感应光电开关安装在平移门扇的洞口上方位置的柜台上；光电反射板安装在运

款小车前后扶手上方。 

[0010]    所述互锁装置由行程开关、对射光电开关、可编程序控制器、互锁控

制器组成；行程开关连接可编程序控制器、动力梁的控制器，对射光电开关连

接可编程序控制器和动力梁的控制器。 

[0011]    所述互锁控制器包括两个三位转换开关，其中一个三位转换开关连接

电源开关和可编程控制器，另一个三位转换开关连接电源开关、可编程序控制

器和门控制开关，指示灯连接电源开关，指示灯经过交直流转换器连接可编程

序控制器，两个三位转换开关和指示灯、电源开关均安装在柜台内侧上方人手

工易操作的位置；电源开关与电源连接，可编程序控制器与感应光电开关及动

力梁的控制器连接。 



 3

[0012]    本发明中的各部件的功能分别是： 

[0013]    1、转换及控制器件——用于电源的开闭、自动控制及手控电动控制两

种操作模式的转换、状态指示等。 

[0014]    2、传动装置——接收感应装置的信号，通过微电脑实现自动控制通道

两端的两扇平移门的开闭动作，并具有防障碍功能，如遇外来阻力可反向或停

止运动。 

[0015]    3、互锁装置——通过感应装置对两扇平移门开闭状态的判断，保持两

扇平移门的联控状态，使得一扇平移门处于开启状态时，另一扇平移门不能开

启。 

[0016]    4、感应装置——采用感应光电开关和光电反射板，利用被检测物体对

红外光束的反射来检测物体有或无的原理，自动控制通道内外两扇平移门的开

闭动作。 

[0017]    5、可编程序控制器——将微电子计算机技术用于全过程自动化，比传

统的继电器分立元件控制速度快、功能全、体积小、性能可靠，是当前自动控

制技术的先进水平。 

[0018]    通过本发明的应用，实现银行类金融机构大额现金货币交接作业及重

点防护单位重要物资交接作业的封闭交接，在交接过程中实现自动化，消除不

安全隐患。 

[0019]    本发明可实现自动控制及手控电动控制 2 种操作模式。 

[0020]    附图说明： 

[0021]    图 1 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主视图。 

[0022]    图 2 是图 1 的俯视图。 

[0023]    图 3 是图 2 中 C 向的放大剖视图。 

[0024]    图 4 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电路图。 

[0025]    图中，1、感应光电开关；2、三位转换开关；3、门控制开关；4、指

示灯；5、电源开关；6、柜体；7、对射光电开关；8、款车；9、光电反射板；

10、防弹玻璃；11、票槽；12、变压器；13、动力梁；14、皮带；15、吊架；

16、控制器；17、电动机；18、平移门扇，CPU——可编程序控制器， KK—

—行程开关，DCS——电插锁。 

[0026]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实施例：图 1、图 2、图 3、图 4 所示，本实施例包括由六面封闭面板

构成的实体柜台，在柜台下方设置交接通道，在交接通道的两端均设一扇电动

平移门 18；在交接通道上方的柜台水平面上设有透明防弹玻璃 10，每扇电动平

移门 18 均通过各自的感应装置、传动装置、互锁装置实现自动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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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所述的感应装置由感应器光电开关 1 光电反射板 9 组成；其中感应光电

开关安装在平移门扇洞口上方位置的柜台上；光电反射板安装在运款小车前后

扶手上方。 

[0029]    所述传动装置即是自动感应门的动力梁 13，它是由导轨、电动机 17、

皮带轮、张紧轮、皮带 14、控制器 16、吊架 15 组成，电动机 17、皮带轮、张

紧轮、控制器 16 固定在导轨上，吊架 15、平移门扇 18 和皮带 14 连接，皮带

14 拉动平移门扇 18 在导轨上平移； 

[0030]    所述互锁装置由行程开关、对射光电开关 7、可编程序控制器、感应光

电开关 1 组成；行程开关连接可编程序控制器、动力梁的控制器 16，对射光电

开关 7 连接可编程序控制器和动力梁的控制器 16。 

[0031]    所述互锁控制器包括两个三位转换开关 2，其中一个三位转换开关连接

电源开关 5 和可编程序控制器，另一个三位转换开关连接电源开关 5、可编程

序控制器和门控制开关 3，指示灯 4 连接电源开关 5，指示灯 4 经过交直流转换

器连接可编程序控制器，两个三位转换开关 2 和指示灯 4、电源开关 5 均安装

在柜台内侧上方人手工易操作的位置；电源开关 5 与电源连接，可编程控制器

与感应光电开关 1 及动力梁的控制器 16 连接。 

[0032]    本实施例中，可编程序控制器采用 6EST‑212 单片机 1BB21‑OXBO

型；微电脑控制式自动门机采用 OZL15 型；感应光电开关 1 采用 E3JK‑4MI

型；行程开关采用 YBLX‑19‑111 型；三位转换开关 2 采用 AR22PR‑3 型；电源

开关 5 采用 AR22JR‑213 型；指示灯 4 采用 DR22F3L  220V/6.3V 型；电插锁采

用 DC12V 型；对射光电开关（发射）采用 E3F‑5L 型；对射光电开关（接收）

采用 E3F‑5DP1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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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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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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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