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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UPS、带该 UPS 的

电动门以及用该 UPS 为电动门供电的方

法，该 UPS 包括电池、充电器、市电供电

部分、逆变器、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

智能控制部分、遥控信号接收处理部分、

市电输入接口和电源输出接口。该 UPS 通

过智能方式来控制电动门的电力供应，不

仅能够节约能源，大大减少电池电量的浪

费，而且有利于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尤

其是在停电状态下，该 UPS 能够保证电动

门长时间的正常运行，从而可以提高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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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 UPS(2)，包括电池、充电器、市电供电部分、逆变器、市电/逆变器

转换部分、市电输入接口和电源输出接口，其中，所述市电供电部分的输入端

与所述市电输入接口连接，所述市电供电部分的一个输出端与所述充电器的输

入端连接，所述充电器与所述电池连接，所述电池的一个输出端与所述逆变器

的输入端连接，所述逆变器的输出端与所述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的输入端连

接，所述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的输入端还与所述市电供电部分的另一个输出端

连接，所述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的输出端与所述电源输出接口连接，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智能控制部分，所述智能控制部分分别与所述电池、所述充电器、

所述市电供电部分、所述逆变器和所述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 UPS(2)，其特征在于，所述 UPS(2)还可以包括用

于指示所述 UPS(2)的工作状态的指示灯和蜂鸣器，所述指示灯和所述蜂鸣器分

别与所述智能控制部分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 UPS(2)，其特征在于，所述 UPS(2)还进一步包括

遥控信号接收处理部分，所述遥控信号接收处理部分与所述智能控制部分连

接。 

4.一种带有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UPS(2)的电动门系统，包括电动门(1)和所述

UPS(2)，其中，所述电动门(1)包括马达控制系统(11)以及和所述马达控制系统

(11)相连接的启动按键盒(12)，所述 UPS(2)包括 UPS 传输线(21)和市电电源线

(22)，所述 UPS(2)通过所述 UPS 传输线(21)与所述电动门(1)的所述马达控制系

统(11)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门系统还包括用于提供控制信号的遥控器

(3)。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电动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门(1)还包括用

于接收控制信号的第一遥控信号接口(13)。 

6.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电动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UPS(2)还包括用

于接收控制信号的第二遥控信号接口(23)。 

7.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UPS(2)为电动门(1)提供电能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在市电正常状态下，所述 UPS(2)自动启动并给所述电动门(1)进行供电，同

时给所述电池补充电能； 

在停电状态下，所述 UPS(2)检测到所述电动门(1)处于静态之后，及时进入

待机省电模式，并关闭输出； 

当给所述电动门(1)启动信号时，所述 UPS(2)同时获得启动信号立即启动，

并输出电能供给所述电动门(1)；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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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述电动门(1)运行结束之后，所述 UPS(2)进入待机省电模式，并关闭输

出。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 UPS(2)为电动门提供电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给所述电动门(1)启动信号的方式为用户操作所述电动门(1)旁边的所述启动按键

盒(12)中的上升或下降按钮。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 UPS(2)为电动门提供电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给所述电动门(1)启动信号的方式为用户操作所述遥控器(3)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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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 UPS、带该 UPS 的电动门及用该 UPS 为电动门供电的方

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源及其应用，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用于电动门

的 UPS、带有该 UPS 的电动门系统以及利用该 UPS 为电动门提供电能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不间断电源)已经广泛地应用

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比如，可以用作厂房的收缩门和库房的电卷门等

各式各样的电动门设备的备用电源。在突然停电的情况下，UPS 可以继续为电

动门供电以进行关闭和开启。 

[0003]    但是，目前的 UPS 作为电动门的备用电源主要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中

的一个问题是，在市电停电后，传统的 UPS 就会在数小时之内消耗电池中的电

能至低压而关闭输出，由此导致电动门不能正常启动。譬如，在半夜出现停电

时，UPS 为了给电动门保持供电，一直处于电池放电过程中，这样到天亮时，

电池中存储的电能已经几乎被 UPS 自身消耗完毕。此时，UPS 停止供电，操作

电动门的遥控器按钮来启动电动门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从而产生了电动门不能

开启的问题。同时，又因为 UPS 和电动门设备都安装在库房内部，所以无法进

入库房内操作 UPS 和电动门的启动按钮，使得用户不得不等待市电恢复后才能

开启电动门，从而造成了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 

[0004]    另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市电停电数小时之后 UPS 就会停止为电动门供

电，因此为了保证在下次启动电动门时 UPS 还有电能供给，需要特别增加电池

的数量以延长备用时间，从而增加了 UPS 的安装空间和安装成本。此外，由于

电动门并不是时刻在运行，但传统的 UPS 却一直处于电池放电状态，这样就造

成能源极大地浪费。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电动

门的 UPS，该 UPS 的结构简单并能够有效地节约能源。 

[0006]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带有上述 UPS 的电动门系统，该电动

门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从而使操作更加方便。 



 4

[0007]    本发明的再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上述 UPS 为电动门提供电能的方

法，在该方法中，根据本发明的 UPS 能够根据市电和电动门的状态工作，从而

提高了电动门的工作效率。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

UPS，其包括电池、充电器、市电供电部分、逆变器、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

市电输入接口和电源输出接口，其中，市电供电部分的输入端与市电输入接口

连接，市电供电部分的一个输出端与充电器的输入端连接，充电器与电池连

接，电池的一个输出端与逆变器的输入端连接，逆变器的输出端与市电/逆变器

转换部分的输入端连接，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的输入端还与市电供电部分的另

一个输出端连接，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的输出端与电源输出接口连接，该 UPS

还包括智能控制部分，该智能控制部分分别与电池、充电器、市电供电部分、

逆变器和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连接。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该 UPS 还可以包括用于指示其工作状

态的指示灯和蜂鸣器，该指示灯和蜂鸣器分别与智能控制部分连接。 

[001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实施例，该 UPS 还进一步包括遥控信号接收

处理部分，遥控信号接收处理部分与智能控制部分连接。 

[001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带有 UPS 的电动门系

统，包括电动门和 UPS，其中，电动门包括马达控制系统以及和马达控制系统

相连接的启动按键盒，UPS 包括 UPS 传输线和市电电源线，UPS 通过 UPS 传

输线与电动门的马达控制系统连接，该电动门系统还包括用于提供控制信号的

遥控器。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电动门还包括用于接收控制信号的第

一遥控信号接口。 

[001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实施例，UPS 还包括用于接收控制信号的第

二遥控信号接口。 

[0014]    根据本发明的再一个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利用 UPS 为电动门提

供电能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市电正常状态下，UPS 自动启动并给电动门

进行供电，同时给电池补充电能；在停电状态下，UPS 检测到电动门处于静态

之后，及时进入待机省电模式，并关闭输出；当给电动门启动信号时，UPS 同

时获得启动信号立即启动，并输出电能供给电动门；当电动门运行结束之后，

UPS 进入待机省电模式，并关闭输出。 

[001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电动门获得启动信号的方式为用户操

作电动门旁边的启动按键盒中的上升或下降按钮。 

[0016]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个优选实施例，电动门获得启动信号的方式为用户

操作遥控器的按钮。 



 5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 UPS 通过简单的结构来实现对电动门的电力

供给的智能控制方式，操作方便，大大减少了电池电能的浪费，可以节约能

源，有利于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尤其是在停电时，该 UPS 能够保证电动门长

时间的正常运行，从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 1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用于电动门的 UPS 的安装结构

图；以及 

[0019]    图 2 是图 1 所示的 UPS 的电路模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根据附图和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的上述和其它目的、特征和优

点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图 1 示出了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 UPS 与电动门的安装结构。

具体而言，一套带有 UPS 的电动门系统包括电动门 1、UPS2 和遥控器 3。其

中，电动门 1 包括马达控制系统 11 以及和马达控制系统 11 相连接的启动按键

盒 12。UPS2 包括 UPS 传输线 21 和市电电源线 22，UPS2 通过 UPS 传输线 21

与电动门 1 的马达控制系统 11 连接。此外，电动门 1 还包括第一遥控信号接口

13，而 UPS2 还包括第二遥控信号接口 23，二者可以方便地接收遥控器 3 的控

制信号。 

[0022]    图 2 示出了 UPS2 的电路结构。该 UPS2 包括电池、充电器、市电供电

部分、逆变器、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智能控制部分、遥控信号接收处理部

分、市电输入接口和电源输出接口。在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中，该 UPS2 还可以

包括与智能控制部分连接的、用于指示 UPS2 的工作状态的指示灯和蜂鸣器。 

[0023]    在该 UPS2 的电路结构中，市电供电部分的输入端与市电输入接口连

接，市电供电部分的一个输出端与充电器的输入端连接，充电器与电池连接，

电池的一个输出端与逆变器的输入端连接，逆变器的输出端与市电/逆变器转换

部分的输入端连接，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的输入端还与市电供电部分的另一个

输出端连接，市电/逆变器转换部分的输出端与电源输出接口连接。此外，智能

控制部分分别与蜂鸣器、指示灯、电池、充电器、市电供电部分、逆变器、市

电/逆变器转换部分和遥控信号接收处理部分连接，以到达控制 UPS2 工作状态

的目的。遥控信号接收处理部分与第二遥控信号接口 23 连接，以接收和处理来

自遥控器 3 的控制信号。 

[0024]    用于电动门 1 的 UPS2 作为电动门的后备输入电源，可以很方便地安装

在电动门 1 附近的位置，也可以跟配电箱一样安装在墙壁上。其优选采用 3 种

的规格尺寸如下： 

[0025]    功率大小为 500VA～800VA，配 1 节 12V 的电池，尺寸为

W97*D320*H135mm(±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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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功率大小为 1000VA～1500VA，配 2 节 12V 的电池，尺寸为

W130*D382*H201mm(±2mm)；以及 

[0027]    功率大小为 2000VA～3000VA，配 4 节 12V 的电池，尺寸为

W170*D450*H225mm(±2mm)。 

[0028]    UPS2 的外观可以根据客户安装场所的不同而定制外形尺寸，没有具体

限制。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操作电动门 1 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靠近电动门 1，通

过操作旁边启动按键盒 12 中的上升或下降按钮来进行启动；另一种是可以远离

电动门，通过操作遥控器 3 上的按钮进行启动。 

[0030]    而用于电动门 1 的 UPS2 采用如下 4 种方案均可以启动，即： 

[0031]    操作 UPS2 面板上的按钮以启动； 

[0032]    接市电以自动启动； 

[0033]    共用电动门 1 的遥控器 3 操作按钮以进行远程启动；以及 

[0034]    共用电动门 1 旁边启动按键盒 12 中的上升或下降按钮以进行启动。 

[0035]    电动门 1 和 UPS2 与遥控器 3 之间的通信均可以采用但不限于红外线、

无线电、有线远程控制等信号识别方式来完成，从而保证电动门 1 的正常运

行。 

[0036]    根据用户不同需要，可以将 UPS2 设计为后备式、在线式、在线互动式

等类型。在市电正常状态下，UPS2 自动启动并给电动门 1 进行供电，同时给电

池补充电能；在停电状态下，UPS2 检测到电动门 1 处于静态之后，及时进入待

机省电模式，并关闭输出。当用户操作电动门 1 旁边启动按键盒 12 中的上升或

下降按钮，或者操作遥控器 3 的按钮时，UPS2 获得启动信号立即启动并输出电

能供给电动门 1 以使得电动门 1 开始运行，当电动门 1 运行结束之后，UPS2 进

入待机省电模式，并关闭输出。 

[0037]    UPS2 可以共用电动门 1 的遥控器 3 进行遥控启动，也可以通过操作电

动门 1 的启动按键盒 12 中的启动按钮进行外部启动。当用户操作电动门 1 时，

UPS2 立即自动启动并提供电源；当电动门 1 运行结束后，UPS2 及时自动关闭

电源，从而大大节约了电池能量，有效减少安装空间，延长了电池的备用时间

和使用寿命，有效地解决了现有 UPS 在停电时电动门不能启动的烦恼，以及电

池能量白白浪费的问题。 

[0038]    优选地，可以根据消防安全需要，设计 UPS2 在接收和识别到 UPS2 所

在场所发出的火警信号时，自动开启 UPS2 以使得电动门 1 开始运行，为消防

行动提供安全门。 

[0039]    根据本发明的 UPS2 适合作为各种电动门的后备电源，具有遥控功能的

电动门和不具有遥控功能的电动门均可以配套安装。该 UPS 以独特的技术设计

使广大用户方便安装，可以有效减少电动门对周围场所的空间占用，可以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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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大大减少了电池电量的浪费，有利于延长 UPS 电池的使用寿命，尤其是

在停电时，该 UPS 可以保证电动门长时间的正常运行。用户需要启动电动门

时，可以使得 UPS 自动迅速启动并为电动门提供工作电源，使用方便可靠，解

决了停电之后电动门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0040]    以上所叙述的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

的权利保护范围。可以理解，依据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中限定的实质和范围所

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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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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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