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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新型智能防盗门，包含电路连

接的电动门锁系统、通信摄像装置和供电

控制装置，电动门锁系统包含锁头、连接

锁头的弹簧、以及电磁铁，通信摄像装置

包含摄像头、电路连接该摄像头的 GSM 模

块、以及报警器，供电控制装置包含电路

连接电磁铁、摄像头、GSM 模块和报警器

的控制器，还包含电路连接控制器、电磁

铁、摄像头、GSM 模块和报警器的电源。

本发明，在开门者输对了密码时能顺利打

开防盗门，若是输错了三次密码，摄像头

将开门者的影像自动拍摄下来，然后经过

GSM 模块传道户主的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

中，户主可以及时报警或采取其他有效措

施防止家中财物失窃，本发明融入信息化

的技术，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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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新型智能防盗门，其特征在于，该防盗门包含电路连接的电动门锁系

统、通信摄像装置和供电控制装置； 

所述的电动门锁系统包含锁头（5）、连接锁头的弹簧（3）、以及电磁铁

（2）； 

所述的通信摄像装置包含摄像头（8）、电路连接该摄像头的 GSM 模块

（9）、以及报警器（10）； 

所述的供电控制装置包含电路连接电磁铁（2）、摄像头（8）、GSM 模块

（9）和报警器（10）的控制器（1）。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新型智能防盗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供电控制装置

还包含电路连接控制器（1）、电磁铁（2）、摄像头（8）、GSM 模块（9）和

报警器（10）的电源（7）。 

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新型智能防盗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器

（1）还连接键盘（6）。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新型智能防盗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盗门在位于

室内一侧，还设置有机械开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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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新型智能防盗门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型智能防盗门。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就防盗门而

言，市场上有多种多样的防盗门。电子锁防盗门已经比较普遍（例如一种带有

指纹识别传感器及密码锁的家庭防盗门，范经林，申请号 200610129212.5；一

种密码报警防盗门，揭雪强，申请号 200410011624.X；）。它们虽然具有电子

化的性质同时运用了现代化技术，可以有效地防盗，但缺点是不能实时地让户

主了解到家中的信息。即使有很先进的防盗措施也会让偷盗者钻空子，一旦家

中失盗抓获盗窃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新型智能防盗门，集摄录、传输信息功能于一身，能

够有效防盗。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新型智能防盗门，该防盗门包含

电路连接的电动门锁系统、通信摄像装置和供电控制装置； 

[0005]    所述的电动门锁系统包含锁头、连接锁头的弹簧、以及电磁铁； 

[0006]    所述的通信摄像装置包含摄像头、电路连接该摄像头的 GSM 模块、以

及报警器； 

[0007]    所述的供电控制装置包含电路连接电磁铁、摄像头、GSM 模块和报警

器的控制器。 

[0008]    所述的供电控制装置还包含电路连接控制器、电磁铁、摄像头、GSM

模块和报警器的电源。 

[0009]    所述的控制器还连接键盘。 

[0010]    所述的防盗门在位于室内一侧，还设置有机械开锁装置。 

[0011]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新型的智能防盗门，在开门者输对了密码时能顺利

打开防盗门，若是输错了三次密码，摄像头将开门者的影像自动拍摄下来，然

后经过 GSM 模块传道户主的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中，户主可以及时报警或采

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家中财物失窃，本发明融入信息化的技术，能让我们的生

活更有保障。 

[0012]    图 1 是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13]    图 2 是本发明的实施流程图。 

[0014]    以下根据图 1 和图 2，具体说明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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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如图 1 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新型智能防盗门， 该防盗门包含电路连

接的电动门锁系统、通信摄像装置和供电控制装置； 

[0016]    所述的电动门锁系统包含锁头 5、连接锁头的弹簧 3、以及电磁铁 2； 

[0017]    所述的通信摄像装置包含摄像头 8、电路连接该摄像头的 GSM（全球

移动通信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模块 9（型号为

CT5150 GPRS MODEM）、以及报警器 10； 

[0018]    所述的供电控制装置包含电路连接电磁铁 2、摄像头 8、GSM 模块 9 和

报警器 10 的控制器 1（是由 arm11 架构芯片组成的控制电路，主控芯片型号为

飞思卡尔系列的 i.MX31）、以及电路连接控制器 1、电磁铁 2、摄像头 8、

GSM 模块 9 和报警器 10 的电源 7； 

[0019]    所述的控制器 1 还连接键盘 6； 

[0020]    控制器 1 控制整个防盗门的工作，电源 7 负责提供整个防盗门的电源，

为可充电电池，摄像头 8 负责自动拍摄图像，GSM 模块 9 负责将图像传入户主

的移动设备中，控制器 1 可以实时监测电量的消耗程度，低电量时可以启动警

报装置，该防盗门的电子密码可以由 8 位数字组成，并且户主还可以任意修改

密码； 

[0021]    如图 2 所示，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如下： 

[0022]    首先开门者需要利用键盘 6 输入开门密码，然后控制器 1 核对密码是否

正确，如果密码正确，则电磁铁 2 通电吸引锁头 5，使门打开，为了省电，我

们可以设置吸引的过程持续 5s，这个时间足够开门者打开防盗门，延迟时间到

后，电磁铁 2 断电； 

[0023]    如果密码连续输入三次不正确，控制器 1 发送命令，使,摄像头 8 拍摄

开门者影像，然后经过 GSM 模块 9 传送到户主的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中，同时

启动报警器 10 响，报警器响的时间是可以设定的，比如 10 分钟； 

[0024]    如果控制器 1 检测到电源 7 的电池电量不足时，可启动报警器 10，来

提示户主给电池充电。 

[0025]    在防盗门位于室内一侧，设置有机械开锁装置，在室内可以直接用该

机械开锁装置开启防盗门。 

[0026]    尽管本发明的内容已经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作了详细介绍，但应当认

识到上述的描述不应被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了上述

内容后，对于本发明的多种修改和替代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应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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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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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