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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德赛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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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 

 

 

（57）摘要 

     一种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

置，包括身份识别装置、密码键盘、电控

锁具、门检测开关和智能化的控制电路

板；身份识别装置装在防尾随联动门的第

一道门上的外边门上，密码键盘装在防尾

随联动门的第二道门上的内边门上，电控

锁具装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门框的中

部。门检测开关是安装在门框、门框铰链

中的微动开关、门磁开关；控制电路板装

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防尾随联动通道的

内侧，控制电路板分别与身份识别装置、

密码键盘、电控锁具和门检测开关相连

接。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结

构简单，操作方便，动作灵活，解决两扇

门组成的通道有防尾和胁迫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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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包括身份识别装置、

密码键盘、电控锁具、门检测开关和智能化的控制电路板；身份识别装置装在

防尾随联动门的第一道门上的外边门上，密码键盘装在防尾随联动门的第二道

门上的内边门上，电控锁具装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门框的中部。门检测开关

是安装在门框、门框铰链中的微动开关、门磁开关；控制电路板装在第一道门

和第二道门防尾随联动通道的内侧，控制电路板分别与身份识别装置、密码键

盘、电控锁具和门检测开关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身

份识别装置为以下的一种：感应卡读卡器、TM 卡读卡器、磁卡读卡器、指纹

识别器。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电

控锁具装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上上门框的上部。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门

检测开关是电控锁具内部自带的微动开关。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其

中控制电路由电源输入 ACIN，稳压电路 DC16V-512、DC516V-05，28 引脚的

单片机 U1 分别连接蜂鸣器电路 X3，晶振电路 X1、C2、C3，门检测电路 DT1-

1、DT2-1，按钮输入电路 AN1-1、AN2-1，紧急锁闭输入电路 ALM，软件复位

输入电路 SET，R7，身份识别信号处理电路 J11、J12、J21、J22，电动锁具开

锁驱动电路 TQ2、TQ3、TQ4、TQ5 和电可擦除存储器电路 U3。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键

盘电路由 18 引脚的单片机 U2 分别连接键盘输入接口 H1、H2、H3、H4、L1、

L2、L3，蜂鸣器电路 F2、N3、N4、R11、R10，晶振电路，开锁请求输出驱动

电路 R13、N1，胁迫报警输出驱动电路 R12、N2、继电器和电可擦除存储器

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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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属于门的安全报警装置，特别涉及一种能提供胁迫报警功

能的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目前，金融、邮电的营业场所，和任何存放贵重物品的部门，为了防

止被盗或抢劫，都采用两扇门进行防护。但这两扇门组成的通道如果没有防尾

随控制装置和胁迫报警的装置，就容易造成犯罪分子尾随工作人员进入营业区

或胁迫工作人员强行进入营业区，使营业区内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国家财产

受到威胁。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课题是提供一种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

置，解决两扇门组成的通道有防尾随控制装置和胁迫报警的装置，杜绝犯罪分

子尾随工作人员进入营业区或胁迫工作人员强行进入营业区，保证营业区内工

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国家财产安全。 

[0007]    本发明的内容 

[0008]    一种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包括身份识别装

置、密码键盘、电控锁具、门检测开关和智能化的控制电路板；身份识别装置

装在防尾随联动门的第一道门上的外边门上，密码键盘装在防尾随联动门的第

二道门上的内边门上，电控锁具装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门框的中部。门检测

开关是安装在门框、门框铰链中的微动开关、门磁开关；控制电路板装在第一

道门和第二道门防尾随联动通道的内侧，控制电路板分别与身份识别装置、密

码键盘、电控锁具和门检测开关相连接。 

[0009]    身份识别装置为以下的一种：感应卡读卡器、TM 卡读卡器、磁卡读卡

器、指纹识别器。 

[0010]    电控锁具也可装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上上门框的上部。 

[0011]    门检测开关是电控锁具内部自带的微动开关。 

[0012]    其中控制电路由电源输入 ACIN，稳压电路 DC16V-512、DC516V-05，

28 引脚的单片机 U1 分别连接蜂鸣器电路 X3，晶振电路 X1、C2、C3，门检测

电路 DT1-1、DT2-1，按钮输入电路 AN1-1、AN2-1，紧急锁闭输入电路

ALM，软件复位输入电路 SET，R7，身份识别信号处理电路 J11、J12、J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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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2，电动锁具开锁驱动电路 TQ2、TQ3、TQ4、TQ5 和电可擦除存储器电路

U3。 

[0013]    键盘电路由 18 引脚的单片机 U2 分别连接键盘输入接口 HI、H2、H3、

H4、L1、L2、L3，蜂鸣器电路 F2、N3、N4、R11、R10，晶振电路，开锁请

求输出驱动电路 R13、N1，胁迫报警输出驱动电路 R12、N2、继电器和电可擦

除存储器 U4。 

[0014]    本发明的有益特点 

[0015]    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动作灵活，

解决两扇门组成的通道有防尾和胁迫报警，杜绝犯罪分子尾随工作人员进入营

业区或胁迫工作人员强行进入营业区，保证营业区内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国

家财产安全。它既可以在标准化的防尾随联动门产品中配套使用，也可将任意

两扇门改为具有胁迫报警功能的防尾随联动门地通道。 

[0016]    附图说明 

[0017]    图 1 是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 2 是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控制电路图 

[0019]    图 3 是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键盘电路图 

[0020]    图中：1-身份识别装置    5-电源输入      9-键盘电路 2-电控锁具        6-内

开门按钮    10-控制电路 3-门检测开关      7-内开门按钮 4-密码键盘        8-紧急

锁闭按钮 

[0021]    实施例 

[0022]    图 1 所示的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包括身份识别装置(感应卡

读卡器，TM 卡读卡器，磁卡读卡器，指纹识别器)、密码键盘、电控锁具、门

检测开关和智能化的控制电路板。身份识别装置装在防尾随联动门的第一道门

上(外边门上)，密码键盘装在防尾随联动门的第二道门上(内边门上)，电控锁具

装在门框的中部或上部。门检测开关既可以是电控锁具内部自带的微动开关，

也可以是安装在门框或门框铰链中的微动开关或门磁开关。控制电路板装在防

尾随联动通道的内侧，并与 IC 卡读卡器、密码键盘、电控锁具和门检测开关相

连接。它们之间的联结关系如附图 1 所示。 

[0023]    上述胁迫报警防尾随联动门控制装置由控制电路(附图 2)和键盘电路(附

图 3)组成。 

[0024]    其中控制电路由电源输入(ACIN)，稳压电路(DC16V-512、DC516V-

05)，蜂鸣器电路(X3)，28 引脚的单片机(附图 2，U1)、晶振电路(X1、C2、

C3)，门检测电路(DT1-1、DT2-1)，按钮输入电路(AN1-1、AN2-1)，紧急锁闭

输入电路(ALM)，软件复位输入电路(SET，R7)，身份识别信号处理电路(J11、

J12、J21、J22)，电动锁具开锁驱动电路(TQ2、TQ3、TQ4、TQ5)和电可擦除存

储器电路(U3)组成。它们之间的联结关系如附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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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键盘电路由键盘输入接口(H1、H2、H3、H4、L1、L2、L3)，蜂鸣器电

路(F2、N3、N4、R11、R10)，18 引脚的单片机(附图 3，U1)、晶振电路，开锁

请求输出驱动电路(R13、N1)，胁迫报警输出驱动电路(R12、N2、继电器)和电

可擦除存储器(附图 3，U4)组成。它们之间的联结关系如附图 3 所示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是：1、设置管理卡：按压控制板上的管理卡设

定键，此时红灯闪烁，说明进入管理卡设置状态，在此期间内，用一特定的身

份识别卡(只为便于识别管理卡)刷卡，蜂鸣器“嘟”提示一声，同时绿灯亮一秒后

熄灭。这样设置的感应卡就是管理卡。2、设置用户卡：用管理卡在身份识别读

卡器刷卡，绿灯闪烁，在此期间用待设置的身份识别卡，依次刷卡，绿灯一直

闪烁，直到用管理卡再次刷卡，则结束用户卡的设置。3 密码参数初始化设

置：关闭系统电源，打开控制箱，将键盘电路的复位键按下，然后接通系统电

源，最后，再将键盘电路的复位键释放。这样可以将密码参数初始化为出厂默

认值： 

[0027]    主密码：      1234 

[0028]    开锁密码：    1111 

[0029]    胁迫报警密码：22224、正常开门：用设置好的用户卡在防尾随联动门

第一道门刷卡，蜂鸣器“嘟”提示一声，即可打开电控锁。持卡人通过外边门进

入防尾随通道后只有关好外边门，才能用开锁密码打开内边门。持卡人通过防

尾随通道后只有关好内边门，新来的持卡人才能打开外边门。5、胁迫报警操

作：如果持卡人在罪犯的挟持下，进入防尾随通道的第一道门，只要输入一组

胁迫报警密码就可启动 110 报警系统。6、修改密码操作：6-1 修改主密码：*1*

旧主密码*新主密码*新主密码*6-2 修改开锁密码：*2*主密码*新开锁密码*新开

锁密码*6-3 修改胁迫报警密码：*3*主密码*新胁迫报警密码*新胁迫报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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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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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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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