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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包括身份

识别装置，有分别安装在第一扇门和第二

扇门上的身份识别装置、电控锁具、门位

置检测传感器和控制按扭盒，身份识别装

置、电控锁具、门位置检测传感器和控制

按扭盒连接单片微型机算计控制箱，单片

微型机算计控制箱还连接直流后备电源

DC-UPS；其中身份识别装置是由单总线接

触存储器 IC 卡和读卡装置以及读卡装置

安装板组成。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的特点。既可以用在供电正常的

城乡，也可用在停电多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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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有分别安装在第一扇门和第二扇

门上的身份识别装置、电控锁具、门位置检测传感器和控制按扭盒，身份识别

装置、电控锁具、门位置检测传感器和控制按扭盒连接单片微型机算计控制

箱，单片微型机算计控制箱还连接直流后备电源 DC-UPS；其中身份识别装置

是由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和读卡装置以及读卡装置安装板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身份识别装置

分别装在互锁联动门通道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的外侧；电控锁具分别装在第

一道门和第二道门的门框上；门位置检测传感器装在锁具的内部；单片微型机

算计控制箱和控制按扭盒均装在互锁联动门的内侧，控制按扭盒上有两个内开

门按钮、急开按钮和紧急锁闭按钮。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单片微型机算

计控制箱由以下接口部件和功能模块连接组成：交流电源输入 ACIN(J5)、直流

稳压充电电源 DC312(U2)、后备电池接口 BAT(J16)和后备电池保护电路(Z1、

BPJ、D12)连接 28 引脚的单片微型计算机(U1)；28 引脚的单片微型计算机(U1)

还连接门位置检测传感器接口 DT1(J15)、DT2(J13)、内开按扭输入电路

AN1(J14)、AN2(J10)、紧急锁闭输入电路 ALM(J9)、应急开启输入电路

A12(J8)、软件设定输入电路(SET 按键，R7)、身份识别信号处理电路接口

J11、J12、J21、J22、电动锁具输出接口 LK1(J3)LK2(J2)和电可擦除存储器电路

U3。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其中身份识别

装置的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的外形轮廓为椭圆形，其上端有一圆凸起；读卡

装置安装在读卡装置安装板上的圆孔内，读卡装置上有一与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上圆凸起配合的圆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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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属于互锁联动门的控制装置。特别涉及一种能提供灵活的

控制功能和直流后备电源的控制装置的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背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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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采用两扇门组成的通道进行防护。但这两扇门组成的通道，如果没有防

尾随控制装置，就容易造成犯罪分子尾随工作人员进入营业区，使营业区内工

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国家财产受到威胁。 

[0003]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课题是提供一种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杜绝犯罪

分子尾随工作人员进入营业区，保证营业区内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国家财产

安全。 

[0005]    本发明的内容：一种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其特征为：有分别安装在

第一扇门和第二扇门上的身份识别装置、电控锁具、门位置检测传感器和控制

按扭盒，身份识别装置、电控锁具、门位置检测传感器和控制按扭盒连接单片

微型机算计控制箱，单片微型机算计控制箱还连接直流后备电源 DC-UPS；其

中身份识别装置是由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和读卡装置以及读卡装置安装板组

成。 

[0006]    身份识别装置分别装在互锁联动门通道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的外

侧；电控锁具分别装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的门框上；门位置检测传感器装在

锁具的内部；单片微型机算计控制箱和控制按扭盒均装在互锁联动门的内侧，

控制按扭盒上有两个内开门按钮、急开按钮和紧急锁闭按钮。 

[0007]    其中身份识别装置的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的外形轮廓为椭圆形，其

上端有一圆凸起；读卡装置安装在读卡装置安装板上的圆孔内，读卡装置上有

一与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上圆凸起配合的圆凹槽。 

[0008]    单片微型机算计控制箱由以下接口部件和功能模块连接组成：交流电

源输入 ACIN(J5)、直流稳压充电电源 DC312(U2)、后备电池接口 BAT(J16)和后

备电池保护电路(Z1、BPJ、D12)连接 28 引脚的单片微型计算机(U1)；28 引脚

的单片微型计算机(U1)还连接门位置检测传感器接口 DT1(J15)、DT2(J13)、内

开按扭输入电路 AN1(J14)、AN2(J10)、紧急锁闭输入电路 ALM(J9)、应急开启

输入电路 A12(J8)、软件设定输入电路(SET 按键，R7)、身份识别信号处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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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J11、J12、J21、J22、电动锁具输出接口 LK1(J3)LK2(J2)和电可擦除存储

器电路 U3。 

[0009]    本发明的有益特点：本发明提出的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采用了供电电源节电管理技术和直流不间断电源技术。可杜绝犯罪

分子尾随工作人员进入营业区，保证营业区内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国家财产

安全。该装置既可以用在供电正常地城乡，也可用在停电多发地区；既可在标

准化的防尾随互锁联动门产品中配套使用，也可将普通通道中的两扇门改为互

锁联动的通道。因而不仅适合于供电正常的城乡使用，尤其适合于停电多发的

地区使用。 

[0010]    附图说明： 

[0011]    图 1 是互锁联动门控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 2 是用于身份识别的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正视图 

[0013]    图 3 是用于身份识别的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 A-A 侧剖图 

[0014]    图 4 是读卡装置侧剖图 

[0015]    图 5 是读卡装置俯视图 

[0016]    图 6 是读卡装置安装板正视图 

[0017]    图 7 是读卡装置安装板 C-C 侧剖图 

[0018]    图 8 是读卡装置安装板 B-B 侧剖图 

[0019]    图 9 是单片微型计算机控制板电原理图。 

[0020]    图中：1 身份识别装置，2 电控锁具，3 门位置检测传感器，4 后备电

池，5 电源输入，6 内开门按钮，7 内开门按钮，8 急开按钮，9 紧急锁闭按钮，

10 单片微型计算机 

[0021]    具体实施例： 

[0022]    身份识别装置用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图 2)和读卡装置(图 5)以及读

卡装置安装板(图 7)来实现。整个控制装置还包括单片微型计算机控制板(图

9)、电控锁具、门位置检测传感器、控制按扭盒、直流后备电源(DC-UPS)等部

件组成。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如附图 1 所示。 

[0023]    身份识别装置分别装在互锁联动门通道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的外

侧；电控锁具分别装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的门框上；门位置检测传感器装在

锁具的内部。单片微型计算机控制箱(板)和控制按扭盒均装在互锁联动门的内

侧。 

[0024]    其中身份识别装置的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 11 的外形轮廓为椭圆形，

其上端有一圆凸起 12(图 2、3 所示)；读卡装置 13 安装在读卡装置安装板 14 上

的圆孔 15 内，读卡装置上有一与单总线接触存储器 IC 卡上圆凸起配合的圆凹

槽 16(图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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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单片微型计算机控制板由以下接口部件和功能模块组成：交流电源输

入 ACIN(J5)，直流稳压充电电源 DC312(U2)，后备电池接口 BAT(J16)，后备电

池保护电路(Z1、BPJ、D12)，28 引脚的单片微型计算机(U1)，门位置检测传感

器接口 DT1(115)，DT2(113)。内开按扭输入电路 AN1(J14)、AN2(J10)。紧急锁

闭输入电路 ALM(J9)。应急开启输入电路 A12(J8)。软件设定输入电路(SET 按

键，R7)。身份识别信号处理电路接口 J11、J12、J21、J22。电动锁具输出接口

LK1(J3)、LK2(J2)。电可擦除存储器电路 U3。它们之间的电气原理连接关系如

图 5 所示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是：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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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特定颜色的 IC 卡(只为便于识别管理卡)

碰触 IC 卡读卡头，蜂鸣器“嘟”提示一声，同时绿灯亮一秒后熄灭。这样设置的

IC 卡就是管理卡。 

[0028]    2、设置用户卡：用管理卡碰触 IC 卡读卡头，绿灯闪烁。在此期间用

待设置的空白用户卡，依次碰触 IC 卡读卡头，绿灯一直闪烁，直到用管理卡再

次碰触读卡头，则结束用户卡的设置。 

[0029]    3、正常开门操作：用设置好的用户卡碰触 IC 卡读卡头，即可打开电

控锁具。持卡人通过外边门进入防尾随通道后必须关好外边门，才能用 IC 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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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从防尾随互锁联动通道的内侧外出时，读卡操作的步骤与进入

通道的操作是一样的。4、指示灯、蜂鸣器说明： 

[0030]    接通电源：嘟—，嘟—提示两声，绿灯亮 2 秒灭，控制板计算机自检

成功，说明控制板工作正常。 

[0031]    读卡后：嘟—，红灯亮，非法卡。 

[0032]    读卡后：嘟—嘟—，绿灯亮，对面门没关好或对面门位置检测传感器

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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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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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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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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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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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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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1

 

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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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