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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防撬双开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防盗防撬双开门。现有防盗

双开门的防撬安全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本实用

新型包括主门扇、副门扇和门锁。主门扇护边和

副门扇护边的横截面为台阶状，门体内设置有加

强钢板。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上设置有防撬钢

带，防撬钢带与主门扇护边基准面形成U形槽。整

体为L形的防撬钢套设置在副门扇护边外侧，防

撬钢套与副门扇护边围合成金属盒体。主门扇护

边、防撬钢带、防撬钢套、副门扇护边、加强钢板

对应锁舌位置均开有锁舌进出孔，防撬钢套对应

防撬钢带位置开有防撬钢进出孔。本实用新型中

多个锁舌进出孔组合，增强了防盗门安全性，防

撬钢带位于金属盒体内，争强了防撬性能。整个

结构中门锁和防撬钢交叉咬合，具有很高的安全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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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盗防撬双开门，包括主门扇(1)、副门扇(2)和门锁(3)，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主门扇(1)包括主门扇前板(11)、主门扇后板(12)和主门扇护边；

所述的主门扇护边的横截面为台阶状，包括主门扇护边基准面(131)和至少两级台阶；

主门扇(1)的门体内设置有主门扇加强钢板；

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132)上设置有防撬钢带(16)，防撬钢带(16)平面与主门扇护边

基准面(131)平行，防撬钢带(16)的长度与主门扇护边的长度基本相同，防撬钢带(16)的一

端与主门扇(1)通过第一紧固螺丝(17)固定连接，另一端悬空，防撬钢带(16)与主门扇护边

基准面(131)形成U形槽；门锁(3)设置在主门扇(1)内，主门扇护边基准面(131)对应锁舌

(31)位置开有第一锁舌进出孔(134)，防撬钢带(16)对应锁舌(31)位置开有第二锁舌进出

孔(161)；

所述的副门扇(2)包括副门扇前板(21)、副门扇后板(22)和副门扇护边；

所述的副门扇护边的横截面为台阶状，包括副门扇护边基准面(231)和至少两级台阶；

副门扇(2)的门体内设置有副门扇加强钢板(24)；副门扇护边第一台阶(232)对应锁舌(31)

位置开有第三锁舌进出孔(235)，副门扇加强钢板(24)对应锁舌(31)位置开有第四锁舌进

出孔(242)；

整体为L形的防撬钢套(25)设置在副门扇护边外侧，长度与副门扇护边的长度基本相

同；防撬钢套(25)通过第二紧固螺丝(26)固定连接在副门扇护边第二台阶(233)上，防撬钢

套(25)对应锁舌(31)位置开有第五锁舌进出孔(252)，对应防撬钢带(16)位置开有防撬钢

进出孔(253)，第五锁舌进出孔(252)所在平面与防撬钢进出孔(253)所在平面垂直；防撬钢

套(25)与副门扇护边第一台阶(232)围合成金属盒体；

所述的双开门在关闭状态下，锁舌(31)依次穿过第一锁舌进出孔(134)、第五锁舌进出

孔(252)、第二锁舌进出孔(161)、第三锁舌进出孔(235)、第四锁舌进出孔(242)，防撬钢带

(16)由防撬钢进出孔伸入金属盒体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盗防撬双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门扇加强钢板包括第一

主门扇加强钢板(14)和第二主门扇加强钢板(15)；所述的第一主门扇加强钢板(14)为截面

Z字形的钢板，沿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132)和主门扇护边第二台阶(133)的背面设置，第二

主门扇加强钢板(15)为平面钢板，沿主门扇护边基准面(131)背面设置，第一主门扇加强钢

板(14)与第二主门扇加强钢板(15)对应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132)位置的投影部分重叠。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防盗防撬双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紧固螺丝(17)依次穿

过防撬钢带(16)、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132)、第一主门扇加强钢板(14)和第二主门扇加强

钢板(15)，将防撬钢带(16)固定安装在主门扇(1)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盗防撬双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副门扇加强钢板(24)的横

截面为台阶状，沿副门扇护边基准面(231)、副门扇护边第一台阶(232)和副门扇护边第二

台阶(233)的背面设置，第二紧固螺丝(26)依次穿过防撬钢套(25)、副门扇护边第二台阶

(233)和副门扇加强钢板(24)，将防撬钢套(25)固定安装在副门扇(2)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盗防撬双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副门扇护边基准面(231)

上在与副门扇护边第一台阶(232)过渡处开有第一防撬钢套插孔(234)，副门扇加强钢板

(24)对应第一防撬钢套插孔(234)位置开有第二防撬钢套插孔(241)；所述的防撬钢套(25)

的一端设置有安装钩(251)，安装钩(251)穿过第一防撬钢套插孔(234)和第二防撬钢套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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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241)设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盗防撬双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撬钢带(16)为梳形，包

括多个插板(162)；对应的防撬钢进出孔(253)也为多个，数量与插板(162)相同，位置一一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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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防撬双开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防盗门，具体涉及一种防盗防撬双开门。

背景技术

[0002] 防盗门，全称防盗安全门，兼备防盗和安全的性能，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制作。防盗

门的使用，极大增加了财产的安全性。防盗门配有防盗锁，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抵抗一定条件

下非正常开启，具有一定安全防护性能并符合相应防盗安全级别的门。按照《防盗安全门通

用技术条件》规定，合格的防盗门在15分钟内利用凿子、螺丝刀、撬棍等普通手工具和手电

钻等便携式电动工具无法撬开或在门扇上开起一个615平方毫米的开口，或在锁定点150平

方毫米的半圆内打开一个38平方毫米的开口。并且防盗门上使用的锁具必须是经过公安部

检测中心检测合格的带有防钻功能的防盗门专用锁。防盗门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制作，但只

有达到标准检测合格，领取安全防范产品准产证的门才能称为防盗门。

[0003] 目前市场上的各种防盗门通过主门扇门锁与副门扇锁孔之间的配合紧闭栓主门

扇达到防盗能力，但只能达到一般的防盗要求。防盗门中，一般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在锁的开

启方向位置，按目前常规的防盗门门扇都由前板跟后板拼接焊接而成一个整体，都没有达

到安全性的防撬能力，甚至部分门企中增加了单层或者双层的防撬钢板也只能达到提高部

分的防撬安全结构，一旦不法分子通过暴力开启，用工具把主门扇和副门扇之间的缝隙、锁

向处撬开，把主门扇以及副门扇撬变形，同时把门锁舌撬开暴力破坏使门锁直接失去作用，

因此防盗门的防撬安全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防盗防撬双开门，具有较

强防撬和安全的防盗的效果。

[0005] 本实用新型包括主门扇、副门扇和门锁。

[0006] 所述的主门扇包括主门扇前板、主门扇后板和主门扇护边。所述的主门扇护边的

横截面为台阶状，包括主门扇护边基准面和至少两级台阶；主门扇的门体内设置有主门扇

加强钢板。

[0007] 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上设置有防撬钢带，防撬钢带平面与主门扇护边基准面平

行，防撬钢带的长度与主门扇护边的长度基本相同，防撬钢带一端与主门扇通过第一紧固

螺丝固定连接，另一端悬空，防撬钢带与主门扇护边基准面形成U形槽；门锁设置在主门扇

内，主门扇护边基准面对应锁舌位置开有第一锁舌进出孔，防撬钢带对应锁舌位置开有第

二锁舌进出孔。

[0008] 所述的副门扇包括副门扇前板、副门扇后板和副门扇护边。

[0009] 所述的副门扇护边的横截面为台阶状，包括副门扇护边基准面和至少两级台阶；

副门扇的门体内设置有副门扇加强钢板；副门扇护边第一台阶对应锁舌位置开有第三锁舌

进出孔，副门扇加强钢板对应锁舌位置开有第四锁舌进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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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整体为L形的防撬钢套设置在副门扇护边外侧，长度与副门扇护边的长度基本相

同；防撬钢套通过第二紧固螺丝固定连接在副门扇护边第二台阶上，防撬钢套对应锁舌位

置开有第五锁舌进出孔，对应防撬钢带位置开有防撬钢进出孔，第五锁舌进出孔所在平面

与防撬钢进出孔所在平面垂直；防撬钢套与副门扇护边第一台阶围合成金属盒体。

[0011] 所述的双开门在关闭状态下，锁舌依次穿过第一锁舌进出孔、第五锁舌进出孔、第

二锁舌进出孔、第三锁舌进出孔、第四锁舌进出孔，防撬钢带由防撬钢进出孔伸入金属盒体

内。多个锁舌进出孔组合，大大增强了防盗门的安全性。整个结构致使门锁和防撬钢板中交

叉咬合，整体的防盗安全性能以及防撬性能达到极高的系数。

[0012] 进一步，所述的主门扇加强钢板包括第一主门扇加强钢板和第二主门扇加强钢

板；所述的第一主门扇加强钢板为截面Z字形的钢板，沿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和主门扇护边

第二台阶的背面设置，第二主门扇加强钢板为平面钢板，沿主门扇护边基准面背面设置，第

一主门扇加强钢板与第二主门扇加强钢板对应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位置的投影部分重叠。

第一紧固螺丝依次穿过防撬钢带、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第一主门扇加强钢板和第二主门

扇加强钢板，将防撬钢带固定安装在主门扇上。

[0013] 进一步，所述的副门扇加强钢板的横截面为台阶状，沿副门扇护边基准面、副门扇

护边第一台阶和副门扇护边第二台阶的背面设置，第二紧固螺丝依次穿过防撬钢套、副门

扇护边第二台阶和副门扇加强钢板，将防撬钢套固定安装在副门扇上。

[0014] 进一步，所述的副门扇护边基准面上在与副门扇护边第一台阶过渡处开有第一防

撬钢套插孔，副门扇加强钢板对应第一防撬钢套插孔位置开有第二防撬钢套插孔；所述的

防撬钢套的一端设置有安装钩，安装钩穿过第一防撬钢套插孔和第二防撬钢套插孔设置。

采用该方式使防撬钢套安装更加牢固。

[0015] 进一步，所述的防撬钢带为梳形，包括多个插板；对应的防撬钢进出孔也为多个，

数量与插板相同，位置一一对应。

[0016] 本实用新型中主门扇、副门扇内均设置有加强钢板，防撬钢带以及防撬钢套与加

强钢板通过紧固螺丝固定连接，一方面加强了门扇的强度，另一方面加固了防撬钢。本实用

新型在房门关闭状态下，防撬钢带位于防撬钢套与副门扇围合的金属盒体内，整体防盗防

撬性能增强，不法分子无法采用暴力的方式撬动防撬钢带以及金属盒体，更无法撬动门锁

内的门锁锁舌，整体的安全系数高，极大的提高了该双开门的防撬安全性能。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中主门扇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防撬钢带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副门扇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防盗防撬双开门，包括主门扇1、副门扇2和门锁3。

[0022] 如图1所示，所述的主门扇1包括主门扇前板11、主门扇后板12和主门扇护边。

[0023] 所述的主门扇护边的横截面为台阶状，包括主门扇护边基准面131和至少两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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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132和主门扇护边第二台阶133)。主门扇1的门体内设置有主门扇

加强钢板，其中第一主门扇加强钢板14为截面Z字形的钢板，沿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132和

主门扇护边第二台阶133的背面设置，第二主门扇加强钢板15为平面钢板，沿主门扇护边基

准面131背面设置，第一主门扇加强钢板14与第二主门扇加强钢板15对应主门扇护边第一

台阶132位置的投影部分重叠。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132上设置有防撬钢带16，防撬钢带16

平面与主门扇护边基准面131平行，防撬钢带16的长度与主门扇护边的长度基本相同。第一

紧固螺丝17依次穿过防撬钢带16、主门扇护边第一台阶132、第一主门扇加强钢板14和第二

主门扇加强钢板15，将防撬钢带16固定安装在主门扇1上，防撬钢带16与主门扇护边基准面

131形成U形槽。门锁3设置在主门扇1内，主门扇护边基准面131对应锁舌31位置开有第一锁

舌进出孔134，防撬钢带16对应锁舌31位置开有第二锁舌进出孔161。

[0024] 防撬钢带16可以是一整条，也可以为梳形，包括多个插板162(如图2所示)。

[0025] 如图3所示，所述的副门扇2包括副门扇前板21、副门扇后板22和副门扇护边。

[0026] 所述的副门扇护边的横截面为台阶状，包括副门扇护边基准面231和至少两级台

阶(副门扇护边第一台阶232和副门扇护边第二台阶233)。副门扇2的门体内设置有副门扇

加强钢板24，副门扇加强钢板24的横截面为台阶状，沿副门扇护边基准面231、副门扇护边

第一台阶232和副门扇护边第二台阶233的背面设置。副门扇护边基准面231上在与副门扇

护边第一台阶232过渡处开有第一防撬钢套插孔234，副门扇加强钢板24对应第一防撬钢套

插孔234位置开有第二防撬钢套插孔241。副门扇护边第一台阶232对应锁舌31位置开有第

三锁舌进出孔235，副门扇加强钢板24对应锁舌31位置开有第四锁舌进出孔242。整体为L形

的防撬钢套25设置在副门扇护边外侧，长度与副门扇护边的长度基本相同；防撬钢套25的

一端设置有安装钩251，安装钩251穿过第一防撬钢套插孔234和第二防撬钢套插孔241设

置，防撬钢套2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副门扇护边第二台阶233上，第二紧固螺丝26依次穿过

防撬钢套25、副门扇护边第二台阶233和副门扇加强钢板24，将防撬钢套25固定安装在副门

扇2上。具体安装方法是：首先将安装钩251插入防撬钢套插孔，然后将防撬钢套25整体翻

转，安装钩251即锁紧在副门扇2内，然后用第二紧固螺丝26固定。防撬钢套25对应锁舌31位

置开有第五锁舌进出孔252，防撬钢套25对应防撬钢带16位置开有防撬钢进出孔253，第五

锁舌进出孔252所在平面与防撬钢进出孔253所在平面垂直。防撬钢套25与副门扇护边第一

台阶232围合成金属盒体A。如果防撬钢带16采用梳形，对应的防撬钢进出孔253也为多个，

数量与插板162相同，位置一一对应。

[0027] 主门扇护边和副门扇护边的基准面是指在台阶中最低平面。

[0028] 如图4所示，该防盗门在关闭状态下，锁舌31依次穿过第一锁舌进出孔134、第五锁

舌进出孔252、第二锁舌进出孔161、第三锁舌进出孔235、第四锁舌进出孔242，将房门锁住。

多个锁舌进出孔组合，大大增强了防盗门的安全性。而此时，防撬钢带16由防撬钢进出孔进

入金属盒体A内，即是不法分子将撬杠等工具插入门框与门扇之间的缝隙，也无法撬动防撬

钢带16，更无法撬动锁舌，具有极高的防撬效果。整个结构致使门锁和防撬钢板中交叉咬

合，整体的防盗安全性能以及防撬性能达到极高的系数，从而达到极高的防盗防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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