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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保险柜技术领域，特别涉及

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包括柜体，

柜体上设置有柜门，柜门上设置有与柜体配合的

锁栓以及控制锁栓的智能锁，智能锁中设置有控

制电路，所述智能锁中设置有对控制电路供电的

第一供电单元，柜门中设置有与第一供电单元相

对独立的第二供电单元，第二供电单元与控制电

路电连接，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安全

性高、方便使用的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

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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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包括柜体(1)，柜体(1)上设置有柜门(2)，柜门

(2)上设置有与柜体(1)配合的锁栓以及控制锁栓的智能锁(3)，智能锁(3)中设置有控制电

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锁(3)中设置有对控制电路供电的第一供电单元，柜门(2)中设置

有与第一供电单元相对独立的第二供电单元，第二供电单元与控制电路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电

路包括控制主板，控制主板上连接有智能锁(3)面板以及辅助电器元件，第一供电单元对智

能锁(3)面板进行供电，第二供电单元对辅助电器元件供电。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电路中设置有报警器以及用于检测第二供电单元电压的检测电路，当第二供电单元电量

不足时，报警器发出警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电

路中设置有震动开关以及蜂鸣器，当柜门(2)与柜体(1)发生震动时，震动开关被触发，蜂鸣

器发出警报。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所述的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其特征在于：所述

柜门(2)上设置有用于安装第二供电单元的电池槽(24)，柜门(2)关闭时，电池槽(24)随柜

门(2)穿入柜体(1)并隐藏在柜体(1)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门

(2)包括柜门本体(22)以及设置在柜门本体(22)外侧的防撬面板(21)，电池槽(24)设置在

柜门本体(22)上，防撬面板(21)截面大于柜门本体(22)截面，柜门(2)关闭时，防撬面板

(21)将柜门本体(22)密封在柜体(1)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槽

(24)设置在柜门本体(22)上端，电池槽(24)上可拆卸设置有密封盖(23)，密封盖(23)随柜

门本体(22)穿入柜体(1)中，且柜体(1)中设置有限位壁(11)，限位壁(11)正对所述密封盖

(23)，并避免密封盖(23)与电池槽(24)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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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保险柜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收入的提高，家中拥有的贵重物品越来越多，人们倾向于使

用保险柜来存放贵重物品，保险柜能有效防止贵重物品被盗。现在的保险柜上大都设置有

智能锁，智能锁中设置有锁栓驱动装置、报警装置等，耗电量较大，传统的保险柜电源大都

直接设置在智能锁中，电源更换不方便，不方便使用者使用。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安全性高、方便使用

的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包括柜体，柜体上设置有柜门，柜门上设置有

与柜体配合的锁栓以及控制锁栓的智能锁，智能锁中设置有控制电路，所述智能锁中设置

有对控制电路供电的第一供电单元，柜门中设置有与第一供电单元相对独立的第二供电单

元，第二供电单元与控制电路电连接。

[0006]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电路包括控制主板，控制主板上连接有智能锁面板以及辅助

电器元件，第一供电单元对智能锁面板进行供电，第二供电单元对辅助电器元件供电。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电路中设置有报警器以及用于检测第二供电单元电压的检测

电路，当第二供电单元电量不足时，报警器发出警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电路中设置有震动开关以及蜂鸣器，当柜门与柜体发生震动

时，震动开关被触发，蜂鸣器发出警报。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柜门上设置有用于安装第二供电单元的电池槽，柜门关闭时，电池

槽随柜门穿入柜体并隐藏在柜体中。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柜门包括柜门本体以及设置在柜门本体外侧的防撬面板，电池槽

设置在柜门本体上，防撬面板截面大于柜门本体截面，柜门关闭时，防撬面板将柜门本体密

封在柜体中。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电池槽设置在柜门本体上端，电池槽上可拆卸设置有密封盖，密封

盖随柜门本体穿入柜体中，且柜体中设置有限位壁，限位壁正对所述密封盖，并避免密封盖

与电池槽脱离。

[0012]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突出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

[0013]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智能锁中设置有对控制电路供电的第一供电单元，柜门中设

置有与第一供电单元相对独立的第二供电单元，第二供电单元与控制电路电连接，该结构

中第二供电单元独立于智能锁之外，方便使用者更换电源，所述控制电路包括控制主板，控

制主板上连接有智能锁面板以及辅助电器元件，第一供电单元对智能锁面板进行供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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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电单元对辅助电器元件供电，该结构中使用便于更换电源的第二供电单元对辅助电器

元件供电，而使用不方便更换电源的第一供电单元仅对面板进行供电，有利于减少第一供

电单元电源的更换频率，方便使用者使用。

[0014] 2、本实用新型所述控制电路中设置有报警器以及用于检测第二供电单元电压的

检测电路，当第二供电单元电量不足时，报警器发出警报，便于使用者及时更换第二供电单

元；所述控制电路中设置有震动开关以及蜂鸣器，当柜门与柜体发生震动时，震动开关被触

发，蜂鸣器发出警报，有利于进行防盗。

[0015] 3、本实用新型所述柜门上设置有用于安装第二供电单元的电池槽，柜门关闭时，

电池槽随柜门穿入柜体并隐藏在柜体中，避免第二供电单元意外损坏；所述柜门包括柜门

本体以及设置在柜门本体外侧的防撬面板，电池槽设置在柜门本体上，防撬面板截面大于

柜门本体截面，柜门关闭时，防撬面板将柜门本体密封在柜体中；所述电池槽设置在柜门本

体上端，电池槽上可拆卸设置有密封盖，密封盖随柜门本体穿入柜体中，且柜体中设置有限

位壁，限位壁正对所述密封盖，并避免密封盖与电池槽脱离，该结构有利于避免使用过程中

第二供电单元被破坏，影响辅助电器元件的正常工作。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电路原理图之一；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电路原理图之二；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电路原理图之三；

[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电路原理图之四。

[0022] 图中标号含义：1-柜体；2-柜门；3-智能锁；11-限位壁；21-防撬面板；

[0023] 22-柜门本体；23-密封盖；24-电池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以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5] 参见图1至图6所示，一种双通道供电系统面板的保险柜，包括柜体1，柜体1上设置

有柜门2，柜门2上设置有与柜体1配合的锁栓以及控制锁栓的智能锁3，智能锁3中设置有控

制电路，所述智能锁3中设置有对控制电路供电的第一供电单元，柜门2中设置有与第一供

电单元相对独立的第二供电单元，第二供电单元与控制电路电连接，该结构中第二供电单

元独立于智能锁3之外，方便使用者更换电源。

[0026] 所述控制电路包括控制主板，控制主板上连接有智能锁3面板以及辅助电器元件，

第一供电单元对智能锁3面板进行供电，第二供电单元对辅助电器元件供电，该结构中使用

便于更换电源的第二供电单元对辅助电器元件供电，而使用不方便更换电源的第一供电单

元仅对面板进行供电，有利于减少第一供电单元电源的更换频率，方便使用者使用，所述辅

助电器元件包括驱动锁栓运动的驱动电磁铁、用于照明的照明灯、报警器、蜂鸣器、指纹模

块、触摸屏等电器元件。

[0027] 所述控制电路中设置有报警器以及用于检测第二供电单元电压的检测电路，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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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电单元电量不足时，报警器发出警报，便于使用者及时更换第二供电单元。

[0028] 优选所述控制电路中还设置有震动开关以及蜂鸣器，当柜门2与柜体1发生震动

时，震动开关被触发，蜂鸣器发出警报，有利于进行防盗。

[0029] 作为优选，所述柜门2上设置有用于安装第二供电单元的电池槽24，柜门2关闭时，

电池槽24随柜门2穿入柜体1并隐藏在柜体1中。

[0030] 所述柜门2上设置有用于安装第二供电单元的电池槽24，柜门2关闭时，电池槽24

随柜门2穿入柜体1并隐藏在柜体1中，避免第二供电单元意外损坏，本实用新型优选所述柜

门2包括柜门本体22以及设置在柜门本体22外侧的防撬面板21，电池槽24设置在柜门本体

22上，防撬面板21截面大于柜门本体22截面，柜门2关闭时，防撬面板21将柜门本体22密封

在柜体1中。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电池槽24设置在柜门本体22上端，电池槽24上可拆卸设置有密封

盖23，密封盖23随柜门本体22穿入柜体1中，且柜体1中设置有限位壁11，限位壁11正对所述

密封盖23，并避免密封盖23与电池槽24脱离，该结构有利于避免使用过程中第二供电单元

被破坏，影响辅助电器元件的正常工作。

[0032]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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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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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