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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包括工控

机主板、开关电源、高拍仪、摄像头、身份证扫描

仪、票据打印设备、二维码扫描仪、指纹仪、电容

触摸显示屏、锥形外壳，开关电源、船型电源开

关、电源插座、工控机主板、开关电源、高拍仪、摄

像头、身份证扫描仪、票据打印设备、二维码扫描

仪、指纹仪、电容触摸显示屏经导线连接，并安装

在锥形外壳内部和上端、左右两端、前后两端，电

容触摸显示屏有相同的两个。本新型结构更加紧

凑、方便了收纳，具有更多的功能；本新型还具有

双面显示屏，办事人员、管理人员能通过朝向柜

台外侧的屏幕，实施监督工作人员的办事进度，

对工作人员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并方便了办事

人员的操作，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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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包括工控机主板、工控机主板配套的12V开关电

源、高拍仪、摄像头、身份证扫描仪、票据打印设备、二维码扫描仪、指纹仪、电容触摸显示

屏、锥形外壳，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入其中一端和船型电源开关一端经导线连接，船型电源开

关另一端、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入另一端和电源插座左右两个接线端分别经导线连接，电源

插座和220V交流电源经电源插线连接，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出两端和工控机主板、高拍仪、摄

像头、身份证扫描仪、票据打印设备、二维码扫描仪、指纹仪、电容触摸显示屏的电源输入两

端分别经导线连接，高拍仪、摄像头、身份证扫描仪、二维码扫描仪、指纹仪数据输出端和工

控机主板的其中五个数据信号输入端分别经USB插线连接，工控机主板的视频输出端和电

容触摸显示屏的视频信号输入端经视频线连接，工控机主板的数据输出端和票据打印设备

的数据输入端经USB插口连接，其特征在于电容触摸显示屏有相同的两个，两个电容触摸显

示屏的视频信号输入端经视频线并联、并和工控机主板的视频输出端经视频线连接，工控

机主板、开关电源安装在电路板上，电路板安装在锥形外壳内底部，外壳的上部右端有一个

方形凹槽，凹槽下端中部有一个开孔，高拍仪左侧端下部安装在开孔上，外壳的上部具有三

个上开口，身份证扫描仪、票据打印设备、指纹仪分别安装在三个上开口下，两个电容触摸

显示屏分别安装在外壳前后两端，外壳的右侧端下部具有两个右开口，二维码扫描仪安装

在外壳右侧前端开口内，工控机主板的USB插座位于外壳右侧后端开口内，外壳的左侧端下

部后端具有四个左开口，电源插座、船型电源开关安装在其中两个左开口内，摄像头安装在

外壳上中部开孔内，工控机主板的网线插口、电源插座的插口、船型电源开关的按键、工控

机主板的开关机键前侧分别位于四个左开口外侧，工控机主板配套的输入键盘USB插头插

入工控机主板的其中一个USB插座插口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其特征在于外壳的左右两

侧中部分布有散热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其特征在于工控机主板还

配套扬声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其特征在于锥形外壳的上

部为平坦式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其特征在于两个电容触摸

显示屏的屏幕前端四周和外壳前后两端表面处于一个平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其特征在于外壳前部由上

至下处于向前倾斜结构，外壳后部由上至下处于向后倾斜结构。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248406 U

2



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办公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终端办公服务设备广泛应用在了各行各业（比如政务中心、

医院、银行等等公共服务区域）。举例来说，应用于政务中心的智能终端办公服务设备，其主

要结构包括PC机（电脑）、高拍仪、摄像头、身份证扫描仪等等，应用时，高拍仪可以进行身份

证、资料等的视频拍摄录入，摄像头可以对办事人员进行视频录入、身份证扫描仪能录入办

事人员身份证信息，通过上述设备作用，既方便了工作人员的操作，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

也给办事人员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0003] 现有的技术中，智能终端办公服务设备的各组成部件处于分离状态，不但不利于

收纳、显得凌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只具有一个显示屏幕，在实际操作中应用存在局限性。

举例来说，应用于政务中心的智能终端办公服务设备，其配套的PC机、高拍仪、摄像头、身份

证扫描仪等部件之间处于分离状态，分别摆放在工作人员桌面上和办事人员柜台上，并和

PC机之间经导线、数据线等连接，这样各部件不但分布凌乱，还会占有有限的办公空间；更

为重要的是，由于工作人员位于柜台内，办事人员位于柜台外、办事人员无法观察到显示屏

幕的显示信息，那么也就无法通过屏幕显示的信息掌握办事人员的办事进度，如果办事人

员办事中，或者等待办事人员办事中，进行无关于办事的操作（比如通过显示屏幕观看视

频、炒股等等），不但会降低办事效率，也不利于办事群众以及政务中心管理人员的监督管

理，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

[0004]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工业产品日新月异，同样也加剧了相同产品的市场竞争，尽

可能提高产品的以人为本功能，无疑是产品赢得市场的先机。基于上述，提供一种结构紧

凑、收纳方便、使用方便，在一些特定部门（比如政务中心、医院、银行等等）使用时，不但利

于办公人员、办事人员的操作，还能实现办事人员实时对工作人员形成监督机制的智能服

务终端装置显得尤为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的智能终端办公服务设备，因各组成部件处于分离状态，以及只具

有一个显示屏幕由此带来的各种弊端，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不但具有现有智能终端办公服务

设备使用的高拍仪、摄像头、身份证扫描仪部件，还具有票据打印设备、二维码扫描仪、指纹

仪等，各设备集成安装在壳体内，结构更加紧凑、方便了收纳，特别还具有双面显示屏，办事

人员、管理人员能通过朝向柜台外侧的屏幕，实施监督工作人员的办事进度，对工作人员形

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方便了办事人员的操作，并提高了产品市

场竞争力的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

[0006]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包括工控机主板、工控机主板配套的12V开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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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高拍仪、摄像头、身份证扫描仪、票据打印设备、二维码扫描仪、指纹仪、电容触摸显示

屏、锥形外壳，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入其中一端和船型电源开关一端经导线连接，船型电源开

关另一端、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入另一端和电源插座左右两个接线端分别经导线连接，电源

插座和220V交流电源经电源插线连接，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出两端和工控机主板、高拍仪、摄

像头、身份证扫描仪、票据打印设备、二维码扫描仪、指纹仪、电容触摸显示屏的电源输入两

端分别经导线连接，高拍仪、摄像头、身份证扫描仪、二维码扫描仪、指纹仪数据输出端和工

控机主板的其中五个数据信号输入端分别经USB插线连接，工控机主板的视频输出端和电

容触摸显示屏的视频信号输入端经视频线连接，工控机主板的数据输出端和票据打印设备

的数据输入端经USB插口连接，其特征在于电容触摸显示屏有相同的两个，两个电容触摸显

示屏的视频信号输入端经视频线并联、并和工控机主板的视频输出端经视频线连接，工控

机主板、开关电源安装在电路板上，电路板安装在锥形外壳内底部，外壳的上部右端有一个

方形凹槽，凹槽下端中部有一个开孔，高拍仪左侧端下部安装在开孔上，外壳的上部具有三

个上开口，身份证扫描仪、票据打印设备、指纹仪分别安装在三个上开口下，两个电容触摸

显示屏分别安装在外壳前后两端，外壳的右侧端下部具有两个右开口，二维码扫描仪安装

在外壳右侧前端开口内，工控机主板的USB插座位于外壳右侧后端开口内，外壳的左侧端下

部后端具有四个左开口，电源插座、船型电源开关安装在其中两个左开口内，摄像头安装在

外壳上中部开孔内，工控机主板的网线插口、电源插座的插口、船型电源开关的按键、工控

机主板的开关机键前侧分别位于四个左开口外侧，工控机主板配套的输入键盘USB插头插

入工控机主板的其中一个USB插座插口内。

[0008] 所述外壳的左右两侧中部分布有散热孔。

[0009] 所述工控机主板还配套扬声器。

[0010] 所述锥形外壳的上部为平坦式结构。

[0011] 所述两个电容触摸显示屏的屏幕前端四周和外壳前后两端表面处于一个平面。

[0012] 所述外壳前部由上至下处于向前倾斜结构，外壳后部由上至下处于向后倾斜结

构。

[0013]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使用时，把外壳摆放在例如政务中心的柜台

上，外壳前端的电容触摸显示屏朝向柜台外侧，利于办事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观看，外壳后

端的电容触摸显示屏朝向柜台内侧，利于工作人员观看显示界面，工作人员既可以操作外

壳后端的电容触摸显示屏操作界面，实现各种信息的查询、录入等等，还可以通过键盘进行

操作，操作更为便利。由于本新型的外壳为锥形，两个电容触摸显示屏处于倾斜状态，视角

佳、更加利于柜台内外的办事人员和工作人员分别观看。本新型不但具有现有智能终端办

公服务设备使用的高拍仪、摄像头、身份证扫描仪部件，还具有票据打印设备、二维码扫描

仪、指纹仪等，各设备集成安装在壳体内，结构更加紧凑、方便了收纳，在应用的各部件成熟

技术支持下，具有更多的功能，更加利于对办事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本新型特别还具有双

面显示屏，办事人员、管理人员能通过朝向柜台外侧的屏幕，实施监督工作人员的办事进

度，对工作人员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  并方便了办事人员的

操作，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本新型尤其用于政务中心使用更具有突出的效果。基于上

述，所以本新型具有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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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将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前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左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右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后俯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后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图1、2、3、4、5中所示，一种台式双屏智能服务终端装置，包括工控机主板1、工控机

主板配套的12V开关电源2、高拍仪3、摄像头4、身份证扫描仪5、票据打印设备6、二维码扫描

仪7、指纹仪8、电容触摸显示屏9  及10、锥形外壳11，工控机主板1、开关电源2安装在电路板

上，电路板安装在锥形外壳11内底部，外壳11的上部右端有一个方形凹槽111，凹槽111下端

中部有一个开孔，通过高拍仪3左侧端下部一段外螺纹，用两只螺母把高拍仪3左侧端下部

安装在开孔上（高拍仪3左部位于外壳11右侧中部上端），外壳11的上部由左至右间隔一定

距离具有三个上开口，身份证扫描仪5、票据打印设备6、指纹仪8分别安装在三个上开口下，

两个电容触摸显示屏9  及10分别通过螺杆安装在外壳11前后两端，外壳11的右侧端下部由

前至后具有两个右开口，二维码扫描仪7通过螺杆安装在外壳11右侧前端开口内，工控机主

板1的USB插座101位于外壳11右侧后端开口内，二维码扫描仪7的前端、USB插座101的插口

前侧分别位于两个右开口外侧，  外壳11的左侧端下部后端由前至后具有四个左开口，电源

插座102、船型电源开关103安装在其中两个左开口内，摄像头4安装在位于外壳前端电容触

摸屏的外壳11上中部开孔内，摄像头4的前端位于开孔外，工控机主板的网线插口104、电源

插座102的插口、船型电源开关103的按键、工控机主板1的开关机键105前侧分别位于四个

左开口外侧，工控机主板1配套的输入键盘USB插头插入工控机主板的其中一个USB插座101

插口内。

[0022] 图1、2、3、4、5中所示，外壳11的左右两侧中部由上至下分布有若干开孔作为散热

孔11-1。工控机主板1还配套扬声器，扬声器安装在电路板上，扬声器和工控机主板1音频输

出端经音频线连接。锥形外壳11的上部为平坦式结构，身份证扫描仪5、票据打印设备6、指

纹仪8的上端外侧位于外壳11三个上开口上端外侧。两个电容触摸显示屏9  及10的屏幕前

端四周和外壳11前后两端表面处于一个平面。外壳11前部由上至下处于向前倾斜结构，外

壳11后部由上至下处于向后倾斜结构。

[0023] 图6中所示，工控机主板U1还配套扬声器B，扬声器B安装在电路板上，扬声器B和工

控机主板U1音频输出端经音频线连接。工控机主板U1是型号金越翔I5的嵌入式工控机主

板，其内部处理芯片是S3C2416、内存4G、硬盘128G、操作系统是WDS7。开关电源U2是品牌明

纬的交流220V转12V直流开关电源模块。高拍仪U3品牌是紫光，型号是N1861。摄像头U4品牌

是健德源、型号是T500。身份证扫描仪U5品牌是德生、型号是DKQ-A16D，票据打印设备U6品

牌是思普瑞特、型号是SP-RMD8CSH。二维码扫描仪U7品牌是博奥斯、型号是MU5051  。指纹仪

U8品牌是中控智慧、型号是  LIVE20R。电容触摸显示屏U9及U10是型号YC180-JX的电容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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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成品，屏幕尺寸是18.5英寸。

[0024] 图6中所示，开关电源U2的电源输入其中一端1脚和船型电源开关K一端经导线连

接，船型电源开关K另一端、开关电源U2的电源输入另一端2脚和电源插座CZ左右两个接线

端分别经导线连接，电源插座CZ和220V交流电源经电源插线连接(实际应用中，电源插线一

端插入电源插座CZ、另一端插入市电220V交流电源插座)，开关电源U2的电源输出两端3及4

脚和工控机主板U1、高拍仪U3、摄像头U4、身份证扫描仪U5、票据打印设备U6、二维码扫描仪

U7、指纹仪U8、电容触摸显示屏U9及U10的电源输入两端1及2脚分别经导线连接，高拍仪U3、

摄像头U4、身份证扫描仪U5、二维码扫描仪U7、指纹仪U8数据输出端C1、C2、C3、C5、C6和工控

机主板U1的其中五个数据信号输入端经USB插线分别连接，工控机主板U1的视频输出端C7

和电容触摸显示屏U9及U10的视频信号输入端经视频线连接，工控机主板U1的数据输出端

C4和票据打印设备U6的数据输入端经USB插口连接，电容触摸显示屏U9及U10有相同的两

个，两个电容触摸显示屏U9及U10的视频信号输入端经视频线并联、并和工控机主板U1的视

频输出端C7经视频线连接，工控机主板配套的输入键盘USB插头插入工控机主板U1的其中

一个USB插座插口内。

[0025] 图1、2、3、4、5、6中所示，本实用新型使用时，把外壳11摆放在例如政务中心的柜台

上，外壳11前端的电容触摸显示屏9朝向柜台外侧，利于办事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观看，外

壳11后端的电容触摸显示屏10朝向柜台内侧，利于工作人员观看显示界面，工作人员既可

以操作外壳后端的电容触摸显示屏10操作界面，实现各种信息的查询、录入等等，还可以通

过键盘进行操作，操作更为便利。由于本新型的外壳11为锥形，两个电容触摸显示屏9及10

处于倾斜状态，视角佳、更加利于柜台内外的办事人员和工作人员分别观看。使用中，电源

插线一端插入电源插座CZ、另一端插入市电220V交流电源插座，工作人员打开船型电源开

关K后，开关电源U2的电源输入两端1及2脚得电， 电源输出两端3及4脚输出12V直流电源进

入工控机主板U1、高拍仪U3、摄像头U4、身份证扫描仪U5、票据打印设备U6、二维码扫描仪

U7、指纹仪U8、电容触摸显示屏U9及U10的电源输入两端1及2脚，工控机主板U1、高拍仪U3、

摄像头U4、身份证扫描仪U5、票据打印设备U6、二维码扫描仪U7、指纹仪U8、电容触摸显示屏

U9及U10处于得电状态。高拍仪U3在使用中，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身份证、资料等的视频拍摄

录入；摄像头U4可以对办事人员进行视频录入；身份证扫描仪U5能录入办事人员的身份证

信息；票据打印设备U6在应用中，可以打印出办事人员所需的各种单据（比如应用于医院

时、打印挂号单或者收费凭据）；二维码扫描仪U7能对各种二维码信息进行扫描识别；指纹

仪U8应用时能对办事人员进行身份识别；办事人员在办事中，可以根据电容触摸显示屏U9

的显示界面提示或语音提示进行相应操作（比如对工作人员评价操作、对工作人员录入的

个人信息进行确定操作等）；工作人员工作时，可经电容触摸显示屏U10的操作界面进行操

作，也可经键盘进行操作。本新型不但具有现有智能终端办公服务设备使用的高拍仪、摄像

头、身份证扫描仪部件，还具有票据打印设备、二维码扫描仪、指纹仪等，各设备集成安装在

壳体内，结构更加紧凑、方便了收纳，在应用的各部件成熟技术支持下，具有更多的功能，更

加利于对办事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本新型特别还具有双面显示屏，办事人员、管理人员能

通过朝向柜台外侧的屏幕，实施监督工作人员的办事进度，对工作人员形成有效的监督机

制，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 并方便了办事人员的操作，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本

新型尤其用于政务中心使用更具有突出的效果。基于上述，所以本新型具有好的应用前景。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209248406 U

6



[002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及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实

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型。因此，无论从

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

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

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

[0027]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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