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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终端一体机。外

壳体的斜坡面上设置开放式触摸显示屏，开放式

触摸显示屏的右侧设置签字屏与中间带半圆形

凹槽竖直长条状签字笔槽，签字屏的上端设置签

字笔槽，开放式触摸显示屏的下方设置水平长方

体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的抽屉，水平长方体

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的抽屉的下方设置凭

条打印处，凭条打印处的右侧设置银联读卡处，

凭条打印处的上方设置凭条打印指示灯，银联读

卡处的上方设置银联读卡指示灯。本实用新型实

现线下银行网点与线下行政服务中心，网上银行

与网上政务服务，刚好可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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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终端一体机，其组成包括：外壳体(1)，其特征是：所述的外壳体(1)为梯形，

所述的外壳体(1)的上端连通广告屏(2)所在腔体，所述的广告屏(2)用防爆用的钢化玻璃

面板覆盖，所述的广告屏(2)的上端中心设置摄像头(4)，

所述的外壳体(1)的斜坡面上设置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所述的开放式触摸显示屏

(5)的右侧设置签字屏(6)与中间带半圆形凹槽竖直长条状签字笔槽(7)，所述的签字屏(6)

的上端设置签字笔槽(7)，所述的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的下方设置水平长方体可推拉式内

嵌笔记本键盘的抽屉(8)，所述的水平长方体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的抽屉(8)的下方设

置凭条打印处(9)，所述的凭条打印处(9)的右侧设置银联读卡处(10)，所述的凭条打印处

(9)的上方设置凭条打印指示灯(11)，所述的银联读卡处(10)的上方设置银联读卡指示灯

(12)，

所述的水平长方体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的抽屉(8)的右侧设置外接接口(13)，所

述的外接接口(13)连接的右侧设置条码扫描口(14)，所述的条码扫描口(14)的下端设置发

票打印口(15)，所述的外接接口(13)的下端设置密码键盘(18)，所述的外接接口(13)的右

边设置有开盖机械锁(19)，

所述的外壳体(1)与地面垂直的竖面上设置表单打印口(16)与证件扫描口(17)，所述

的表单打印口(16)在证件扫描口(17)的左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终端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外壳体(1)内装入主

板，所述的主板的USB1口连接彩色激光打印机，所述的主板的COM4口连接UPS不间断电源，

所述的主板的HDMI口连接广告屏(2)，所述的主板的VGA口连接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所述

的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还连接主板的USB3口，所述的主板的COM10口连接灯控板，所述的

主板的USB4口连接摄像头(4)，所述的主板的USB5口连接证件扫描仪，所述的主板的COM6口

连接笔记本键盘，所述的主板的USB6口连接二维码扫描器，所述的主板的USB7口连接台式

身份证阅读机，所述的主板的供电接口连接开关稳压电源，所述的主板的COM2口连接针式

打印机，所述的主板的COM5口连接热敏打印机，所述的主板的COM1口连接电动读卡器，

所述的UPS不间断电源连接插排与开关电源24V，

所述的开关电源24V供电至针式打印机，

所述的插排将220V电压供电至彩色激光打印机与开关电源12V，所述的插排还供电至

开关稳压电源与证件扫描仪，所述的开关电源12V供电至电动读卡器、灯控板、功放板、散热

风扇Ⅰ与散热风扇Ⅱ

所述的灯控板提供5V电压给LED灯Ⅰ、LED灯Ⅱ(23)、LED灯Ⅲ、LED灯Ⅳ(24)与LED灯Ⅴ

(2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终端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彩色激光打印机设置

在表单打印口(16)，所述的二维码扫描器设置在条码扫描口(14)，所述的台式身份证阅读

机设置在证件扫描口(17)，所述的针式打印机设置在发票打印口(15)，所述的热敏打印机

设置在凭条打印处(9)，所述的电动读卡器设置在银联读卡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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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终端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智能终端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通过“互联网+金融服务+政务服务”实现跨界融合和

创新，金融服务将创造更好、更多的经济效益，而政务服务将更有粘性、更有价值。同时，“互

联网+金融服务+政务服务”理念促进了传统的金融生态逐渐改变。银行网点业务快速从线

下向线上转移、渗透和增值，金融服务进入良性发展阶段。金融服务的互联化，导致网上银

行业务和流量快速增长，线下银行网点人流和业务量相对减少。金融服务的互联网化需要

银行加大信息科技投入和银行网点优化配置以降低银行成本压力。今后，传统银行网点将

越来越少，保留下来的网点会成为一种网上银行的线下门店，在空间布局上，取而代之是更

多具有多功能逐渐智能化的自助服务智能终端一体机。

[0003] 同时，银行网点大厅和行政服务中心涉及的业务种类繁多，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

会配备相应的终端设备，较为常用的硬件设备有以下几种，排队机、自助服务终端、广告机、

打印机等，每个设备都是相互独立的，设备由不同的厂家和供应商提供造成集成度低、维护

不便、占用办公场所的面积大、硬件设备购置和人工投入成本高，有待进一步改进。同时，随

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集成化和智能化趋势使得金融银行大厅和

行政服务中心的智能终端设备功能变得越来越齐全和一体化，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和富有吸引力的客户体验。

[0004] 行政事务集中办理人员聚集易形成窗口拥挤堵塞。行政服务中心内聚集了税务、

工商、环保、食药质检、交通等部门窗口，公众除了需要到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外，还需要“楼

上楼下往返跑”，因为不同窗口业务量不一致，有的窗口需要排长队，有的窗口却很空闲。

[0005] 银行网点大厅和行政服务中心涉及的业务种类繁多，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所配置

的各种自助设备集成度低，空间布置分散，影响客户和公众服务体验和互动。

[0006] 银行网点大厅和行政服务中心业务无法跨界融合。将银行网点与政务服务对接，

依托银行网点，构建并优化线下政务服务办事流程，将政务服务场景和线下网点服务能力

对接融合，拓展与延伸政务服务，实现企业与群众到银行网点办事“就近最多跑一次”。同

时，为银行网点重聚人气，带来新的用户和流量；也为线下行政服务中心减轻办事压力，创

造新的环境和条件。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智能终端一体机，通过在行政服务中心和银行网点

大厅设置智能终端一体机设的方式，实现将银行网点与政务服务对接，依托银行网点，构建

并优化线下政务服务办事流程，将政务服务场景和线下网点服务能力对接融合，拓展与延

伸政务服务，实现企业与群众到银行网点办事“就近最多跑一次”。同时，为银行网点重聚人

气，带来新的用户和流量；也为线下行政服务中心减轻办事压力，创造新的环境和条件。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209216217 U

3



[0008] 同时，实现线下银行网点与线下行政服务中心，网上银行与网上政务服务，刚好可

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0009]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10] 一种智能终端一体机，其组成包括：外壳体1，所述的外壳体1为梯形，所述的外壳

体1的上端连通广告屏2所在腔体，所述的广告屏2用防爆用的钢化玻璃面板3覆盖，所述的

广告屏2的上端中心设置摄像头4，

[0011] 所述的外壳体1的斜坡面上设置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所述的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

的右侧设置签字屏6与中间带半圆形凹槽竖直长条状签字笔槽7，所述的签字屏6的上端设

置签字笔槽7，所述的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的下方设置水平长方体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

的抽屉8，所述的水平长方体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的抽屉8的下方设置凭条打印处9，所

述的凭条打印处9的右侧设置银联读卡处10，所述的凭条打印处9的上方设置凭条打印指示

灯11，所述的银联读卡处10的上方设置银联读卡指示灯12，

[0012] 所述的水平长方体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的抽屉8的右侧设置外接接口13，所

述的外接接口13连接的右侧设置条码扫描口14，所述的条码扫描口14的下端设置发票打印

口15，所述的外接接口13的下端设置密码键盘18，所述的外接接口13的右边设置有开盖机

械锁19，

[0013] 所述的外壳体1与地面垂直的竖面上设置表单打印口16与证件扫描口17，所述的

表单打印口16在证件扫描口17的左侧。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外壳体1内装入主板，所述的主板的USB1口连接彩色激光打印

机，所述的主板的COM4口连接UPS不间断电源，所述的主板的HDMI口连接广告屏2，所述的主

板的VGA口连接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所述的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还连接主板的USB3口，所述

的主板的COM10口连接灯控板，所述的主板的USB4口连接摄像头4，所述的主板的USB5口连

接证件扫描仪，所述的主板的COM6口连接笔记本键盘，所述的主板的USB6口连接二维码扫

描器，所述的主板的USB7口连接台式身份证阅读机，所述的主板的供电接口连接开关稳压

电源，所述的主板的COM2口连接针式打印机，所述的主板的COM5口连接热敏打印机，所述的

主板的COM1口连接电动读卡器，

[0015] 所述的UPS不间断电源连接插排与开关电源24V，

[0016] 所述的开关电源24V供电至针式打印机，

[0017] 所述的插排将220V电压供电至彩色激光打印机与开关电源12V，所述的插排还供

电至开关稳压电源与证件扫描仪，所述的开关电源12V供电至电动读卡器、灯控板、功放板、

散热风扇Ⅰ与散热风扇Ⅱ

[0018] 所述的灯控板提供5V电压给LED灯Ⅰ、LED灯Ⅱ23、LED灯Ⅲ、LED灯Ⅳ24与LED灯Ⅴ

25。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的彩色激光打印机设置在表单打印口16，所述的二维码扫描器设

置在条码扫描口14，所述的台式身份证阅读机设置在证件扫描口17，所述的针式打印机设

置在发票打印口15，所述的热敏打印机设置在凭条打印处9，所述的电动读卡器设置在银联

读卡处10。

[0020] 有益效果：

[0021] 1 .本实用新型采用稳定安全可靠的工控主机，宽温、稳定，可24小时365天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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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0022] 2.本实用新型整机模块化设计，方便设备维护。

[0023] 3.本实用新型配备触摸屏、摄像头、语音、打印等多种交互模块，提供功能丰富的

人机互动体验。

[0024] 4.本实用新型采用UPS不间断电源设计，在恶劣环境下不间断使用。

[0025] 5.本实用新型具有触摸液晶显示、广告播放、读卡功能、身份证阅读功能、二维码

扫描功能、证件扫描功能、密码键盘输入功能、摄像拍照、笔记本键盘输入功能、业务单据打

印功能、发票打印功能、凭条打印等功能，智能终端一体机与各行政办事窗口业务系统对

接，实现客户或公众户申请业务数据和上传附件的共享，满足行政审批电子化和审批效率。

附图说明

[0026]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左侧示意图图。

[0028]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一种智能终端一体机，其组成包括：外壳体1，所述的外壳体1为梯形，所述的外壳

体1的上端连通广告屏2所在腔体，所述的广告屏2用防爆用的钢化玻璃面板3覆盖，所述的

广告屏2的上端中心设置摄像头4，

[0030] 所述的外壳体1的斜坡面上设置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所述的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

的右侧设置签字屏6与中间带半圆形凹槽竖直长条状签字笔槽7，所述的签字屏6的上端设

置签字笔槽7，所述的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的下方设置水平长方体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

的抽屉8，所述的水平长方体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的抽屉8的下方设置凭条打印处9，所

述的凭条打印处9的右侧设置银联读卡处10，所述的凭条打印处9的上方设置凭条打印指示

灯11，所述的银联读卡处10的上方设置银联读卡指示灯12，

[0031] 所述的水平长方体可推拉式内嵌笔记本键盘的抽屉8的右侧设置外接接口13，所

述的外接接口13连接的右侧设置条码扫描口14，所述的条码扫描口14的下端设置发票打印

口15，所述的外接接口13的下端设置密码键盘18，所述的外接接口13的右边设置有开盖机

械锁19，

[0032] 所述的外壳体1与地面垂直的竖面上设置表单打印口16与证件扫描口17，所述的

表单打印口16在证件扫描口17的左侧。

[0033] 进一步的，所述的外壳体1内装入主板，所述的主板的USB1口连接彩色激光打印

机，所述的主板的COM4口连接UPS不间断电源，所述的主板的HDMI口连接广告屏2，所述的主

板的VGA口连接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所述的开放式触摸显示屏5还连接主板的USB3口，所述

的主板的COM10口连接灯控板，所述的主板的USB4口连接摄像头4，所述的主板的USB5口连

接证件扫描仪，所述的主板的COM6口连接笔记本键盘，所述的主板的USB6口连接二维码扫

描器，所述的主板的USB7口连接台式身份证阅读机，所述的主板的供电接口连接开关稳压

电源，所述的主板的COM2口连接针式打印机，所述的主板的COM5口连接热敏打印机，所述的

主板的COM1口连接电动读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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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的UPS不间断电源连接插排与开关电源24V，

[0035] 所述的开关电源24V供电至针式打印机，

[0036] 所述的插排将220V电压供电至彩色激光打印机与开关电源12V，所述的插排还供

电至开关稳压电源与证件扫描仪，所述的开关电源12V供电至电动读卡器、灯控板、功放板、

散热风扇Ⅰ与散热风扇Ⅱ

[0037] 所述的灯控板提供5V电压给LED灯Ⅰ、LED灯Ⅱ23、LED灯Ⅲ、LED灯Ⅳ24与LED灯Ⅴ

25。

[0038] 所述的LED灯Ⅰ为银联读卡指示灯12，所述的LED灯Ⅱ23设置在发票出口，所述的

LED灯Ⅲ为凭条打印指示灯11，所述的LED灯Ⅳ设置在证件扫描处，所述的LED灯Ⅴ设置在单

据出口。

[0039] 进一步的，所述的彩色激光打印机设置在表单打印口16，所述的二维码扫描器设

置在条码扫描口14，所述的台式身份证阅读机设置在证件扫描口17，所述的针式打印机设

置在发票打印口15，所述的热敏打印机设置在凭条打印处9，所述的电动读卡器设置在银联

读卡处10。

[0040] 前面板开门部分右边设置有开门机械锁22，后面板开门部分左边设置有开门机械

锁29；外壳体1左右两个侧面上方中间位置各设置一组语音圆形通孔26；外壳体1左右两个

侧面按照人体工学原理设置有用于搬运的内凹盒式把手27；外壳体1后面板上方靠中间位

置设置有两个正方形散射格栅状风扇散热通孔28；外壳体1后面板靠下方位置设置有多孔

状散热孔30；外壳体1的底部设置有万向脚轮20和支撑脚垫21，方便智能终端一体机的移动

和固定。

[0041]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主板 IPC-H81

开关电源 LRS-100-12

开关电源 LRS-75-24

长城电源 ATX-300P4

UPS不间断电源 EA305

广告屏 HR215WU1-120

开放式触摸显示屏 H2212PW-UC

热敏打印机 MS-D347-1

针式打印机 MS-512I-UR

彩色激光打印机 HP  M154a

电动读卡器 TTCE-M100-B

台式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 YKT-9-I

二维码扫描器 FM430

证件扫描仪 S500E

密码键盘 SNK088A

笔记本键盘 KU855

灯控板 LCTRL-AIO-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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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放板(内置语音模块) ASTD-10W

喇叭 YDDE5090-6

散热风扇 RD8025S12L

摄像头 LHT-820CH-31B

[0042] 客户或公众以自助方式在智能终端一体机外壳体1水平倾斜台面开放式触摸显示

屏上以触摸选择并在长方体操作台面上的二代身份证感应区处感应居民二代身份证的方

式输入身份信息，开放式触摸显示屏显示窗口下方左边前面板拉出镶嵌有笔记本键盘的长

方形抽屉进行全键盘手工输入的方式或者在外壳体1水平倾斜台面开放式触摸显示屏显示

窗口上运行手写输入以触摸手写方式输入单据信息，智能终端一体机自动校验客户或公众

填写信息是否有效合法，并引导客户或公众完成办理事项业务申请单据和凭证的填写，客

户或公众确认表单填写信息和内容无误后，提示客户或公众签名，客户或公众可以使用签

字笔在签字屏上以触摸手写的方式进行签名；客户完成签名后打印单据。

[0043] 客户或公众待办理事项如需提交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附件材料，证件扫描

仪面板上进行扫描打印或上传各行政办事窗口后台。

[0044] 客户或公众待办理事项如需通过银行卡收费，在开放式触摸显示屏显示窗口左下

方前面板热敏打印机长方形票据口右边水平长条状的电动读卡器插卡口插入银行卡读取

银行卡信息，客户或公众可以在长方体操作台面上二代身份证感应区右边的密码键盘上输

入缴费金额和密码的方式完成交易，执行银行卡缴费交易操作，使用外壳体1水平倾斜台面

开放式触摸显示屏显示窗口右下方前面板长方形票据口的针式打印机打印交易凭证或发

票。

[0045] 客户或公众待办理事项如需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收费，在开放式触摸显示屏显示窗

口右下方前面板针式打印机长方形票据口上方长方形二维码扫描窗口扫描手机二维码信

息，保存数据并执行微信或支付宝缴费交易操作，使用外壳体1水平倾斜台面开放式触摸显

示屏显示窗口右下方前面板长方形票据口的针式打印机打印交易凭证或发票。

[0046] 客户或公众填写完成业务申请单据并通过扫描提交凭证后，系统自动将客户或公

众的申请提交至各行政办事窗口，同时，在外壳体1水平倾斜台面开放式触摸显示屏显示窗

口左下方前面板长方形票据口的热敏打印机自动打印预约排队号码凭条或审批后取件预

约排队号码凭条。

[0047] 客户或公众在智能终端一体机上的操作过程由设置在外壳体1正面竖直略倾斜的

长方体窗口上方中间圆形摄像头窗口内的摄像头提醒客户或公众周边环境是否安全；智能

终端一体机在外壳体1正面竖直略倾斜的长方体窗口的广告屏上播放广告营销宣传信息，

实现智能终端一体机循环播放广告宣传信息的目的。

[0048]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实用新型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

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

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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