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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包括门体、门框，所

述门框安装在门体右端，所述门体上安装有主锁

机构和与主锁机构相互配合的副锁机构，所述门

框上安装有令使用者强制使用主锁机构的提醒

机构，本发明有益的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

作简便，在门体内部安装了主锁机构和副锁机

构，当主锁机构被破坏时副锁机构能够有效地起

到安全作用，在门框内部还安装有能够强制提醒

人们上锁的提醒机构，并且在主锁机构和副锁机

构之间还安装有并锁机构，强制人们在上主锁的

同时一并上副锁，使得人们不会因为侥幸心理或

者懒惰导致盗窃事故的发生，在副锁机构上还设

有防割机构，防止犯罪分子破坏，简单高效，方便

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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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包括门体（101）、门框（102），其特征是：所述门框（102）安装

在门体（101）右端，所述门体（101）上安装有主锁机构（1）和与主锁机构（1）相互配合的副锁

机构（2），所述门框（102）上安装有令使用者强制使用主锁机构（1）的提醒机构（3），所述门

框（102）上安装有用于对副锁机构（2）进行双重防割保护的套锁机构（4），所述门框（102）上

安装有配合提醒机构（3）和防割机构（4）令使用者强制使用副锁机构（2）的并锁机构（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其特征是：所述主锁机构（1）包括安装在

门体（101）右端内壁的主门锁（104），所述门框（102）左端设有对称分布的锁洞（103），所述

主门锁（104）上安装有与提醒机构（3）配合的第一锁舌（111），所述主门锁（104）左方设有第

一传动器（109），所述第一传动器（109）与主门锁（104）之间安装有第一传动杆（107），所述

第一传动器（109）上方和下方分别设有对称分布的第二传动器（106），所述第二传动器

（106）与第一传动器（109）之间安装有第二传动杆（108），所述第二传动器（106）上安装有穿

过门体（101）顶部和底部的第一天地锁锁舌（110），所述第二传动器（106）上安装有穿过门

体（101）右端和锁洞（103）的第二锁舌（10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其特征是：所述副锁机构（2）包括安装在

门体（101）内部且位于主门锁（104）上方的副门锁（201），所述副门锁（201）左方设有第三传

动器（205），所述第三传动器（205）与副门锁（201）之间安装有第三传动杆（204），所述第三

传动杆（204）内部设有第一移动槽（206），所述第二传动杆（108）穿过第一移动槽（206），所

述第三传动器（205）上下两方设有安装在门体（101）内壁的第四传动器（203），所述第四传

动器（203）与第三传动器（205）之间安装有第四传动杆（210），所述第四传动器（203）上安装

有穿过门体（101）顶部和底部的第二天地锁锁舌（209），所述第四传动器（207）上安装有第

三传动杆（207），所述第三传动杆（207）内部设有第二移动槽（202），所述第二传动杆（108）

穿过第二移动槽（202），所述第三传动杆（207）上安装有穿过门体（101）右端后与套锁机构

（4）配合的第三锁舌（20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其特征是：所述提醒机构（3）包括安装在

门框（102）左端的筒体（301），所述筒体（301）左端与外界连通，所述筒体（301）内部滑动连

接有滑动柱（315），所述滑动柱（315）底部设有第一滑动槽（303），所述滑动柱（315）右端固

定安装有与筒体（301）右端内壁固定连接的第一弹簧（302），所述滑动柱（315）底部设有定

位槽（303），所述筒体（301）下方固定安装有位于门框（102）内部的警报箱（313），所述警报

箱（313）顶部内壁固定安装有位移箱（304），所述位移箱（304）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动板

（314），所述滑动板（314）顶部固定安装有依次穿过位移箱（304）顶部、警报箱（313）、筒体

（301）底部并与之滑动连接的侦测杆（305），所述滑动板（314）底部与位移箱（304）内壁底部

固定连接有第二弹簧（312），所述滑动板（314）左右两端设有对称的通道槽（306），所述滑动

板（314）中部固定安装有用于导电的金属板（308），所述金属板（308）两端延伸至通道槽

（306）处，所述警报箱（313）底部内部固定安装有带有电池的第一蜂鸣器（310），所述第一蜂

鸣器（310）左右两端安装有穿过位移箱（304）左右两端的第一导线（30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其特征是：所述位移箱（304）与警报箱

（313）之间对称安装有支撑板（311），所述第一导线（307）穿过支撑板（311）。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其特征是：所述套锁机构（4）包括安装门

框（102）左端的第一套筒（401），所述第一套筒（401）左端与外界连通，所述第一套筒（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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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壁密封滑动连接有第二套筒（403），所述第二套筒（403）右端设有通液口（404），所述第二

套筒（403）内壁滑动密封连接有推液板（402），所述推液板（402）与第一套筒（401）之间固定

安装有穿过通液口（404）的第三弹簧（405），所述门体（101）右端设有供给第二套筒（403）穿

过的第一锁道（406），所述第二套筒（403）右端设有供给第三锁舌（208）进入的第二锁道

（407）。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其特征是：所述并锁机构（5）包括安装在

筒体（301）顶部的开关盒（501），所述开关盒（501）位于门框（102）内部，所述滑动柱（315）顶

部设有第二滑动槽（309），所述开关盒（501）内壁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二蜂鸣器（504），所述蜂

鸣器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一行程开关（510），所述第一行程开关（510）底部穿过筒体（301）顶

部后抵住第二滑动槽（309），所述门框（102）内部设有位于筒体（301）下方的开关槽（505），

所述开关槽（505）内部安装有分离电源（507），所述分离电源（507）顶部安装有控制分离电

源（507）通断的第二行程开关（509），所述第二行程开关（509）顶部安装有第一磁铁（506），

所述第二套筒（403）底部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二磁铁（508），所述开关槽（505）与开关盒（501）

之间设有导线通道（502），所述电源（509）底部安装有穿过导线通道（502）和开关盒（501）顶

部后与第一行程开关（510）连接的第二导线（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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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系统上锁安全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安全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双系统上锁安全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各家各户几乎都采用了防盗门，但是现有的防盗门都是单锁设置，即一个主

锁控制所有锁舌的上锁，那么这么一来，犯罪分子只要破坏主锁就能轻而易举的进入家门，

安全性低下，并且现在的单锁防盗门具备两种锁门状态，一种是通过门把手开始的常规锁

门状态，另一种是通过钥匙旋拧的反锁状态。但是更多的人出于懒、或者侥幸心理或者粗心

大意常常会忘记或者没有反锁，仅仅使用了常规锁，而不进行反锁，给了不法分子趁虚而入

的机会，导致财物失窃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在门体内

部安装了主锁机构和副锁机构，当主锁机构被破坏时副锁机构能够有效地起到安全作用，

在门框内部还安装有能够强制提醒人们上锁的提醒机构，并且在主锁机构和副锁机构之间

还安装有并锁机构，强制人们在上主锁的同时一并上副锁，在副锁机构上还设有防割机构，

防止犯罪分子破坏，简单高效，方便快捷。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这种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包括门体、门

框，所述门框安装在门体右端，所述门体上安装有主锁机构和与主锁机构相互配合的副锁

机构，所述门框上安装有令使用者强制使用主锁机构的提醒机构，所述门框上安装有用于

对副锁机构进行双重防割保护的套锁机构，所述门框上安装有配合提醒机构和防割机构令

使用者强制使用副锁机构的并锁机构。

[0005] 为了进一步完善，所述主锁机构包括安装在门体右端内壁的主门锁，所述门框左

端设有对称分布的锁洞，所述主门锁上安装有与提醒机构配合的第一锁舌，所述主门锁左

方设有第一传动器，所述第一传动器与主门锁之间安装有第一传动杆，所述第一传动器上

方和下方分别设有对称分布的第二传动器，所述第二传动器与第一传动器之间安装有第二

传动杆，所述第二传动器上安装有穿过门体顶部和底部的第一天地锁锁舌，所述第二传动

器上安装有穿过门体右端和锁洞的第二锁舌。

[0006] 进一步完善，所述副锁机构包括安装在门体内部且位于主门锁上方的副门锁，所

述副门锁左方设有第三传动器，所述第三传动器与副门锁之间安装有第三传动杆，所述第

三传动杆内部设有第一移动槽，所述第二传动杆穿过第一移动槽，所述第三传动器上下两

方设有安装在门体内壁的第四传动器，所述第四传动器与第三传动器之间安装有第四传动

杆，所述第四传动器上安装有穿过门体顶部和底部的第二天地锁锁舌，所述第四传动器上

安装有第三传动杆，所述第三传动杆内部设有第二移动槽，所述第二传动杆穿过第二移动

槽，所述第三传动杆上安装有穿过门体右端后与套锁机构配合的第三锁舌。该结构与主锁

机构相对独立，在主锁机构被破坏时不影响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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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完善，所述提醒机构包括安装在门框左端的筒体，所述筒体左端与外界连

通，所述筒体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动柱，所述滑动柱底部设有第一滑动槽，所述滑动柱右端固

定安装有与筒体右端内壁固定连接的第一弹簧，所述滑动柱底部设有定位槽，所述筒体下

方固定安装有位于门框内部的警报箱，所述警报箱顶部内壁固定安装有位移箱，所述位移

箱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动板，所述滑动板顶部固定安装有依次穿过位移箱顶部、警报箱、筒体

底部并与之滑动连接的侦测杆，所述滑动板底部与位移箱内壁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弹簧，

所述滑动板左右两端设有对称的通道槽，所述滑动板中部固定安装有用于导电的金属板，

所述金属板两端延伸至通道槽处，所述警报箱底部内部固定安装有带有电池的第一蜂鸣

器，所述第一蜂鸣器左右两端安装有穿过位移箱左右两端的第一导线。该结构能够提醒人

们对主锁机构进行反锁，第一蜂鸣报警器在不工作时处于断路状态，延长使用寿命。

[0008] 进一步完善，所述位移箱与警报箱之间对称安装有支撑板，所述第一导线穿过支

撑板。该结构对位移箱起到固定支撑作用。

[0009] 进一步完善，所述套锁机构包括安装门框左端的第一套筒，所述第一套筒左端与

外界连通，所述第一套筒内壁密封滑动连接有第二套筒，所述第二套筒右端设有通液口，所

述第二套筒内壁滑动密封连接有推液板，所述推液板与第一套筒之间固定安装有穿过通液

口的第三弹簧，所述门体右端设有供给第二套筒穿过的第一锁道，所述第二套筒右端设有

供给第三锁舌进入的第二锁道。该结构能够对第三锁舌起到套锁作用，防止犯罪分子割锁。

[0010] 进一步完善，所述并锁机构包括安装在筒体顶部的开关盒，所述开关盒位于门框

内部，所述滑动柱顶部设有第二滑动槽，所述开关盒内壁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二蜂鸣器，所述

蜂鸣器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一行程开关，所述第一行程开关底部穿过筒体顶部后抵住第二滑

动槽，所述门框内部设有位于筒体下方的开关槽，所述开关槽内部安装有分离电源，所述分

离电源顶部安装有控制分离电源通断的第二行程开关，所述第二行程开关顶部安装有第一

磁铁，所述第二套筒底部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二磁铁，所述开关槽与开关盒之间设有导线通

道，所述电源底部安装有穿过导线通道和开关盒顶部后与第一行程开关连接的第二导线。

该结构能够使得在主锁机构反锁完毕后人们必须对副锁机构也一并反锁，防止人们因为忘

记、懒惰、侥幸心理等因素导致安全性下降。

[0011] 本发明有益的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简便，在门体内部安装了主锁机构和

副锁机构，当主锁机构被破坏时副锁机构能够有效地起到安全作用，在门框内部还安装有

能够强制提醒人们上锁的提醒机构，并且在主锁机构和副锁机构之间还安装有并锁机构，

强制人们在上主锁的同时一并上副锁，使得人们不会因为侥幸心理或者懒惰导致盗窃事故

的发生，在副锁机构上还设有防割机构，防止犯罪分子破坏，简单高效，方便快捷。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2的局部放大图A；

图4为图2的局部放大图B；

图5为滑动柱315的工作示意图。

[0013] 附图标记说明：主锁机构1、门体101、门框102、锁洞103、主门锁104、第二锁舌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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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动器106、第一传动杆107、第二传动杆108、第一传动器109、第一天地锁锁舌110、第

一锁舌111、副锁机构2、副门锁201、第二移动槽202、第四传动器203、第三传动杆204、第三

传动器205、第一移动槽206、第四传动器207、第三锁舌208、第二天地锁锁舌209、第四传动

杆210、提醒机构3、筒体301、第一弹簧302、第一滑动槽303、位移箱304、侦测杆305、通道槽

306、第一导线307、金属板308、第二滑动槽309、第一蜂鸣器310、支撑板311、第二弹簧312、

警报箱313、滑动板314、滑动柱315、套锁机构4、第一套筒401、推液板402、第二套筒403、通

液口404、第三弹簧405、第一锁道406、第二锁道407、并锁机构5、开关盒501、导线通道502、

第二导线503、第二蜂鸣器504、开关槽505、第一磁铁506、分离电源507、第二磁铁508、第二

行程开关509、第一行程开关510。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参照附图1、2、3、4、5：本实施例中这种双系统上锁安全门，包括门体101、门框102，所述

门框102安装在门体101右端，所述门体101上安装有主锁机构1和与主锁机构1相互配合的

副锁机构2，所述门框102上安装有令使用者强制使用主锁机构1的提醒机构3，所述门框102

上安装有用于对副锁机构2进行双重防割保护的套锁机构4，所述门框102上安装有配合提

醒机构3和防割机构4令使用者强制使用副锁机构2的并锁机构5。

[0015] 参照附图2、4：所述主锁机构1包括安装在门体101右端内壁的主门锁104，所述门

框102左端设有对称分布的锁洞103，所述主门锁104上安装有与提醒机构3配合的第一锁舌

111，所述主门锁104左方设有第一传动器109，所述第一传动器109与主门锁104之间安装有

第一传动杆107，所述第一传动器109上方和下方分别设有对称分布的第二传动器106，所述

第二传动器106与第一传动器109之间安装有第二传动杆108，所述第二传动器106上安装有

穿过门体101顶部和底部的第一天地锁锁舌110，所述第二传动器106上安装有穿过门体101

右端和锁洞103的第二锁舌105。

[0016] 参照附图2、3：所述副锁机构2包括安装在门体101内部且位于主门锁104上方的副

门锁201，所述副门锁201左方设有第三传动器205，所述第三传动器205与副门锁201之间安

装有第三传动杆204，所述第三传动杆204内部设有第一移动槽206，所述第二传动杆108穿

过第一移动槽206，所述第三传动器205上下两方设有安装在门体101内壁的第四传动器

203，所述第四传动器203与第三传动器205之间安装有第四传动杆210，所述第四传动器203

上安装有穿过门体101顶部和底部的第二天地锁锁舌209，所述第四传动器207上安装有第

三传动杆207，所述第三传动杆207内部设有第二移动槽202，所述第二传动杆108穿过第二

移动槽202，所述第三传动杆207上安装有穿过门体101右端后与套锁机构4配合的第三锁舌

208。

[0017] 参照附图2、4：所述提醒机构3包括安装在门框102左端的筒体301，所述筒体301左

端与外界连通，所述筒体301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动柱315，所述滑动柱315底部设有第一滑动

槽303，所述滑动柱315右端固定安装有与筒体301右端内壁固定连接的第一弹簧302，所述

滑动柱315底部设有定位槽303，所述筒体301下方固定安装有位于门框102内部的警报箱

313，所述警报箱313顶部内壁固定安装有位移箱304，所述位移箱304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动

板314，所述滑动板314顶部固定安装有依次穿过位移箱304顶部、警报箱313、筒体301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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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之滑动连接的侦测杆305，所述滑动板314底部与位移箱304内壁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

弹簧312，所述滑动板314左右两端设有对称的通道槽306，所述滑动板314中部固定安装有

用于导电的金属板308，所述金属板308两端延伸至通道槽306处，所述警报箱313底部内部

固定安装有带有电池的第一蜂鸣器310，所述第一蜂鸣器310左右两端安装有穿过位移箱

304左右两端的第一导线307。

[0018] 参照附图2、4：所述位移箱304与警报箱313之间对称安装有支撑板311，所述第一

导线307穿过支撑板311。

[0019] 参照附图2、3：所述套锁机构4包括安装门框102左端的第一套筒401，所述第一套

筒401左端与外界连通，所述第一套筒401内壁密封滑动连接有第二套筒403，所述第二套筒

403右端设有通液口404，所述第二套筒403内壁滑动密封连接有推液板402，所述推液板402

与第一套筒401之间固定安装有穿过通液口404的第三弹簧405，所述门体101右端设有供给

第二套筒403穿过的第一锁道406，所述第二套筒403右端设有供给第三锁舌208进入的第二

锁道407。

[0020] 参照附图2、3、4：所述并锁机构5包括安装在筒体301顶部的开关盒501，所述开关

盒501位于门框102内部，所述滑动柱315顶部设有第二滑动槽309，所述开关盒501内壁顶部

固定安装有第二蜂鸣器504，所述蜂鸣器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一行程开关510，所述第一行程

开关510底部穿过筒体301顶部后抵住第二滑动槽309，所述门框102内部设有位于筒体301

下方的开关槽505，所述开关槽505内部安装有分离电源507，所述分离电源507顶部安装有

控制分离电源507通断的第二行程开关509，所述第二行程开关509顶部安装有第一磁铁

506，所述第二套筒403底部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二磁铁508，所述开关槽505与开关盒501之间

设有导线通道502，所述电源509底部安装有穿过导线通道502和开关盒501顶部后与第一行

程开关510连接的第二导线503。

[0021] 使用时，当关上门体101时，第一锁舌111弹入筒体301内部，此时第一锁舌111推动

滑动柱315后退，使得第一滑动槽303压动侦测杆305下降，侦测杆305下降带动滑动板314下

降，金属板308与第一导线307接触，此时第一蜂鸣器310被接通，发出刺耳警报，提醒人们主

锁未上锁，继续拧动钥匙上锁，则第一锁舌111继续推动滑动柱315后退，此时侦测杆305受

到第一锁舌111的压力继续下降，侦测杆305下降使得金属板308与第一导线307脱离接触，

第一蜂鸣器310停止报警，但与此同时，由于滑动柱315继续后退，使得第二滑动槽309带动

第一行程开关510上升，第一行程开关510使得第二蜂鸣器504响起，提醒人们操作副锁机构

2，在第二套筒403内部灌注有液压油，第三锁舌208伸入第二锁道407时推动推液板402移

动，使得液压油通过通液口404进入第一套筒401内部，此时由于反作用力的原因，液压油推

动第二套筒403伸出，进入第一锁道406，并且第三弹簧405蓄力，当第二套筒403伸出后，第

二磁铁508失去对第一磁铁506吸附，从而导致第二行程开关509松开，第二行程开关509松

开导致分离电源507断路，从而失去对第二蜂鸣器504的供电，第二蜂鸣器504停止工作。

[0022] 虽然本发明已通过参考优选的实施例进行了图示和描述，但是，本专业普通技术

人员应当了解，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可作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各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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