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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

终端，包括移动终端本体，移动终端本体的上表

面设置有显示屏，显示屏的右侧设置有身份证读

取区，身份证读取区的下方设置有指纹采集窗

口；移动终端本体的下表面设置有支撑架，移动

终端本体的下表面还设置有与支撑架形状大小

相对应的支撑槽，支撑槽内设置有用于检测支撑

架回位的红外传感器；移动终端本体顶部设置有

图像采集块，图像采集块为矩形体结构，图像采

集块上设置有后置摄像头，图像采集块的两端分

别通过旋转轴与移动终端本体活动相连。本实用

新型能远程提供图像采集、身份证采集和指纹采

集功能，同时结构小巧，使用方便，设有支撑架，

便于放置办公或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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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终端本体，移动终端本体的上表

面设置有显示屏，显示屏的右侧设置有身份证读取区，身份证读取区的下方设置有指纹采

集窗口；移动终端本体的下表面设置有支撑架，支撑架为U字型结构，支撑架的两端分别与

移动终端本体的下表面铰接相连，移动终端本体的下表面还设置有与支撑架形状大小相对

应的支撑槽，支撑槽内设置有用于检测支撑架回位的红外传感器；移动终端本体顶部设置

有图像采集块，图像采集块为矩形体结构，图像采集块上设置有后置摄像头，图像采集块的

两端分别通过旋转轴与移动终端本体活动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移动终端本体的右侧

面设置有数据卡插槽和PSAM卡插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移动终端本体的上侧

面设置有多个控制按钮和指示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移动终端本体的下侧

面设置有电源接口和拾音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移动终端本体的左侧

面设置有多个数据接口，所述多个数据接口包括USB接口和HDMI接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移动终端本体左右两

侧面分别设置有翻折缺口，翻折缺口与支撑槽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支撑架底部设置有防

滑垫。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支撑架的外表面包覆

有柔性材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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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银行开户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银行企业开户面临大量的问题，如企业开户需要到银行柜台进行面对面开

户，企业在银行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同时，银行柜员也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与企业客户

进行对接。据统计，一般企业到银行开户，填写表格时间大概在20-30分钟左右，当客户填写

完单据，行内柜员核查企业资料花费时间在10-20分钟左右，时间最长的环节卡在了系统信

息录入的环节，这里行内柜员操作系统在管理系统录入客户资料花费30-40分钟左右，让客

户等待，信息录入完成后业务开通环节需要花费10-20分钟左右，最后打印表单等其他工

作，花费10分钟；开立一个对公账户花费时间两个小时左右，开户效率低下，柜员承受较大

压力，客户在开户过程中漫长的等待也会消耗时间，满意度下降。

[0003] 因此，急需要一种设备供银行工作人员提供远程企业开户功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

解决了传统只能在银行柜台进行企业开户的弊端，本申请能远程提供图像采集、身份证采

集和指纹采集功能，同时结构小巧，使用方便，设有支撑架，便于放置办公或随身携带。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包括移动终端本体，移动终端本体的上表面设置有

显示屏，显示屏的右侧设置有身份证读取区，身份证读取区的下方设置有指纹采集窗口；移

动终端本体的下表面设置有支撑架，支撑架为U字型结构，支撑架的两端分别与移动终端本

体的下表面铰接相连，移动终端本体的下表面还设置有与支撑架形状大小相对应的支撑

槽，支撑槽内设置有用于检测支撑架回位的红外传感器；移动终端本体顶部设置有图像采

集块，图像采集块为矩形体结构，图像采集块上设置有后置摄像头，图像采集块的两端分别

通过旋转轴与移动终端本体活动相连。

[0007]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移动终端本体为平板结构，移动终端本体上表面

设置有显示屏、身份证读取区和指纹采集窗口，在使用时，能直接携带该移动终端本体到企

业进行企业开户，开户过程中，能通过显示屏显示具体的内容，通过身份证读取区内的身份

证阅读器识别相关人员的身份证信息，并通过指纹采集窗口采集相关人员的指纹信息。

[0008] 而移动终端本体的顶部设置有图像采集块，当企业开户人员在签订资料时，能调

整图像采集块的角度，从而使得图像采集块正对企业开户人员，避免在采集企业开户人员

的图像时，出现角度不准，环境采集有误的问题。

[0009] 进一步的，移动终端本体的右侧面设置有数据卡插槽和PSAM卡插槽，该数据卡插

槽主要用于插接数据卡，便于将数据存储到数据卡上，避免内容丢失，同时有利于数据转

移。本申请所述数据卡包括SD存储卡、TF卡、MicroSD卡和MMC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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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移动终端本体的上侧面设置有多个控制按钮和指示灯。

[0011] 进一步的，移动终端本体的下侧面设置有电源接口和拾音孔。

[0012] 进一步的，移动终端本体的左侧面设置有多个数据接口，所述多个数据接口包括

USB接口和HDMI接口。

[0013] 进一步的，移动终端本体左右两侧面分别设置有翻折缺口，翻折缺口与支撑槽相

连，当需要将支撑架翻折起来时，只需要沿着翻折缺口拨动支撑架即可，避免传统支撑架嵌

在支撑槽内无法拨动的弊端。

[0014] 进一步的，支撑架底部设置有防滑垫，当支撑架支开后，能通过防滑垫受力，避免

底部为光滑平面时造成滑动。

[0015] 进一步的，支撑架的外表面包覆有柔性材料层。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移动终端本体背部设有支撑架，能支撑起移动终端本体，使得移动终端本体能

处于办公的角度，能根据工作人员的需求进行调节，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0018] (2)移动终端本体前侧面设置有身份证读取区和指纹采集区，能在移动企业开户

过程中，实时采集用户的身份证信息和指纹信息；

[0019] (3)设有图像采集块，能根据需要调节图像采集的角度，避免在采集企业开户人员

的图像时，出现角度不准，环境采集有误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后视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仰视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右视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视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电路连接框图；

[0026] 图中，10-移动终端本体，11-支撑架，12-图像采集块，13-后置摄像头，14-显示屏，

15-身份证读取区，16-指纹采集窗口，17-数据卡插槽，18-拾音孔，19-电源接口，20-翻折缺

口，21-支撑槽，22-数据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实施例中所提供的图示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基本

构想，遂图式中仅显示与本实用新型中有关的组件而非按照实际实施时的组件数目、形状

及尺寸绘制，其实际实施时各组件的型态、数量及比例可为一种随意的改变，且其组件布局

型态也可能更为复杂。

[0028] 实施例：

[0029] 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请参阅附图2所示，移动终端本体10为平板结构，移

动终端本体10上表面设置有显示屏14、身份证读取区15和指纹采集窗口16，在使用时，能直

接携带该移动终端本体10到企业进行企业开户，开户过程中，能通过显示屏14显示具体的

内容，通过身份证读取区15内的身份证阅读器识别相关人员的身份证信息，并通过指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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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窗口16采集相关人员的指纹信息。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账户管理移动终端进行进一步说明。

[0031] 一种账户管理智能移动终端，请参阅附图1-附图5所示，包括移动终端本体10，移

动终端本体10的上表面设置有显示屏14，显示屏14的右侧设置有身份证读取区15，身份证

读取区15的下方设置有指纹采集窗口16；移动终端本体10的下表面设置有支撑架11，支撑

架11为U字型结构，支撑架11的两端分别与移动终端本体10的下表面铰接相连，移动终端本

体10的下表面还设置有与支撑架11形状大小相对应的支撑槽21，支撑槽21内设置有用于检

测支撑架11回位的红外传感器；移动终端本体10顶部设置有图像采集块12，图像采集块12

为矩形体结构，图像采集块12上设置有后置摄像头13，图像采集块12的两端分别通过旋转

轴与移动终端本体10活动相连，移动终端本体10的右侧面设置有数据卡插槽17和PSAM卡插

槽，该数据卡插槽17主要用于插接数据卡，便于将数据存储到数据卡上，避免内容丢失，同

时有利于数据转移。本申请所述数据卡包括SD存储卡、TF卡、MicroSD卡和MMC卡，移动终端

本体10的上侧面设置有多个控制按钮和指示灯，移动终端本体10的下侧面设置有电源接口

19和拾音孔18，移动终端本体10的左侧面设置有多个数据接口22，所述多个数据接口22包

括USB接口和HDMI接口，移动终端本体10左右两侧面分别设置有翻折缺口20，翻折缺口20与

支撑槽21相连，当需要将支撑架11翻折起来时，只需要沿着翻折缺口20拨动支撑架11即可，

避免传统支撑架11嵌在支撑槽21内无法拨动的弊端，支撑架11底部设置有防滑垫，当支撑

架11支开后，能通过防滑垫受力，避免底部为光滑平面时造成滑动，支撑架11的外表面包覆

有柔性材料层。

[0032]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所述图像采集块12为矩形体结构，图像采集块12的两

端分别设置有转轴，在移动终端本体10顶部设置有与图像采集块12大小相等的矩形槽，在

矩形槽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槽体，能通过转轴在槽体内转动，从而实现图像采集块12的

角度调节。

[0033] 进一步的，支撑槽21内还设置有红外传感器，其能探测支撑架11是否回位到支撑

槽内，便于用户在使用后收起支撑架11，避免长期翻折在外，受外力碰撞后损坏。

[0034] 进一步的，支撑架11外表面包覆有柔性材料层，该柔性材料层不仅能增加人手触

感，而且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便于翻折调节等。

[0035] 进一步的，请参阅附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集成有PCB电路板，PCB电路板包括CPU、

声卡、身份证阅读器、指纹采集装置、DDR、SSD、USB2.0接口、USB3.0接口、HDMI接口、LTE及

GPS天线和扬声器，移动终端本体的上表面设置有显示屏，显示屏即为LCD屏，CPU通过引脚

与LCD屏相连，CPU还通过铜箔线分别与声卡、WIFI/BT、前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DDR、SSD、

HDMI接口以及USB3.0接口相连，CPU还与USB  HUB相连，USB  HUB的信号端分别与LYE及GPS天

线、身份证阅读器、PSAM卡以及指纹采集装置相连；而PCB电路板上还设置有RJ45接口。整个

移动终端本体的结构简单，功能性强，使用方便，便于外出携带和移动办公使用。

[0036]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工作过程为：

[0037] 在实际的企业银行开户过程中，一般需要到银行柜台进行办理，企业开户需要采

集营业执照信息、法人信息以及财务负责人信息等，同时，还会对企业填写的申请开户信息

进行审核，流程复杂，耗费的时间长，占用大量的空间资源和时间资源。本实用新型提供一

种智能移动终端，主要用于银行工作人员到企业进行上门开户。而传统企业开户需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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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可以通过本申请所述智能移动终端进行采集。比如当需要企业银行开户时，先启动

智能移动终端的电源控制按键，然后拨动移动终端本体10背后的支撑架11，使得移动终端

本体10被支撑在平面上，这时即可通过移动终端本体10进行办公。而需要采集的身份证信

息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本体10上的身份证读取区15进行采集，需要采集的指纹信息可以通过

指纹采集窗口进行采集，而企业的营业执照即可通过摄像头进行拍摄。

[0038] 在实际企业开户过程中，还需要填写部分纸质申请资料，这部分申请资料在填写

过程中，还需要对开户人进行图像采集，以便于后期追溯。这个时候只需要拨动图像采集块

12，调节图像采集块12的角度，使得图像采集块12上的后置摄像头13与待采集的人进行对

准，避免传统采集的图像不合格的问题。

[0039] 本实用新型能根据工作人员的需求进行调节平板角度，使用方便；移动终端本体

10前侧面设置有身份证读取区15和指纹采集区16，能在移动企业开户过程中，实时采集用

户的身份证信息和指纹信息；设有图像采集块12，能根据需要调节图像采集的角度，避免在

采集企业开户人员的图像时，出现角度不准，环境采集有误的问题。

[004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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