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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涉及智能门锁系统领域，公开了

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包括：用于录

入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效时间段的用户控制

终端；以接收指纹信息并生成门锁驱动指令的服

务器终端；以接收门锁驱动指令实现开锁动作的

门锁控制终端；用户控制终端与服务器终端通信

连接，服务器终端与门锁控制终端通信连接，用

户控制终端包括以生成指纹信息有效时长及时

间段的时间段标记单元；服务器终端包括用于统

计首次录入有效指纹信息的已生效时长的第一

计时单元。在第一计时单元统计的时长达到时间

段标记单元设定的时长自动清除有效指纹信息，

继而在住户入住期限结束后自动清除指纹记忆，

提高了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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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户控制终端（1），搭载于智能终端，以录入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效时间段；

服务器终端（2），以接收指纹信息并生成门锁驱动指令；

门锁控制终端（3），以接收门锁驱动指令实现开锁动作；

所述用户控制终端（1）与所述服务器终端（2）通信连接，所述服务器终端（2）与所述门

锁控制终端（3）通信连接，

所述用户控制终端（1）包括以录入有效指纹信息的指纹录入单元（11）、以生成指纹信

息有效时长及时间段的时间段标记单元（12），以及与所述指纹录入单元（11）及所述时间段

标记单元（12）连接存储单元（13）的用于存储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效时间段的存储单元

（13）；

所述用户控制终端（1）还包括指纹登录单元（10），所述指纹登录单元（10）用于实时指

纹信息的触发；

所述服务器终端（2）包括指令生成单元（21）及与所述指令生成单元（21）连接的第一计

时单元（22），所述指令生成单元（21）用于识别指纹图案，并在指纹图案匹配的条件下生成

开锁指令，所述第一计时单元（22）用于统计首次录入有效指纹信息的已生效时长；

所述门锁控制终端（3）包括门锁控制单元（31）及与所述门锁控制单元（31）连接的门锁

驱动单元（32），所述门锁控制单元（31）用于接收开锁指令并生成门锁驱动指令，所述门锁

驱动单元（32）与锁体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控制

终端（1）还包括：

信息录入单元（14），以录入初始登录信息以及输入实时登录信息；

权限识别单元（15），将实时登录信息与初始登录信息进行比对，识别其匹配性；

所述信息录入单元（14）及所述权限识别单元（15）均连接于所述存储单元（13），所述存

储单元（13）还用于存储初始登录信息，所述信息录入单元（14）与所述权限识别单元（15）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控制

终端（1）还包括户型标记单元（16），所述户型标记单元（16）连接于所述存储单元（13），所述

户型标记单元（16）用于匹配指纹信息的有效标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控制

终端（1）还包括订单确认单元（17），所述订单确认单元（17）与所述时间段标记单元（12）、所

述户型标记单元（16）及所述指纹录入单元（11）连接，所述时间段标记单元（12）及所述户型

标记单元（16）共同触发所述订单确认单元（1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终

端（2）包括密码生成单元（23），所述订单确认单元（17）触发所述密码生成单元（23）；所述用

户控制终端（1）还包括订单确认反馈单元（18），所述订单确认反馈单元（18）与所述触发所

述指纹录入单元（11）连接，触发所述指纹录入单元（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指令生成

单元（21）包括模数转换单元（211），所述模数转换单元（211）将图像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指令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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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21）包括指令识别单元（210）及与所述指令识别单元（210）连接的开锁指令触发单元

（213）及闭锁指令触发单元（21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控制

终端（1）还包括计数单元（19），所述计数单元（19）与所述指纹录入单元（11）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锁控制

终端（3）还包括第二计时单元（33）连接于所述门锁控制单元（31），另外设有感应器（34），所

述感应器（34）安装于门扇与门框对应位置，所述感应器（34）连接于所述门锁控制单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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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门锁系统领域，尤其涉及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智能化装置越来越普遍，同时，在生活中，住房的安全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因此，智能门锁应运而生，并得到快速方法与广泛应用。

[0003] 智能锁是指在传统机械锁的基础上改进的智能化控制门锁，在用户识别、安全性、

管理性方面更加智能化的锁具，广泛应用于银行、政府部门、酒店、宾馆等场所。

[0004] 授权公告号为CN207553776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公祖

房智能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包括服务器终端、用户控制终端以及智能门锁，服务器终端包括

数据传输终端与门锁控制终端，数据传输终端与用户控制终端之间通信连接，门锁控制终

端与智能门锁之间通信连接，智能门锁内部设有门锁控制模块、门锁驱动装置、锁芯机构以

及人机交互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包括指纹识别装置与供电装置，指纹识别装置与供电装置

分别设置于智能门锁的两侧，供电装置电连接于门锁模块与门锁驱动装置，指纹识别装置

连接于门锁控制模块。该实用新型公开的技术方案通过指纹识别可进行开锁，具有更安全

的效果，操作简单，便于使用。

[0005] 但是上述实用新型披露技术方案，在住户变更时需要人为进行已录入指纹的记忆

消除，以进行初始化，因此，操作仍不够智能。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其能够在住户入住期限

结束后自动清除指纹记忆，从而使门锁更加智能化，同时，提高了安全性。

[0007]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包括：

用户控制终端，搭载于智能终端，以录入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效时间段；

服务器终端，以接收指纹信息并生成门锁驱动指令；

门锁控制终端，以接收门锁驱动指令实现开锁动作；

所述用户控制终端与所述服务器终端通信连接，所述服务器终端与所述门锁控制终端

通信连接，

所述用户控制终端包括以录入有效指纹信息的指纹录入单元、以生成指纹信息有效时

长及时间段的时间段标记单元，以及与所述指纹录入单元及所述时间段标记单元连接存储

单元的用于存储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效时间段的存储单元；

所述用户控制终端还包括指纹登录单元，所述指纹登录单元用于实时指纹信息的触

发；

所述服务器终端包括指令生成单元及与所述指令生成单元连接的第一计时单元，所述

指令生成单元用于识别指纹图案，并在指纹图案匹配的条件下生成开锁指令，所述第一计

时单元用于统计首次录入有效指纹信息的已生效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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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门锁控制终端包括门锁控制单元及与所述门锁控制单元连接的门锁驱动单元，所

述门锁控制单元用于接收开锁指令并生成门锁驱动指令，所述门锁驱动单元与锁体连接。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用户通过指纹录入单元录入有效指纹信息，并且通过时

间段标记单元设置指纹生效的有效时间段，指纹信息及指纹生效的有效时间段同时被存储

于存储单元中，所述服务器终端与用户控制终端通信连接，服务器终端中的第一计时单元

用于统计首次录入有效指纹信息的已生效时长；

用户解锁时通过指纹登录单元输入实时指纹信息；

服务器终端的指令生成单元接收实时指纹信息，并访问存储单元，调取存储单元中的

有效指纹信息进行比对，在实时指纹信息与有效指纹信息匹配的条件下生成门锁驱动指

令，并发送至门锁控制终端的门锁控制单元，门锁驱动单元响应门锁驱动指令；

第一计时单元统计的首次录入有效指纹信息的已生效时长达到时间段标记单元设置

的有效时长后，所述存储单元清除当前录入的有效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效时长及时间段

信息，因此，在当前录入的有效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效时长及时间段信息被清除后，指令

生成单元无法找到匹配的有效指纹信息，因此无法实现锁体控制，继而在住户入住期限结

束后自动清除指纹记忆，提高了安全性。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用户控制终端还包括：

信息录入单元，以录入初始登录信息以及输入实时登录信息；

权限识别单元，将实时登录信息与初始登录信息进行比对，识别其匹配性；

所述信息录入单元及所述权限识别单元均连接于所述存储单元，所述存储单元还用于

存储初始登录信息，所述信息录入单元与所述权限识别单元连接。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信息录入单元及权限识别单元为指纹录入单元的前置单

元，用于限制指纹录入单元的触发条件。用户通过信息录入单元实现注册及登录，存储单元

还用于存储初始登录信息，权限识别单元将实时登录信息与初始登录信息进行比对，识别

其匹配性，当存储单元中存储有与实时登录信息一致的初始登录信息时触发指纹录入单

元。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用户控制终端还包括户型标记单元，所述户型标记单元

连接于所述存储单元，所述户型标记单元用于匹配指纹信息的有效标的。

[0012] 在酒店、公租房等共享住所，存在不同的户型，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户型及数

量信息存储于存储单元，用户可自主选择户型，并将已选择的弧形在存储单元中进行标记，

实现了指纹信息的有效标的匹配。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用户控制终端还包括订单确认单元，所述订单确认单元

与所述时间段标记单元、所述户型标记单元及所述指纹录入单元连接，所述时间段标记单

元及所述户型标记单元共同触发所述订单确认单元。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订单确认单元为指纹录入单元的前置单元，时间段标记

单元及户型标记单元为订单确认单元的前置单元，信息录入单元及权限识别单元为时间段

标记单元及户型标记单元的前置单元，在权限识别单元验证出存储单元中存储有与实时登

录信息一致的初始登录信息时，先后触发时间段标记单元及户型标记单元，生成时间段及

选择户型信息后触发订单确认单元，随后通过支付行为使订单确认单元触发指纹录入单

元，因此只允许有访问权限的用户在确认订单后才能触发指纹录入单元以录入指纹，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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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现了指纹的自动录入，实现了智能化，另一方面，为录入指纹的行为设置了权限，提高

了安全性。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服务器终端包括密码生成单元，所述订单确认单元触发

所述密码生成单元；所述用户控制终端还包括订单确认反馈单元，所述订单确认反馈单元

与所述触发所述指纹录入单元连接，触发所述指纹录入单元。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用户通过支付行为触发订单确认单元，通过用户控制终

端与所述服务器终端的通信连接，将触发订单确认单元的信息发送至服务器终端，以触发

服务器终端内的密码生成单元，密码生成单元生成随机排列的一组数字密码，并将密码发

送智能终端，用户通过订单确认反馈单元键入数字密码以触发指纹录入单元。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指令生成单元包括模数转换单元，所述模数转换单元将

图像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模数转换单元将实时指纹信息及有效指纹信息转换成数

字信息后以进行比对。

[00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指令生成单元包括指令识别单元及与所述指令识别单元

连接的开锁指令触发单元及闭锁指令触发单元。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预先可分别设置解锁指令及闭锁指令，在指令生成单元

识别为有效指纹时，触发指令识别单元，指令识别单元识别是开锁指令或闭锁指令，并触发

对应的开锁指令触发单元或闭锁指令触发单元，开锁指令触发单元或闭锁指令触发单元被

触发后发送相应指令至门锁控制终端。

[002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用户控制终端还包括计数单元，所述计数单元与所述指

纹录入单元连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解锁指令及闭锁指令区别于有效指纹的连续键入次数，

计数单元用于统计连续键入有效指纹的次数，以区分为解锁指令或闭锁指令。

[002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门锁控制终端还包括第二计时单元连接于所述门锁控制

单元，另外设有感应器，所述感应器安装于门扇与门框对应位置，所述感应器连接于所述门

锁控制单元。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二计时单元用于统计在门扇闭合时开锁状态的时长，

当时长超出阀值时，门锁控制终端发送指令至门锁驱动单元以驱动锁体闭锁。

[0025]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1.通过采用时间段标记单元设定有效指纹的有效时长，通过第一计时单元统计有效指

纹首次录入的时长，从而在第一计时单元统计的时长达到时间段标记单元设定的时长自动

清除有效指纹信息，继而在住户入住期限结束后自动清除指纹记忆，提高了安全性；

2.通过设置计数单元及指令识别单元，能够根据连续键入有效指纹的次数以区分解锁

指令及闭锁指令，从而实现了远程闭锁操作，防止远程误开锁后无法实现闭锁，提高了安全

性；

3.通过设置第二计时单元及感应器，在门扇闭合时开锁状态的时长超出阀值时，门锁

控制终端发送指令至门锁驱动单元以驱动锁体闭锁，以实现锁体的自动闭锁，提高了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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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的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中用户控制终端的模块结构

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中服务器终端的模块结构示

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中门锁控制终端的模块结构

示意图。

[0030] 图中：1、用户控制终端；10、指纹登录单元；11、指纹录入单元；12、时间段标记单

元；13、存储单元；14、信息录入单元；15、权限识别单元；16、户型标记单元；17、订单确认单

元；18、订单确认反馈单元；19、计数单元；2、服务器终端；21、指令生成单元；210、指令识别

单元；211、模数转换单元；213、开锁指令触发单元；212、闭锁指令触发单元；22、第一计时单

元；23、密码生成单元；3、门锁控制终端；31、门锁控制单元；32、门锁驱动单元；33、第二计时

单元；34、感应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本发明披露的基于物联网的指纹识别门锁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

用户控制终端1，搭载于手机、PC、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以录入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

效时间段；

服务器终端2，与用户控制终端1通信连接，以接收指纹信息并生成门锁驱动指令；

门锁控制终端3，与服务器终端2通信连接，同时与锁体连接，以接收门锁驱动指令，并

实现开锁动作。

[0033] 如图2所示，用户控制终端1包括：

信息录入单元14，以录入初始登录信息以及输入实时登录信息；

权限识别单元15，与信息录入单元14连接，以将实时登录信息与初始登录信息进行比

对，识别其匹配性；

指纹录入单元11，以录入有效指纹信息；

指纹登录单元10，指纹登录单元10用于实时指纹信息的触发；

信息录入单元14及权限识别单元15用于限制触发用户控制终端1，用户通过信息录入

单元14实现注册及登录功能，权限识别单元15用户将登录时键入的实时信息与注册时键入

的标准信息进行比对，识别其匹配性，当实时信息与标准信息一致时才能触发用户控制终

端1；

时间段标记单元12，以生成指纹信息有效时长及时间段，即用户通过时间段标记单元

12选择入住的时长及时间段，用于开锁的指纹信息仅在此时间段内有效；

户型标记单元16，用于匹配指纹信息的有效标的，即用户可自主选择户型，实现了指纹

信息与入住的房间的匹配；

存储单元13，与信息录入单元14、权限识别单元15、户型标记单元16、时间段标记单元

12及指纹录入单元11连接，用于存储初始登录信息、户型信息，时间段信息、指纹信息及指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9671200 A

7



纹信息有效时间段；

订单确认单元17，与时间段标记单元12、户型标记单元16连接，时间段标记单元12及户

型标记单元16共同触发订单确认单元17；

如图3所示，服务器终端2包括：

密码生成单元23，与订单确认单元17通信连接，订单确认单元17触发密码生成单元23，

密码生成单元23生成随机排列的一组数字密码；

如图2所示，用户控制终端1，还包括订单确认反馈单元18，订单确认反馈单元18与指纹

录入单元11连接，同时订单确认反馈单元18与密码生成单元23通信连接；

订单确认单元17为指纹录入单元11的前置单元，时间段标记单元12及户型标记单元16

为订单确认单元17的前置单元，信息录入单元14及权限识别单元15为时间段标记单元12及

户型标记单元16的前置单元，在权限识别单元15验证出存储单元13中存储有与实时登录信

息一致的初始登录信息时，先后触发时间段标记单元12及户型标记单元16，生成时间段及

选择户型信息后触发订单确认单元17，随后通过支付行为触发密码生成单元23，密码生成

单元23生成随机排列的一组数字密码，并将密码发送至订单确认反馈单元18，用户通过订

单确认反馈单元18键入数字密码以触发指纹录入单元11，因此只允许有访问权限的用户在

确认订单后才能触发指纹录入单元11以录入指纹，用户通过指纹录入单元11录入有效指纹

信息，并将有效指纹信息存储于存储单元13中，一方面实现了指纹的自动录入，实现了智能

化，另一方面，为录入指纹的行为设置了权限。

[0034] 如图3所示，服务器终端2还包括用于识别指纹图案，并在指纹图案匹配的条件下

生成开锁指令的指令生成单元21，指令生成单元21与指纹登录单元10及存储单元13通信连

接，在用户经过指纹登录单元10录入实时指纹信息后触发指令生成单元21，指令生成单元

21访问存储单元13，调取存储单元13中的有效指纹信息与实时指纹信息进行比对，在实时

指纹信息与有效指纹信息匹配的条件下生成门锁驱动指令，并发送至门锁控制终端；

如图2所示，用户控制终端1还包括用于统计首次录入有效指纹信息的已生效时长的第

一计时单元22，当第一计时单元22统计的首次录入有效指纹信息的已生效时长达到时间段

标记单元设置的有效时长后，存储单元13清除当前录入的有效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效时

长及时间段信息，因此，在当前录入的有效指纹信息及指纹信息有效时长及时间段信息被

清除后，指令生成单元21无法找到匹配的有效指纹信息，因此无法实现锁体控制，继而在住

户入住期限结束后自动清除指纹记忆。

[0035] 如图3所示，指令生成单元21包括指令识别单元210、与指令识别单元210连接的开

锁指令触发单元213及闭锁指令触发单元212，以及将图像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模数转换

单元211；如图2所示，用户控制终端1还包括计数单元19，计数单元19与指纹录入单元11连

接，预先可分别设置解锁指令及闭锁指令，解锁指令及闭锁指令区别于有效指纹的连续键

入次数，计数单元19用于统计连续键入有效指纹的次数，以区分为解锁指令或闭锁指令，在

指令生成单元21识别为有效指纹时，触发指令识别单元210，指令识别单元210识别是开锁

指令或闭锁指令，并触发对应的开锁指令触发单元213或闭锁指令触发单元212，开锁指令

触发单元213或闭锁指令触发单元212被触发后发送相应指令至门锁控制终端3。

[0036] 如图4所示，门锁控制终端3包括：

门锁控制单元31，与模数转换单元211通信连接，用于接收开锁指令并生成门锁驱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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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门锁驱动单元32，与门锁控制单元31连接，同时门锁驱动单元32与锁体连接，门锁驱动

单元32接收门锁控制单元31的门锁驱动指令，并控制锁体开锁或闭锁。

[0037] 如图4所示，门锁控制终端3还包括安装于门扇与门框对应位置的感应器34，以及

连接于门锁控制单元31的第二计时单元33，感应器34连接于门锁控制单元31，感应器34用

于判断门扇是否处于闭合状态，第二计时单元33用于统计在门扇闭合时开锁状态的时长，

当时长超出阀值时，门锁控制终端3发送指令至门锁驱动单元32以驱动锁体闭锁，以实现锁

体的自动闭锁，提高了安全性。

[0038]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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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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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2

CN 109671200 A

12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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