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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

系统，属于电子门禁领域，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

门系统，包括控制处理器、电子锁模块和安全门，

控制处理器连接有电源，且电源与市电连接，电

源电性连接有备用蓄电池，备用蓄电池上连接有

电源开关，控制处理器和电子锁模块均位于安全

门内侧，且控制处理器输出端与电子锁模块连

接，安全门外侧分别设有指纹识别器、摄像头、密

码输入键盘和二维码扫描器，可以实现既能减少

当无人在家发生火灾时，安全门关闭救火人员无

法进入室内灭火的情况发生，又能同时对多部住

户手机以及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提醒火灾的发

生，还能在火灾严重时，及时向消防火灾报警器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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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包括控制处理器、电子锁模块（6）和安全门（7），其特征

在于：所述控制处理器连接有电源（11），且电源（11）与市电连接，所述电源（11）电性连接有

备用蓄电池（12），所述备用蓄电池（12）上连接有电源开关（15），所述控制处理器和电子锁

模块（6）均位于安全门（7）内侧，且控制处理器输出端与电子锁模块（6）连接，所述安全门

（7）外侧分别设有指纹识别器（1）、摄像头（2）、密码输入键盘（3）和二维码扫描器（4），且指

纹识别器（1）、摄像头（2）、密码输入键盘（3）和二维码扫描器（4）的输出端与控制处理器连

接，所述安全门（7）远离指纹识别器（1）的一侧设有室内手启开关按钮（8）和烟雾检测探头

（13），且室内手启开关按钮（8）和烟雾检测探头（13）的输出端与控制处理器连接，小区物业

管理处设有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9），且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9）与控制处理器输出端连

接，消防中心设有消防火灾报警器（10），且消防火灾报警器（10）与控制处理器输出端连接，

所述控制处理器连接有云处理器（14）和住户手机（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锁模块

（6）包括转杆（62）、把手（63）、电磁阀（66）和伸缩杆（68），所述安全门（7）上开凿有凹槽

（64）、转动孔（65）和卡槽（67），所述转动孔（65）位于凹槽（64）和卡槽（67）中间，且凹槽

（64）、转动孔（65）和卡槽（67）连通，所述转杆（62）插设在转动孔（65）内，且转杆（62）位于安

全门（7）外侧的一端与把手（63）固定连接，所述转杆（62）上开凿有固定插孔（69），所述电磁

阀（66）固定在凹槽（64）内，所述电磁阀（66）上连接有伸缩杆（68），且伸缩杆（68）插设在固

定插孔（69）并卡接在卡槽（67）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槽（67）内端

固定连接有磁铁（61），所述伸缩杆（68）远离电磁阀（66）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与磁铁（61）相匹

配的铁块（61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指纹识别器

（1）包括AS608指纹识别芯片，所述指纹识别芯片通过串口与控制处理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头（2）为

红外夜视超广角摄像头，所述摄像头（2）上设置有热感应侦测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密码输入键盘

（3）上包裹有键盘字体保护隔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指纹识别器

（1）包括指纹识别器外壳（101），所述指纹识别器外壳（101）上连接有指纹识别触摸屏

（102），所述指纹识别器外壳（101）上开凿有一对滑槽（103），且一对滑槽（103）位于指纹识

别触摸屏（102）两侧，所述滑槽（103）内滑动连接有防尘盖（105），所述防尘盖（105）与滑槽

（103）内壁之间固定连接有压缩弹簧（104），所述防尘盖（105）上固定连接有卡扣（106）。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尘盖（105）

靠近指纹识别器外壳（101）的一端连接有尼龙贴，所述防尘盖（105）通过尼龙贴粘接有海绵

擦，且防尘盖（105）通过卡扣（106）卡接在指纹识别器外壳（10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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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子门禁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居家生命财产安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人们能够安心生活工作的前提，随着智

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计算机应用的普遍推广，传统的机械锁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居家安

全的更高要求了。现如今，电子门禁考察系统，替代传统木门、塑钢门的，已广泛应用于企业

单位、学校、智能小区、工厂的保安、考勤等工作，成为工作环境安全、人事考勤管理等领域

的主流发展趋势。

[0003] 现有技术中，电子门禁系统往往只具有单种识别方式，最普遍使用的是射频识别

智能卡，当智能卡丢失时特别容易被陌生人捡到利用，从而导致室内财产损失，导致其实用

性差，用户体验度不好，而且，现有的电子门禁系统不能根据火灾发生严重情况开门，当住

户室内发生火灾，尤其是当住户不在家时，由于门锁无法打开或破门时间太长，导致无法及

时灭火，造成火灾在周边蔓延，从而扩大火灾险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发明内容

[0004]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

系统，它可以实现既能减少当无人在家发生火灾时，安全门关闭救火人员无法进入室内灭

火的情况发生，又能同时对多部住户手机以及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提醒火灾的发生，还能

在火灾严重时，及时向消防火灾报警器报警。

[0006] 2．技术方案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包括控制处理器、电子锁模块和安全门，所述控制处

理器连接有电源，且电源与市电连接，所述电源电性连接有备用蓄电池，所述备用蓄电池上

连接有电源开关，所述控制处理器和电子锁模块均位于安全门内侧，且控制处理器输出端

与电子锁模块连接，所述安全门外侧分别设有指纹识别器、摄像头、密码输入键盘和二维码

扫描器，且指纹识别器、摄像头、密码输入键盘和二维码扫描器的输出端与控制处理器连

接，所述安全门远离指纹识别器的一侧设有室内手启开关按钮和烟雾检测探头，且室内手

启开关按钮和烟雾检测探头的输出端与控制处理器连接，所述小区物业管理处设有小区物

业火灾报警器，且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与控制处理器输出端连接，所述消防中心设有消防

火灾报警器，且消防火灾报警器与控制处理器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处理器连接有云处理

器和住户手机，可以实现既能减少当无人在家发生火灾时，安全门关闭救火人员无法进入

室内灭火的情况发生，又能同时对多部住户手机以及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提醒火灾的发

生，还能在火灾严重时，及时向消防火灾报警器报警。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电子锁模块包括转杆、把手、电磁阀和伸缩杆，所述安全门上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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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凹槽、转动孔和卡槽，所述转动孔位于凹槽和卡槽中间，且凹槽、转动孔和卡槽连通，所述

转杆插设在转动孔内，且转杆位于安全门外侧的一端与把手固定连接，所述转杆上开凿有

固定插孔，所述电磁阀固定在凹槽内，所述电磁阀上连接有伸缩杆，且伸缩杆插设在固定插

孔并卡接在卡槽内，便于安全门的启闭，且体积较小，结构简单，便于推广。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卡槽内端固定连接有磁铁，所述伸缩杆远离电磁阀的一端固定连

接有与磁铁相匹配的铁块，便于断电时使安全门闭合更牢固。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指纹识别器包括AS608指纹识别芯片，所述指纹识别芯片通过串口

与控制处理器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摄像头为红外夜视超广角摄像头，所述摄像头上设置有热感应侦

测仪，便于夜晚没有照明时，依然可通过摄像头看清来访人。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密码输入键盘上包裹有键盘字体保护隔膜，便于保护密码输入键

盘上数字不易在长时间使用后褪漆掉色。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指纹识别器包括指纹识别器外壳，所述指纹识别器外壳上连接有

指纹识别触摸屏，所述指纹识别器外壳上开凿有一对滑槽，且一对滑槽位于指纹识别触摸

屏两侧，所述滑槽内滑动连接有防尘盖，所述防尘盖与滑槽内壁之间固定连接有压缩弹簧，

所述防尘盖上固定连接有卡扣，便于保护指纹识别触摸屏，使灰尘不易进入影响指纹识别

器的使用。

[0015] 进一步的，所述防尘盖靠近指纹识别器外壳的一端连接有尼龙贴，所述防尘盖通

过尼龙贴粘接有海绵擦，且防尘盖通过卡扣卡接在指纹识别器外壳上，便于擦拭指纹识别

触摸屏表面，使指纹识别触摸屏表面不易沾灰尘，从而影响指纹识别效果。

[0016] 3．有益效果

[0017]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8] （1）本方案可以实现既能减少当无人在家发生火灾时，安全门关闭救火人员无法

进入室内灭火的情况发生，又能同时对多部住户手机以及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提醒火灾的

发生，还能在火灾严重时，及时向消防火灾报警器报警。

[0019] （2）电子锁模块包括转杆、把手、电磁阀和伸缩杆，安全门上开凿有凹槽、转动孔和

卡槽，转动孔位于凹槽和卡槽中间，且凹槽、转动孔和卡槽连通，转杆插设在转动孔内，且转

杆位于安全门外侧的一端与把手固定连接，转杆上开凿有固定插孔，电磁阀固定在凹槽内，

电磁阀上连接有伸缩杆，且伸缩杆插设在固定插孔并卡接在卡槽内，便于安全门的启闭，且

体积较小，结构简单，便于推广。

[0020] （3）卡槽内端固定连接有磁铁，伸缩杆远离电磁阀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与磁铁相匹

配的铁块，便于断电时使安全门闭合更牢固。

[0021] （4）指纹识别器包括AS指纹识别芯片，指纹识别芯片通过串口与控制处理器连接。

[0022] （5）摄像头为红外夜视超广角摄像头，摄像头上设置有热感应侦测仪，便于夜晚没

有照明时，依然可通过摄像头看清来访人。

[0023] （6）密码输入键盘上包裹有键盘字体保护隔膜，便于保护密码输入键盘上数字不

易在长时间使用后褪漆掉色。

[0024] （7）指纹识别器包括指纹识别器外壳，指纹识别器外壳上连接有指纹识别触摸屏，

指纹识别器外壳上开凿有一对滑槽，且一对滑槽位于指纹识别触摸屏两侧，滑槽内滑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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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防尘盖，防尘盖与滑槽内壁之间固定连接有压缩弹簧，防尘盖上固定连接有卡扣，便于

保护指纹识别触摸屏，使灰尘不易进入影响指纹识别器的使用。

[0025] （8）防尘盖靠近指纹识别器外壳的一端连接有尼龙贴，防尘盖通过尼龙贴粘接有

海绵擦，且防尘盖通过卡扣卡接在指纹识别器外壳上，便于擦拭指纹识别触摸屏表面，使指

纹识别触摸屏表面不易沾灰尘，从而影响指纹识别效果。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电子锁模块关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电子锁模块开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实用新型指纹识别器外壳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实用新型防尘盖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标号说明：

[0032] 1指纹识别器、101指纹识别器外壳、102指纹识别触摸屏、103滑槽、104压缩弹簧、

105防尘盖、106卡扣、2摄像头、3密码输入键盘、4二维码扫描器、5住户手机、6电子锁模块、

61磁铁、62转杆、63把手、64凹槽、65转动孔、66电磁阀、67卡槽、68伸缩杆、69固定插孔、610

铁块、7安全门、8室内手启开关按钮、9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10消防火灾报警器、11电源、12

备用蓄电池、13烟雾检测探头、14云处理器、15电源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4] 实施例1：

[0035] 请参阅图1-5，一种电子门禁火灾开门系统，包括控制处理器、电子锁模块6和安全

门7，根据性能要求可选用不同的控制处理器，例如单片机STC89C52，并且根据控制处理器

最小系统要求将晶振、电容及电阻构成外围电路，与单片机相连，控制处理器连接有电源

11，且电源11与市电连接，电源11电性连接有备用蓄电池12，备用蓄电池12上连接有电源开

关15，控制处理器和电子锁模块6均位于安全门7内侧，且控制处理器输出端与电子锁模块6

连接，安全门7外侧分别设有指纹识别器1、摄像头2、密码输入键盘3和二维码扫描器4，二维

码扫描器4可采用型号为CR01S-C的扫描器，且指纹识别器1、摄像头2、密码输入键盘3和二

维码扫描器4的输出端与控制处理器连接，安全门7远离指纹识别器1的一侧设有室内手启

开关按钮8和烟雾检测探头13，且室内手启开关按钮8和烟雾检测探头13的输出端与控制处

理器连接，小区物业管理处设有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9，且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9与控制处

理器输出端连接，消防中心设有消防火灾报警器10，且消防火灾报警器10与控制处理器输

出端连接，控制处理器连接有云处理器14和住户手机5。

[0036] 电子锁模块6包括转杆62、把手63、电磁阀66和伸缩杆68，安全门7上开凿有凹槽

64、转动孔65和卡槽67，转动孔65位于凹槽64和卡槽67中间，且凹槽64、转动孔65和卡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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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转杆62插设在转动孔65内，且转杆62位于安全门7外侧的一端与把手63固定连接，转

杆62上开凿有固定插孔69，电磁阀66固定在凹槽64内，电磁阀66上连接有伸缩杆68，且伸缩

杆68插设在固定插孔69并卡接在卡槽67内，便于安全门7的启闭，且体积较小，结构简单，便

于推广，卡槽67内端固定连接有磁铁61，伸缩杆68远离电磁阀66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与磁铁

61相匹配的铁块610，便于断电时使安全门7闭合更牢固，指纹识别器1包括AS608指纹识别

芯片，指纹识别芯片通过串口与控制处理器连接，摄像头2为红外夜视超广角摄像头，摄像

头2上设置有热感应侦测仪，便于夜晚没有照明时，依然可通过摄像头2看清来访人，密码输

入键盘3上包裹有键盘字体保护隔膜，便于保护密码输入键盘3上数字不易在长时间使用后

褪漆掉色，指纹识别器1包括指纹识别器外壳101，指纹识别器外壳101上连接有指纹识别触

摸屏102，指纹识别器外壳101上开凿有一对滑槽103，且一对滑槽103位于指纹识别触摸屏

102两侧，滑槽103内滑动连接有防尘盖105，防尘盖105与滑槽103内壁之间固定连接有压缩

弹簧104，防尘盖105上固定连接有卡扣106，便于保护指纹识别触摸屏102，使灰尘不易进入

影响指纹识别器1的使用，防尘盖105靠近指纹识别器外壳101的一端连接有尼龙贴，防尘盖

105通过尼龙贴粘接有海绵擦，且防尘盖105通过卡扣106卡接在指纹识别器外壳101上，便

于擦拭指纹识别触摸屏102表面，使指纹识别触摸屏102表面不易沾灰尘，从而影响指纹识

别效果。

[0037] 进入人员通过指纹识别器1和密码输入键盘3输入与控制处理器中预先设置好的

正确指纹和密码，控制处理器控制电磁阀66通电，伸缩杆68收缩至电磁阀66内部，如图2所

示，此时可以转动把手63打开安全门7，指纹识别器1和密码输入键盘3供住户人员进入使

用；控制处理器内开启电子锁模块6的正确二维码实时更换并与住户手机5内二维码一致，

二维码扫描器4供非住户人员使用，当非住户人员需要进入时，住户人员可以将住户手机5

上实时更换的二维码截图给非住户人员，非住户人员便可以通过二维码扫描器4进入室内，

且由于此二维码实时更换，故非住户人员使用的二维码仅可使用一次，便于使密码不易泄

露给除住户以外人员，减少密码更换以及指纹录入又删除的麻烦，当需要出去时只需开启

室内手启开关按钮8即可；当电源11断电时，电磁阀66无法收缩，在自身重力以及磁铁61和

铁块610作用下，把手63不易转动安全门7无法打开，此时可以开启电源开关15，备用蓄电池

12可以起到紧急供电作用。

[0038] 当火灾发生时，烟雾检测探头13就会将检测到的室内空气中烟雾浓度数值传递到

控制处理器，当烟雾浓度数值大于控制处理器内所设置的最低数值小于控制处理器内所设

置的最高数值时，控制处理器将发生轻度火灾的信息无线传输至住户手机5和小区物业火

灾报警器9，住户手机5可以为多部手机，当此时无人在家时，住户可以第一时间向物业确认

火灾的发生情况，同时物业或熟悉人员可以进入住户家帮忙灭火，当救火人员到达住户门

口时，住户再通过住户手机5控制控制处理器打开摄像头2，当通过摄像头2查看确认门口为

救火人员后，再通过住户手机5控制控制处理器打开电子锁模块6，救火人员就可以进入室

内灭火，减少陌生人进入不灭火只盗取室内财产的情况发生，此过程中，摄像头2对进入人

员进行录像，并将录像内容通过控制处理器传至云处理器14进行存储，住户手机5可以从云

处理器14内提取录像内容进行查看，当此时住户在家时，由于火势较小，住户和物业等可以

共同灭火，不采取直接向消防火灾报警器10报警的措施，减少消防警力的浪费，当发生重度

火灾时，即当烟雾检测探头13检测到的烟雾浓度数值大于控制处理器内所设置的最高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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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控制处理器自动控制电子锁模块6打开，同时向住户手机5、小区物业火灾报警器9和消

防火灾报警器10报警，省略人工向消防火灾报警器10报警的步骤，及时对火势进行控制，此

时救火人员可以直接进入室内进行灭火，可以实现既能减少当无人在家发生火灾时，安全

门7关闭救火人员无法进入室内灭火的情况发生，又能同时对多部住户手机5以及小区物业

火灾报警器9提醒火灾的发生，还能在火灾严重时，及时向消防火灾报警器10报警。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改进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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