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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适应型车锁，包括

固定件、连杆、锁体和锁杆；所述连杆两端由固定

件安装在自行车架上，锁体安装在连杆上，锁杆

安装在锁体上；所述锁体设有锁壳、斜舌和钥匙

孔，所述斜舌能够伸缩出所述锁壳；所述锁杆呈L

型，包括互相垂直的长臂和短臂，锁杆经拐角处

铰接在锁壳，并在连接处设有扭簧；开锁状态时，

所述长臂与斜舌相卡接定位；锁紧状态时，所述

短臂与斜舌相卡接定位，长臂伸插至轮毂内，锁

住车辆。本实用新型的成本低，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为自行车设计了一种自适应型车锁，提高了

自行车的安全性，使他人无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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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适应型车锁，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件、连杆（3）、锁体（1）和锁杆（22）；所述连

杆（3）两端由固定件安装在自行车架上，锁体安装在连杆（3）上，锁杆（22）安装在锁体上；所

述锁体（1）设有锁壳（11）、斜舌（12）和钥匙孔（6），所述斜舌（12）能够伸缩出所述锁壳（11）；

所述锁杆（22）呈L型，包括互相垂直的长臂和短臂，锁杆（22）经拐角处铰接在锁壳，并在连

接处设有扭簧（21）；开锁状态时，所述长臂与斜舌（12）相卡接定位；锁紧状态时，所述短臂

与斜舌（12）相卡接定位，长臂伸插至轮毂内，锁住车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适应型车锁，其特征在于：所述短臂上设有与斜舌（12）相适

配的凹口（23），当锁杆（22）转动通过斜舌（12）后，凹口（23）卡合于斜舌（12）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适应型车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件上设有定位装置（4）；

所述定位装置（4）分别对称的设置在连杆（3）两端；且固定在车架上；所述定位装置（4）包括

上夹（41）、下夹（42）；所述上夹（41）和下夹（42）卡合后，中部形成可容纳车架的孔（43）；所

述上夹（41）上设有凹槽（411）和锁孔（412）；所述下夹（42）上设有能够套设于凹槽（411）内

的凸块（421）和抵触于凸块（421）与凹槽（411）底部的复位弹簧（422）；所述凸块（421）为中

空，且设有控制线（424），以及与锁孔（412）相适配的锁舌423；所述控制线（424）一端与锁舌

（423）连接；另一端穿过连杆（3）与锁体（1）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适应型车锁，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3）和定位装置（4）通过

万向接头（5）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自适应型车锁，其特征在于：所述锁杆（22）转动角度

为90度。

6.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自适应型车锁，其特征在于：所述锁杆（22）上设有拉

力弹簧，其一端与锁杆（22）连接，另一端位于锁孔（412）处，以给所述锁杆（22）提供弹性回

复力，使所述锁杆（22）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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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适应型车锁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锁具，具体地涉及一种自行车都可以使用的自适应型车锁。

[0002] 背景技术:

[0003] 现在由于低碳排放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出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骑自行车，并且

现中学生大多都以自行车为上学工具，所以自行车越来越多，自行车车型越来越多，可以说

关于加强自行车安全方面的设备即车锁等应具有自适应性，适应各种车型，方便广大用户。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自适应型车锁。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自适应型车锁，包括固定件、连杆、锁体和锁杆；所述连杆两端由固定件安装

在自行车架上，锁体安装在连杆上，锁杆安装在锁体上；所述锁体设有锁壳、斜舌和钥匙孔，

所述斜舌能够伸缩出所述锁壳；所述锁杆呈L型，包括互相垂直的长臂和短臂，锁杆经拐角

处铰接在锁壳，并在连接处设有扭簧；开锁状态时，所述长臂与斜舌相卡接定位；锁紧状态

时，所述短臂与斜舌相卡接定位，长臂伸插至轮毂内，锁住车辆。

[0007] 所述短臂上设有与斜舌相适配的凹口，当锁杆转动通过斜舌后，凹口卡合于斜舌

上。

[0008] 进一步设计在于：固定件上设有定位装置；所述定位装置分别对称的设置在连杆

两端；且固定在车架上；所述定位装置包括上夹、下夹；所述上夹和下夹卡合后，中部形成可

容纳车架的孔；所述上夹上设有凹槽和锁孔；所述下夹上设有能够套设于凹槽内的凸块和

抵触于凸块与凹槽底部的复位弹簧；所述凸块为中空，且设有控制线，以及与锁孔相适配的

锁舌；所述控制线一端与锁舌连接；另一端穿过连杆与锁体连接。

[0009] 进一步设计在于：所述连杆和定位装置通过万向接头连接。

[0010] 进一步设计在于：所述锁杆转动角度为90度。

[0011] 进一步设计在于：所述锁杆上设有拉力弹簧，其一端与锁杆连接，另一端位于锁孔

处，以给所述锁杆提供弹性回复力，使所述锁杆复位。

[0012]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成本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为自行车设计了一种自适应型车锁，

提高了自行车的安全性，使他人无可乘之机。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开锁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锁紧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在安装位置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实用新型部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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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6是本实用新型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是图6的打开方式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是图6的关闭方式结构示意图；

[0022] 图9是本实用新型在自行车上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1-锁体；11-锁壳；12-斜舌；21-扭簧；22锁杆；23－凹口；3-连杆；4-定位装

置；41-上夹；42-下夹；411-凹槽；412-锁孔；421-凸块；422-复位弹簧；423-锁舌；424-控制

线；6-锁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5] 实施例一：

[0026] 本实用新型一种自适应型车锁，包括固定件、连杆3、锁体1和锁杆22；所述连杆3两

端由固定件安装在自行车架上，锁体安装在连杆3上，锁杆22安装在锁体上；所述锁体1设有

锁壳11、斜舌12和钥匙孔6，所述斜舌12能够伸缩出所述锁壳11；所述锁杆22呈L型，包括互

相垂直的长臂和短臂，锁杆22经拐角处铰接在锁壳，并在连接处设有扭簧21；开锁状态时，

所述长臂与斜舌12相卡接定位；锁紧状态时，所述短臂与斜舌12相卡接定位，长臂伸插至轮

毂内，锁住车辆。

[0027] 所述短臂上设有与斜舌12相适配的凹口23，当锁杆22转动通过斜舌12后，凹口23

卡合于斜舌12上。

[0028] 如图1-3所示，使用过程中，锁体固定于连杆3上，锁杆22构造很简单，锁杆22呈倒L

形，在未锁车时也称原状态时锁杆22长臂朝下，可以按压L的短臂，使转动装置顺时针旋转，

而扭簧可在斜舌12收缩时将锁杆逆时针弹回原状态；斜舌12紧贴锁杆22长臂的左侧中间，

斜面朝向左，由此在转动锁顺时针旋转时斜舌12受迫收缩，不会影响其旋转，却会在转动锁

杆短臂朝下时遇到斜舌12而弹出卡住，锁杆被迫停在原处，其短臂朝下，长臂朝右，朝右的

长臂会卡住自行车的车轴，起到锁住自行车的作用。在斜舌12收回时，由于扭簧提供弹性回

复力会使锁杆复回原位。锁孔6位于车锁主体的上方，便于使用者开锁，与平常的锁芯没有

区别，在插入匹配的钥匙后方可旋转。

[0029] 实施例二：

[0030] 本实施例的进一步改进在于：固定件上设有定位装置4；所述定位装置4分别对称

的设置在连杆3两端；且固定在车架上；所述定位装置4包括上夹41、下夹42；所述上夹41和

下夹42卡合后，中部形成可容纳车架的孔43；所述上夹41上设有凹槽411和锁孔412；所述下

夹42上设有能够套设于凹槽411内的凸块421和抵触于凸块421与凹槽411底部的复位弹簧

422；所述凸块421为中空，且设有控制线424，以及与锁孔412相适配的锁舌423；所述控制线

424一端与锁舌423连接；另一端穿过连杆3与锁体1连接。

[0031] 如图4-图9所示，车锁整体大致呈I字形，定位装置4在连杆3两头，两头结构相同，

每一头都是由上夹、下夹组成，上夹、下夹外部整体形状为长方形，中间为镂空的圆形，上

夹、下夹卡合后固定在车架上，上夹内部留有圆柱形空间的凹槽，在圆柱形空间右上还留了

一个锁孔412，便于锁舌423。上夹、下夹由中空的凸块421连接，凸块直径略小于凹槽，凸块

最上端呈扁平饼状，直径等于上夹子内的圆柱空间，凸块与凹槽411底部之间设有复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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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使凸块421上下移动，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在凸块内为中空，设有控制线及锁舌423，控制

线与锁舌423之间设有弹簧，锁舌通过控制线在凸块内进出；控制线的另一头连接锁体单元

的内部通道与锁芯单元连接，每当锁芯向左旋转180°时，控制线便会被往后扯，使锁舌收

缩，可使上夹、下夹分开，当锁芯回到原位时，锁舌会由于弹簧的缘故向外伸出，当锁舌接触

到锁孔，锁舌完全伸出，并被卡在原处，上夹、下夹卡合，且无法打，直至锁芯执行向左180°

的操作，所以锁舌起到锁住夹子的作用，不让其松开。下夹子与凸块固定在一起，下夹内部

还有一个类圆饼状的空间，用于与连杆连接的万向接头，由于是圆饼状，所以接头可拥有一

个面的旋转角度，从而使接头万向性的同时在固定住夹子后锁体单元不会四处旋转而失去

功能。

[0032] 安装时，将两边的夹子选择好角度后扣在车架上然后按压，此时锁舌会触碰到锁

孔而后卡住夹子，固定住车锁。

[0033] 使用过程中，向下按压锁杆长臂，斜舌可以弹至锁壳内，直到锁杆短臂通过斜舌

后，斜舌弹出，此时凹口卡在斜舌上；此时自行车已被锁好。

[0034] 锁体的内部结构与门锁一样，通过钥匙打开内部的控制系统，从而控制斜舌于锁

舌的活动。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成本较低，适用范围广，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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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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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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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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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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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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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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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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