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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属于列车

塞拉门罩板专用锁具领域，其包括锁体、锁芯、锁

芯复位扭簧、锁体压板、锁舌、锁舌紧固螺钉、锁

舌防松沉头螺钉和多个调整垫片；锁芯和锁芯复

位扭簧均同轴嵌套于锁体的内部，锁芯通过锁芯

复位扭簧与锁体转动连接；锁体的后部与锁体压

板连接，锁舌通过锁舌紧固螺钉固连于锁体后端

的中心；锁舌防松沉头螺钉与锁芯侧壁上的沉孔

螺纹连接，锁舌防松沉头螺钉的前端沿径向顶在

锁舌紧固螺钉的外侧壁上；锁体和锁舌分别位于

锁体压板的前、后两侧。本发明罩板锁具有自动

复位锁紧和开启闭锁指示功能，提高了罩板锁安

装后的稳定性，能够避免锁舌出现因卡死无法转

动的状况，采用沉头螺钉减少了与其它部件相互

干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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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其特征在于：该罩板锁包括锁体(1)、锁芯(2)、锁

芯复位扭簧(3)、锁体压板(4)、锁舌(5)、锁舌紧固螺钉(6)、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和多个调

整垫片；锁芯(2)和锁芯复位扭簧(3)均同轴嵌套于锁体(1)的内部，锁芯(2)通过锁芯复位

扭簧(3)与锁体(1)转动连接；锁体(1)的后部与锁体压板(4)连接，锁舌(5)通过锁舌紧固螺

钉(6)固连于锁体(1)后端的中心；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与锁芯(2)侧壁上的沉孔螺纹连

接，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的前端沿径向顶在锁舌紧固螺钉(6)的外侧壁上；锁体(1)和锁舌

(5)分别位于锁体压板(4)的前、后两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其特征在于：所述锁体(1)包

括锁体前卡环(1-1)、锁体套筒(1-2)、扭簧第一端部卡孔(1-3)和锁体防转固定座(1-4)，锁

体前卡环(1-1)通过锁体套筒(1-2)与锁体防转固定座(1-4)同轴连接，其三者一体成型；锁

体前卡环(1-1)前端的圆环面上，按90度圆周角的间隔分别设有门锁完全闭合标志点(1-1-

1)和门锁安全开启标志点(1-1-2)；锁体套筒(1-2)的内部包括内径逐级递减的锁芯轴向卡

座(1-2-1)、扭簧安装腔(1-2-2)和锁芯套筒(1-2-3)；所述锁体扭簧卡座(1-3)开设在锁芯

套筒(1-2-3)的前端面上；锁体防转固定座(1-4)为多边形正棱柱结构，其各端面均是在锁

芯套筒(1-2-3)的外侧壁上铣削形成。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其特征在于：所述锁芯(2)包

括一体成型的锁芯轴向定位圆盘(2-1)、扭簧限位座(2-2)、锁芯转筒(2-3)和列车通用多边

形锁簧(2-4)，列车通用多边形锁簧(2-4)的后端通过锁芯轴向定位圆盘(2-1)与扭簧限位

座(2-2)连接，扭簧限位座(2-2)的另一端与锁芯转筒(2-3)同轴连接；所述列车通用多边形

锁簧(2-4)的前端面上设有刻线指针(2-4-1)，锁芯转筒(2-3)的后端面上设有锁舌紧固螺

钉安装通孔(2-3-1)，锁芯转筒(2-3)后端的外径上设有锁舌防松沉头螺钉安装螺孔(2-3-

2)；扭簧限位座(2-2)的后端面上设有扭簧第二端部卡孔(2-2-1)；

所述列车通用多边形锁簧(2-4)和锁芯轴向定位圆盘(2-1)均位于锁芯轴向卡座(1-2-

1)内，锁芯轴向定位圆盘(2-1)的后端面与扭簧安装腔(1-2-2)的前端面接触；锁芯转筒(2-

3)同轴嵌套于锁芯套筒(1-2-3)的内部，其二者转动连接；锁芯复位扭簧(3)同轴套在锁芯

转筒(2-3)的外部，并位于锁芯套筒(1-2-3)的内；锁芯复位扭簧(3)的一端插入扭簧第二端

部卡孔(2-2-1)，其另一端插入扭簧第一端部卡孔(1-3)。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其特征在于：所述锁体压板

(4)的中部设有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1)，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1)的尺寸和结构与锁

体防转固定座(1-4)上的多边形正棱柱结构的外轮廓线完全匹配；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

1)的周边还设有多个安装长螺栓通孔(4-2)；所述锁舌(5)包括一体成型的锁舌旋转板(5-

1)、折弯段(5-2)和锁紧压板(5-3)，锁舌旋转板(5-1)与锁紧压板(5-3)彼此平行，其二者通

过折弯段(5-2)彼此连接；锁舌旋转板(5-1)的中部开设有锁舌紧固螺钉穿过孔(5-1-1)；锁

舌紧固螺钉(6)穿过锁舌紧固螺钉穿过孔(5-1-1)并与锁舌紧固螺钉安装通孔(2-3-1)螺纹

链接，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与锁舌防松沉头螺钉安装螺孔(2-3-2)螺纹链接并完全沉入其

内部，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的端部将锁舌紧固螺钉(6)的外侧壁压紧。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压板

(5-3)到锁体压板(4)的距离小于锁舌旋转板(5-1)到锁体压板(4)的距离；锁紧压板(5-3)

处于水平姿态时，刻线指针(2-4-1)指向门锁完全闭合标志点(1-1-1)，当锁芯(2)逆时针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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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90度并使锁紧压板(5-3)处于竖直姿态时，刻线指针(2-4-1)指向门锁安全开启标志点

(1-1-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边形正棱

柱形通孔(4-1)和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1)的多边形均为正四棱柱，锁体防转固定座(1-

4)嵌入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1)的内部。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其特征在于：所述调整垫片的

厚度为0.6至0.8mm，其用于调整锁体压板(4)在塞拉门罩板上的安装间隙值；锁紧压板(5-

3)的外端面到锁舌旋转板(5-1)内的距离为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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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列车塞拉门罩板专用锁具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

门罩板锁。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旅客对乘坐列车的安全性、舒适性的要求越

来越高，在满足车辆美观的前提下，应尽最大能力提高车辆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列车的塞拉

门罩板锁是设置于塞拉门罩板上的闭锁机构，其必须能够保证塞拉门罩板的开启便捷和闭

锁可靠性。

[0003] 现有的塞拉门罩板锁为纯手动扭转式锁芯的机械锁，其锁芯不具备自动扭转复位

功能，并且，现有塞拉门罩板锁的舌为平直挡板，无法有效避让侧壁门框，容易发生锁舌卡

死无法转动的状况，不利于保持锁具开闭的流畅性和可靠性。此外，现有的塞拉门罩板锁还

存在总体厚度偏大，占用纵向空间多，并从塞拉门罩板外部突出的问题，导致其既无法确保

安装调试的便利性，也无法满足外观富有美感的设计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的塞拉门罩板锁为纯手动扭转式锁芯的机械锁，其锁芯不具备自动扭

转复位功能；同时其罩板锁的舌为平直挡板结构，无法有效避让侧壁门框，容易发生锁舌卡

死无法转动的状况，不利于保持锁具开闭的流畅性和可靠性；以及现有的塞拉门罩板锁还

存在总体厚度偏大，占用纵向空间多，并从塞拉门罩板外部突出的问题，导致其既无法确保

安装调试的便利性，也无法满足外观富有美感的设计需求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带

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

[0005]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其包括锁体、锁芯、锁芯复位扭簧、锁体压板、锁

舌、锁舌紧固螺钉、锁舌防松沉头螺钉和多个调整垫片；锁芯和锁芯复位扭簧均同轴嵌套于

锁体的内部，锁芯通过锁芯复位扭簧与锁体转动连接；锁体的后部与锁体压板连接，锁舌通

过锁舌紧固螺钉固连于锁体后端的中心；锁舌防松沉头螺钉与锁芯侧壁上的沉孔螺纹连

接，锁舌防松沉头螺钉的前端沿径向顶在锁舌紧固螺钉的外侧壁上；锁体和锁舌分别位于

锁体压板的前、后两侧。

[0007] 上述锁体包括锁体前卡环、锁体套筒、扭簧第一端部卡孔和锁体防转固定座，锁体

前卡环通过锁体套筒与锁体防转固定座同轴连接，其三者一体成型；锁体前卡环前端的圆

环面上，按90度圆周角的间隔分别设有门锁完全闭合标志点和门锁安全开启标志点；锁体

套筒的内部包括内径逐级递减的锁芯轴向卡座、扭簧安装腔和锁芯套筒；所述锁体扭簧卡

座开设在锁芯套筒的前端面上；锁体防转固定座为多边形正棱柱结构，其各端面均是在锁

芯套筒的外侧壁上铣削形成。

[0008] 上述锁芯包括一体成型的锁芯轴向定位圆盘、扭簧限位座、锁芯转筒和列车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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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锁簧，列车通用多边形锁簧的后端通过锁芯轴向定位圆盘与扭簧限位座连接，扭簧

限位座的另一端与锁芯转筒同轴连接；所述列车通用多边形锁簧的前端面上设有刻线指

针，锁芯转筒的后端面上设有锁舌紧固螺钉安装通孔，锁芯转筒后端的外径上设有锁舌防

松沉头螺钉安装螺孔；扭簧限位座的后端面上设有扭簧第二端部卡孔；所述列车通用多边

形锁簧和锁芯轴向定位圆盘均位于锁芯轴向卡座内，锁芯轴向定位圆盘的后端面与扭簧安

装腔的前端面接触；锁芯转筒同轴嵌套于锁芯套筒的内部，其二者转动连接；锁芯复位扭簧

同轴套在锁芯转筒的外部，并位于锁芯套筒的内；锁芯复位扭簧的一端插入扭簧第二端部

卡孔，其另一端插入扭簧第一端部卡孔。

[0009] 上述锁体压板的中部设有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的尺寸和结

构与锁体防转固定座上的多边形正棱柱结构的外轮廓线完全匹配；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的

周边还设有多个安装长螺栓通孔；所述锁舌包括一体成型的锁舌旋转板、折弯段和锁紧压

板，锁舌旋转板与锁紧压板彼此平行，其二者通过折弯段彼此连接；锁舌旋转板的中部开设

有锁舌紧固螺钉穿过孔；锁舌紧固螺钉穿过锁舌紧固螺钉穿过孔并与锁舌紧固螺钉安装通

孔螺纹链接，锁舌防松沉头螺钉与锁舌防松沉头螺钉安装螺孔螺纹链接并完全沉入其内

部，锁舌防松沉头螺钉的端部将锁舌紧固螺钉的外侧壁压紧。

[0010] 上述锁紧压板到锁体压板的距离小于锁舌旋转板到锁体压板的距离；锁紧压板处

于水平姿态时，刻线指针指向门锁完全闭合标志点，当锁芯逆时针旋转90度并使锁紧压板

处于竖直姿态时，刻线指针指向门锁安全开启标志点。

[0011] 上述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和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的多边形均为正四棱柱，锁体防

转固定座嵌入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的内部。

[0012] 上述调整垫片的厚度为0.6至0.8mm，其用于调整锁体压板在塞拉门罩板上的安装

间隙值；锁紧压板的外端面到锁舌旋转板内的距离为4mm。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的锁芯转筒同轴嵌套于

锁芯套筒的内部并形成转动连接幅；锁芯复位扭簧同轴套在锁芯转筒的外部并位于锁芯套

筒的内；锁芯复位扭簧的一端插入扭簧第二端部卡孔，其另一端插入扭簧第一端部卡孔，当

锁紧压板处于水平姿态时，刻线指针指向门锁完全闭合标志点，在锁芯被列车专用的通用

钥匙逆时针旋转90度的过程中，锁芯转筒带动锁芯复位扭簧转动并积累弹性势能，当锁芯

使锁紧压板处于竖直姿态时，刻线指针指向门锁安全开启标志点，并使锁芯复位扭簧的势

能达到最大。当列车专用的通用钥匙对锁芯所施加的外力撤去以后，锁芯复位扭簧的弹性

势能随之释放，并驱动锁芯顺时针旋转90度，刻线指针恢复至门锁完全闭合标志点的初始

位置，从而实现罩板锁的自动复位锁紧功能和开启、闭锁指示功能。

[0014] 锁紧压板的外端面到锁舌旋转板内的距离为4mm，从而可以为锁紧压板提供足够

的避让空间，使其贴近塞拉门罩板的侧壁门框，进而有效避免锁舌出现因卡死无法转动的

状况。锁舌紧固螺钉和锁舌防松沉头螺钉均采用沉头螺钉，减小了罩板锁的总体厚度，从而

降低了其安装所占用空间，进而减少了与塞拉门罩板内的其它部件相互干涉的可能性。多

边形正棱柱形通孔和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的多边形均为正四棱柱，锁体防转固定座嵌入多

边形正棱柱形通孔的内部，从而起到转动限位的作用。调整垫片的厚度为0.6至0.8mm，其用

于调整锁体压板在塞拉门罩板上的安装间隙值，进而提高罩板锁安装后的稳定性。

[0015] 此外该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还具有结构简单实用，操作方便，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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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便于推广普及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的爆炸装配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在另一视角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图3的爆炸装配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锁体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锁体的主视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锁体的轴向剖面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锁芯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是本发明锁芯在另一视角下与锁舌紧固螺钉和锁舌防松沉头螺钉的爆炸装配

示意图；

[0025] 图10是本发明锁体和锁芯复位扭簧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是图10的爆炸装配示意图；

[0027] 图12是本发明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的主视图；

[0028] 图13是本发明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的附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如图1至图13所示，本发明的带自动回弹装置的塞拉门罩板锁包括锁体1、锁芯2、

锁芯复位扭簧3、锁体压板4、锁舌5、锁舌紧固螺钉6、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和多个调整垫片；

锁芯2和锁芯复位扭簧3均同轴嵌套于锁体1的内部，锁芯2通过锁芯复位扭簧3与锁体1转动

连接；锁体1的后部与锁体压板4连接，锁舌5通过锁舌紧固螺钉6固连于锁体1后端的中心；

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与锁芯2侧壁上的沉孔螺纹连接，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的前端沿径向顶

在锁舌紧固螺钉6的外侧壁上；锁体1和锁舌5分别位于锁体压板4的前、后两侧。

[0031] 锁体1包括锁体前卡环1-1、锁体套筒1-2、扭簧第一端部卡孔1-3和锁体防转固定

座1-4，锁体前卡环1-1通过锁体套筒1-2与锁体防转固定座1-4同轴连接，其三者一体成型；

锁体前卡环1-1前端的圆环面上，按90度圆周角的间隔分别设有门锁完全闭合标志点1-1-1

和门锁安全开启标志点1-1-2；锁体套筒1-2的内部包括内径逐级递减的锁芯轴向卡座1-2-

1、扭簧安装腔1-2-2和锁芯套筒1-2-3；锁体扭簧卡座1-3开设在锁芯套筒1-2-3的前端面

上；锁体防转固定座1-4为多边形正棱柱结构，其各端面均是在锁芯套筒1-2-3的外侧壁上

铣削形成。

[0032] 锁芯2包括一体成型的锁芯轴向定位圆盘2-1、扭簧限位座2-2、锁芯转筒2-3和列

车通用多边形锁簧2-4，列车通用多边形锁簧2-4的后端通过锁芯轴向定位圆盘2-1与扭簧

限位座2-2连接，扭簧限位座2-2的另一端与锁芯转筒2-3同轴连接；列车通用多边形锁簧2-

4的前端面上设有刻线指针2-4-1，锁芯转筒2-3的后端面上设有锁舌紧固螺钉安装通孔2-

3-1，锁芯转筒2-3后端的外径上设有锁舌防松沉头螺钉安装螺孔2-3-2；扭簧限位座2-2的

后端面上设有扭簧第二端部卡孔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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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列车通用多边形锁簧2-4与列车专用的通用钥匙相匹配，列车通用多边形锁簧2-4

和锁芯轴向定位圆盘2-1均位于锁芯轴向卡座1-2-1内，锁芯轴向定位圆盘2-1的后端面与

扭簧安装腔1-2-2的前端面接触；锁芯转筒2-3同轴嵌套于锁芯套筒1-2-3的内部，其二者转

动连接；锁芯复位扭簧3同轴套在锁芯转筒2-3的外部，并位于锁芯套筒1-2-3的内；锁芯复

位扭簧3的一端插入扭簧第二端部卡孔2-2-1，其另一端插入扭簧第一端部卡孔1-3。

[0034] 锁体压板4的中部设有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1，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1的尺寸

和结构与锁体防转固定座1-4上的多边形正棱柱结构的外轮廓线完全匹配；多边形正棱柱

形通孔4-1的周边还设有多个安装长螺栓通孔4-2；锁舌5包括一体成型的锁舌旋转板5-1、

折弯段5-2和锁紧压板5-3，锁舌旋转板5-1与锁紧压板5-3彼此平行，其二者通过折弯段5-2

彼此连接；锁舌旋转板5-1的中部开设有锁舌紧固螺钉穿过孔5-1-1；锁舌紧固螺钉6穿过锁

舌紧固螺钉穿过孔5-1-1并与锁舌紧固螺钉安装通孔2-3-1螺纹链接，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

与锁舌防松沉头螺钉安装螺孔2-3-2螺纹链接并完全沉入其内部，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的端

部将锁舌紧固螺钉6的外侧壁压紧。锁紧压板5-3的外端面到锁舌旋转板5-1内的距离为

4mm，从而可以为锁紧压板5-3提供足够的避让空间，使其贴近塞拉门罩板的侧壁门框，进而

有效避免锁舌出现因卡死无法转动的状况。

[0035] 锁紧压板5-3到锁体压板4的距离小于锁舌旋转板5-1到锁体压板4的距离；锁紧压

板5-3处于水平姿态时，刻线指针2-4-1指向门锁完全闭合标志点1-1-1，当锁芯2逆时针旋

转90度并使锁紧压板5-3处于竖直姿态时，刻线指针2-4-1指向门锁安全开启标志点1-1-2。

[0036] 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1和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1的多边形均为正四棱柱，锁体

防转固定座1-4嵌入多边形正棱柱形通孔4-1的内部，从而起到转动限位的作用。

[0037] 调整垫片的厚度为0.6至0.8mm，其用于调整锁体压板4在塞拉门罩板上的安装间

隙值，进而提高罩板锁安装后的稳定性。

[0038] 锁舌紧固螺钉6和锁舌防松沉头螺钉7均采用沉头螺钉，减小了罩板锁的总体厚

度，从而降低了其安装所占用空间，进而减少了与塞拉门罩板内的其它部件相互干涉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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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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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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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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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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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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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4

CN 109681054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