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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创造公开了一种锁芯结构，包括有锁

壳，锁壳中设有锁胆孔，在锁胆孔设置有锁胆，锁

胆上开设有供钥匙插入的钥匙孔，还包括正面锁

定销组件和配合锁定组件，锁胆设有第一容置

槽，锁胆外周面开设有第二容置槽，正面锁定销

组件包括有正面锁定销、纵向弹性元件和横向弹

性元件，第一容置槽的长度大于正面锁定销的长

度，正面锁定销上设有第一配合部和第二配合

部，正面锁定销还设有第三配合部，第一容置槽

的槽底设有的锁定台面，位于锁定台面的旁边设

有供第三配合部嵌入的解锁槽，本发明创造中的

第一容置槽的长度是较长于正面锁定销的长度，

当插入钥匙时，钥匙的牙花与配合锁定组件匹

配，这进一步提高锁芯的安全性能从而防止不法

分子的技术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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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锁芯结构，包括有锁壳（11），所述锁壳（11）中设有锁胆孔（14），在所述锁胆孔

（14）内转动设置有锁胆（15），所述锁胆（15）上开设有供钥匙（16）插入的钥匙孔（17），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正面锁定销组件（2）和与钥匙（16）牙花配合的配合锁定组件（3），所述锁胆

（15）的外周面上开设用于容置正面锁定销组件（2）的且与所述钥匙孔（17）相通的第一容置

槽（151），所述锁胆（15）外周面开设有分别与所述钥匙孔（17）、第一容置槽（151）相通的且

用于容置所述配合锁定组件（3）的第二容置槽（152），所述正面锁定销组件（2）包括有正面

锁定销（21）、纵向弹性元件（22）和横向弹性元件（23），所述第一容置槽（151）的长度大于所

述正面锁定销（21）的长度，所述正面锁定销（21）上设有与所述钥匙（16）配合的第一配合部

（211）和与所述配合锁定组件（3）的第二配合部（212），所述正面锁定销（21）还设有第三配

合部（213），所述第一容置槽（151）的槽底设有的锁定台面（157），位于所述锁定台面（157）

的旁边设有供所述第三配合部（213）嵌入的解锁槽（156），所述锁定台面（157）的高于或等

于所述解锁槽（156）的顶面，所述纵向弹性元件（22）位于所述正面锁定销（21）的前端与所

述第一容置槽（151）的一侧壁之间，所述横向弹性元件（23）位于所述锁胆（15）与所述正面

锁定销（21）之间，在解锁状态时，所述第三配合部（213）与所述解锁槽（156）位置对准，在锁

定时，所述横向弹性元件（23）作用第三配合部（213）脱离所述解锁槽（156）使得所述正面锁

定销（21）的顶部卡在锁壳上，所述纵向弹性元件（22）作用第三配合部（213）从解锁槽（156）

的位置处回退至所述锁定台面（157）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容置槽（151）与钥匙孔（17）

相通的孔为第一通孔（154），所述第一容置槽（151）与第二容置槽（152）相通的孔为第二通

孔（155），所述第一配合部（211）穿过所述第一通孔（154）与所述钥匙（16）配合，所述配合锁

定组件（3）穿过所述第二通孔（155）与所述第二配合部（212）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弹性元件（22）包括有与所

述正面锁定销（21）固定连接的且沿纵向方向延伸的伸出柱（221），所述伸出柱（221）套设有

第一复位弹簧（222），所述第一复位弹簧（222）一端作用在第一容置槽（151）的侧壁，另一端

作用在正面锁定销（21）与伸出柱（221）连接的那一侧面。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弹性元件包括位于所述正

面锁定销（21）的前端面开设有开孔（223），所述开孔（223）中设置有第一复位弹簧（222），所

述第一复位弹簧（222）一端作用在第一容置槽（151）的侧壁，另一端作用在开孔（223）的底

面。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弹性元件（23）包括有弹珠

（231）和第二复位弹簧（232），所述第二配合部（212）设置有用于容置所述弹珠（231）的第一

容置孔（233），所述弹珠（231）的一端部设有用于容置部分所述第二复位弹簧（232）的第二

容置孔（234），第一容置孔（233）的孔径大于所述第二容置孔（234）的孔径，所述第二复位弹

簧（232）设在所述第一容置孔（233）的孔底和第二容置孔（234）的孔底间，在所述第二复位

弹簧（232）作用下，所述弹珠（231）的另一端部抵在第一容置槽（151）的槽底。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配合锁定组件（3）为页片式组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配合锁定组件（3）包括有若干页

片组（31），每组所述页片组（31）包括有若干的页片，所述页片设有部分穿过所述第二通孔

（155）后伸入到所述第一容置槽（151）中的凸起块（32），所述凸起块（32）的两侧均设有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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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当插入所述钥匙（16），所述钥匙（16）的牙花驱动所述页片进行横向移动使所述凸起

块（32）纵向对齐排成凸起条（34）以及两侧所述缺口（33）分别一一纵向对齐排成两个让位

缺口槽（35），当所述钥匙（16）驱动所述锁胆（15）转动时，所述第二配合部（212）与所述凸起

条（34）配合或/和所述第二配合部（212）与让位缺口槽（35）相配合，所述配合锁定组件（3）

还包括有第三复位弹簧（36），当拔出钥匙（16）后，所述第三复位弹簧（36）作用每组所述页

片组（31）中的页片相互错开。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页片组（31）的组数与所述第二

容置槽（152）的个数相等，每组所述页片组（31）包括有三个相互叠合的所述页片，所述第三

复位弹簧（36）的一端作用一外侧所述页片上，另一端作用另一外侧所述页片上。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锁壳（11）中部的开口槽（12）中

设有拨拖（13），所述正面锁定销（21）还设有与所述拨拖（13）联动的联动部（214）以及第四

配合部（215），所述锁胆（15）孔内设有当所述锁胆（15）位于锁定状态时供所述第四配合部

（215）的部分卡入的斜口槽（143），当插入所述钥匙（16）并驱动所述锁胆（15）转动时，所述

第四配合部（215）脱离所述斜口槽（143）的卡合后并完全收入所述第一容置槽（151）中使得

所述第二配合部（212）与所述凸起条（34）配合或/和所述第二配合部（212）与让位缺口槽

（35）相配合，当所述钥匙（16）驱动所述锁胆（15）转动到第一容置槽（151）与所述斜口槽

（143）对准时，所述第二复位弹簧（232）作用所述第四配合部（215）的部分顶入所述斜口槽

（143）中。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位于锁胆（15）的侧面上设有与所述

钥匙孔相通的第三容置槽（153），所述第三容置槽（153）中设有侧面锁定销组件（4），所述侧

面锁定销组件（4）包括有侧面锁定销（41）和作用所述侧面锁定销（41）进行复位的第四复位

弹簧（42），所述侧面锁定销（41）与所述锁壳（11）间设有用于所述锁胆（15）相对于所述锁壳

（11）进行锁定或解锁的卡合机构。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一种锁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卡合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侧

面锁定销（41）的外侧的卡凸（411）以及设置所述侧面锁定销（41）内侧的并伸入到钥匙孔

（17）内的第一伸出块（412），所述锁胆孔（14）的内壁设有沿所述锁胆孔（14）的轴线方向延

伸的且与所述卡凸（411）相适配的滑槽（141），所述锁胆孔（14）的内壁上设有围绕所述锁胆

孔（14）的轴线延伸的且与所述卡凸（411）相适配的弧型凹槽（142），所述滑槽（141）与所述

弧型凹槽（142）相交错，在锁定状态时，所述卡凸（411）的部分卡入所述滑槽（141）中，当插

入所述钥匙（16），所述钥匙（16）前端的侧部抵触所述第一伸出块（412）并带动从所述卡凸

（411）从滑槽（141）移动至所述滑槽（141）与弧型凹槽（142）的相交处使所述锁胆（15）相对

于所述锁壳（11）转动解锁，当所述锁胆（15）位于锁定位置时拔出钥匙（16）后，所述第四复

位弹簧（42）作用所述卡凸（411）从所述滑槽（141）与弧型凹槽（142）的相交处滑入所述滑槽

（141）中使所述锁胆（15）相对于锁壳（11）进行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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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锁芯结构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创造涉及锁具领域，特别是一种锁芯结构。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目前，现有技术中锁芯的正面锁定销都是通过弹子式组件或页片式组件与钥匙的

牙花配合，当插入正确的钥匙后，该正确钥匙的牙花与所述弹子式组件或页片式组件匹配

即可开锁，这样锁芯安全系数不高，不法分子容易技术开启，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具有安

全性能的防盗锁芯。

[0005]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创造提供一种除了钥匙的牙花与弹子式组件或页片式组

件正确匹配之外，其还需要求钥匙具有正确长度的才能进行开启的锁芯结构。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创造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锁芯结构，包括有锁壳，所述锁壳中设有锁胆孔，在所述锁胆孔内转动设置有

锁胆，所述锁胆上开设有供钥匙插入的钥匙孔，还包括正面锁定销组件和与钥匙牙花配合

的配合锁定组件，所述锁胆的外周面上开设用于容置正面锁定销组件的且与所述钥匙孔相

通的第一容置槽，所述锁胆外周面开设有分别与所述钥匙孔、第一容置槽相通的且用于容

置所述配合锁定组件的第二容置槽，所述正面锁定销组件包括有正面锁定销、纵向弹性元

件和横向弹性元件，所述第一容置槽的长度大于所述正面锁定销的长度，所述正面锁定销

上设有与所述钥匙配合的第一配合部和与所述配合锁定组件的第二配合部，所述正面锁定

销还设有第三配合部，所述第一容置槽的槽底设有的锁定台面，位于所述锁定台面的旁边

设有供所述第三配合部嵌入的解锁槽，所述锁定台面的高于或等于所述解锁槽的顶面，所

述纵向弹性元件位于所述正面锁定销的前端与所述第一容置槽的一侧壁之间，所述横向弹

性元件位于所述锁胆与所述正面锁定销之间，在解锁状态时，所述第三配合部与所述解锁

槽位置对准，在锁定时，所述横向弹性元件作用第三配合部脱离所述解锁槽使得所述正面

锁定销的顶部卡在锁壳上，所述纵向弹性元件作用第三配合部从解锁槽的位置处回退至所

述锁定台面处。

[0009]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第一容置槽与钥匙孔相通的孔为第一通

孔，所述第一容置槽与第二容置槽相通的孔为第二通孔，所述第一配合部穿过所述第一通

孔与所述钥匙配合，所述配合锁定组件穿过所述第二通孔与所述第二配合部配合。

[0010]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纵向弹性元件包括有与所述正面锁定销

固定连接的且沿纵向方向延伸的伸出柱，所述伸出柱套设有第一复位弹簧，所述第一复位

弹簧一端作用在第一容置槽的侧壁，另一端作用在正面锁定销与伸出柱连接的那一侧面。

[0011]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纵向弹性元件包括位于所述正面锁定销

的前端面开设有开孔，所述开孔中设置有第一复位弹簧，所述第一复位弹簧一端作用在第

一容置槽的侧壁，另一端作用在开孔的底面。

[0012]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横向弹性元件包括有弹珠和第二复位弹

簧，所述第二配合部设置有用于容置所述弹珠的第一容置孔，所述弹珠的一端部设有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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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置部分所述第二复位弹簧的第二容置孔，第一容置孔的孔径大于所述第二容置孔的孔

径，所述第二复位弹簧设在所述第一容置孔的孔底和第二容置孔的孔底间，在所述第二复

位弹簧作用下，所述弹珠的另一端部抵在第一容置槽的槽底。

[0013]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配合锁定组件为页片式组件。

[0014]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配合锁定组件包括有若干页片组，每组所

述页片组包括有若干的页片，所述页片设有部分穿过所述第二通孔后伸入到所述第一容置

槽中的凸起块，所述凸起块的两侧均设有缺口，当插入所述钥匙，所述钥匙的牙花驱动所述

页片进行横向移动使所述凸起块纵向对齐排成凸起条以及两侧所述缺口分别一一纵向对

齐排成两个让位缺口槽，当所述钥匙驱动所述锁胆转动时，所述第二配合部与所述凸起条

配合或/和所述第二配合部与让位缺口槽相配合，所述配合锁定组件还包括有第三复位弹

簧，当拔出钥匙后，所述第三复位弹簧作用每组所述页片组中的页片相互错开。

[0015]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页片组的组数与所述第二容置槽的个数

相等，每组所述页片组包括有三个相互叠合的所述页片，所述第三复位弹簧的一端作用一

外侧所述页片上，另一端作用另一外侧所述页片上。

[0016]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锁壳中部的开口槽中设有拨拖，所述正面

锁定销还设有与所述拨拖联动的联动部以及第四配合部，所述锁胆孔内设有当所述锁胆位

于锁定状态时供所述第四配合部的部分卡入的斜口槽，当插入所述钥匙并驱动所述锁胆转

动时，所述第四配合部脱离所述斜口槽的卡合后并完全收入所述第一容置槽中使得所述第

二配合部与所述凸起条配合或/和所述第二配合部与让位缺口槽相配合，当所述钥匙驱动

所述锁胆转动到第一容置槽与所述斜口槽对准时，所述第二复位弹簧作用所述第四配合部

的部分顶入所述斜口槽中。

[0017]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位于锁胆的侧面上设有与所述钥匙孔相通的

第三容置槽，所述第三容置槽中设有侧面锁定销组件，所述侧面锁定销组件包括有侧面锁

定销和作用所述侧面锁定销进行复位的第四复位弹簧，所述侧面锁定销与所述锁壳间设有

用于所述锁胆相对于所述锁壳进行锁定或解锁的卡合机构。

[0018]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卡合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侧面锁定销的

外侧的卡凸以及设置所述侧面锁定销内侧的并伸入到钥匙孔内的第一伸出块，所述锁胆孔

的内壁设有沿所述锁胆孔的轴线方向延伸的且与所述卡凸相适配的滑槽，所述锁胆孔的内

壁上设有围绕所述锁胆孔的轴线延伸的且与所述卡凸相适配的弧型凹槽，所述滑槽与所述

弧型凹槽相交错，在锁定状态时，所述卡凸的部分卡入所述滑槽中，当插入所述钥匙，所述

钥匙前端的侧部抵触所述第一伸出块并带动从所述卡凸从滑槽移动至所述滑槽与弧型凹

槽的相交处使所述锁胆相对于所述锁壳转动解锁，当所述锁胆位于锁定位置时拔出钥匙

后，所述第四复位弹簧作用所述卡凸从所述滑槽与弧型凹槽的相交处滑入所述滑槽中使所

述锁胆相对于锁壳进行锁定。

[0019] 本发明创造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创造中的第一容置槽的长度是较长于正面锁定

销的长度，当插入所述钥匙时，所述钥匙的牙花与配合锁定组件匹配，在插入所述钥匙过程

中，所述钥匙前端的中部抵触正面锁定销的第一配合部并带动正面锁定销的第三配合部的

位置与解锁槽对准后，即可转动锁胆进行解锁，相比于现有技术，在除了所述钥匙的牙花要

与配合锁定组件适配之外，同时，还要求所述钥匙的一定的长度刚好推动正面锁定销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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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部与解锁槽对准才能实现开锁，否则，即使钥匙的牙花与配合锁定组件适配也无法

实现开锁，这进一步提高锁芯的安全性能从而防止不法分子的技术开启。

[0020]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创造的结构示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创造的爆炸图之一；

[0023] 图3是本发明创造的爆炸图之二；

[0024] 图4是本发明创造的主视图；

[0025] 图5是图4的A-A处的插入钥匙后的剖视图；

[0026] 图6是图4的A-A处的拔出钥匙后的剖视图；

[0027] 图7是图4的B-B处的剖视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创造的侧视图；

[0029] 图9是图8是C-C处的剖视图；

[0030] 图10是配合锁定组件结构示图；

[0031] 图11是锁胆的结构示图；

[0032] 图12是正面锁定销的一实施例的结构示图；

[0033] 图13是正面锁定销的另一实施例的结构示图。

[0034]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如附图1-13所示，一种锁芯结构，包括有锁壳11，所述锁壳11中设有锁胆孔14，在

所述锁胆孔14内转动设置有锁胆15，所述锁胆15上开设有供钥匙16插入的钥匙孔17，还包

括正面锁定销组件2和与钥匙16牙花配合的配合锁定组件3，所述锁胆15的外周面上开设用

于容置正面锁定销组件2的且与所述钥匙孔17相通的第一容置槽151，所述锁胆15外周面开

设有分别与所述钥匙孔17、第一容置槽151相通的且用于容置所述配合锁定组件3的第二容

置槽152，所述正面锁定销组件2包括有正面锁定销21、纵向弹性元件22和横向弹性元件23，

所述第一容置槽151的长度大于所述正面锁定销21的长度，所述正面锁定销21上设有与所

述钥匙16配合的第一配合部211和与所述配合锁定组件3的第二配合部212，所述正面锁定

销21还设有第三配合部213，所述第一容置槽151的槽底设有的锁定台面157，位于所述锁定

台面157的旁边设有供所述第三配合部213嵌入的解锁槽156，所述锁定台面157的高于或等

于所述解锁槽156的顶面，所述纵向弹性元件22位于所述正面锁定销21的前端与所述第一

容置槽151的一侧壁之间，所述横向弹性元件23位于所述锁胆15与所述正面锁定销21之间，

在解锁状态时，所述第三配合部213与所述解锁槽156位置对准，在锁定时，所述横向弹性元

件23作用第三配合部213脱离所述解锁槽156使得所述正面锁定销21的顶部卡在锁壳上，所

述纵向弹性元件22作用第三配合部213从解锁槽156的位置处回退至所述锁定台面157处，

所述第一容置槽151与钥匙孔17相通的孔为第一通孔154，所述第一容置槽151与第二容置

槽152相通的孔为第二通孔155，所述第一配合部211穿过所述第一通孔154与所述钥匙16配

合，所述配合锁定组件3穿过所述第二通孔155与所述第二配合部212配合，当插入所述钥匙

时，所述钥匙的牙花与配合锁定组件匹配，在插入所述钥匙过程中，所述钥匙前端的中部抵

触正面锁定销的第一配合部并带动正面锁定销的第三配合部的位置与解锁槽对准后，即可

转动锁胆进行解锁，相比于现有技术，在除了所述钥匙的牙花要与配合锁定组件适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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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求所述钥匙的一定的长度刚好推动正面锁定销的第三配合部与解锁槽对准才能

实现开锁，否则，即使钥匙的牙花与配合锁定组件适配也无法实现开锁，这进一步提高锁芯

的安全性能从而防止不法分子的技术开启。

[0037] 在本发明创造中，为了使得所述钥匙推动正面锁定销纵向位移后能进行复位，正

面锁定销的结构具有两种设计方式：

[0038] 正面锁定销的设计方式一：所述纵向弹性元件22包括有与所述正面锁定销21固定

连接的且沿纵向方向延伸的伸出柱221，所述伸出柱221套设有第一复位弹簧222，所述第一

复位弹簧222一端作用在第一容置槽151的侧壁，另一端作用在正面锁定销21与伸出柱221

连接的那一侧面。

[0039] 正面锁定销的设计方式二：所述纵向弹性元件包括位于所述正面锁定销21的前端

面开设有开孔223，所述开孔223中设置有第一复位弹簧222，所述第一复位弹簧222一端作

用在第一容置槽151的侧壁，另一端作用在开孔223的底面。

[0040] 在本发明创造中，为了使得正面锁定销往第一容置槽深度方向位移后能进行复

位，所述横向弹性元件23包括有弹珠231和第二复位弹簧232，所述第二配合部212设置有用

于容置所述弹珠231的第一容置孔233，所述弹珠231的一端部设有用于容置部分所述第二

复位弹簧232的第二容置孔234，第一容置孔233的孔径大于所述第二容置孔234的孔径，所

述第二复位弹簧232设在所述第一容置孔233的孔底和第二容置孔234的孔底间，在所述第

二复位弹簧232作用下，所述弹珠231的另一端部抵在第一容置槽151的槽底。

[0041] 该配合锁定组件可用页片式组件或弹子式组件，在本发明创造中，配合锁定组件3

优选为页片式组件，配合锁定组件3为页片式组件。

[0042] 在本发明创造中，便于正面锁定销和配合锁定组件两者间的更好配合，所述配合

锁定组件3包括有若干页片组31，每组所述页片组31包括有若干的页片，所述页片设有部分

穿过所述第二通孔155后伸入到所述第一容置槽151中的凸起块32，所述凸起块32的两侧均

设有缺口33，当插入所述钥匙16，所述钥匙16的牙花驱动所述页片进行横向移动使所述凸

起块32纵向对齐排成凸起条34以及两侧所述缺口33分别一一纵向对齐排成两个让位缺口

槽35，凸起条与两个让位缺口槽形成条状的“凸”字型，第二配合部为内凹的“凹”字型，当所

述钥匙16驱动所述锁胆15转动时，所述第二配合部212与所述凸起条34配合或/和所述第二

配合部212与让位缺口槽35相配合，即为凹凸形式配合，所述配合锁定组件3还包括有第三

复位弹簧36，当拔出钥匙16后，所述第三复位弹簧36作用每组所述页片组31中的页片相互

错开。

[0043] 在本发明创造中，所述页片组31的组数与所述第二容置槽152的个数相等，每组所

述页片组31包括有三个相互叠合的所述页片，所述第三复位弹簧36的一端作用一外侧所述

页片上，另一端作用另一外侧所述页片上，便于拔出所述钥匙叶片组的页片进行复位，而中

间的页片可以通过拔出钥匙的牙花进行驱动复位。

[0044] 在本发明创造中，所述锁壳11中部的开口槽12中设有拨拖13，所述正面锁定销21

还设有与所述拨拖13联动的联动部214以及第四配合部215，所述锁胆15孔内设有当所述锁

胆15位于锁定状态时供所述第四配合部215的部分卡入的斜口槽143，当插入所述钥匙16并

驱动所述锁胆15转动时，所述第四配合部215脱离所述斜口槽143的卡合后并完全收入所述

第一容置槽151中使得所述第二配合部212与所述凸起条34配合或/和所述第二配合部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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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让位缺口槽35相配合，当所述钥匙16驱动所述锁胆15转动到第一容置槽151与所述斜口

槽143对准时，所述第二复位弹簧232作用所述第四配合部215的部分顶入所述斜口槽143

中。

[0045] 在本发明创造中，进一步提升锁芯结构的安全性能，我们在锁胆上还设有侧面锁

定销组件进行锁定或解锁，我们这样设计：位于锁胆15的侧面上设有与所述钥匙孔相通的

第三容置槽153，所述第三容置槽153中设有侧面锁定销组件4，所述侧面锁定销组件4包括

有侧面锁定销41和作用所述侧面锁定销41进行复位的第四复位弹簧42，所述侧面锁定销41

与所述锁壳11间设有用于所述锁胆15相对于所述锁壳11进行锁定或解锁的卡合机构。

[0046] 所述卡合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侧面锁定销41的外侧的卡凸411以及设置所述侧面

锁定销41内侧的并伸入到钥匙孔17内的第一伸出块412，所述锁胆孔14的内壁设有沿所述

锁胆孔14的轴线方向延伸的且与所述卡凸411相适配的滑槽141，所述锁胆孔14的内壁上设

有围绕所述锁胆孔14的轴线延伸的且与所述卡凸411相适配的弧型凹槽142，所述滑槽141

与所述弧型凹槽142相交错，在锁定状态时，所述卡凸411的部分卡入所述滑槽141中，当插

入所述钥匙16，所述钥匙16前端的侧部抵触所述第一伸出块412并带动从所述卡凸411从滑

槽141移动至所述滑槽141与弧型凹槽142的相交处使所述锁胆15相对于所述锁壳11转动解

锁，当所述锁胆15位于锁定位置时拔出钥匙16后，所述第四复位弹簧42作用所述卡凸411从

所述滑槽141与弧型凹槽142的相交处滑入所述滑槽141中使所述锁胆15相对于锁壳11进行

锁定。

[0047] 工作原理：当将所述钥匙插入所述钥匙孔，所述钥匙上的牙花就会驱动页片组的

各个页片进行横向移动使得各个页片上的凸起块相互对齐以及各个页片上的缺口相互对

齐，以此同时，所述钥匙前端的中部抵触并推动正面锁定销的第一配合部纵向位移使得正

面锁定销的第三配合部的位置与解锁槽的位置对准，以此同时，所述钥匙前端的侧部抵触

并推动所述第一伸出块移动从而带动所述侧面锁定销上的卡凸从滑槽移动至滑槽与弧型

凹槽的相交处，这时我们就可以操作所述钥匙驱动锁胆转动，在锁胆转动过程中，所述正面

锁定销的联动部始终与所述拨拖保持联动，以此同时，所述正面锁定销的第四配合部脱离

所述斜口槽，这时正面锁定销的第四配合部则完全收入所述第一容置槽中使得正面锁定销

的第二配合部与凸起条或/和让位缺口槽配合，以此同时，所述卡凸从滑槽与弧型凹槽的相

交处滑入至所述弧型凹槽中，即可实现开锁。

[0048] 当所述钥匙驱动所述锁胆转动至锁定位置时，拔出所述钥匙后，所述复位弹簧作

用侧面锁定销进行复位使得卡凸从滑槽与弧型凹槽的相交处滑回所述的滑槽中，以此同

时，所述第二复位弹簧作用所述正面锁定销的第二配合部脱离所述凸起条或/和让位缺口

槽配合使得第三配合部弹出所述解锁槽中后，所述正面锁定销的第四配合部卡入斜口槽

中，以此同时，所述第一复位弹簧并作用所述正面锁定销的第三配合纵向方向进行复位至

锁定台面，以此同时，第三复位弹簧作用每组页片组的页片进行复位错开，即可实现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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