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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及其适配的钥匙

(57)摘要

本发明创造涉及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包

括锁壳、拨拖、转动轴、锁胆和智能钥匙，转动轴

内设置有电动离合腔，电动离合腔内设置有转键

以及能够带动转键与锁胆接合联动或分离的电

动离合装置，电动离合装置电连接有控制装置；

智能钥匙具有握持部和开锁部，握持部内设置有

第一加密芯片，开锁部上设置有与第一加密芯片

电连接的钥匙电路板，钥匙电路板上设置有钥匙

触点，锁壳和锁胆内设置有导电弹子，控制装置

设置有与第一加密芯片进行密钥验证的加密认

证电路，在密钥验证通过后控制装置控制电动离

合装置带动转键与锁胆接合联动，扭动智能钥匙

即可开锁；采用机械验证和密码验证双结合的方

式，只有钥匙和密码都配对成功才能开锁，安全

性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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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包括锁壳(1)、装在所述锁壳(1)中部开口槽中的拨拖(3)、

以及装在位于所述拨拖(3)两侧的锁壳(1)中的转动轴(4)和锁胆(5)，所述转动轴(4)与拨

拖(3)联动，所述转动轴(4)内设置有开口朝向拨拖(3)的电动离合腔(45)，所述电动离合腔

(45)内设置有与所述转动轴(4)联动并与所述拨拖(3)联动的转键(6)，以及能够带动所述

转键(6)沿其轴向移动与所述锁胆(5)接合联动或分离的电动离合装置(7)，所述电动离合

装置(7)电连接有控制装置(8)，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智能钥匙(2)，所述锁胆(5)设置有与

所述智能钥匙(2)相适应的钥匙孔(51)，所述智能钥匙(2)具有握持部(21)和开锁部(22)，

所述握持部(21)内设置有第一加密芯片(23)，所述开锁部(22)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加密芯

片(23)电连接的钥匙电路板(24)，所述钥匙电路板(24)上设置有钥匙触点(26)，所述锁壳

(1)和锁胆(5)内设置有一端用于与所述钥匙触点(26)电接触的导电弹子(85)，所述导电弹

子(85)的另一端与所述控制装置(8)电连接，所述控制装置(8)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加密芯片

(23)进行密钥验证的加密认证电路(83)，在密钥验证通过后所述控制装置(8)控制所述电

动离合装置(7)带动所述转键(6)与锁胆(5)接合联动，扭动智能钥匙(2)即可开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开锁部(22)上还设置有

齿牙(25)，所述锁壳(1)和锁胆(5)内还设置有弹珠孔，所述弹珠孔内设置有与所述齿牙

(25)相匹配的弹珠组件(5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8)包括主控芯

片(81)、与所述主控芯片(81)的电源输入端电连接的电源电路(82)、与所述主控芯片(81)

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的所述加密认证电路(83)、以及与所述主控芯片(81)的驱动输出端电

连接的马达驱动电路(84)，所述电源电路(82)电连接有电池(9)，所述加密认证电路(83)与

所述导电弹子(85)电连接，所述马达驱动电路(84)与所述电动离合装置(7)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转键(6)内设置有传动腔

(61)，所述电动离合装置(7)包括与所述马达驱动电路(84)电连接的传动电机(71)，所述传

动电机(71)的输出轴连接有伸入所述传动腔(61)内的蜗杆(72)，所述蜗杆(72)上套装有能

够与其螺纹连接的螺帽(73)，所述蜗杆(72)能够带动所述螺帽(73)相对于所述转键(6)轴

向移动；所述蜗杆(72)上还套装有分别位于所述螺帽(73)两侧的第一回位弹簧(74)和第二

回位弹簧(75)，在所述传动电机(71)带动所述蜗杆(72)正转或反转时所述螺帽(73)压缩所

述第一回位弹簧(74)，所述第一回位弹簧(74)推动所述转键(6)沿所述蜗杆(72)的旋转轴

轴向移动与所述锁胆(5)接合联动；在所述传动电机(71)带动所述蜗杆(72)反转或正转时

所述螺帽(73)压缩所述第二回位弹簧(75)，所述第二回位弹簧(75)推动所述转键(6)沿所

述蜗杆(72)的旋转轴轴向移动与所述锁胆(5)分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腔(61)内设置有定

位槽(62)，所述螺帽(73)的外侧外凸形成有与所述定位槽(62)相适应的定位部(76)，在所

述螺帽(73)沿所述蜗杆(72)的旋转轴轴向移动时所述定位部(76)沿所述定位槽(62)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回位弹簧(74)的一

端与所述传动腔(61)的腔底相抵，另一端抵在所述螺帽(73)上；所述传动腔(61)的腔口设

置有能供所述蜗杆(72)贯穿的回位弹簧挡板(77)，所述第二回位弹簧(75)的一端与所述回

位弹簧挡板(77)相抵，另一端抵在所述螺帽(73)上。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电机(71)优选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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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杯电机。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锁胆(5)靠近所述拨拖

(3)的一侧设置有与所述钥匙孔(51)相贯通的定位销孔(53)，所述定位销孔(53)内设置有

锁胆定位销(54)。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锁壳(1)设置有第一触点

孔(11)，所述锁胆(5)设置有与所述第一触点孔(11)相匹配的第二触点孔(56)，所述导电弹

子(85)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触点孔(11)内的锁壳触点(12)和套装在所述锁壳触点(12)外

的锁壳触点套(13)，以及设置在所述第二触点孔(56)内与所述锁壳触点(12)相匹配的锁胆

触点(57)和套装在所述锁胆触点(57)外的锁胆触点套(58)。

10.根据权利要求2-9任一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拨拖(3)的中部

具有通孔(31)，所述拨拖(3)的中部向内凸起形成有环形卡边(32)，使得在所述拨拖(3)的

一端形成有能供所述转动轴(4)的前端插入的第一转动槽(33)，另一端形成有能供所述锁

胆(5)的前端插入的第二转动槽(34)；所述第一转动槽(33)内设置有向内凸起的第一插键

(35)，所述转动轴(4)的前端设置有与所述第一插键(35)相匹配的第一插槽(41)；所述转动

轴(4)的前端还设置有第二插槽(42)，所述转键(6)的侧端外凸形成有与所述第二插槽(42)

相匹配的第二插键(63)，所述环形卡边(32)具有能供所述第二插键(63)插入所述缺口

(36)，所述锁胆(5)的前端设置有能供所述第二插键(63)插入的第三插槽(55)。

11.根据权利要求2-9任一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轴(4)的后

端外凸形成有伸出所述锁壳(1)外的固定部(43)，所述固定部(43)上套装有旋钮(10)，所述

控制装置(8)设置在所述旋钮(10)内；扭动所述旋钮(10)时所述转动轴(4)通过所述转键

(6)带动所述拨拖(3)转动开锁。

12.根据权利要求2-9任一所述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其特征在于所述锁壳(1)径向设

置有用于安装所述转动轴(4)和锁胆(5)的安装孔，所述转动轴(4)朝向所述拨拖(3)的一端

径向设置有第一环形槽(44)，所述第一环形槽(44)内设置有外径大于所述安装孔孔径的第

一介子件(14)，装配后所述第一介子件(14)被夹持在所述锁壳(1)和拨拖(3)之间；所述锁

胆(5)朝向所述拨拖(3)的一端径向设置有第二环形槽(59)，所述第二环形槽(59)内设置有

外径大于所述安装孔孔径的第二介子件(15)，装配后所述第二介子件(15)被夹持在所述锁

壳(1)和拨拖(3)之间。

13.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的钥匙，包括智能钥匙(2)，所述智能钥匙(2)具有握持部

(21)和开锁部(22)，所述开锁部(22)设置有齿牙(25)，其特征在于所述握持部(21)内设置

有第一加密芯片(23)，所述开锁部(22)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加密芯片(23)电连接的钥匙电

路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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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及其适配的钥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创造涉及锁具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及其适配的钥匙。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的智能锁一般采用智能钥匙机械验证、指纹验证、刷卡验证和密码验

证等单一式验证，不法分子只需破坏其中一种验证方式即可开锁，安全性能低。

[0003] 另外，现有的电子锁的传动装置(电动离合装置)大都是通过电机和传动机构来实

现的，为了将电机的转动动作转换成开锁和解锁的左右运动的动作，需要复杂的传动机构

来实现，并且，对于电机的正反转的时间需要精确控制，不然容易造成传动机构的损坏；由

于很难对电机的正反转时间进行精确的控制，所以如果采用螺杆传动的话很容易就会传动

过位而形成空转，现有技术中也出现了一些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双弹簧式电子锁，如中国

专利公告号为CN83790443B、发明名称为：一种用于电子锁中的电机传动装置，其采用的技

术方案为：正反转电机固定在电机外壳的安装容腔内；转牙轴的一端与正反转电机的输出

轴固定连接实现连动；转牙套筒的外径小于电机外壳的伸出口直径，转牙套筒通过通孔套

设在转牙轴上使得转牙轴上的螺纹一和转牙套筒内的螺纹二相互啮合；内转牙弹簧套在转

牙轴上，并且内转牙弹簧的两端位于正反转电机和转牙套筒之间；外转牙弹簧套在转牙套

筒上，并且外转牙弹簧的两端位于转牙套筒和电机外壳的内壁之间；通过内转牙弹簧压缩

后反作用在转牙套筒上，使转牙套筒的螺纹二和转牙轴上的螺纹一反向啮合，一旦电机反

转，转牙套筒马上螺纹传动向外伸出而不会形成空转，同理，当锁合时，本发明通过外转牙

弹簧压缩后反作用在转牙套筒上，使转牙套筒的螺纹二和转牙轴上的螺纹一反向啮合，一

旦电机反转，转牙套筒马上螺纹传动向内伸进而不会形成空转。该技术方案虽然通过增加

两个弹簧就解决了传统螺杆和螺套容易形成空转的难题，使得电子锁不需要过于精确控制

电机正反转的时间，但其存在如下技术问题：

[0004] 1、由于螺纹一和螺纹二始终保持反向啮合，不管电机正转或反转，转牙轴始终带

动转牙套筒一起转动；但当转牙套筒与锁内其它机构出现机械卡死时，便会导致螺纹一和

螺纹二之间出现相对空转滑丝等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该传动装置损坏失效；

[0005] 2、该转牙套筒的内端面向外延伸有环形凸缘，外转牙弹簧套在转牙套筒上，并且

外转牙弹簧的两端位于该环形凸缘和电机外壳的伸出口的内端面之间；该结构的加工工艺

较为复杂，且转牙套筒的内端面向外延伸有环形凸缘，导致转牙套筒的尺寸变大，无法满足

小型锁具的要求。

[0006] 3、该专利的说明书中并未记载任何有关该传动装置的实际应用，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该传动装置结构复杂，特别是电机外壳由上壳体和下壳体相扣连接而成，该传

动装置无法广泛应用于所有锁具中，特别是无法应用于采用弹子锁锁壳或叶片锁锁壳的电

子锁中。

[0007] 因此，设计出一款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高安全等级的双验证方式的智能锁是本发

明创造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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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创造提供一种高安全等级双保险的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及

其适配的钥匙。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创造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包括锁壳、装在所述锁壳中部开口槽中的拨拖、以及装在

位于所述拨拖两侧的锁壳中的转动轴和锁胆，所述转动轴与拨拖联动，所述转动轴内设置

有开口朝向拨拖的电动离合腔，所述电动离合腔内设置有与所述转动轴联动并与所述拨拖

联动的转键，以及能够带动所述转键沿其轴向移动与所述锁胆接合联动或分离的电动离合

装置，所述电动离合装置电连接有控制装置，该插钥匙式智能锁芯还包括智能钥匙，所述锁

胆设置有与所述智能钥匙相适应的钥匙孔，所述智能钥匙具有握持部和开锁部，所述握持

部内设置有第一加密芯片，所述开锁部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加密芯片电连接的钥匙电路

板，所述钥匙电路板上设置有钥匙触点，所述锁壳和锁胆内设置有一端用于与所述钥匙触

点电接触的导电弹子，所述导电弹子的另一端与所述控制装置电连接，所述控制装置设置

有与所述第一加密芯片进行密钥验证的加密认证电路，在密钥验证通过后所述控制装置控

制所述电动离合装置带动所述转键与锁胆接合联动，扭动智能钥匙即可开锁。

[0011]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开锁部上还设置有齿牙，所述锁壳和锁胆

内还设置有弹珠孔，所述弹珠孔内设置有与所述齿牙相匹配的弹珠组件。

[0012]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控制装置包括主控芯片、与所述主控芯片

的电源输入端电连接的电源电路、与所述主控芯片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的所述加密认证电

路、以及与所述主控芯片的驱动输出端电连接的马达驱动电路，所述电源电路电连接有电

池，所述加密认证电路与所述导电弹子电连接，所述马达驱动电路与所述电动离合装置电

连接。

[0013]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转键内设置有传动腔，所述电动离合装置

包括与所述马达驱动电路电连接的传动电机，所述传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伸入所述传动

腔内的蜗杆，所述蜗杆上套装有能够与其螺纹连接的螺帽，所述蜗杆能够带动所述螺帽相

对于所述转键轴向移动；所述蜗杆上还套装有分别位于所述螺帽两侧的第一回位弹簧和第

二回位弹簧，在所述传动电机带动所述蜗杆正转或反转时所述螺帽压缩所述第一回位弹

簧，所述第一回位弹簧推动所述转键沿所述蜗杆的旋转轴轴向移动与所述锁胆接合联动；

在所述传动电机带动所述蜗杆反转或正转时所述螺帽压缩所述第二回位弹簧，所述第二回

位弹簧推动所述转键沿所述蜗杆的旋转轴轴向移动与所述锁胆分离。

[0014]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传动腔内设置有定位槽，所述螺帽的外侧

外凸形成有与所述定位槽相适应的定位部，在所述螺帽沿所述蜗杆的旋转轴轴向移动时所

述定位部沿所述定位槽滑动。

[0015] 所述第一回位弹簧的一端与所述传动腔的腔底相抵，另一端抵在所述螺帽上；所

述传动腔的腔口设置有能供所述蜗杆贯穿的回位弹簧挡板，所述第二回位弹簧的一端与所

述回位弹簧挡板相抵，另一端抵在所述螺帽上。

[0016]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传动电机优选为空心杯电机。

[0017]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锁胆靠近所述拨拖的一侧设置有与所述

钥匙孔相贯通的定位销孔，所述定位销孔内设置有锁胆定位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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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锁壳设置有第一触点孔，所述锁胆设置有

与所述第一触点孔相匹配的第二触点孔，所述导电弹子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触点孔内的锁

壳触点和套装在所述锁壳触点外的锁壳触点套，以及设置在所述第二触点孔内与所述锁壳

触点相匹配的锁胆触点和套装在所述锁胆触点外的锁胆触点套。

[0019]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拨拖的中部具有通孔，所述拨拖的中部向

内凸起形成有环形卡边，使得在所述拨拖的一端形成有能供所述转动轴的前端插入的第一

转动槽，另一端形成有能供所述锁胆的前端插入的第二转动槽；所述第一转动槽内设置有

向内凸起的第一插键，所述转动轴的前端设置有与所述第一插键相匹配的第一插槽；所述

转动轴的前端还设置有第二插槽，所述转键的侧端外凸形成有与所述第二插槽相匹配的第

二插键，所述环形卡边具有能供所述第二插键插入所述缺口，所述锁胆的前端设置有能供

所述第二插键插入的第三插槽。

[0020]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转动轴的后端外凸形成有伸出所述锁壳

外的固定部，所述固定部上套装有旋钮，所述控制装置设置在所述旋钮内；扭动所述旋钮时

所述转动轴通过所述转键带动所述拨拖转动开锁。

[0021] 作为优选实施方式，进一步限定为：所述锁壳径向设置有用于安装所述转动轴和

锁胆的安装孔，所述转动轴朝向所述拨拖的一端径向设置有第一环形槽，所述第一环形槽

内设置有外径大于所述安装孔孔径的第一介子件，装配后所述第一介子件被夹持在所述锁

壳和拨拖之间；所述锁胆朝向所述拨拖的一端径向设置有第二环形槽，所述第二环形槽内

设置有外径大于所述安装孔孔径的第二介子件，装配后所述第二介子件被夹持在所述锁壳

和拨拖之间。

[0022] 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的钥匙，包括智能钥匙，所述智能钥匙具有握持部和开锁

部，所述开锁部设置有齿牙，其特征在于所述握持部内设置有第一加密芯片，所述开锁部上

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加密芯片电连接的钥匙电路板。

[0023] 本发明创造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创造采用机械验证和密码验证双结合的方式，

大大提升安全性能，在智能钥匙的握持部内设置有第一加密芯片，在智能钥匙的开锁部上

设置有钥匙电路板，钥匙电路板上设置有与第一加密芯片电连接钥匙触点，在插入钥匙后，

控制装置读取第一加密芯片的数据进行密钥验证，在密钥验证通过后控制装置控制电动离

合装置带动转键与锁胆接合联动，扭动智能钥匙即可开锁，实现双保障式开锁，安全性能

高；

[0024] 另外，本发明创造通过传动电机带动螺帽在蜗杆内轴向移动，使其能够借助第一

回位弹簧或第二回位弹簧的弹性推动转键与锁胆发生接合联动或分离，结构简单。第一回

位弹簧或第二回位弹簧能够在转键与锁胆出现机械卡死时，起到缓冲作用，防止螺帽与蜗

杆之间出现相对空转滑丝等问题，设计巧妙，有效提高电动离合装置的使用寿命。另外，第

一回位弹簧和第二回位弹簧能够促使螺帽与蜗杆啮合，提高工作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创造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创造的分解示意图；

[0027] 图3是智能钥匙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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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4是智能钥匙的分解示意图；

[0029] 图5是开锁状态的剖视图；

[0030] 图6是闭锁状态的剖视图；

[0031] 图7是电动离合装置的分解示意图；

[0032] 图8是拨拖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33] 图9是拨拖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34] 图10是转动轴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1锁胆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2是转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3是本发明创造的电路原理结构图；

[0038] 图14是控制电路的局部电路图；

[0039] 图15是加密认证电路的电路图；

[0040] 图16是马达驱动电路的电路图；

[0041] 图17是蜂鸣器电路的电路图；

[0042] 图18是存储电路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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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4] 如附图1至附图7所示，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包括锁壳1、装在所述锁壳1中部开

口槽中的拨拖3、以及装在位于所述拨拖3两侧的锁壳1中的转动轴4和锁胆5，所述转动轴4

与拨拖3联动，所述转动轴4内设置有开口朝向拨拖3的电动离合腔45，所述电动离合腔45内

设置有与所述转动轴4联动并与所述拨拖3联动的转键6，以及能够带动所述转键6沿其轴向

移动与所述锁胆5接合联动或分离的电动离合装置7，所述电动离合装置7电连接有控制装

置8，该插钥匙式智能锁芯还包括智能钥匙2，所述锁胆5设置有与所述智能钥匙2相适应的

钥匙孔51，如附图3、附图4所示，所述智能钥匙2具有握持部21和开锁部22，所述握持部21内

设置有第一加密芯片23，所述第一加密芯片23采用Microchip公司的型号为ATSHA204A的第

一加密芯片，具有功能丰富的加密IC，使用SHA-256算法进行加密操作，内置16*32字节的插

槽可以存储用户数据和密钥，具有唯一的  9字节序列号用于区分其它芯片，还拥有512bits

的OTP区(动态口令)用于保存一些固定信息，安全性极高。所述开锁部22上设置有与所述第

一加密芯片23电连接的钥匙电路板24，所述钥匙电路板24  上设置有钥匙触点26，所述锁壳

1和锁胆5内设置有一端用于与所述钥匙触点26电接触的导电弹子85，所述导电弹子85的另

一端与所述控制装置8电连接，钥匙电路板24采用金属触点方式与控制装置8进行通信是属

于无源设计。所述控制装置8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加密芯片23进行密钥验证的加密认证电路

83，在密钥验证通过后所述控制装置8控制所述电动离合装置7带动所述转键6与锁胆5接合

联动，扭动智能钥匙2即可开锁。本发明创造采用机械验证和密码验证双结合的方式，只有

钥匙和密码都配对成功才能开锁，实现双保障式开锁，安全性能高。

[0045] 所述开锁部22上还设置有齿牙25，所述锁壳1和锁胆5内还设置有弹珠孔，所述弹

珠孔内设置有与所述齿牙25相匹配实现机械验证开锁功能的弹珠组件52，弹珠组件52为现

有技术中锁芯的常用技术手段，与常规钥匙相配合实现机械开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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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更进一步地说，所述控制装置8包括主控芯片81、与所述主控芯片81的电源输入端

电连接的电源电路82、与所述主控芯片81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的所述加密认证电路83、以

及与所述主控芯片81 的驱动输出端电连接的马达驱动电路84，所述电源电路82电连接有

电池9，所述加密认证电路83与所述导电弹子85电连接，所述马达驱动电路84与所述电动离

合装置7电连接。所述马达驱动电路84选优型号为SGM42507的驱动芯片。所述控制电路8还

包括用于存储数据的存储电路86和发出报警声音的蜂鸣器电路87。所述主控芯片81  选用

型号为nRF52832系列芯片，更近一步地优选为nRF52832-QFAA  芯片，可支持NFC-A，可以作

为“标签(Tag)”来使用，配合智能手机可以用于近距离的安全性连接，免去输入密码等繁杂

的创建连接过程。在本实施例中，主控芯片81拥有超低峰值，功耗低，在上电启动后，将读取

主控芯片81的ID并发送至第二加密芯片启动自检软件算法，将判断主控芯片81和第二加密

芯片是否有被修改或篡改的验证。

[0047] 如果自检成功通过后，将配置钥匙插入进行配置，同时将启动低功耗BLE广播并进

入休眠状态。当有钥匙插入锁胆5时，主控芯片  81将启动读取第一加密芯片23的唯一ID，并

通过将ID传递给第二加密芯片，由第二加密芯片执行SHA256算法运算获得密文，再将密文

发向第一加密芯片23进行运算，最后又反馈给第一加密芯片23，双向校验通过后，则校验成

功。马达驱动电路84驱动传动电机71转动进入开锁状态，并通过蜂鸣器发出短提醒。若校验

失败则通过蜂鸣器发出连续多次警报提醒，并停止校验动作。第一加密芯片23的唯一ID在

厂家生产的过程中已经预先设定完成，具备唯一性，安全性高。

[0048] 除校验动作外，如果主控芯片81收到手机App端发送蓝牙数据报文时，将启动安全

授权认证。若授权认证成功则为合法的管理员操作，可以对锁芯的钥匙及开锁记录进行访

问和配置。

[0049] 为了提高电动离合装置7的工作稳定性，如附图7所示，所述转键6内设置有传动腔

61，所述电动离合装置7包括与所述马达驱动电路84电连接的传动电机71，所述传动电机71

优选为空心杯电机，响应极快，适合应用于电子锁芯。所述传动电机71的输出轴连接有伸入

所述传动腔61内的蜗杆72，所述蜗杆72上套装有能够与其螺纹连接的螺帽73，所述蜗杆72

能够带动所述螺帽73相对于所述转键6轴向移动；所述蜗杆72上还套装有分别位于所述螺

帽73两侧的第一回位弹簧74和第二回位弹簧75，在所述传动电机71带动所述蜗杆72正转或

反转时所述螺帽73压缩所述第一回位弹簧74，所述第一回位弹簧74推动所述转键6沿所述

蜗杆72的旋转轴轴向移动与所述锁胆5接合联动；在所述传动电机71带动所述蜗杆72反转

或正转时所述螺帽73压缩所述第二回位弹簧75，所述第二回位弹簧75  推动所述转键6沿所

述蜗杆72的旋转轴轴向移动与所述锁胆5分离，结构简单。

[0050] 在所述传动电机71带动所述蜗杆72旋转且所述转键6与锁胆5  机械卡死时所述螺

帽73沿所述蜗杆72的旋转轴轴向移动并压缩所述第一回位弹簧74或第二回位弹簧75；在机

械卡死消失后所述第一回位弹簧74或第二回位弹簧75推动所述转键6沿所述蜗杆72的旋转

轴轴向移动，使转键6与锁胆5发生接合联动或分离。第一回位弹簧  74或第二回位弹簧75能

够在转键6与锁胆5出现机械卡死时，起到缓冲作用，防止螺帽73与蜗杆72之间出现相对空

转滑丝等问题，设计巧妙，有效提高电动离合装置的使用寿命。另外，第一回位弹簧  74或第

二回位弹簧75能够促使螺帽73与蜗杆72保持啮合，提高电动离合装置的稳定性。

[005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传动腔61内设置有定位槽62，所述螺帽73 的外侧外凸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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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定位槽62相适应的定位部76，在所述螺帽  73沿所述蜗杆72的旋转轴轴向移动时所

述定位部76沿所述定位槽  62滑动。定位部76与定位槽62的配合使得螺帽73只能沿所述蜗

杆  72的旋转轴轴向移动，而不能发生周向转动，对螺帽73起到限位作用。

[005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回位弹簧74的一端与所述传动腔61的腔底相抵，另一端

抵在所述螺帽73上；在转键6与锁胆5接合联动时第一回位弹簧74被压缩的行程为螺帽73移

动的行程，此时第一回位弹簧74能够推动所述螺帽73的一侧与蜗杆72保持啮合。所述传动

腔61的腔口设置有能供所述蜗杆72贯穿的回位弹簧挡板77，所述第二回位弹簧75的一端与

所述回位弹簧挡板77相抵，另一端抵在所述螺帽73上。在转键6与锁胆5分离时第二回位弹

簧75被压缩的行程为螺帽73移动的行程，此时第二回位弹簧75能够推动所述螺帽  73的另

一侧与蜗杆72保持啮合。

[005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锁胆5靠近所述拨拖3的一侧设置有与所述钥匙孔51相贯通的

定位销孔53，所述定位销孔53内设置有锁胆定位销54。锁胆定位销54不仅能够起到定位固

定作用，还能够防止不法分子将锁胆夹断后对电动离合装置进行钻破，有效提高电子锁芯

的安全性。

[005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锁壳1设置有第一触点孔11，所述锁胆5  设置有与所述第一触

点孔11相匹配的第二触点孔56，所述导电弹子  85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触点孔11内的锁壳

触点12和套装在所述锁壳触点12外的锁壳触点套13，以及设置在所述第二触点孔56内与所

述锁壳触点12相匹配的锁胆触点57和套装在所述锁胆触点57外的锁胆触点套58。更进一步

地说，所述钥匙电路板24上设置有三个钥匙触点26，构成电源正、电源负和电源地，所述锁

胆触点57的下端与钥匙触点26电连接，所述锁胆触点57的上端与所述所述锁壳触点12的下

端电接触，所述锁壳触点12的上端与加密认证电路83电连接。

[0055] 在本实施例中，如附图8至附图12所示，所述拨拖3的中部具有通孔31，所述拨拖3

的中部向内凸起形成有环形卡边32，使得在所述拨拖3的一端形成有能供所述转动轴4的前

端插入的第一转动槽  33，另一端形成有能供所述锁胆5的前端插入的第二转动槽34；所述

第一转动槽33内设置有向内凸起的第一插键35，所述转动轴4的前端设置有与所述第一插

键35相匹配的第一插槽41，装配后，能够实现转动轴4与拨拖3的联动。所述转动轴4的前端

还设置有第二插槽42，所述转键6的侧端外凸形成有与所述第二插槽42相匹配的第二插键

63，所述环形卡边32具有能供所述第二插键63插入所述缺口36，所述锁胆5的前端设置有能

供所述第二插键63插入的第三插槽55，装配后，能够实现转键6与转动轴4、转键6与拨拖3、

以及转键6与锁胆5的联动。

[005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转动轴4的后端外凸形成有伸出所述锁壳1  外的固定部43，所

述固定部43上套装有旋钮10，所述控制装置8设置在所述旋钮10内；扭动所述旋钮10时所述

转动轴4通过所述转键  6带动所述拨拖3转动开锁，结构简单，实现室内开锁。

[005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锁壳1径向设置有用于安装所述转动轴4和锁胆5的安装孔，所

述转动轴4朝向所述拨拖3的一端径向设置有第一环形槽44，所述第一环形槽44内设置有外

径大于所述安装孔孔径的第一介子件14，装配后所述第一介子件14被夹持在所述锁壳1和

拨拖3之间；所述锁胆5朝向所述拨拖3的一端径向设置有第二环形槽59，所述第二环形槽59

内设置有外径大于所述安装孔孔径的第二介子件15，装配后所述第二介子件15被夹持在所

述锁壳1和拨拖3  之间，第一介子件14和第二介子件15分别对转动轴4和锁胆5起到固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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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的作用，防止轴向移动。

[0058] 一种插钥匙式智能锁芯的钥匙，如附图2、附图3所示，包括智能钥匙2，所述智能钥

匙2具有握持部21和开锁部22，所述开锁部  22设置有齿牙25，能够与现有技术中的弹珠组

件52相配合实现机械开锁验证。所述握持部21内设置有第一加密芯片23，所述开锁部22  上

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加密芯片23电连接的钥匙电路板24，所述钥匙电路板24上设置有三个金

属触点，能够构成电源正、电源负和电源地，能够与智能锁的控制装置8连接实现密钥验证，

智能化程度高，实现双验证方式，安全性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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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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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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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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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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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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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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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图17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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