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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更安全的智能锁，包括壳

体、设于壳体内的驱动电路板和设于壳体内与所

述驱动电路板连接且受所述驱动电路板驱动的

驱动电机，所述壳体包括由前至后依次设置的前

面板、中板和后面板，所述驱动电路板上设置有

用于采集输入信号的输入采集电路、与所述输入

采集电路连接且用于对输入信号进行验证的身

份验证电路和与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连接且用于

驱动所述驱动电机的电机驱动电路；所述驱动电

机具有一电机壳体；所述驱动电路板包括设置于

所述前面板上的前电路板和设置于所述后面板

上或电机壳体内的后电路板，所述电机驱动电路

设置于所述后电路板上且与所述驱动电机连接。

本发明可用于各种智能锁，尤其适用于银行等安

全性能要求高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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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更安全的智能锁，包括壳体、设于壳体内的驱动电路板和设于壳体内与所述驱

动电路板连接且受所述驱动电路板驱动的驱动电机，所述壳体包括由前至后依次设置的前

面板、中板和后面板，所述驱动电路板上设置有用于采集输入信号的输入采集电路、与所述

输入采集电路连接且用于对输入信号进行验证的身份验证电路和与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连

接且用于驱动所述驱动电机的电机驱动电路；所述驱动电机具有一电机壳体；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电路板包括设置于所述前面板上的前电路板和设置于所述后面板上或电机壳体

内的后电路板，所述电机驱动电路设置于所述后电路板上且与所述驱动电机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更安全的智能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电路板与所述后电路板

一一对应加密通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更安全的智能锁，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板上设置有用于

设置管理员信息且在设置管理员信息后使所述前电路板与所述后电路板一一对应加密通

信的管理电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更安全的智能锁，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板上还设置有与

所述管理电路连接的用于初始化所述智能锁使得所述后主板可识别新的前电路板的初始

化电路。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更安全的智能锁，其特征在于：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设置于所述

前电路板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更安全的智能锁，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板为金属板，所述前面

板为塑料板。

7.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更安全的智能锁，其特征在于：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设

置于所述后电路板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更安全的智能锁，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壳体为金属壳体。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更安全的智能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面板上设置有用于输入

开锁信号的开锁信号输入部，所述输入采集电路与所述开锁信号输入部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更安全的智能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面板上设置有用于显

示的显示面板，所述前电路板上还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显示面板的显示驱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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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的智能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锁，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更安全的智能锁。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智能锁通常包括壳体、设于壳体内的驱动电路板和设于壳体内与所述驱动

电路板连接且受所述驱动电路板驱动的驱动电机，所述壳体包括由前至后依次设置的前面

板、中板和后面板，所述前面板上设置有用于输入开锁信号的开锁信号输入部，所述驱动电

路板包括两块，前电路板固定于前面板上，后电路板固定于后面板上。显示驱动、输入采集

电路、身份验证电路和电机驱动电路都设置在前电路板上，前电路板直接与驱动电机连接。

后电路板通常只做用于实现电池供电、初始化按键和WIFI扩展等功能。前面板通常为塑料

板，很容易被撬开，而前电路板直接与驱动电机连接，因此，一旦前面板被撬开，只需要通过

外接电源于驱动电机的两端即可打开智能锁，存在安全隐患。尤其对于银行等安全性要求

很高的场所，存在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智能锁的前电路板固定于前面板上，电机驱动设置在前

电路板上，前电路板直接与驱动电机连接，存在安全隐患的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安全的

智能锁。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设计一种更安全的智能锁，包括

壳体、设于壳体内的驱动电路板和设于壳体内与所述驱动电路板连接且受所述驱动电路板

驱动的驱动电机，所述壳体包括由前至后依次设置的前面板、中板和后面板，所述驱动电路

板上设置有用于采集输入信号的输入采集电路、与所述输入采集电路连接且用于对输入信

号进行验证的身份验证电路和与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连接且用于驱动所述驱动电机的电机

驱动电路；所述驱动电机具有一电机壳体；所述驱动电路板包括设置于所述前面板上的前

电路板和设置于所述后面板上或电机壳体内的后电路板，所述电机驱动电路设置于所述后

电路板上且与所述驱动电机连接。

[0005] 所述前电路板与所述后电路板一一对应加密通信。

[0006] 所述驱动电路板上设置有用于设置管理员信息且在设置管理员信息后使所述前

电路板与所述后电路板一一对应加密通信的管理电路。

[0007] 所述驱动电路板上还设置有与所述管理电路连接的用于初始化所述智能锁使得

所述后主板可识别新的前电路板的初始化电路。

[0008] 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设置于所述前电路板上。

[0009] 所述中板为金属板，所述前面板为塑料板。

[0010] 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设置于所述后电路板上。

[0011] 所述电机壳体为金属壳体。

[0012] 所述前面板上设置有用于输入开锁信号的开锁信号输入部，所述输入采集电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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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开锁信号输入部连接。

[0013] 所述前面板上设置有用于显示的显示面板，所述前电路板上还设置有用于驱动所

述显示面板的显示驱动电路。

[0014] 本发明通过将电机驱动电路设置于后面板上或电机壳体内，所述驱动电机与所述

电机驱动电路连接。从而即使前面板被撬开，但由于电机驱动电路设置在后面板上或者电

机壳体内，撬开后的前面板不再暴露有可直接利用电源驱动驱动电机的接口，从而消除了

前面板被撬开时的安全隐患。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其中：

[0016] 图1是本发明更安全的智能锁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更安全的智能锁的另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更安全的智能锁的一实施例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阐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一

[0021] 请参见图1，在本具体实施例中，本发明更安全的智能锁包括壳体1、设于壳体内的

驱动电路板2和设于壳体内与所述驱动电路板连接且受所述驱动电路板驱动的驱动电机3。

其中：

[0022] 壳体1包括由前至后依次设置的前面板11、中板12和后面板13。前面板设于门板的

外侧，后面板固定于门板的内侧，中板设置于前面板与后面板之间。所述前面板11为塑料

板，很容易被撬开。前面板上设置有用于输入开锁信号的开锁信号输入部111。开锁信号输

入部111可以是指纹输入部、密码输入部或感测信号输入部。所述中板为金属板，不容易被

撬开。

[0023] 驱动电路板2包括前电路板21和后电路板22。请一并参见图3，所述驱动电路板上

设置有用于采集输入信号的输入采集电路、与所述输入采集电路连接且用于对输入信号进

行验证的身份验证电路和与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连接且用于驱动所述驱动电机的电机驱动

电路。所述输入采集电路与所述开锁信号输入部连接，主要用于接收开锁信号输入部111输

入的开锁信号，如接收指纹信号、密码信号或感测信号。所述输入采集电路设于所述前面板

上。

[0024] 前电路板21设置于前面板11上，后电路板22设置于所述后面板13上。所述电机驱

动电路设置于所述后电路板上且与所述驱动电机连接。

[0025] 由于电机驱动电路设置在后电路板上，后电路板设置在后面板上，因此，即使前面

板被撬开，但撬开后的前面板不再暴露有可直接利用电源驱动驱动电机的接口，从而消除

了前面板被撬开时的安全隐患。

[0026] 在本具体实施例中，为了增强安全性，所述前电路板与所述后电路板一一对应加

密通信。具体为在所述驱动电路板上设置有用于设置管理员信息且在设置管理员信息后使

所述前电路板与所述后电路板一一对应加密通信的管理电路。通过管理电路的设置，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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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前电路板和后电路板之间进行加密通信，在前电路板上设置好管理员信息后，前电路板

和后电路板就会自动绑定，一一对应。

[0027] 为了使后电路板能识别新的前电路板，所述驱动电路板上还设置有与所述管理电

路连接的用于初始化所述智能锁使得所述后主板可识别新的前电路板的初始化电路。只有

初始化后驱动电路板之后，后电路板才能识别新的前电路板，否则前后电路板无法正常通

信，就无法正常开锁。

[0028] 管理电路和初始化电路可以设置在前电路板上，也可以设置在后电路板上，还可

以在前电路板和后电路板之外另外单独设置一个电路板设置管理电路和初始化电路。

[0029] 在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设置于所述前电路板上。输入采集电路采

集到输入的开锁信号后，传输给身份验证电路，身份验证电路解码开锁信号，正确后输出一

加密开锁驱动信号给电机驱动电路，电机驱动电路解密加密的开锁驱动信号，然后驱动驱

动电机开锁。身份验证电路解码出的开锁信号不对，或者电机驱动电路解密的开锁驱动信

号不对都无法驱动驱动电机开锁，进一步加强了安全性能。

[0030] 当然，身份验证电路也可以设置于后电路板上。且设置在后电路板上由于身份验

证电路也不暴露在前电路板上，安全性能更好。

[0031] 驱动电机3具有一电机壳体31。电机壳体31为金属壳体，不容易被撬开。

[0032] 为了在前面板上显示相关信息，所述前面板11上还设置有用于显示的显示面板

112，所述前电路板上还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显示面板的显示驱动电路。

[0033] 为了进一步增强防撬效果，所述更安全的智能锁还包括压力传感器和报警器，其

中，压力传感器设于所述前面板上且在前面板被撬时发出报警信号；报警器与所述压力传

感器连接，接收所述报警信号并报警。报警器可为可发出报警声音的声音报警器，也可以是

可发出提醒的移动终端，报警信号通过网络传输至移动终端报警。通过用于报警的压力传

感器的设置，可在前面板被撬时即发出报警信号，起到预防和报警作用。压力传感器可采用

现有的压力传感器来实现，只需要能检测到前面板变形时发出报警信号即可。

[0034] 本具体实施通过将电机驱动电路设置于后面板上，所述驱动电机与所述电机驱动

电路连接。从而即使前面板被撬开，但由于电机驱动电路设置在后面板上，撬开后的前面板

不再暴露有可直接利用电源驱动驱动电机的接口，从而消除了前面板被撬开时的安全隐

患。此外，通过前电路板与所述后电路板一一对应加密通信进一步加强了安全性能。

[0035] 实施例二

[0036] 请一并参见图2，本具体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后电路板22设置于所述电

机壳体31内。

[0037] 该具体实施例通过后电路板设置于电机壳体内，即将电机驱动电路设置于电机壳

体内，所述驱动电机与所述电机驱动电路连接。从而即使前面板被撬开，但由于电机驱动电

路设置在电机壳体内，撬开后的前面板不再暴露有可直接利用电源驱动驱动电机的接口，

从而消除了前面板被撬开时的安全隐患。

[0038] 实施例三

[0039] 请参见图1，在本具体实施例中，本发明更安全的智能锁包括壳体1、设于壳体内的

驱动电路板2和设于壳体内与所述驱动电路板连接且受所述驱动电路板驱动的驱动电机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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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壳体1包括由前至后依次设置的前面板11、中板12和后面板13。前面板设于门板的

外侧，后面板固定于门板的内侧，中板设置于前面板与后面板之间。所述前面板11为塑料

板，很容易被撬开。前面板上设置有用于输入开锁信号的开锁信号输入部111。开锁信号输

入部111可以是指纹输入部、密码输入部或感测信号输入部。所述中板为金属板，不容易被

撬开。

[0041] 驱动电路板2包括前电路板21和后电路板22。请一并参见图3，所述驱动电路板上

设置有用于采集输入信号的输入采集电路、与所述输入采集电路连接且用于对输入信号进

行验证的身份验证电路和与所述身份验证电路连接且用于驱动所述驱动电机的电机驱动

电路。所述输入采集电路与所述开锁信号输入部连接，主要用于接收开锁信号输入部111输

入的开锁信号，如接收指纹信号、密码信号或感测信号。所述输入采集电路设于所述前面板

上。

[0042] 前电路板21设置于前面板11上，后电路板22设置于所述后面板13上。所述电机驱

动电路设置于所述后电路板上且与所述驱动电机连接。由于电机驱动电路设置在后电路板

上，后电路板设置在后面板上，因此，即使前面板被撬开，但撬开后的前面板不再暴露有可

直接利用电源驱动驱动电机的接口，从而消除了前面板被撬开时的安全隐患。

[0043] 身份验证电路也设置于后电路板上。输入采集电路采集到输入的开锁信号后，传

输给身份验证电路，身份验证电路解码开锁信号，正确后输出一开锁驱动信号给电机驱动

电路，电机驱动电路接收所述开锁驱动信号，然后驱动驱动电机开锁。身份验证电路解码出

的开锁信号不对时，无法驱动驱动电机开锁，进一步加强了安全性能。

[0044] 由于身份验证电路也设置于后电路板上，后电路板又设置于后面板上，因此，即使

前面板被撬开，由于缺少身份验证信息，身份验证电路不工作，后续的电机驱动电路也不工

作，无法开锁。

[0045] 驱动电机3具有一电机壳体31。电机壳体31为金属壳体，不容易被撬开。

[0046] 为了在前面板上显示相关信息，所述前面板11上还设置有用于显示的显示面板

112，所述前电路板上还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显示面板的显示驱动电路。

[0047] 为了进一步增强防撬效果，所述更安全的智能锁还包括压力传感器和报警器，其

中，压力传感器设于所述前面板上且在前面板被撬时发出报警信号；报警器与所述压力传

感器连接，接收所述报警信号并报警。报警器可为可发出报警声音的声音报警器，也可以是

可发出提醒的移动终端，报警信号通过网络传输至移动终端报警。通过用于报警的压力传

感器的设置，可在前面板被撬时即发出报警信号，起到预防和报警作用。压力传感器可采用

现有的压力传感器来实现，只需要能检测到前面板变形时发出报警信号即可。

[0048] 实施例四

[0049] 请一并参阅图2，该实施例与实施例三的区别在于：后电路板22设置于电机壳体31

内。

[0050] 由于电机驱动电路设置在后电路板上，后电路板设置在电机壳体31上，因此，即使

前面板被撬开，但撬开后的前面板不再暴露有可直接利用电源驱动驱动电机的接口，从而

消除了前面板被撬开时的安全隐患。

[0051] 进一步的，由于身份验证电路也设置于后电路板上，后电路板设置在电机壳体31

上。因此，即使前面板被撬开，由于缺少身份验证信息，身份验证电路不工作，后续的电机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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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路也不工作，无法开锁，进一步增强了安全性能。

[0052] 本发明通过将电机驱动电路设置于后面板上或电机壳体内，所述驱动电机与所述

电机驱动电路连接。从而即使前面板被撬开，但由于电机驱动电路设置在后面板上或者电

机壳体内，撬开后的前面板不再暴露有可直接利用电源驱动驱动电机的接口，从而消除了

前面板被撬开时的安全隐患。

[0053] 本发明尤其适用于银行等安全性能要求高的场所。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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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8

CN 110499957 A

8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10499957 A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0

CN 110499957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