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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子防盗门锁，其包括

壳体和拨叉组件，拨叉组件包括前拨叉和后拨

叉，前拨叉和后拨叉分别转动设置在壳体内，后

拨叉与前拨叉之间通过离合销传动，所述壳体与

前拨叉之间对应前拨叉的旋转运动轨迹上设有

两处以上的前抗扭限位，各处前抗扭限位同时限

定前拨叉的旋转角度；所述壳体与后拨叉之间对

应后拨叉的旋转运动轨迹上设有两处以上的后

抗扭限位，各处后抗扭限位同时限定后拨叉的旋

转角度。此款电子防盗门锁的前拨叉和后拨叉与

壳体之间分别设有两处以上的抗扭限位，并且各

处抗扭限位同时限定前拨叉和后拨叉的旋转角

度，使得前拨叉和后拨叉可以抵御更大的扭力，

抵御扭力达50N·m及以上，大大增强电子门锁的

防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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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防盗门锁，包括壳体和拨叉组件（10），拨叉组件（10）包括前拨叉（6）和后拨

叉（8），前拨叉（6）和后拨叉（8）分别转动设置在壳体内，后拨叉（8）与前拨叉（6）之间通过离

合销（73）传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与前拨叉（6）之间对应前拨叉（6）的旋转运动轨迹上

设有两处以上的前抗扭限位，各处前抗扭限位同时限定前拨叉（6）的旋转角度；所述壳体与

后拨叉（8）之间对应后拨叉（8）的旋转运动轨迹上设有两处以上的后抗扭限位，各处后抗扭

限位同时限定后拨叉（8）的旋转角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子防盗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拨叉（6）的前端设有第一限

位凸起（61），壳体的前端对应第一限位凸起（61）的旋转运动轨迹设有第一弧形限位槽

（24），第一限位凸起（61）与第一弧形限位槽（24）的配合形成第一前抗扭限位，第一限位凸

起（61）在第一弧形限位槽（24）范围内运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电子防盗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拨叉（6）的外周设有第二

限位凸起（62），壳体内对应第二限位凸起（62）的旋转运动轨迹设有限位档杆（23），第二限

位凸起（62）与限位档杆（23）的配合形成第二前抗扭限位，第二限位凸起（62）旋转一定角度

后与限位档杆（23）相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电子防盗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抗扭限位设有两处，分别为

第一后抗扭限位和第二后抗扭限位；所述后拨叉（8）的外周设有第三限位凸起（81），第三限

位凸起（81）与限位档杆（23）的配合形成第一后抗扭限位，第三限位凸起（81）旋转一定角度

后与限位档杆（23）相挡；所述后拨叉（8）的后端设有第四限位凸起（84），壳体的后端对应第

四限位凸起（84）的旋转运动轨迹设有第二弧形限位槽，第四限位凸起（84）与第二弧形限位

槽的配合形成第二后抗扭限位，第四限位凸起（84）在第二弧形限位槽范围内运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电子防盗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拨叉组件（10）还包括中拨叉

（7），壳体内还设有锁舌传动机构（30）、斜舌（31）和方舌（33），中拨叉（7）设置在前拨叉（6）

与后拨叉（8）之间，前拨叉（6）、中拨叉（7）和后拨叉（8）表面分别设有穿出其前后两侧的方

孔，前拨叉（6）、中拨叉（7）和后拨叉（8）通过离合销（73）传动，壳体内还设有用于触动离合

销（73）的电控驱动装置（20）；方舌（33）与锁舌传动机构（30）传动连接，所述斜舌（31）与中

拨叉（7）之间通过前拨片（5）传动，中拨叉（7）的外周设有用于拨动前拨片（5）的斜舌开锁拨

块（71）；所述锁舌传动机构（30）设有方舌上锁拨片（301），中拨叉（7）的后侧设有后拨片（1）

和用于拨动后拨片（1）的方舌驱动拨块（7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电子防盗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拨片（1）与方舌上锁拨片

（301）通过齿面啮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电子防盗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拨叉（7）对应方孔外周旁设

有离合槽（72），离合槽（72）贯穿中拨叉（7）前后两侧；离合销（73）伸缩设置在离合槽（72）外

侧；后拨叉（8）的前侧设有后传动拨块（82），前拨叉（6）的后侧设有前传动拨块（63），后传动

拨块（82）和前传动拨块（63）分别伸入离合槽（72）内；前拨叉（6）与中拨叉（7）之间设有前转

动复位弹簧；后拨叉（8）转动设置在中拨叉（7）后侧，后拨叉（8）与中拨叉（7）之间设有后转

动复位弹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电子防盗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拨叉（7）前侧设有前弧形槽

（74），前弧形槽（74）设置在中拨叉（7）的方孔外周旁，所述前拨叉（6）的后侧设有前导向拨

块（64），前导向拨块（64）插入前弧形槽（74）内；所述前转动复位弹簧为压缩弹簧，压缩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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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前弧形槽（74）内，前弧形槽（74）两端分别与前导向拨块（64）和前弧形槽（74）的一端

抵接；

所述中拨叉（7）后侧设有后弧形槽（76），后弧形槽（76）设置在中拨叉（7）的方孔外周

旁，所述后拨叉（8）的前侧设有后导向拨块（83），后导向拨块（83）插入后弧形槽（76）内；所

述后转动复位弹簧为压缩弹簧，压缩弹簧设置在后弧形槽（76）内，后弧形槽（76）两端分别

与后导向拨块（83）和后弧形槽（76）的一端抵接；

所述前拨叉（6）和后拨叉（8）的一部分嵌入到中拨叉（7）内，中拨叉（7）外周对应第二限

位凸起（62）设有前让位开口（75），中拨叉（7）外周对应第三限位凸起（81）设有后让位开口

（77）。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电子防盗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包括前壳（21）、后壳和侧

板（22），所述限位档杆（23）设置在前壳（21）和后壳之间，侧板（22）设置在前壳（21）和后壳

的一侧，斜舌（31）直线滑动设置在壳体内，斜舌（31）的端部、方舌（33）的端部从侧板（22）伸

出；壳体内还设有防插舌（32），防插舌（32）一端从侧板（22）伸出，防插舌（32）另一端连接有

用于限制斜舌（31）滑动的锁钩（40），锁钩（40）还与前拨片（5）相接，锁钩（40）的一端延伸至

斜舌（31）的滑动轨迹旁，斜舌（31）的滑动轨迹旁直线排布有两个检测开关，两个检测开关

分布在斜舌（31）的滑动轨迹后端和锁钩（40）的一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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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防盗门锁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子锁，特别是一种电子防盗门锁。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电子门锁主要包括壳体、拨叉组件、电控驱动装置和锁舌组件，拨叉组件包

括前拨叉和后拨叉（有些是还包括中拨叉），拨叉之间通过离合销配合，离合销通过电控驱

动装置驱动，后拨叉与锁舌组件传动连接。前拨叉借助离合销与后拨叉连接后，才能实现开

锁。拨叉组件转动设置在壳体内，拨叉组件的端面设有一限位凸起，壳体对应限位凸起的旋

转运动轨迹设有弧形限位槽，限位凸起在弧形限位槽范围内运动。正常情况下，当限位凸起

在弧形限位槽范围内运动时，如果离合销没有将前拨叉和后拨叉连接起来（没给正确的开

门命令控制电控驱动装置驱动离合销将前拨叉和后拨叉连接起来），则不能实现门外开锁。

但是，当强行扭动前拨叉（与前拨叉连接的是门外执手）致使限位凸起磨掉失去限位作用

时，前拨叉可以旋转更大的角度，从而带动后拨叉动作，实现开锁。由于目前的电子门锁中

拨叉组件一般只有两端面处限位作用，其抵御的扭力一般在20N·m，其防盗性能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结构合理，拨

叉组件抗扭能力强、防盗效果好的电子防盗门锁。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电子防盗门锁，包括壳体和拨叉组件，拨叉组件包括前拨叉和后拨叉，前拨叉

和后拨叉分别转动设置在壳体内，后拨叉与前拨叉之间通过离合销传动，其特征在于，所述

壳体与前拨叉之间对应前拨叉的旋转运动轨迹上设有两处以上的前抗扭限位，各处前抗扭

限位同时限定前拨叉的旋转角度；所述壳体与后拨叉之间对应后拨叉的旋转运动轨迹上设

有两处以上的后抗扭限位，各处后抗扭限位同时限定后拨叉的旋转角度。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还可以采用以下技术措施解决：

[0007] 作为更具体的方案，所述前拨叉的前端设有第一限位凸起，壳体的前端对应第一

限位凸起的旋转运动轨迹设有第一弧形限位槽，第一限位凸起与第一弧形限位槽的配合形

成第一前抗扭限位，第一限位凸起在第一弧形限位槽范围内运动。

[0008]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前拨叉的外周设有第二限位凸起，壳体内对应第二限位

凸起的旋转运动轨迹设有限位档杆，第二限位凸起与限位档杆的配合形成第二前抗扭限

位，第二限位凸起旋转一定角度后与限位档杆相挡。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后抗扭限位设有两处，分别为第一后抗扭限位和第二后

抗扭限位；所述后拨叉的外周设有第三限位凸起，第三限位凸起与限位档杆的配合形成第

一后抗扭限位，第三限位凸起旋转一定角度后与限位档杆相挡；所述后拨叉的后端设有第

四限位凸起，壳体的后端对应第四限位凸起的旋转运动轨迹设有第二弧形限位槽，第四限

位凸起与第二弧形限位槽的配合形成第二后抗扭限位，第四限位凸起在第二弧形限位槽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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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运动。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拨叉组件还包括中拨叉，壳体内还设有锁舌传动机构、斜

舌和方舌，中拨叉设置在前拨叉与后拨叉之间，前拨叉、中拨叉和后拨叉表面分别设有穿出

其前后两侧的方孔，前拨叉、中拨叉和后拨叉通过离合销传动，壳体内还设有用于触动离合

销的电控驱动装置；方舌与锁舌传动机构传动连接，所述斜舌与中拨叉之间通过前拨片传

动，中拨叉的外周设有用于拨动前拨片的斜舌开锁拨块；所述锁舌传动机构设有方舌上锁

拨片，中拨叉的后侧设有后拨片和用于拨动后拨片的方舌驱动拨块。

[0011]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后拨片与方舌上锁拨片通过齿面啮合。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中拨叉对应方孔外周旁设有离合槽，离合槽贯穿中拨叉

前后两侧；离合销伸缩设置在离合槽外侧；后拨叉的前侧设有后传动拨块，前拨叉的后侧设

有前传动拨块，后传动拨块和前传动拨块分别伸入离合槽内；前拨叉与中拨叉之间设有前

转动复位弹簧；后拨叉转动设置在中拨叉后侧，后拨叉与中拨叉之间设有后转动复位弹簧。

[0013]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中拨叉前侧设有前弧形槽，前弧形槽设置在中拨叉的方

孔外周旁，所述前拨叉的后侧设有前导向拨块，前导向拨块插入前弧形槽内；所述前转动复

位弹簧为压缩弹簧，压缩弹簧设置在前弧形槽内，前弧形槽两端分别与前导向拨块和前弧

形槽的一端抵接。所述中拨叉后侧设有后弧形槽，后弧形槽设置在中拨叉的方孔外周旁，所

述后拨叉的前侧设有后导向拨块，后导向拨块插入后弧形槽内；所述后转动复位弹簧为压

缩弹簧，压缩弹簧设置在后弧形槽内，后弧形槽两端分别与后导向拨块和后弧形槽的一端

抵接。所述前拨叉和后拨叉的一部分嵌入到中拨叉内，中拨叉外周对应第二限位凸起设有

前让位开口，中拨叉外周对应第三限位凸起设有后让位开口。以此方式组合的前拨叉、中拨

叉和后拨叉结构紧凑。

[0014]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壳体包括前壳、后壳和侧板，所述限位档杆设置在前壳和

后壳之间，侧板设置在前壳和后壳的一侧，斜舌直线滑动设置在壳体内，斜舌的端部、方舌

的端部从侧板伸出；壳体内还设有防插舌，防插舌一端从侧板伸出，防插舌另一端连接有用

于限制斜舌滑动的锁钩，锁钩还与前拨片相接，锁钩的一端延伸至斜舌的滑动轨迹旁，斜舌

的滑动轨迹旁直线排布有两个检测开关，两个检测开关分布在斜舌的滑动轨迹后端和锁钩

的一端旁。检测开关这样的安装方式可以节省空间，安装、线路连接更方便。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6] （1）此款电子防盗门锁的前拨叉和后拨叉与壳体之间分别设有两处以上的抗扭限

位，并且各处抗扭限位同时限定前拨叉和后拨叉的旋转角度，使得前拨叉和后拨叉可以抵

御更大的扭力，抵御扭力达50N·m及以上，大大增强电子门锁的防盗能力。

[0017] （2）此款电子防盗门锁的前拨叉与壳体之间的一处前抗扭限位中，系由前拨叉外

周的限位凸起与壳体共同作用产生，由于该限位凸起到前拨叉中心力矩更长，所以当前拨

叉中心受到扭力作用时，位于前拨叉外周的限位凸起的抵御能力更强；同样，位于后拨叉外

周的限位凸起的抵御能力更强。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打开后壳后）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另一角度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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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拨叉组件、前拨片和后拨片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图3另一角度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拨叉组件一角度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图5另一角度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5] 参见图1至图6所示，一种电子防盗门锁，包括壳体和拨叉组件10，拨叉组件10包括

前拨叉6和后拨叉8，前拨叉6和后拨叉8分别转动设置在壳体内，后拨叉8与前拨叉6之间通

过离合销73传动，所述壳体与前拨叉6之间对应前拨叉6的旋转运动轨迹上设有两处以上的

前抗扭限位，各处前抗扭限位同时限定前拨叉6的旋转角度；所述壳体与后拨叉8之间对应

后拨叉8的旋转运动轨迹上设有两处以上的后抗扭限位，各处后抗扭限位同时限定后拨叉8

的旋转角度。

[0026] 所述前拨叉6的前端设有第一限位凸起61，壳体的前端对应第一限位凸起61的旋

转运动轨迹设有第一弧形限位槽24，第一限位凸起61与第一弧形限位槽24的配合形成第一

前抗扭限位，第一限位凸起61在第一弧形限位槽24范围内运动。

[0027] 所述前拨叉6的外周设有第二限位凸起62，壳体内对应第二限位凸起62的旋转运

动轨迹设有限位档杆23，第二限位凸起62与限位档杆23的配合形成第二前抗扭限位，第二

限位凸起62旋转一定角度后与限位档杆23相挡。

[0028] 所述后抗扭限位设有两处，分别为第一后抗扭限位和第二后抗扭限位；所述后拨

叉8的外周设有第三限位凸起81，第三限位凸起81与限位档杆23的配合形成第一后抗扭限

位，第三限位凸起81旋转一定角度后与限位档杆23相挡；所述后拨叉8的后端设有第四限位

凸起84，壳体的后端对应第四限位凸起84的旋转运动轨迹设有第二弧形限位槽，第四限位

凸起84与第二弧形限位槽的配合形成第二后抗扭限位，第四限位凸起84在第二弧形限位槽

范围内运动。

[0029] 所述拨叉组件10还包括中拨叉7，壳体内还设有锁舌传动机构30、斜舌31和方舌

33，中拨叉7设置在前拨叉6与后拨叉8之间，前拨叉6、中拨叉7和后拨叉8表面分别设有穿出

其前后两侧的方孔，前拨叉6、中拨叉7和后拨叉8通过离合销73传动，壳体内还设有用于触

动离合销73的电控驱动装置20；方舌33与锁舌传动机构30传动连接，所述斜舌31与中拨叉7

之间通过前拨片5传动，中拨叉7的外周设有用于拨动前拨片5的斜舌开锁拨块71；所述锁舌

传动机构30设有方舌上锁拨片301，中拨叉7的后侧设有后拨片1和用于拨动后拨片1的方舌

驱动拨块78。

[0030] 所述后拨片1与方舌上锁拨片301通过齿面啮合。所述后拨片1外周设有第一扇形

齿面12，后拨片1中部设有通孔，通孔套设在后拨叉8外周、并与后拨叉8外周转动配合，后拨

片1表面对应通孔外周设有后弧形限位槽11，所述方舌驱动拨块78伸入后弧形限位槽11内；

所述锁舌传动机构30的方舌上锁拨片301外周设有第二扇形齿面与所述第一扇形齿面12啮

合。

[0031] 所述中拨叉7对应方孔外周旁设有离合槽72，离合槽72贯穿中拨叉7前后两侧；离

合销73伸缩设置在离合槽72外侧；后拨叉8的前侧设有后传动拨块82，前拨叉6的后侧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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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传动拨块63，后传动拨块82和前传动拨块63分别伸入离合槽72内；前拨叉6与中拨叉7之

间设有前转动复位弹簧；后拨叉8转动设置在中拨叉7后侧，后拨叉8与中拨叉7之间设有后

转动复位弹簧。所述前转动复位弹簧和后转动复位弹簧图中未示出。

[0032] 所述中拨叉7前侧设有前弧形槽74，前弧形槽74设置在中拨叉7的方孔外周旁，所

述前拨叉6的后侧设有前导向拨块64，前导向拨块64插入前弧形槽74内；所述前转动复位弹

簧为压缩弹簧，压缩弹簧设置在前弧形槽74内，前弧形槽74两端分别与前导向拨块64和前

弧形槽74的一端抵接。

[0033] 所述中拨叉7后侧设有后弧形槽76，后弧形槽76设置在中拨叉7的方孔外周旁，所

述后拨叉8的前侧设有后导向拨块83，后导向拨块83插入后弧形槽76内；所述后转动复位弹

簧为压缩弹簧，压缩弹簧设置在后弧形槽76内，后弧形槽76两端分别与后导向拨块83和后

弧形槽76的一端抵接。

[0034] 所述前拨叉6和后拨叉8的一部分嵌入到中拨叉7内，中拨叉7外周对应第二限位凸

起62设有前让位开口75，中拨叉7外周对应第三限位凸起81设有后让位开口77。

[0035] 所述壳体包括前壳21、后壳（图中未示出）和侧板22，所述限位档杆23设置在前壳

21和后壳之间，侧板22设置在前壳21和后壳的一侧，斜舌31直线滑动设置在壳体内，斜舌31

的端部、方舌33的端部从侧板22伸出；壳体内还设有防插舌32，防插舌32一端从侧板22伸

出，防插舌32另一端连接有用于限制斜舌31滑动的锁钩40，锁钩40还与前拨片5相接，锁钩

40的一端延伸至斜舌31的滑动轨迹旁，斜舌31的滑动轨迹旁直线排布有两个检测开关，两

个检测开关分别为第一检测开关41和第二检测开关42，第一检测开关41位于锁钩40的一端

旁，第二检测开关42位于斜舌31后端。当锁钩40缩进壳体内时，锁钩40与第一检测开关41触

碰；如果此时斜舌31的后端没有与第二检测开关42触碰，即电路默认处于关门状态；如果此

时斜舌31的后端与第二检测开关42触碰，即电路默认门没关好，此状态有可能是关门不到

位，斜舌31未能插入门框的锁孔内。

[0036] 所述前拨片5外周设有斜舌拨脚52和触碰脚51，前拨片5中部设有通孔，通孔套设

在前拨叉6外、并与前拨叉6转动配合，前拨片5外周设有凸起面53，中拨叉7的斜舌开锁拨块

71通过推动凸起面53带动前拨片5转动。所述斜舌拨脚52与斜舌31传动连接，触碰脚51与锁

钩40传动连接，以通过前拨片5解锁锁钩40。

[0037] 其工作原理是：以前拨叉工作状态为例，当上锁状态时，前拨叉6受外力扭动时，第

一限位凸起61与前壳21的第一弧形限位槽24的一端相挡，同时，第二限位凸起62与限位档

杆23（限位档杆23位于前壳和后壳之间）相挡，两处前抗扭限位共同作用，从而大大降低第

一限位凸起61和第二限位凸起62被扭断的几率，避免前拨叉6被暴力扭转过大角度后驱动

中拨叉而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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