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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及应

用其的自行车，该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

置，包括设置于龙头外管与电池盒间的壳座、设

置于所述壳座的齿轮组、连接并能够受所述齿轮

组连动而相对所述龙头外管移动的车架锁舌、连

接并能够受所述齿轮组连动而相对所述电池盒

移动的电池锁舌、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马达、

能够受远端遥控且电连接并用于控制所述马达

运作的控制器、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钥匙座，

及对应所述钥匙座的钥匙，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

电池锁舌同时能够受连动而于上锁位置及解锁

位置间移动，由于使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锁

舌能通过对所述控制器遥控或以所述钥匙操作

的方式对两处同时进行上锁或解锁，让使用者操

作上更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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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应用于自行车，所述自行车包括车架单元，及

电池单元，所述车架单元包括龙头外管，所述电池单元包括电池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手

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龙头外管与所述电池盒间的壳座、设置于所述

壳座的齿轮组、连接并能够受所述齿轮组连动而相对所述龙头外管移动的车架锁舌、连接

并能够受所述齿轮组连动而相对所述电池盒移动的电池锁舌、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马

达、能够受远端遥控且电连接并用于控制所述马达运作的控制器、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

钥匙座，及对应所述钥匙座的钥匙，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锁舌同时能够受连动而于上

锁位置及解锁位置间移动，于所述上锁位置时，所述车架锁舌朝前远离所述齿轮组，所述电

池锁舌朝后远离所述电池盒，于所述解锁位置时，所述车架锁舌朝后邻近所述齿轮组，所述

电池锁舌朝前邻近所述齿轮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组具

有连接并受所述马达连动的第一齿轮，及啮合并与所述第一齿轮连动且供所述车架锁舌及

所述电池锁舌枢接的第二齿轮，所述钥匙座具有供所述钥匙沿卡接方向插设并能够受所述

钥匙连动转动的第一转动座，及位于所述第一转动座与所述第二齿轮间并能够受所述钥匙

推抵而沿所述卡接方向相对所述第二齿轮移动且能够受所述第一转动座连动转动的卡接

件，所述卡接件能够于卡接位置及脱离位置间移动，于所述卡接位置时，所述卡接件与所述

第二齿轮相邻，并能够于转动时连动所述第二齿轮转动，于所述脱离位置时，所述卡接件脱

离所述第二齿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钥匙座还

具有设置于所述第一转动座及所述第二齿轮间并供所述卡接件穿设的第二转动座、沿垂直

所述卡接方向的方向穿设并连接所述第一转动座及所述第二转动座的连接杆，及设置于所

述第二转动座内并供所述卡接件穿过的弹性件，所述第一转动座具有沿所述卡接方向延伸

并供所述钥匙及所述卡接件穿设的插孔，所述第二转动座具有朝向所述插孔的安装槽，及

朝向所述第二齿轮且连通所述安装槽的通孔，所述卡接件穿设于所述插孔、所述安装槽及

所述通孔，且具有沿所述卡接方向延伸并供所述连接杆穿过的导引槽，所述弹性件设置于

所述安装槽内并恒对所述卡接件施加使所述卡接件朝远离所述第二齿轮方向移动的作用

力。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齿轮

具有啮合所述第一齿轮的齿轮部、同轴连接所述齿轮部并朝所述钥匙座方向延伸的轴部，

及自所述轴部相反所述齿轮部的一侧朝所述钥匙座方向延伸且与所述轴部偏心的第一凸

块，所述卡接件还具有相邻所述第一转动座并形成所述导引槽的大径段、连接所述大径段

相反于所述第一转动座的一侧并供所述弹性件套设且外径小于所述大径段的小径段，及自

所述小径段相反所述大径段的一侧朝所述第二齿轮方向延伸并与所述小径段偏心的第二

凸块，所述卡接件于所述卡接位置时，所述第二凸块沿垂直所述卡接方向的方向与所述第

一凸块相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部具

有朝所述卡接方向贯穿且位于所述轴部两相反侧的第一轴孔及第二轴孔，所述车架锁舌具

有枢设于所述第一轴孔的第一枢轴，及连接所述第一枢轴并朝所述龙头外管延伸的第一舌

部，所述电池锁舌具有枢设于所述第二轴孔的第二枢轴，及连接所述第二枢轴并朝所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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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盒延伸的第二舌部。

6.一种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包含车架单元，及前转动单元，

所述车架单元包括绕轴线延伸的龙头外管，所述前转动单元包括能够绕所述轴线转动地穿

设于所述龙头外管的把手立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

自行车还包含电池单元，及锁装置，所述车架单元还包括自所述龙头外管朝后延伸的支架，

所述龙头外管具有朝后开放的外穿孔，所述把手立管具有至少一个对应所述外穿孔的内穿

孔，所述电池单元包括能够朝上脱离地设置于支架后方的电池盒，所述电池盒具有朝前开

放的固定槽，所述锁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支架的壳座、设置于所述壳座的齿轮组、连接并能

够受所述齿轮组连动而相对所述龙头外管移动的车架锁舌、连接并能够受所述齿轮组连动

而相对所述电池盒移动的电池锁舌、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马达、能够受远端遥控且电连

接并用于控制所述马达运作的控制器、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钥匙座，及对应所述钥匙座

的钥匙，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锁舌同时能够受连动而于上锁位置及解锁位置间移动，

于所述上锁位置时，所述车架锁舌朝前远离所述齿轮组且穿过所述外穿孔并穿入所述至少

一个内穿孔以限制使所述把手立管无法相对所述龙头外管转动，所述电池锁舌朝后远离所

述齿轮组且穿入所述固定槽以限制使所述电池盒无法朝上脱离，于所述解锁位置时，所述

车架锁舌朝后邻近所述齿轮组并退出所述内穿孔，所述电池锁舌朝前邻近所述齿轮组并退

出所述固定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其特征在于：

所述齿轮组具有连接并受所述马达连动的第一齿轮，及啮合并与所述第一齿轮连动且供所

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锁舌枢接的第二齿轮，所述钥匙座具有供所述钥匙沿卡接方向插设

并能够受所述钥匙连动转动的第一转动座，及位于所述第一转动座与所述第二齿轮间并能

够受所述钥匙推抵而沿所述卡接方向相对所述第二齿轮移动且能够受所述第一转动座连

动转动的卡接件，所述卡接件能够于卡接位置及脱离位置间移动，于所述卡接位置时，所述

卡接件与所述第二齿轮相邻，并能够于转动时连动所述第二齿轮转动，于所述脱离位置时，

所述卡接件脱离所述第二齿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其特征在于：

所述钥匙座还具有设置于所述第一转动座及所述第二齿轮间并供所述卡接件穿设的第二

转动座、沿垂直所述卡接方向的方向穿设并连接所述第一转动座及所述第二转动座的连接

杆，及设置于所述第二转动座内并供所述卡接件穿过的弹性件，所述第一转动座具有沿所

述卡接方向延伸并供所述钥匙及所述卡接件穿设的插孔，所述第二转动座具有朝向所述插

孔的安装槽，及朝向所述第二齿轮且连通所述安装槽的通孔，所述卡接件穿设于所述插孔、

所述安装槽及所述通孔，且具有沿所述卡接方向延伸并供所述连接杆穿过的导引槽，所述

弹性件设置于所述安装槽内并恒对所述卡接件施加使所述卡接件朝远离所述第二齿轮方

向移动的作用力。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齿轮具有啮合所述第一齿轮的齿轮部、同轴连接所述齿轮部并朝所述钥匙座方向

延伸的轴部，及自所述轴部相反所述齿轮部的一侧朝所述钥匙座方向延伸且与所述轴部偏

心的第一凸块，所述齿轮部具有朝所述卡接方向贯穿且位于所述轴部两相反侧的第一轴孔

及第二轴孔，所述车架锁舌具有枢设于所述第一轴孔的第一枢轴，及连接所述第一枢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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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所述龙头外管的所述外穿孔延伸的第一舌部，所述电池锁舌具有枢设于所述第二轴孔的

第二枢轴，及连接所述第二枢轴并朝所述电池盒的所述固定槽延伸的第二舌部，所述卡接

件还具有相邻所述第一转动座并形成所述导引槽的大径段、连接所述大径段相反于所述第

一转动座的一侧并供所述弹性件套设且外径小于所述大径段的小径段，及自所述小径段相

反所述大径段的一侧朝所述第二齿轮方向延伸并与所述小径段偏心的第二凸块，所述卡接

件于所述卡接位置时，所述第二凸块沿垂直所述卡接方向的方向与所述第一凸块相邻。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池盒还具有能够移动地穿入所述固定槽的卡制块，及设置于所述固定槽且抵于

所述卡制块以对所述卡制块施加使所述卡制块朝所述锁装置移动的作用力的电池盒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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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及应用其的自行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锁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及应用

其的自行车。

背景技术

[0002] 一种现有的电动自行车，包括一个车架、一个能够转动地穿设于所述车架的把手

杆，及一个设置于所述车架以提供电力的电池盒。

[0003] 为了防盗，一般会在所述车架及所述把手杆处设置一个把手锁具，所述把手锁具

上锁时就能使所述把手杆被锁住而不能转动，进而达到防盗的效果，而所述电池盒也有防

盗的需求，因此也会设置有一个电池盒锁具以将所述电池盒锁于所述车架上。

[0004] 然而，所述把手锁具及所述电池盒锁具都需要有相对应的钥匙才能解锁，而携带

两把钥匙以及需于两处分别上锁或解锁对使用者来说非常的不方便，因此仍有改善的空

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提供一种克服背景技术所述缺点的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

锁装置及应用其的自行车。

[0006] 本发明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应用于自行车，所述自行车包括车架单

元，及电池单元，所述车架单元包括龙头外管，所述电池单元包括电池盒，所述可手动操控

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龙头外管与所述电池盒间的壳座、设置于所述壳座的

齿轮组、连接并能够受所述齿轮组连动而相对所述龙头外管移动的车架锁舌、连接并能够

受所述齿轮组连动而相对所述电池盒移动的电池锁舌、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马达、能够

受远端遥控且电连接并用于控制所述马达运作的控制器、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钥匙座，

及对应所述钥匙座的钥匙，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锁舌同时能够受连动而于上锁位置及

解锁位置间移动，于所述上锁位置时，所述车架锁舌朝前远离所述齿轮组，所述电池锁舌朝

后远离所述电池盒，于所述解锁位置时，所述车架锁舌朝后邻近所述齿轮组，所述电池锁舌

朝前邻近所述齿轮组。

[0007] 本发明所述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所述齿轮组具有连接并受所述马达

连动的第一齿轮，及啮合并与所述第一齿轮连动且供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锁舌枢接的

第二齿轮，所述钥匙座具有供所述钥匙沿卡接方向插设并能够受所述钥匙连动转动的第一

转动座，及位于所述第一转动座与所述第二齿轮间并能够受所述钥匙推抵而沿所述卡接方

向相对所述第二齿轮移动且能够受所述第一转动座连动转动的卡接件，所述卡接件能够于

卡接位置及脱离位置间移动，于所述卡接位置时，所述卡接件与所述第二齿轮相邻，并能够

于转动时连动所述第二齿轮转动，于所述脱离位置时，所述卡接件脱离所述第二齿轮。

[0008] 本发明所述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所述钥匙座还具有设置于所述第一

转动座及所述第二齿轮间并供所述卡接件穿设的第二转动座、沿垂直所述卡接方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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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设并连接所述第一转动座及所述第二转动座的连接杆，及设置于所述第二转动座内并供

所述卡接件穿过的弹性件，所述第一转动座具有沿所述卡接方向延伸并供所述钥匙及所述

卡接件穿设的插孔，所述第二转动座具有朝向所述插孔的安装槽，及朝向所述第二齿轮且

连通所述安装槽的通孔，所述卡接件穿设于所述插孔、所述安装槽及所述通孔，且具有沿所

述卡接方向延伸并供所述连接杆穿过的导引槽，所述弹性件设置于所述安装槽内并恒对所

述卡接件施加使所述卡接件朝远离所述第二齿轮方向移动的作用力。

[0009] 本发明所述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所述第二齿轮具有啮合所述第一齿

轮的齿轮部、同轴连接所述齿轮部并朝所述钥匙座方向延伸的轴部，及自所述轴部相反所

述齿轮部的一侧朝所述钥匙座方向延伸且与所述轴部偏心的第一凸块，所述卡接件还具有

相邻所述第一转动座并形成所述导引槽的大径段、连接所述大径段相反于所述第一转动座

的一侧并供所述弹性件套设且外径小于所述大径段的小径段，及自所述小径段相反所述大

径段的一侧朝所述第二齿轮方向延伸并与所述小径段偏心的第二凸块，所述卡接件于所述

卡接位置时，所述第二凸块沿垂直所述卡接方向的方向与所述第一凸块相邻。

[0010] 本发明所述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所述齿轮部具有朝所述卡接方向贯

穿且位于所述轴部两相反侧的第一轴孔及第二轴孔，所述车架锁舌具有枢设于所述第一轴

孔的第一枢轴，及连接所述第一枢轴并朝所述龙头外管延伸的第一舌部，所述电池锁舌具

有枢设于所述第二轴孔的第二枢轴，及连接所述第二枢轴并朝所述电池盒延伸的第二舌

部。

[0011] 本发明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包含车架单元，及前转动

单元，所述车架单元包括绕轴线延伸的龙头外管，所述前转动单元包括能够绕所述轴线转

动地穿设于所述龙头外管的把手立管，所述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

还包含电池单元，及锁装置，所述车架单元还包括自所述龙头外管朝后延伸的支架，所述龙

头外管具有朝后开放的外穿孔，所述把手立管具有至少一个对应所述外穿孔的内穿孔，所

述电池单元包括能够朝上脱离地设置于支架后方的电池盒，所述电池盒具有朝前开放的固

定槽，所述锁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支架的壳座、设置于所述壳座的齿轮组、连接并能够受所

述齿轮组连动而相对所述龙头外管移动的车架锁舌、连接并能够受所述齿轮组连动而相对

所述电池盒移动的电池锁舌、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马达、能够受远端遥控且电连接并用

于控制所述马达运作的控制器、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的钥匙座，及对应所述钥匙座的钥匙，

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锁舌同时能够受连动而于上锁位置及解锁位置间移动，于所述上

锁位置时，所述车架锁舌朝前远离所述齿轮组且穿过所述外穿孔并穿入所述至少一个内穿

孔以限制使所述把手立管无法相对所述龙头外管转动，所述电池锁舌朝后远离所述齿轮组

且穿入所述固定槽以限制使所述电池盒无法朝上脱离，于所述解锁位置时，所述车架锁舌

朝后邻近所述齿轮组并退出所述内穿孔，所述电池锁舌朝前邻近所述齿轮组并退出所述固

定槽。

[0012] 本发明所述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所述齿轮组具有连接

并受所述马达连动的第一齿轮，及啮合并与所述第一齿轮连动且供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

池锁舌枢接的第二齿轮，所述钥匙座具有供所述钥匙沿卡接方向插设并能够受所述钥匙连

动转动的第一转动座，及位于所述第一转动座与所述第二齿轮间并能够受所述钥匙推抵而

沿所述卡接方向相对所述第二齿轮移动且能够受所述第一转动座连动转动的卡接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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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接件能够于卡接位置及脱离位置间移动，于所述卡接位置时，所述卡接件与所述第二齿

轮相邻，并能够于转动时连动所述第二齿轮转动，于所述脱离位置时，所述卡接件脱离所述

第二齿轮。

[0013] 本发明所述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所述钥匙座还具有设

置于所述第一转动座及所述第二齿轮间并供所述卡接件穿设的第二转动座、沿垂直所述卡

接方向的方向穿设并连接所述第一转动座及所述第二转动座的连接杆，及设置于所述第二

转动座内并供所述卡接件穿过的弹性件，所述第一转动座具有沿所述卡接方向延伸并供所

述钥匙及所述卡接件穿设的插孔，所述第二转动座具有朝向所述插孔的安装槽，及朝向所

述第二齿轮且连通所述安装槽的通孔，所述卡接件穿设于所述插孔、所述安装槽及所述通

孔，且具有沿所述卡接方向延伸并供所述连接杆穿过的导引槽，所述弹性件设置于所述安

装槽内并恒对所述卡接件施加使所述卡接件朝远离所述第二齿轮方向移动的作用力。

[0014] 本发明所述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所述第二齿轮具有啮

合所述第一齿轮的齿轮部、同轴连接所述齿轮部并朝所述钥匙座方向延伸的轴部，及自所

述轴部相反所述齿轮部的一侧朝所述钥匙座方向延伸且与所述轴部偏心的第一凸块，所述

齿轮部具有朝所述卡接方向贯穿且位于所述轴部两相反侧的第一轴孔及第二轴孔，所述车

架锁舌具有枢设于所述第一轴孔的第一枢轴，及连接所述第一枢轴并朝所述龙头外管的所

述外穿孔延伸的第一舌部，所述电池锁舌具有枢设于所述第二轴孔的第二枢轴，及连接所

述第二枢轴并朝所述电池盒的所述固定槽延伸的第二舌部，所述卡接件还具有相邻所述第

一转动座并形成所述导引槽的大径段、连接所述大径段相反于所述第一转动座的一侧并供

所述弹性件套设且外径小于所述大径段的小径段，及自所述小径段相反所述大径段的一侧

朝所述第二齿轮方向延伸并与所述小径段偏心的第二凸块，所述卡接件于所述卡接位置

时，所述第二凸块沿垂直所述卡接方向的方向与所述第一凸块相邻。

[0015] 本发明所述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所述电池盒还具有能

够移动地穿入所述固定槽的卡制块，及设置于所述固定槽且抵于所述卡制块以对所述卡制

块施加使所述卡制块朝所述锁装置移动的作用力的电池盒弹簧。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所述齿轮组、所述马达、所述控制器及所述钥匙座的

设置，使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锁舌能通过对所述控制器遥控或以所述钥匙操作的方式

对两处同时进行上锁或解锁，让使用者操作上更为便利。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应用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的自行车的一个实施例的一个

不完整的立体图；

[0018] 图2是所述实施例的一个不完整的立体分解图；

[0019] 图3是所述实施例的一个锁装置于另一个视角的一个立体分解图；

[0020] 图4是所述实施例的所述锁装置于另一个视角的一个不完整的立体分解图；

[0021] 图5是沿图1中直线V-V所取得的剖视图，说明一个卡接件位于一个卡接位置；

[0022] 图6是一个类似于图5的视图，说明所述卡接件位于一个脱离位置；

[0023] 图7是所述实施例的一个动作示意图，说明一个车架锁舌及一个电池锁舌位于一

个上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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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8是一个类似于图7的视图，说明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锁舌位于一个解锁位

置；

[0025] 图9是沿图1中直线IX-IX所取得的剖视图，说明一个钥匙转动至使所述车架锁舌

及所述电池锁舌位于所述解锁位置的状态；

[0026] 图10是一个类似于图9的视图，说明所述钥匙转动至使所述车架锁舌及所述电池

锁舌位于所述上锁位置的状态。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8] 参阅图1、2、3，本发明可手动操控及无线遥控的锁装置及应用其的自行车的一个

实施例，所述自行车包含一个车架单元2、一个前转动单元3、一个电池单元4，及一个锁装置

5。

[0029] 所述车架单元2包括一个绕一条轴线L延伸的龙头外管21，及一个自所述龙头外管

21朝后延伸的支架22，所述龙头外管21具有一个朝后开放的外穿孔211。

[0030] 所述前转动单元3包括一个能够绕所述轴线L转动地穿设于所述龙头外管21的把

手立管31，所述把手立管31用于控制所述自行车的一个前轮(图未示)的转向，且具有一个

对应所述外穿孔211的内穿孔311。

[0031] 所述电池单元4包括一个能够朝上脱离地设置于支架22后方的电池盒41，所述电

池盒41具有一个朝前开放的固定槽411、一个能够移动地穿入所述固定槽411的卡制块412，

及一个设置于所述固定槽411且抵于所述卡制块412以对所述卡制块412施加使所述卡制块 

412朝位于前方的所述锁装置5移动的作用力的电池盒弹簧413。

[0032] 参阅图2、3、4，所述锁装置5包括一个位于所述龙头外管21  与所述电池盒41间且

设置于所述支架22的壳座51、一个设置于所述壳座51的齿轮组52、一个连接并能够受所述

齿轮组52连动而相对所述龙头外管21移动的车架锁舌53、一个连接并能够受所述齿轮组52 

连动而相对所述电池盒41移动的电池锁舌54、一个能够连动所述齿轮组52的马达55、一个

能够受远端遥控且电连接并用于控制所述马达55运作的控制器56、一个能够连动所述齿轮

组52的钥匙座57，及一个对应所述钥匙座57并能够沿一个卡接方向S穿设于所述钥匙座57

的钥匙58。于本实施例中，所述马达55为步进马达，所述控制器56具有无线传输功能，所指

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为红外线、蓝牙或无线射频等方式，但是不限于此。

[0033] 所述齿轮组52具有一个连接并受所述马达55连动的第一齿轮  521，及一个啮合并

与所述第一齿轮521连动且供所述车架锁舌53及所述电池锁舌54枢接的第二齿轮522。

[0034] 所述第二齿轮522具有一个啮合所述第一齿轮521的齿轮部523、一个同轴连接所

述齿轮部523并朝所述钥匙座57方向延伸的轴部526，及一个自所述轴部526相反所述齿轮

部523的一侧朝所述钥匙座57  方向延伸且与所述轴部526偏心的第一凸块527，所述齿轮部

523具有朝所述卡接方向S贯穿且位于所述轴部526两相反侧的一个第一轴孔524及一个第

二轴孔525。于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凸块527的截面呈半圆形。

[0035] 所述车架锁舌53具有一个枢设于所述第一轴孔524的第一枢轴  531，及一个连接

所述第一枢轴531并朝所述龙头外管21的所述外穿孔211延伸的第一舌部532，所述电池锁

舌54具有一个枢设于所述第二轴孔525的第二枢轴541，及一个连接所述第二枢轴541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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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电池盒41的所述固定槽411延伸的第二舌部542。

[0036] 所述钥匙座57具有一个供所述钥匙58沿所述卡接方向S插设并能够受所述钥匙58

连动转动的第一转动座61、一个位于所述第一转动座61与所述第二齿轮522间并能够受所

述钥匙58推抵而沿所述卡接方向S相对所述第二齿轮522移动且能够受所述第一转动座61

连动转动的卡接件62、一个设置于所述第一转动座61及所述第二齿轮  522间并供所述卡接

件62穿设的第二转动座63、一个沿垂直所述卡接方向S的方向穿设并连接所述第一转动座

61及所述第二转动座63 的连接杆64，及一个设置于所述第二转动座63内并供所述卡接件

62 穿过的弹性件65。于本实施例中，所述弹性件65为一个弹簧。

[0037] 所述第一转动座61具有一个沿所述卡接方向S延伸并供所述钥匙58及所述卡接件

62穿设的插孔611，所述第二转动座63具有一个朝向所述插孔611的安装槽631，及一个朝向

所述第二齿轮522且连通所述安装槽631的通孔632。

[0038] 所述卡接件62穿设于所述插孔611、所述安装槽631及所述通孔  632，且具有一个

沿所述卡接方向S延伸并供所述连接杆64穿过的导引槽621、一个相邻所述第一转动座61并

形成所述导引槽621的大径段622、一个连接所述大径段622相反于所述第一转动座61的一

侧并供所述弹性件65套设且外径小于所述大径段622的小径段623，及一个自所述小径段

623相反所述大径段622的一侧朝所述第二齿轮522  方向延伸并与所述小径段623偏心的第

二凸块624。于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凸块624的截面呈半圆形。

[0039] 参阅图4、5、6，所述卡接件62能够于一个卡接位置及一个脱离位置间移动，于所述

卡接位置时(见图5)，所述卡接件62与所述第二齿轮522相邻，所述第二凸块624沿垂直所述

卡接方向S的方向与所述第一凸块527相邻，以使所述第一凸块527及所述第二凸块624  共

同形成圆柱状，此时所述卡接件62能够于转动时连动所述第二齿轮522转动，于所述脱离位

置时(见图6)，所述卡接件62脱离所述第二齿轮522。

[0040] 所述弹性件65设置于所述安装槽631内并恒对所述卡接件62施加使所述卡接件62

朝远离所述第二齿轮522方向移动的作用力。

[0041] 参阅图3、7、8，所述车架锁舌53及所述电池锁舌54同时能够受连动而于一个上锁

位置及一个解锁位置间移动，于所述上锁位置时  (见图7)，所述车架锁舌53朝前远离所述

齿轮组52且穿过所述外穿孔211并穿入所述内穿孔311以限制使所述把手立管31无法相对

所述龙头外管21转动，所述电池锁舌54朝后远离所述齿轮组52且穿入所述固定槽411以限

制使所述电池盒41无法朝上脱离，于所述解锁位置时(见图8)，所述车架锁舌53朝后邻近所

述齿轮组52并退出所述内穿孔311，所述电池锁舌54朝前邻近所述齿轮组52并退出所述固

定槽411。

[0042] 当所述自行车正常使用时，所述车架锁舌53及所述电池锁舌54  是位于所述解锁

位置，此时所述把手立管31能够相对所述龙头外管  21转动，以使所述自行车能正常改变方

向而能骑乘。

[0043] 当所述自行车静止而需上锁时，通过一个行动装置(例如手机) 以无线通讯的方

式操作就能遥控所述控制器56，进而驱使所述马达  55连动所述第一齿轮521转动一个角

度，所述第一齿轮521就会带动所述第二齿轮522反向转动所述角度，并连动使所述车架锁

舌53及所述电池锁舌54移动至所述上锁位置，此时所述把手立管31因为所述内穿孔311被

所述车架锁舌53穿入，因此所述把手立管31就无法相对所述龙头外管21转动，而达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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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所述自行车无法改变方向而能够防盗，另外，所述电池盒41的所述固定槽411同时会被所

述电池锁舌54穿入，而使所述电池盒41无法被朝上取出，因此同时能达到锁住所述把手立

管31及所述电池盒41的防盗效果，而相反地，所述行动装置也能遥控所述控制器56进行解

锁。要说明的是，于本实施例中，所述把手立管31也能够具有多个环绕设置的内穿孔311，以

使所述把手立管31能够有多角度的固定。

[0044] 要说明的是，当所述电池锁舌54是位于所述上锁位置时，所述电池盒41的所述卡

制块412会被所述电池锁舌54推抵而压缩所述电池盒弹簧413并完全移动至所述固定槽411

内，而当所述电池锁舌54  是位于所述解锁位置，所述卡制块412会受所述电池盒弹簧413的

推抵而部分穿入所述壳座51内，以使所述电池盒41仍受到所述卡制块  412的限制而不会掉

落，此时若将所述电池盒41朝上施力时，所述卡制块412会被所述电池盒弹簧413拉住而脱

离壳座51，因此所述电池盒41就能轻易朝上取出。

[0045] 参阅图4、9、10，另外，除了以所述行动装置进行上锁及解锁，还能够以所述钥匙58

进行上锁及解锁，当所述钥匙58尚未插入所述第一转动座61的所述插孔611时，所述卡接件

62受所述弹性件65  推抵而位于所述脱离位置，而当所述钥匙58沿所述卡接方向S穿入所述

第一转动座61后，所述钥匙58会抵于所述卡接件62，所述卡接件62受连动而由所述脱离位

置移动至所述卡接位置，此时转动所述钥匙58就能连动所述第一转动座61、所述连接杆64、

所述第二转动座63、所述卡接件62及所述第二齿轮522转动，借此连动所述车架锁舌53及所

述电池锁舌54移动，如此就能以所述钥匙58而对所述把手立管31及所述电池盒41进行上锁

及解锁。

[0046] 综上所述，通过所述齿轮组52、所述马达55、所述控制器56及所述钥匙座57的设

置，使所述车架锁舌53及所述电池锁舌54能通过对所述控制器56遥控或以所述钥匙58操作

的方式对两处同时进行上锁或解锁，让使用者操作上更为便利，所以确实能达成本发明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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