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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共享锁，属于共享货

柜技术领域。所述的锁体外部设置有锁体上盖和

锁体下盖，且锁体下盖外侧设置有锁体面板，所

述的锁体下盖内部设置有锁舌、执行电机、执行

凸轮、电池和控制电路板，且执行电机的输出轴

与执行凸轮连接，该智能共享锁通过扫描二维

码，实现智能开锁功能，达到货柜资源共享的目

的，单电机控制执行凸轮转动，仅通过单方向旋

转，便可实现“保险”“待锁”“开锁”等三大状态，

降低成本的同时实现锁的全功能，微动开关常

开，实现功耗最低设计，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金

属门的关闭状态，实现智能控制，利用可充电锂

电池，减少后期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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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共享锁，其特征在于：它包含锁体(1)、锁体上盖(2)、锁体下盖(3)、锁体面

板(4)、锁舌(5)、锁体小盖板(6)、执行电机(7)、霍尔开关(8)、执行凸轮(9)、回位弹簧(10)、

电池(11)和控制电路板(12)，所述的锁体(1)外部设置有锁体上盖(2)和锁体下盖(3)，且锁

体下盖(3)外侧设置有锁体面板(4)，所述的锁体上盖(2)与锁体下盖(3)之间采用隐藏式卡

扣连接，所述的锁体面板(4)上设置有二维码，所述的锁体下盖(3)内部设置有锁舌(5)、执

行电机(7)、执行凸轮(9)、电池(11)和控制电路板(12)，且执行电机(7)的输出轴与执行凸

轮(9)连接，所述的霍尔开关(8)位于锁舌(5)一侧，且霍尔开关(8)与控制电路板(12)信号

连接，所述的锁舌(5)后部设置有回位弹簧(10)，且锁舌(5)上设置有斜槽，所述的执行凸轮

(9)上端位于斜槽内，所述的锁舌(5)上设置有锁体小盖板(6)，所述的电池(11)与执行电机

(7)电连接，且执行电机(7)为静音电机，电池(11)为可充电锂电池，所述的控制电路板(12)

与执行电机(7)控制连接，且控制电路板(12)连接有两个微动开关，一个微动开关位于执行

凸轮(9)处，另一个微动开关位于锁舌(5)后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共享锁，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共享锁的工作原理

为：电池(11)电量大于40％时，控制电路板(12)上的低功率蓝牙信号会一直保持广播；当电

池(11)电量小于40％时，可以通过按压锁体面板(4)上的按钮激活蓝牙信号，系统激活并自

检，面板上交替亮起绿黄红三色灯，随后转为黄色灯闪烁提醒用户充电；

充电可以通过锁体面板(4)上的USB口在柜体外面进行紧急充电；或者通过锁体下盖

(3)侧面的USB口在柜体内部进行充电，在柜体关闭时，可以保证充电设备的安全；

在蓝牙信号广播期间，用户打开手机或其他智能设备如平板的专用APP或小程序，扫描

锁体面板(4)上的二维码；手机和蓝牙锁间建立对码关系，同时蓝牙锁上报状态信息；手机

与后台服务器确认身份；若对码成功，手机发送开锁信号，控制电路板(12)控制电机转动，

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的状态位为(关/开/关) ,蓝牙锁进入“开锁状态”，执行电机(7)停

机；

柜体门打开，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的状态位为(开/开/关)，控制电路板(12)控制执

行电机(7)继续转动，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进入状态位(开/关/开)，蓝牙锁进入“待锁状

态”，电机停机，面板信号灯转为绿色闪烁；

用户推门关闭柜体门，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的状态位为(关/关/开)，控制电路板

(12)控制执行电机(7)继续转动，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进入状态位(关/开/开)，蓝牙锁

进入“保险状态”，执行电机(7)停机，面板信号灯转为绿色亮3秒后熄灭；此时，从锁体(1)外

部无法拨动锁舌(5)，以保证锁位安全；

蓝牙锁可以存储5个私有用户的账号，这5个私有用户使用时，只要在蓝牙信号范围内，

可以跳过上述扫描二维码部分，直接通过APP或小程序的快捷通道打开蓝牙锁；

当蓝牙锁发生系统异常且自检无法消除时，面板信号灯转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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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共享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共享锁，属于共享货柜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共享货柜指的是在商场、学校、图书馆、公共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基于现

代化物联网技术，通过对储物柜进行智能化设置，使物品能够在预设条件下被不同人寄存、

领取，而无需人为干涉，并且对所述寄存和领取的主体信息和操作过程进行自动化管理的

自助存取技术。

[0003] 用户在使用共享货柜时，通常需要投币或读取二维码小纸条控制箱门开闭。为此，

用户必须随身携带小额硬币或者小额纸币，二维码小纸条必须妥善保管，因此共享货柜的

便利性和安全性收到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智能共享锁。

[0005] 本发明的智能共享锁，它包含锁体、锁体上盖、锁体下盖、锁体面板、锁舌、锁体小

盖板、执行电机、霍尔开关、执行凸轮、回位弹簧、电池和控制电路板，所述的锁体外部设置

有锁体上盖和锁体下盖，且锁体下盖外侧设置有锁体面板，所述的锁体下盖内部设置有锁

舌、执行电机、执行凸轮、电池和控制电路板，且执行电机的输出轴与执行凸轮连接，所述的

霍尔开关位于锁舌一侧，且霍尔开关与控制电路板信号连接，所述的锁舌后部设置有回位

弹簧，且锁舌上设置有斜槽，所述的执行凸轮上端位于斜槽内，所述的锁舌上设置有锁体小

盖板。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的锁体上盖与锁体下盖之间采用隐藏式卡扣连接。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锁体面板上设置有二维码。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电池与执行电机电连接，且执行电机为静音电机，电池为可充电

锂电池。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控制电路板与执行电机控制连接，且控制电路板连接有两个微

动开关，一个微动开关位于执行凸轮处，另一个微动开关位于锁舌后部。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智能共享锁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智能

开锁功能，达到货柜资源共享的目的，单电机控制执行凸轮转动，仅通过单方向旋转，便可

实现“保险”“待锁”“开锁”等三大状态，降低成本的同时实现锁的全功能，微动开关常开，实

现功耗最低设计，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金属门的关闭状态，实现智能控制，利用可充电锂电

池，减少后期维护成本。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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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图3为本发明的锁体上盖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的锁体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发明锁体小盖板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发明的锁体面板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为本发明的锁体小盖板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为本发明的执行凸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9为图8的侧视图；

[0020] 图10为本发明的锁舌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1为图10的侧视图；

[0022] 图12为锁舌与回位弹簧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3为执行电机与执行凸轮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4为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图。

[0025] 附图标记：锁体1、锁体上盖2、锁体下盖3、锁体面板4、锁舌5、锁体小盖板6、执行电

机7、霍尔开关8、执行凸轮9、回位弹簧10、电池11、控制电路板12。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如图1-图14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它包含锁体1、锁体上盖2、

锁体下盖3、锁体面板4、锁舌5、锁体小盖板6、执行电机7、霍尔开关8、执行凸轮9、回位弹簧

10、电池11和控制电路板12，所述的锁体1外部设置有锁体上盖2和锁体下盖3，且锁体下盖3

外侧设置有锁体面板4，所述的锁体下盖3内部设置有锁舌5、执行电机7、执行凸轮9、电池11

和控制电路板12，且执行电机7的输出轴与执行凸轮9连接，所述的霍尔开关8位于锁舌5一

侧，且霍尔开关8与控制电路板12信号连接，所述的锁舌5后部设置有回位弹簧10，且锁舌5

上设置有斜槽，所述的执行凸轮9上端位于斜槽内，所述的锁舌5上设置有锁体小盖板6。

[0028] 所述的锁体上盖2与锁体下盖3之间采用隐藏式卡扣连接。

[0029] 所述的锁体面板4上设置有二维码。

[0030] 所述的电池11与执行电机7电连接，且执行电机7为静音电机，电池11为可充电锂

电池。

[0031] 所述的控制电路板12与执行电机7控制连接，且控制电路板12连接有两个微动开

关，一个微动开关位于执行凸轮9处，另一个微动开关位于锁舌5后部。

[0032] 工作原理：电池11电量大于40％时，控制电路板12上的低功率蓝牙信号会一直保

持广播；当电池11电量小于40％时，可以通过按压锁体面板4上的按钮激活蓝牙信号，系统

激活并自检，面板上交替亮起绿黄红三色灯，随后转为黄色灯闪烁提醒用户充电；

[0033] 充电可以通过锁体面板4上的USB口在柜体外面进行紧急充电；或者通过锁体下盖

3侧面的USB口在柜体内部进行充电，在柜体关闭时，可以保证充电设备(如充电宝)的安全；

[0034] 在蓝牙信号广播期间，用户打开手机(或其他智能设备如平板)的专用APP或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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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扫描锁体面板4上的二维码；手机和蓝牙锁间建立对码关系，同时蓝牙锁上报状态信息

(包括电池电量，上一次开关门状态和时间等)；手机与后台服务器确认身份；若对码成功，

手机发送开锁信号，控制电路板12控制电机转动，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的状态位为(关/

开/关),蓝牙锁进入“开锁状态”，执行电机7停机；

[0035] 柜体门打开，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的状态位为(开/开/关)，控制电路板12控制执

行电机7继续转动，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进入状态位(开/关/开)，蓝牙锁进入“待锁状态”，

电机停机，面板信号灯转为绿色闪烁；

[0036] 用户推门关闭柜体门，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的状态位为(关/关/开)，控制电路板

12控制执行电机7继续转动，霍尔开关8和微动开关进入状态位(关/开/开)，蓝牙锁进入“保

险状态”，执行电机7停机，面板信号灯转为绿色亮3秒后熄灭；此时，从锁体1外部无法拨动

锁舌5，以保证锁位安全；

[0037] 蓝牙锁可以存储5个私有用户的账号，这5个私有用户使用时，只要在蓝牙信号范

围内，可以跳过上述扫描二维码部分，直接通过APP或小程序的快捷通道打开蓝牙锁；

[0038] 当蓝牙锁发生系统异常且自检无法消除时，面板信号灯转为红色。

[003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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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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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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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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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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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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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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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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