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168438.3

(22)申请日 2019.03.06

(71)申请人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10013 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恒达路19号

(72)发明人 唐志成　王辉　朱珊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224

代理人 董建林

(51)Int.Cl.

E05B 81/90(2014.01)

E05B 85/00(2014.01)

E05B 81/06(2014.01)

E05B 83/00(2014.01)

B61D 19/02(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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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锁闭装置、轨道车辆

门及工作方法：包括行星减速离合组件、内摆臂

机构、锁舌、锁体及锁扣，行星减速离合组件包括

棘轮、行星轮及太阳轮，行星轮与棘轮、太阳轮均

啮合，太阳轮连接用于驱动太阳轮转动的动力装

置，行星轮通过行星轮架连接内摆臂机构，棘轮

还连接棘轮制动装置，棘轮制动装置包括棘齿，

锁舌连接于锁体，锁舌与锁体之间还设有用于使

锁舌远离锁扣的弹性装置，太阳轮与锁体之间还

设有用于使太阳轮仅能向锁舌锁死方向转动的

单向装置。本发明将减速电机的高速小扭矩动力

通过减速装置转化为低速大扭矩动力，驱动锁舌

给安装到门扇上的锁扣加压，即完成扇门与门框

的加压过程，在保压过程中，减速电机断电，用以

保护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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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行星减速离合组件（2）、内摆臂机构（5）、锁舌

（6）、锁体（7）及锁扣（8），所述行星减速离合组件（2）包括棘轮（21）、行星轮（22）及太阳轮

（24），所述行星轮（22）与棘轮（21）、太阳轮（24）均啮合，所述太阳轮（24）连接用于驱动太阳

轮转动的动力装置，所述行星轮（22）通过行星轮架（23）连接内摆臂机构（5），所述棘轮（21）

还连接棘轮制动装置，所述棘轮制动装置包括棘齿（31），所述锁舌（6）连接于锁体（7），所述

锁舌（6）与锁体（7）之间还设有用于使锁舌（6）远离锁扣（8）的弹性装置，所述太阳轮（24）与

锁体（7）之间还设有用于使太阳轮（24）仅能向锁舌（6）锁死方向转动的单向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装置是设置于太阳

轮（24）与锁体（7）之间的单向轴承（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装置是设置于锁舌

（6）与锁体（7）之间的锁舌扭簧（6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棘轮制动装置还包括电

磁铁（3），当棘轮（21）处于制动状态时，所述电磁铁（3）驱动棘齿（31）连接棘轮（21），当棘轮

（21）处于非制动状态时，棘齿（31）在棘齿回复装置的驱动下与棘轮（21）分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棘齿回复装置是设置于

锁体（7）的棘齿扭簧（3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装置是减速电机

（1），所述减速电机（1）的动力输出端连接太阳轮（2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行程开关（4），当内摆

臂机构（5）驱动锁舌（6）与锁扣（8）连接时，摆臂机构（5）触发行程开关（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锁舌（6）的内摆臂机构

（5）连接端还设有锁舌滚轮（62）。

9.一种轨道车辆门，其特征在于：设有权利要求1至权利要求书8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

电动锁闭装置，所述锁体（7）连接轨道车辆门的门扇，所述锁扣（8）连接于轨道车辆门的门

框。

10.一种电动锁闭装置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锁闭操作时：棘轮制动装置驱动棘齿（31）使棘轮（21）处于制动状态，动力装置驱动

太阳轮（24）转动，太阳轮（24）依次通过行星轮（22）、行星轮架（23）驱动内摆臂机构（5）转

动，内摆臂机构（5）驱动锁舌（6）转动，锁舌（6）连接锁扣（8）；

当解除锁闭操作时：棘轮制动装置解除对棘轮（21）的制动，内摆臂机构（5）转动，锁舌

（6）与锁扣（8）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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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锁闭装置、轨道车辆门及工作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轨道车辆门锁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动锁闭装置、轨道车辆门

及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目前应用于轨道车辆的电动双开塞拉门系统，主要满足门系统强度要求、噪音要

求及隔音隔热指标，但是无气密性指标。在车辆进出隧道及在隧道中列车交汇时由于气压

瞬间变化较大，会使气流从门缝的微小间隙进入至车箱内部，引起噪音甚至使乘客耳鸣等

不舒适感。因此需要设计一种能够满足轨道车门气密性的车辆门锁具。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动锁闭装置、轨道车辆门及工作方

法，解决了现有技术中轨道车门气密性不佳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行星减速离合组件、内摆臂机构、锁舌、锁体及锁

扣，所述行星减速离合组件包括棘轮、行星轮及太阳轮，所述行星轮与棘轮、太阳轮均啮合，

所述太阳轮连接用于驱动太阳轮转动的动力装置，所述行星轮通过行星轮架连接内摆臂机

构，所述棘轮还连接棘轮制动装置，所述棘轮制动装置包括棘齿，所述锁舌连接于锁体，所

述锁舌与锁体之间还设有用于使锁舌远离锁扣的弹性装置，所述太阳轮与锁体之间还设有

用于使太阳轮仅能向锁舌锁死方向转动的单向装置。

[0006] 作为一种优化方案，前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装置是设置

于太阳轮与锁体之间的单向轴承。

[0007] 作为一种优化方案，前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装置是设置

于锁舌与锁体之间的锁舌扭簧。

[0008] 作为一种优化方案，前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棘轮制动装置还

包括电磁铁，当棘轮处于制动状态时，所述电磁铁驱动棘齿连接棘轮，当棘轮处于非制动状

态时，棘齿在棘齿回复装置的驱动下与棘轮分离。

[0009] 作为一种优化方案，前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棘齿回复装置是

设置于锁体的棘齿扭簧。

[0010] 作为一种优化方案，前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装置是减速

电机，所述减速电机的动力输出端连接太阳轮。

[0011] 作为一种优化方案，前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行程开关，当

内摆臂机构驱动锁舌与锁扣连接时，摆臂机构触发行程开关。

[0012] 作为一种优化方案，前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锁舌的内摆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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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连接端还设有锁舌滚轮。

[0013] 一种轨道车辆门，其特征在于：设有前述的一种电动锁闭装置，所述锁体连接轨道

车辆门的门扇，所述锁扣连接于轨道车辆门的门框。

[0014] 一种电动锁闭装置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锁闭操作时：棘轮制动装置驱动棘齿使棘轮处于制动状态，动力装置驱动太阳轮转

动，太阳轮依次通过行星轮、行星轮架驱动内摆臂机构转动，内摆臂机构驱动锁舌转动，锁

舌连接锁扣；

当解除锁闭操作时：棘轮制动装置解除对棘轮的制动，内摆臂机构转动，锁舌与锁扣脱

离。

[0015]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将减速电机的高速小扭矩动力通过减速装置转化为低速大扭矩动力，驱动锁舌

给安装到门扇上的锁扣加压，即完成扇门与门框的加压过程。

[0016] 当锁舌加压到位时，应保持锁舌的位置不变，即保压过程。这种状态下应以机械保

压，减速电机断电，用以保护电机。

[0017] 由于故障或列车到站，锁舌应回复到加压前的状态，即卸压过程，卸压过程应是自

动卸压，能实现各种故障下的应急解锁功能。避免了电力驱动卸压。因为任何一个电器元件

都有可能成为故障点。当本发明整体失电时，棘齿便可自动与棘轮脱开，乘客可通过手动开

启扇门，避免紧急断电，扇门无法开启情况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主视图；

图2是本发明锁闭状态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解锁状态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电磁铁得电状态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电磁铁失电状态示意图；

图6是单向轴承安装位置示意图；

附图标记的含义：1-减速电机；2-行星减速离合组件；3-电磁铁；4-行程开关；5-内摆臂

机构；6-锁舌；7-锁体；8-锁扣；21-棘轮；22-行星轮；23-行星轮架；24-太阳轮；25-单向轴

承；31-棘齿；32-棘齿扭簧；51-内摆臂扭簧；61-锁舌扭簧；62-锁舌滚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0]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电动锁闭装置：包括行星减速离合组件2、

内摆臂机构5、锁舌6、锁体7及锁扣8，行星减速离合组件2包括棘轮21、行星轮22及太阳轮

24，行星轮22与棘轮21、太阳轮24均啮合，太阳轮24连接用于驱动太阳轮转动的动力装置，

行星轮22通过行星轮架23连接内摆臂机构5，棘轮21还连接棘轮制动装置，棘轮制动装置包

括棘齿31，锁舌6连接于锁体7，锁舌6与锁体7之间还设有用于使锁舌6远离锁扣8的弹性装

置，太阳轮24与锁体7之间还设有用于使太阳轮24仅能向锁舌6锁死方向转动的单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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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具体的，单向装置是设置于太阳轮24与锁体7之间的单向轴承25。

[0022] 弹性装置是设置于锁舌6与锁体7之间的锁舌扭簧61。锁舌扭簧61的一端连接锁舌

6，另一端连接锁体7。

[0023] 优选，本实施例的棘轮制动装置还包括电磁铁3，当棘轮21处于制动状态时，电磁

铁3伸出推动棘齿31运动，使棘齿31对棘轮21实施制动。当棘轮21处于非制动状态时，棘齿

31在棘齿回复装置的驱动下与棘轮21分离。

[0024] 棘齿回复装置是设置于锁体7的棘齿扭簧32，棘齿扭簧32用于驱动棘齿31远离棘

轮21，当电磁铁3失电时（图5状态），使棘齿31脱离棘轮21。

[0025] 本发明的动力装置优选减速电机1，减速电机1的动力输出端连接太阳轮24。

[0026] 本发明还包括行程开关4，当内摆臂机构5驱动锁舌6与锁扣8连接时，摆臂机构5触

发行程开关4，行程开关4将锁闭完成的信号反馈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使减速电机1停止转

动。

[0027] 锁舌6的内摆臂机构5连接端还设有锁舌滚轮62，锁舌滚轮62用于降低锁舌6与内

摆臂机构5之间的摩擦力，将滑动摩擦转化为滚动摩擦。

[0028] 本实施例还公开了一种轨道车辆门：设有前述的电动锁闭装置，具体的，锁体7连

接轨道车辆门的门扇，锁扣8连接于轨道车辆门的门框。

[0029] 本实施例还公开了上述电动锁闭装置的工作方法，现结合附图作一一说明：

当锁闭操作时：电磁铁3得电，驱动棘齿31使棘轮21处于制动状态，减速电机1驱动太阳

轮24转动，以图2至图5视图为例，太阳轮24按照图4的视图的顺时针转动，由于此时棘轮21

处于制动状态，因此行星轮22在进行逆时针自转的同时，围绕着太阳轮24的中心做顺时针

公转，继而驱动行星轮架23及内摆臂机构5顺时针转动，内摆臂机构5驱动锁舌6的锁舌滚轮

62运动，使锁舌6的锁舌滚轮62相对端驱与锁扣8进行连接，当内摆臂机构5接触至行程开关

4时，行程开关4将锁闭完成的信号反馈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使减速电机1停止转动，此时

由于太阳轮24与锁体7之间是通过单向轴承25连接，太阳轮24无法逆时针转动，因此即使减

速电机1失电，也不会影响锁舌6与锁扣8之间连接的可靠性。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可以通过

调节行程开关4的位置实现锁舌6与锁扣8之间连接力的大小，继而实现扇门与门框之间压

力的大小。

[0030] 由于减速电机1的驱动力是通过行星减速离合组件2传递至内摆臂机构5，因此可

以将减速电机1较小的扭矩进行放大，使较小功率的减速电机1产生较大的压力。

[0031] 当解除锁闭操作时：电磁铁3失电，棘齿31与棘轮21脱开，棘轮21、行星轮22及行星

轮架23在外力（包括内摆臂扭簧51的扭力及锁扣8对锁舌的驱动力）的作用下均可转动，内

摆臂机构5转动，锁舌6便可与锁扣8脱开，即可打开扇门。

[0032] 总上所述：当电磁铁3有电时，相当于减速机1输入轴与输出轴（内摆臂机构5）处于

连接状态，在连接状态下，输入轴与输出轴的旋转方向相同。再者，在“连接状态”下，由于单

向轴承25的作用，输入轴带动输出轴只能顺时针转动，也就是说减速电机1只能驱动锁舌6

与锁扣8的锁紧动作。

[0033] 当电磁铁失电时，相当于输入轴与输出轴处于“断开状态”，在“断开状态”下，输出

轴能自由转动，与输入轴无关。

[0034] 本发明将减速电机1的高速小扭矩动力通过减速装置转化为低速大扭矩动力，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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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锁舌6给安装到门扇上的锁扣8加压，即完成扇门与门框的加压过程。

[0035] 当锁舌加压到位时，应保持锁舌6的位置不变，即保压过程。这种状态下应以机械

保压，减速电机1断电，用以保护电机。

[0036] 由于故障或列车到站，锁舌6应回复到加压前的状态，即卸压过程，卸压过程应是

自动卸压，能实现各种故障下的应急解锁功能。避免了电力驱动卸压。因为任何一个电器元

件都有可能成为故障点。当本发明整体失电时，棘齿31便可自动与棘轮21脱开，乘客可通过

手动开启扇门，避免紧急断电，扇门无法开启情况的发生。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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