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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

(57)摘要

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包括锁体外壳、锁芯、

主锁舌机构、电机驱动装置；所述主锁舌机构包

括内外轴离合机构和主锁舌传动机构；所述内外

轴离合机构包括主锁舌轴芯、主锁舌外轴、离合

插销、插销复位弹簧、离合推片、离合复位弹簧和

离合驱动机构；在所述离合复位弹簧的弹力作用

下所述离合推片贴近所述主锁舌外轴，所述离合

插销插入所述离合槽；所述离合驱动机构包括把

手轴芯和离合驱动片，所述把手轴芯转动所述离

合驱动片从而推动所述离合推片；所述锁芯设有

离合拨片，所述离合拨片驱动所述离合推片贴近

或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本实用新型结构紧凑，

集成度高，不仅可以电动控制开锁，还可以通过

钥匙转动锁芯或者转动把手直接开锁，方便又有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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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其特征在于，包括：锁体外壳、锁芯、主锁舌机构、电机驱动装

置；

所述主锁舌机构包括内外轴离合机构和主锁舌传动机构；所述内外轴离合机构包括主

锁舌轴芯、主锁舌外轴、离合插销、插销复位弹簧、离合推片、离合复位弹簧和离合驱动机

构；

所述离合推片平行于所述锁体外壳设置，且能相对于所述锁体外壳滑动；所述主锁舌

轴芯可转动设于所述锁体外壳；所述主锁舌外轴套设于所述主锁舌轴芯外部；所述主锁舌

轴芯设有离合槽，所述主锁舌外轴设有插销孔，所述插销内活动设置有所述离合插销；所述

离合插销的外部套设有插销复位弹簧；在所述离合复位弹簧的弹力作用下所述离合推片贴

近所述主锁舌外轴；所述离合驱动结构驱动所述离合推片向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的方向滑

动时，所述离合插销与所述离合槽分离；

所述锁芯固定安装于所述锁体外壳；所述锁芯设有离合拨片，所述离合拨片可转动地

安装于所述锁芯，所述离合拨片可绕所述锁芯的轴线转动；所述离合拨片驱动所述离合推

片贴近或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

所述离合驱动机构包括把手轴芯和离合驱动片；所述把手轴芯可转动地设于所述锁体

外壳；所述离合驱动片的一端可转动地设于所述锁体外壳，其另一端延伸并限位于所述离

合推片侧边设有的推槽内；所述把手轴芯设有离合凸台，所述离合凸台推动所述离合驱动

片转动，所述离合驱动片带动所述离合推片向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的方向滑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合推片设有主锁舌

轴芯孔，所述主锁舌轴芯孔包括轴孔段和扇形弧段，所述扇形弧段设有挡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驱动装置包括：

动力电机和减速器；

所述动力电机与所述减速器连接并固定于所述锁体外壳内壁；所述减速器的输出端设

有驱动齿轮；

所述主锁舌外轴设有扇型齿，所述驱动齿轮与所述主锁舌外轴通过所述扇型齿啮合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锁舌传动机构包括

主锁舌、主锁舌动片、主锁舌拨轮和锁舌拨片；

所述锁芯设有锁舌拨条，所述锁舌拨可转动地套设于所述锁芯；

所述主锁舌拨轮固定套设于所述主锁舌轴芯；所述主锁舌拨轮设有拔叉脚；

所述锁舌拨片可转动地套设于所述主锁舌轴芯；

所述主锁舌拨轮设有弧形槽，所述锁舌拨片设有动力拨柱，所述主锁舌拨轮转动的时

候，通过弧形槽拨动所述动力拨柱驱动所述锁舌拨片绕所述主锁舌拨轮的轴线转动；

所述主锁舌固定安装于所述主锁舌动片前端，所述主锁舌动片开设有主锁舌传动槽，

所述锁舌拨片设有主锁舌拨柱，所述主锁舌拨柱与所述主锁舌传动槽配合，带动所述主锁

舌动片在所述锁体外壳内滑动，驱动所述主锁舌伸出或缩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副锁舌机构；

所述副锁舌机构包括：副锁舌、天钩、地钩和联动齿轮；

所述天钩分为传动段和滑动段，所述天钩的传动段设有上齿条和传动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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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地钩分为传动段和滑动段，所述地钩的传动段设有下齿条；

所述锁舌拨片设有副锁舌拨柱；

所述天钩和所述地钩可滑动地安装于所述锁体外壳内，所述天钩和所述地钩平行设

置，所述联动齿轮转动设置于所述锁体外壳内，且所述上齿条和所述下齿条分别啮合于所

述联动齿轮正对的两侧；

所述锁舌拨片绕自身轴线转动，所述副锁舌拨柱与所述传动卡槽配合，带动所述天钩

和所述地钩在所述锁体外壳内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地钩的传动段呈类s

型结构，所述呈类s型结构包括：锁舌段、弯折段和齿条段；

所述锁舌段、弯折段和齿条段彼此垂直首尾相连的；所述齿条段的底部设有所述上齿

条；所述天钩的传动段呈直线型结构，所述直线型结构的顶部设有所述下齿条；所述联动齿

轮位于所述上齿条和所述下齿条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卡槽的底端设有

止退槽；

所述止退槽包括：第一直线边、第二直线边及连接于所述第一直线边和所述第二直线

边的弧形凹陷边；

所述第一直线边垂直所述天钩的滑动方向，所述第二直线边与所示第一直线边夹角呈

锐角；

所述副锁舌拨柱卡于所述止退槽内。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斜舌机构；所述斜

舌机构包括斜舌拨轮、斜舌齿轮和斜舌装置；

所述斜舌装置包括：斜舌和与其连接的伸缩杆；

所述锁体外壳的内壁设有斜舌安装座，斜舌安装座开设有伸缩孔；

所述锁体外壳的侧板设有斜舌窗；

所述伸缩杆限位设置于所述伸缩孔内，所述斜舌通过所述斜舌窗伸出至所述锁体外壳

外部；

所述伸缩杆外部套设有斜舌复位弹簧，所述斜舌复位弹簧的两端分别限位于所述斜舌

和所述斜舌安装座；

所述主锁舌拨轮设有斜舌拨条；

所述斜舌拨轮设有动力拨条和斜舌拨条。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天钩的滑动段设有限

位凸台；所述斜舌完全伸出至所述锁体外部时，所述限位凸台与所述斜舌的内侧距离等于

所述斜舌在所述斜舌窗内伸缩的最大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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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子锁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家用电子锁的普及，电子锁具行业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大部分电

子锁具行业及服务体系都源自于传统的五金机械行业，因此对锁具的机电安装使用要求越

简单越好。现有的电子锁锁体都是沿用传统的机械锁体，电子锁的控制系统、执行系统和电

源分别位于前后面板上，使得前后面板的结构比较复杂，体积比较大，连接线要穿过门体和

绕过锁体，安装十分复杂，应安装不当引起的故障率占产品故障率的30％以上。在解决手动

动力系统与电动动力系统相互影响的问题，也即机电离合的问题，目前的技术是采用的离

合方式都是通过转动锁芯拨轮，产生一个力使电机减速器最后一级的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

离合的方式来实现，由于空间位置的影响，在机械锁体里加上这样的机构，都会影响和改变

锁体的结构或功能，使之不再符合行业标准和用户使用习惯。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包括锁体外壳、锁芯、主锁舌机构、电机驱动装置；所述主锁

舌机构包括内外轴离合机构和主锁舌传动机构；所述内外轴离合机构包括主锁舌轴芯、主

锁舌外轴、离合插销、插销复位弹簧、离合推片、离合复位弹簧和离合驱动机构。

[0006]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离合推片平行于所述锁体外壳设置，且能相对于所述锁体

外壳滑动；所述主锁舌轴芯可转动设于所述锁体外壳；所述主锁舌外轴套设于所述主锁舌

轴芯外部；所述主锁舌轴芯设有离合槽，所述主锁舌外轴设有插销孔，所述插销内活动设置

有所述离合插销；所述离合插销的外部套设有插销复位弹簧；在所述离合复位弹簧的弹力

作用下所述离合推片贴近所述主锁舌外轴；所述离合驱动结构驱动所述离合推片向远离所

述主锁舌外轴的方向滑动时，所述离合插销与所述离合槽分离。

[0007]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锁芯固定安装于所述锁体外壳；所述锁芯设有离合拨，所述

离合拨片可转动地安装于所述锁芯，所述离合拨片可绕所述锁芯的轴线转动；所述离合拨

片驱动所述离合推片贴近或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

[0008]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离合驱动机构包括把手轴芯和离合驱动片；所述把手轴芯

可转动地设于所述锁体外壳；所述离合驱动片的一端可转动地设于所述锁体外壳，其另一

端延伸并限位于所述离合推片侧边设有的推槽内；所述把手轴芯设有离合凸台，所述离合

凸台推动所述离合驱动片转动，所述离合驱动片带动所述离合推片向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

的方向滑动。

[0009]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离合推片设有主锁舌轴芯孔，所述主锁舌轴芯孔包括轴孔

段和扇形弧段，所述扇形弧段设有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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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电机驱动装置包括：动力电机和减速器；所述动力电机与所

述减速器连接并固定于所述锁体外壳内壁；所述减速器的输出端设有驱动齿轮；所述主锁

舌外轴设有扇型齿，所述驱动齿轮与所述主锁舌外轴通过所述扇型齿啮合连接。

[0011]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主锁舌传动机构包括主锁舌、主锁舌动片、主锁舌拨轮和锁

舌拨片；所述锁芯设有锁舌拨条，所述锁舌拨可转动地套设于所述锁芯；所述主锁舌拨轮固

定套设于所述主锁舌轴芯；所述主锁舌拨轮设有拔叉脚；所述锁舌拨片可转动地套设于所

述主锁舌轴芯；所述主锁舌拨轮设有弧形槽，所述锁舌拨片设有动力拨柱，所述主锁舌拨轮

转动的时候，通过弧形槽拨动所述动力拨柱驱动所述锁舌拨片绕所述主锁舌拨轮的轴线转

动。所述主锁舌固定安装于所述主锁舌动片前端，所述主锁舌动片开设有主锁舌传动槽，所

述锁舌拨片设有主锁舌拨柱，所述主锁舌拨柱与所述主锁舌传动槽配合，带动所述主锁舌

动片在所述锁体外壳内滑动，驱动所述主锁舌伸出或缩回。

[0012]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还包括：副锁舌机构；所述副锁舌

机构包括：副锁舌、天钩、地钩和联动齿轮；所述天钩分为传动段和滑动段，所述天钩的传动

段设有上齿条和传动卡槽；所述地钩分为传动段和滑动段，所述地钩的传动段设有下齿条；

所述锁舌拨片设有副锁舌拨柱；所述天钩和所述地钩可滑动地安装于所述锁体外壳内，所

述天钩和所述地钩平行设置，所述联动齿轮转动设置于所述锁体外壳内，且所述上齿条和

所述下齿条分别啮合于所述联动齿轮正对的两侧；所述锁舌拨片绕自身轴线转动，所述副

锁舌拨柱与所述传动卡槽配合，带动所述天钩和所述地钩在所述锁体外壳内滑动。

[0013]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地钩的传动段呈类s型结构，所述呈类s型结构包括：锁舌

段、弯折段和齿条段；所述锁舌段、弯折段和齿条段彼此垂直首尾相连的；所述齿条段的底

部设有所述上齿条；所述天钩的传动段呈直线型结构，所述直线型结构的顶部设有所述下

齿条；所述联动齿轮位于所述上齿条和所述下齿条之间。

[0014]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传动卡槽的底端设有止退槽；所述止退槽包括：第一直线

边、第二直线边及连接于所述第一直线边和所述第二直线边的弧形凹陷边；所述第一直线

边垂直所述天钩的滑动方向，所述第二直线边与所示第一直线边夹角呈锐角；所述副锁舌

拨柱卡于所述止退槽内。

[0015]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还包括斜舌机构；所述斜舌机构包

括：斜舌拨轮、斜舌齿轮、斜舌装置；所述斜舌装置包括：斜舌和与其连接的伸缩杆；所述锁

体外壳的内壁设有斜舌安装座，斜舌安装座开设有伸缩孔；所述锁体外壳的侧板设有斜舌

窗；所述伸缩杆限位设置于所述伸缩孔内，所述斜舌通过所述斜舌窗伸出至所述锁体外壳

外部；所述伸缩杆外部套设有斜舌复位弹簧，所述斜舌复位弹簧的两端分别限位于所述斜

舌和所述斜舌安装座；所述主锁舌拨轮设有斜舌拨条；所述斜舌拨轮设有动力拨条和斜舌

拨条。

[0016]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天钩的滑动段设有限位凸台；所述斜舌完全伸出至所述锁

体外部时，所述限位凸台与所述斜舌的内侧距离等于所述斜舌在所述斜舌窗内伸缩的最大

行程。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8] 1、本实用新型的将机电离合的转换点设置于主锁舌内外轴，有效的简化机械结

构，提高了锁体内部的集成度，有效的优化锁内空间并余留足够的空间供其他零部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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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安装，使锁体内部结构更紧凑，锁体外壳体积变小、锁体整体也相应变得轻巧；

[0019] 2、本实用新型不仅可以通过远程控制锁体电动开锁，还可以手动开锁，而且手动

开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钥匙转动锁芯，二是通过锁体外设置的电子锁后，转动把手直接

开锁；这样两种方式的设置可以预防用户需要手动开锁时，忘记电子锁密码或者忘记带钥

匙的情况下利用另外的方式进行开锁，方便又有保障。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主锁舌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副主锁舌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斜锁舌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锁体的后视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内外轴离合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锁体的侧视图。

[0027] 其中：锁芯100、锁舌拨条101、离合拨片102、锁体外壳1，侧板11、斜舌窗114、电池

窗115、电池盖116、主锁舌机构2、内外轴离合机构21、主锁舌传动机构22、主锁舌轴芯211、

离合槽2111、主锁舌外轴212、插销孔213、离合插销214、插销复位弹簧215、离合推片216、离

合复位弹簧217、离合驱动机构218、离合驱动片2181、主锁舌200、主锁舌动片222、主锁舌传

动槽2221、主锁舌拨轮223、斜舌拨条2231、拔叉脚2232、弧形槽2233、锁舌拨片224、副锁舌

拨柱2241、联动齿2242、主锁舌拨柱2243、动力拨柱2244、副锁舌机构3、天钩31、地钩32、联

动齿轮33、传动段311、滑动段312、上齿条313、传动卡槽314、止退槽315、天钩斜槽316、传动

段321、锁舌段3211、弯折段  3212、齿条段3213、滑动段322、下齿条323、地钩斜槽324、斜舌

机构4、把手轴芯41、斜舌拨轮42、斜舌齿轮43、斜舌装置44、伸缩杆441、离合凸台  411、斜舌

安装座442、伸缩孔4421、斜舌复位弹簧443、电机驱动装置5，动力电机51，减速器52.、驱动

齿轮53、电池仓6。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29] 如图1-7所示，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包括：锁体外壳1、锁芯100、

主锁舌机构2、电机驱动装置5。

[0030] 进一步的，所述主锁舌机构2包括内外轴离合机构21和主锁舌传动机构22；所述内

外轴离合机构21包括主锁舌轴芯211、主锁舌外轴212、离合插销214、插销复位弹簧215、离

合推片216、离合复位弹簧217和离合驱动机构218；所述离合推片216平行于所述锁体外壳1

设置，且能相对于所述锁体外壳1滑动；所述主锁舌轴芯211可转动设于所述锁体外壳1；所

述主锁舌外轴212套设于所述主锁舌轴芯211外部；所述主锁舌轴芯211设有离合槽2111，所

述主锁舌外轴212设有插销孔213，所述插销孔213内活动设置有所述离合插销214；所述离

合插销214的外部套设有插销复位弹簧215；在所述离合复位弹簧217的弹力作用下所述离

合推片216贴近所述主锁舌外轴212；所述离合驱动结构218驱动所述离合推片216向远离所

述主锁舌外轴212的方向滑动时，所述离合插销214  与所述离合槽2111分离。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211173499 U

6



[0031] 进一步说明，所述锁芯100固定安装于所述锁体外壳1；所述锁芯100设有离合拨片

102，所述离合拨片102可转动地安装于所述锁芯100，所述离合拨片  102可绕所述锁芯100

的轴线转动；所述离合拨片102驱动所述离合推片216贴近或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212。

[0032] 进一步说明，所述离合驱动机构218包括把手轴芯41和离合驱动片2181；所述把手

轴芯41可转动地设于所述锁体外壳1；所述离合驱动片2181的一端可转动地设于所述锁体

外壳1，其另一端延伸并限位于所述离合推片216侧边设有的推槽2161内；所述把手轴芯41

设有离合凸台411，所述离合凸台411推动所述离合驱动片2181转动，所述离合驱动片2181

带动所述离合推片216向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212的方向滑动。

[0033] 具体的，本申请的离合机构集成在主锁舌机构2来达到机电离合的功能，具体的，

所述机电离合包括两种工作状态，连动状态与不连动状态，其中连动状态为常态；当所述内

外轴离合机构21处于常态时，所述离合复位弹簧217处于被压缩状态，有一回弹的力驱动所

述离合推片216贴近所述主锁舌外轴212，此时所述插销复位弹簧215被压缩，所述离合插销

214穿过所述插销孔213并插入到所述离合槽2111内，所述主锁舌轴芯211和所述主锁舌外

轴212可同时转动。

[0034] 进一步的，本申请中的自动化电子锁体驱动所述离合推片的驱动方式有两种，其

中一种方式为：通过所述锁芯100作为驱动力驱动所述离合推片216；具体的，所述离合拨片

102绕所述锁芯100的轴心转动，接触到所述离合推片216  时，就会推动所述离合推片216，

驱使所述离合推片216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  212，所述离合复位弹簧217被继续压缩而产生

更大的回弹力，所述插销复位弹簧215恢复至自然状态，所述离合插销214离开所述离合槽

2111，从而使所述内外轴离合机构21处于不连动状态，所述主锁舌轴芯211和所述主锁舌外

轴212  可以分别独立转动；当所述离合拨片102反转时，所述离合复位弹簧217利用其回弹

力推动所述离合推片216，使所述离合推片216靠近所述主锁舌外轴212，直至所述离合拨片

102离开所述离合推片，所述插销214插入到所述离合槽2111 内，使所述内外轴离合机构21

处于连动状态。

[0035] 另一种方式为：通过所述离合驱动机构218作为驱动力驱动所述离合推片  216；具

体的，通过把手转动所述把手轴芯41进行开锁，所述把手轴芯41转动的时候，所述离合凸台

411接触并挤压所述离合驱动片2181，所述离合驱动片  2181的一端在所述锁体外壳内转

动，所述离合驱动片2181的另一端会接触所述离合推片216的推槽2161的侧边缘，从而推动

所述离合推片216远离所述主锁舌外轴212，使所述插销214离开所述离合槽2111，所述插销

复位弹簧215恢复至自然状态，所述内外轴离合机构21处于不连动状态；当卸去转动所述把

手轴芯41驱动力，所述离合复位弹簧217由于回弹力的作用，推动所述离合推片216靠近所

述主锁舌外轴212，所述插销214插入到所述离合槽2111内，当前所述插销复位弹簧215处于

被压缩状态，所述内外轴离合机构21处于连动状态；本申请的自动化电子锁体采用了内外

轴离合的方式，这种内外轴的结构集成在主锁舌机构当中，提高了锁体内部的集成度，有效

的压缩空间并余留足够的空间供其他零部件结构设置安装，使锁体内部结构更紧凑，锁体

外壳体积变小、锁体整体也相应变得轻巧；另外本申请的电子锁体不仅可以通过远程控制

锁体电动开锁，还可以手动开锁，而且手动开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钥匙转动锁芯，二是

通过锁体外设置的电子锁后，转动把手直接开锁；这样两种方式就可以预防用户需要手动

开锁时，忘记电子锁密码或者忘记带钥匙的情况下利用另外的方式进行开锁，方便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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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离合推片216设有主锁舌轴芯孔219，所述主锁舌轴芯孔219

包括轴孔段2191和扇形弧段2192，所述扇形弧段2192设有挡片2193。

[0037] 具体的，所述主锁舌轴芯211穿过所述主锁舌轴芯211孔的轴孔段，当离合机构处

于连动状态时，所述扇形弧段2192的挡片抵压住所述离合插销214，把所述离合插销214压

进所述离合槽2111内，当离合机构处于不连动状态时，所述离合推片216移动远离所述主锁

舌外轴212，所述挡片2193同时远离所述离合插销214，所述插销复位弹簧215恢复至自然状

态，所述插销214离开所述离合槽2111。

[0038]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电机驱动装置包括：动力电机和减速器；所述动力电机与所

述减速器连接并固定于所述锁体外壳内壁；所述减速器的输出端设有驱动齿轮；所述主锁

舌外轴设有扇型齿，所述驱动齿轮与所述主锁舌外轴通过所述扇型齿啮合连接。

[0039] 具体的，所述电机运转的时候，通过所述减速器52后把动力传递到所述驱动齿轮

53，带动所述驱动齿轮53转动，由于所述主锁舌外轴212与所述驱动齿轮53啮合连接，因此

所述主锁舌外轴212也随之转动，所述主锁舌外轴212转动的同时带动所述主锁舌轴芯211

转动，带动所述固定套设于所述主锁舌轴芯  211外部的主锁舌拨轮223，所述主锁舌拨轮

223转动，从而带动所述锁舌拨片  224、天钩31、地钩32以及副锁舌300的运动，达到利用电

动控制所述副锁舌  300开锁的目的。

[0040]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主锁舌传动机构22包括主锁舌200、主锁舌动片222、主锁舌

拨轮223和锁舌拨片224；所述锁芯100设有锁舌拨条101，所述锁舌拨条101可转动地套设于

所述锁芯100；所述主锁舌拨轮223固定套设于所述主锁舌轴芯211；所述主锁舌拨轮223设

有拔叉脚2232；所述锁舌拨片224可转动地套设于所述主锁舌轴芯211；所述主锁舌拨轮设

有弧形槽2233，所述锁舌拨片设有动力拨柱2244，所述主锁舌拨轮223转动的时候，通过弧

形槽2233拨动所述动力拨柱2244驱动所述锁舌拨片221绕所述主锁舌拨轮223的轴线转动。

[0041] 进一步的，所述主锁舌200固定安装于所述主锁舌动片222前端，所述主锁舌动片

222开设有主锁舌传动槽2221，所述锁舌拨片224设有主锁舌拨柱  2243，所述主锁舌拨柱

2243与所述主锁舌传动槽2221配合，带动所述主锁舌动片222在所述锁体外壳1内滑动，驱

动所述主锁舌200伸出或缩回。

[0042] 具体的，通过钥匙进行开锁与上锁，转动钥匙，首先是所述离合拨片102 绕所述锁

芯100的轴心转动，接触并推动所述离合推片216，使内外轴离合机构处于不连动状态，继续

转动钥匙，所述锁舌拨条101绕所述锁芯100转动与所述拔叉脚2232发生碰撞，就会推动所

述主锁舌拨轮223绕所述主锁舌轴芯211  转动，所述锁舌拨片221就会通过弧形槽2233拨动

所述动力拨柱2244绕所述主锁舌拨轮223的轴线转动，并通过所述主锁舌拨柱2243与所述

主锁舌传动槽2221配合的作用，带动所述主锁舌动片222在所述主锁舌200伸缩的方向上滑

动，于是驱动所述主锁舌在所述锁体外壳1的侧板11中穿出，达到主锁舌开锁与上锁的目

的；进一步说明，当通过电动控制开锁时，所述电机驱动装置5直接转动所述主锁舌外轴

212，由于此时的内外轴离合机构21处于连动状态，所述主锁舌外轴212带动所述主锁舌轴

芯211转动，从而同理达到到主锁舌开锁与上锁的目的。

[0043] 本申请利用钥匙手动开关锁与电动开关锁的结构均设在主锁舌机构2中，通过内

外轴离合机构21控制机电离合，这样的设置不仅结构设计更简单、安装方便，还有利于压缩

内部空间，使锁体结构更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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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还包括：副锁舌机构3；所述副锁舌

机构3包括：副锁舌300、天钩31、地钩32和联动齿轮33；所述天钩  31分为传动段311和滑动

段312，所述天钩31的传动段311设有上齿条313和传动卡槽314；所述地钩32分为传动段321

和滑动段322，所述地钩32的传动段321设有下齿条323；所述锁舌拨片224设有副锁舌拨柱

2241；所述天钩31  和所述地钩32可滑动地安装于所述锁体外壳1内，所述天钩31和所述地

钩32  平行设置，所述联动齿轮33转动设置于所述锁体外壳1内，且所述上齿条313  和所述

下齿条323分别啮合于所述联动齿轮33正对的两侧；所述锁舌拨片224 绕自身轴线转动，所

述副锁舌拨柱2241与所述传动卡槽314配合，带动所述天钩31和所述地钩32在所述锁体外

壳1内滑动。

[0045] 具体的，本申请所述的副锁舌机构通过所述锁舌拨片224提供驱动力，所述主锁舌

拨轮223转动的时候，通过弧形槽2233拨动所述动力拨柱2244，从而驱动所述锁舌拨片224

绕所述主锁舌拨轮223的轴线转动，当所述锁舌拨片224 绕自身轴线转动，由于所述副锁舌

拨柱2241与所述传动卡槽314配合，所述副锁舌拨柱2241就会推动所述天钩31滑动，又由于

所述传动段上设置的所述上齿条313、下齿条323和联动齿轮33的配合作用，所述天钩31的

滑动又会带动所述地沟滑动，即所述天钩31与所述地钩32分别同时向着相反的方向滑动；

本申请中利用所述联动齿轮33配合齿条的传动方式，避免卡死，在达到更好的传动效果的

同时，有利于保障所述天钩31与地钩32的使用时长，使整体副锁舌机构的使用寿命得到保

障。

[0046]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地钩32的传动段呈类s型结构，所述呈类s型结构包括：锁舌

段3211、弯折段3212和齿条段3213；所述锁舌段3211、弯折段3212  和齿条段3213彼此垂直

首尾相连的；所述齿条段3213的底部设有所述上齿条  313；所述天钩31的传动段呈直线型

结构，所述直线型结构的顶部设有所述下齿条323；所述联动齿轮33位于所述上齿条313和

所述下齿条323之间。

[0047] 具体的，所述地钩32的传动段呈类s型结构，所述天钩31的传动段呈直线型结构，

所述齿条段的上齿条313和所述天钩31的传动段上的下齿条323通过所述联动齿轮33啮合

联动，可以使得所述地钩32与所述天钩31配合连接后的结构相对更紧凑，使得所述副锁舌

机构的锁体内部所需安装空间更小，更有利于提高电子锁体的集成度，让电子锁体在有限

的规格尺寸内设置更多功能模块，使得电子锁体的应用范围更广。

[0048]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传动卡槽的底端设有止退槽；所述止退槽包括：第一直线

边、第二直线边及连接于所述第一直线边和所述第二直线边的弧形凹陷边；所述第一直线

边垂直所述天钩的滑动方向，所述第二直线边与所示第一直线边夹角呈锐角；所述副锁舌

拨柱卡于所述止退槽内。

[0049] 具体的，所述锁舌拨片224在拨动所述天钩31时，通过所述副锁舌拨柱2241  抵压

所述传动卡槽314从而推动所述天钩31，当所述天钩31移动到位停止，所述副锁舌拨柱2241

就会沿着第一直线边3151或者第二直线边3152卡进所述止退槽315的弧形凹陷边3153内，

此时推拉所述天钩31或者地钩32时，所述止退槽315施加在所述副锁舌拨柱2241上的力包

括一个与所述副锁舌拨柱2241  移动反向的力，使得所述天钩31和所述地钩32与所述副锁

舌拨柱2241同时自锁，只有当所述副锁舌拨柱2241为动力源时，才会解脱自锁，有利于保证

结构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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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电子锁体，还包括斜舌机构4；所述斜舌机构4

包括：斜舌拨轮42、斜舌齿轮43、斜舌装置44；所述斜舌装置44包括：斜舌400和与其连接的

伸缩杆441；所述锁体外壳1的内壁设有斜舌安装座  442，斜舌安装座442开设有伸缩孔

4421；所述锁体外壳1的侧板11设有斜舌窗114；所述伸缩杆441限位设置于所述伸缩孔4421

内，所述斜舌400通过所述斜舌窗114伸出至所述锁体外壳1外部；所述伸缩杆441外部套设

有斜舌复位弹簧443，所述斜舌复位弹簧443的两端分别限位于所述斜舌400和所述斜舌安

装座442。所述主锁舌拨轮223设有斜舌拨条2231；所述斜舌拨轮42设有动力拨条421和斜舌

拨条422。

[0051] 具体的，当需要打开斜舌时，通过把手转动所述把手轴芯41，驱动所述斜舌拨轮

42，所述斜舌拨轮42通过所述斜舌拨条422拨动所述斜舌装置44的伸缩杆441，所述伸缩杆

441穿过所述伸缩孔4421往所述斜舌收缩的方向滑动，此时所述斜舌复位弹簧443被压缩，

从而带动斜舌400通过所述斜舌窗114收回所述锁体外壳1内的；当卸去所述把手轴芯41的

力时，所述斜舌复位弹簧443 由于处于被压缩状态，有一回弹力把所述伸缩杆441往所述斜

舌伸出的方向推出，所述斜舌通过所述斜舌窗114伸出至所述锁体外壳1外部，完成所述斜

舌的上锁。

[0052] 进一步地说明，除了上述通过把手开启斜舌的方式，通过所述主锁舌拨轮  223的

转动同样可以实现斜舌的开锁，具体方式如下：主锁舌拨轮223的转动在上文提到，可以通

过钥匙拨动，也可以通过电机带动，当所述主锁舌拨轮223 的转动的时候，通过所述斜舌拨

条2231拨动所述动力拨条421，所述斜舌拨轮  42就会绕其轴线转动，从而利用所述斜舌拨

条422拨动所述斜舌装置44的伸缩杆441，带动斜舌的上锁。

[0053] 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述天钩31的滑动段312设有限位凸台3121；所述斜舌  400完全

伸出至所述锁体外部时，所述限位凸台3121与所述斜舌400的内侧距离等于所述斜舌400在

所述斜舌窗114内伸缩的最大行程。

[0054] 具体的，当打开斜舌时，所述伸缩杆441穿过所述伸缩孔4421往所述斜舌收缩的方

向滑动，所述斜舌复位弹簧443被压缩，从而带动斜舌通过所述斜舌窗114收回所述锁体外

壳1内的，此时由于有所述限位凸台3121的限位作用，当所述斜舌达到最大行程的时候，就

会被所述限位凸台3121卡住而限位，可以有限防止所述斜舌收缩超出行程而卡在了所述锁

体外壳的内部，造成工作故障。

[0055]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原理。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解释本实

用新型的原理，而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基于此处的解释，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即可联想到本实用新型的其它具体实施方式，

这些方式都将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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