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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大型门

的摇控防撬电动门锁，它包括锁壳、锁

舌、电机和摇控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

在锁壳内中部安装有电机，其电机轴与一

个蜗杆同轴连接成一体结构，与该蜗杆啮

合的蜗轮轴上安装有同步转动的齿轮；前

驱动齿条、上传动齿条和下传动齿条以所

述齿轮为中心齿轮，并且以各自齿条运动

方向与该齿轮啮合；所述前驱动齿条与主

锁舌连杆连接，若干个主锁舌与主锁舌连

杆相固定，所述上传动齿条和下传动齿条

的外端均连接有外端呈叉型，并设有连接

固定销的上锁舌连接杆和下锁舌连接杆。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采用无线遥控

方式实现开锁与闭锁的控制，不用机械钥

匙，防撬能力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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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用于大型门的摇控防撬电动门锁，它包括锁壳、锁舌、电机和摇控

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在锁壳内中部安装有电机，其电机轴与一个蜗杆同轴

连接成一体结构，与该蜗杆啮合的蜗轮轴上安装有同步转动的齿轮；前驱动齿

条、上传动齿条和下传动齿条以所述齿轮为中心齿轮，并且以各自齿条运动方

向与该齿轮啮合；所述前驱动齿条与锁壳内设置的主锁舌连杆连接，若干个主

锁舌与主锁舌连杆相固定，所述上传动齿条和下传动齿条的外端均连接有外端

呈叉型，并设有连接固定销的上锁舌连接杆和下锁舌连接杆；所述锁壳内，在

前驱动齿条、上传齿条和下传齿条中的一个或两个齿条的行程位置上，设有锁

定限位开关和开启限位开关。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门的遥控防撬电动门锁，其特征在

于：遥控控制电路包括主控电路板和充电电池，并且均设置于锁壳内，其电源

引线引出锁壳外。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门的遥控防撬电动门锁，其特征在

于：所述遥控控制电路为一主、一辅两套相同的电路结构，并且输出控制端均

与电机相连接。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门的遥控防撬电动门锁，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下锁舌连接杆及主锁舌的直径在 16mm 以上，两个锁定限位开关

的位置，以确保上、下锁舌和主锁舌的开启及锁定的行程在 4c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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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用于大型门的遥控防撬电动门锁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属于防盗门的锁具领域。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现有的锁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机械锁，另一种是电磁锁。机械锁使

用钥匙开启，机械钥匙具有重复性和互开性；用特殊方法可开启；钥匙孔裸

露，易被破坏；电磁锁采用电磁场吸合原理，用手柄驱动门栓，电磁吸合力量

小；依靠电磁力完成锁舌的伸缩，工作性能不可靠，一旦停电或出现故障，仍

需机械钥匙开启；钥匙孔和手柄是门上最易被破坏的地方。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大型门的遥控防撬电动门锁，它

可以解决通过无线遥控实现开锁与闭锁的控制、工作性能可靠和用于大型门扇

实现防撬电动门锁控制等问题。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它包括锁壳、锁舌、电机和摇控控

制电路；其特征在于：在锁壳内中部安装有电机，其电机轴与一个蜗杆同轴连

接成一体结构，与该蜗杆啮合的蜗轮轴上安装有同步转动的齿轮；前驱动齿

条、上传动齿条和下传动齿条以所述齿轮为中心齿轮，并且以各自齿条运动方

向与该齿轮啮合；所述前驱动齿条与锁壳内设置的主锁舌连杆连接，若干个主

锁舌与主锁舌连杆相固定，所述上传动齿条和下传动齿条的外端均连接有外端

呈叉型，并设有连接固定销的上锁舌连接杆和下锁舌连接杆；所述锁壳内，在

前驱动齿条、上传齿条和下传齿条中的一个或两个齿条的行程位置上，设有锁

定限位开关和开启限位开关。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门的遥控防撬电动门锁，其特征在于：遥控

控制电路包括主控电路板和充电电池，并且均设置于锁壳内，其电源引线引出

锁壳外。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门地遥控防撬电动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

遥控控制电路为一主、一辅两套相同的电路结构，并且输出控制端均与电机相

连接。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门的遥控防撬电动门锁，其特征在于：所述

上、下锁舌连接杆及主锁舌的直径在 16mm 以上，两个锁定限位开关的位置，

以确保上、下锁舌和主锁舌的开启及锁定的行程在 4c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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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实用新型有以下积极有益的效果： 

[0012]    1.采用无线遥控方式，通过电机驱动，完成门栓的伸缩；实现开锁与闭

锁的控制；不用机械钥匙，防撬能力强。 

[0013]    2.由于设计了上下锁舌连接杆，使本门锁在用于大型门扇时，可根据需

要连接不同长度的上下锁舌，所以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0014]    3.电机控制电路有两套，使用中一旦一套电路出现故障，可即时启用备

用电路，确保正常开启。 

[0015]    4.采用交、直流供电方式，正常工作采用交流电 220 伏，经变压为 6 至

12 伏安全电压供电。当市电停电时自动切换为电池供电。 

[0016]    5.控制电路可以与各种报警系统连接，如：声、光报警器、电话自动拨

号等。 

[0017]    附图说明 

[0018]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 2 是本实用新型的上锁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0]    图 3 是本实用新型的开锁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1]    图 4 是本实用新型的齿轮、齿条传动原理图。 

[0022]    图 5 是涡轮、蜗杆传动原理图。 

[0023]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请参照图 1，本实用新型是一种用于大型门扇的遥控防撬电动门锁，锁

体的主要结构是在锁壳 17 内的中部安装有电机 18，该电机 18 的输出轴连接于

蜗杆 12 的一端，该蜗杆 12 与蜗轮 11 啮合，蜗轮 11 的轴上安装有一传动齿轮

4，上传动齿条 10、下传动齿条 7、前转动齿条 6 以转动齿轮 4 为中心齿轮同时

与齿轮 4 啮合，上传动齿条 10、下传动齿条 7 竖直的安装在锁壳 17 内，前驱动

齿条 6 水平的安装在锁壳 17 内，上传动齿条 10 与上锁舌连接杆 1 连接，下传

动齿条 7 与下锁舌连接杆 9 连接，前传动齿条 6 与主锁舌连接杆 5 连接，齿轮 4

与上传动齿条 10、下传动齿条 7、前传动齿条 6 的传动配合关系是：当齿轮 4

正向转动时，传动上传动齿条 10 向上移动、下传动齿条 7 向下移动、前传动齿

条 6 向前移动，从而将主锁舌、上下锁舌锁上。当齿轮 4 反向转动时，传动上

传动齿条 10 向下移动、下传动齿条 7 向上移动、前传动齿条 6 向后移动，从而

将门锁打开。在主锁舌连杆 5 和下传动齿条 7 的行程上分别安装有限位开关

3、13，限位开关 3、13 都与控制电路连接。 

[0025]    在锁壳 17 内还固定有两套用于遥控汲驱动电机的主控电路板 14、充电

电池 16、电源变压器 19 及工作指示灯 21。在锁壳 17 的周侧，安装有固定接耳

15，在锁壳 17 的后端设有电源插座 20。 

[0026]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用于大型门扇的遥控防撬电动门锁处于上锁、

开锁状态的示意图参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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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实用新型的齿轮、齿条传动原理见图 4，其中涡轮 11、蜗杆 12 位于

最底层。传动齿轮 4 固定在涡轮 11 之上，上下传动齿条 10、7 位于中层，与传

动齿轮 4 啮合。前传动齿条 6 位于最上层，与传动齿轮 4 啮合。 

[0028]    本实用新型的涡轮 11、蜗杆 12 结构见图 5，涡轮 11 与电机 18 的轴对

接，涡轮 11 与蜗杆 12 啮合，其配合尺寸应满足锁舌的行程的需要。 

[0029]    本实用新型的控制电路采用普通的遥控电路或采用跳码式遥控器电

路。执行电路可由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电路，实现对电机的工作控制。由于上述

电路采用现有技术即可实现，所以对其电路结构及原理就不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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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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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