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 

申请号：CN201420134509.0 

申请日：2014.03.24 

申请（专利权）人  创斯达科技集团（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226300|江苏省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金通大道

发明（设计）人  关志峰;刘佳炎;陈文坤 

主分类  E05G1/04 

公开（公告）号  CN203879199U 

公开（公告）日  2014.10.15 

代理机构  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32200 

代理人  张惠忠 



 

（19）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203879199U 
（45）授权公告日 2014.10.15 

 

（21）申请号 CN201420134509.0 

 

（22）申请日 2014.03.24 

 

（73）专利权人 创斯达科技集团（中

国）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226300|江苏省南通市通州经济

开发区金通大道 1888 号 

 

（72）发明人 关志峰;刘佳炎;陈文坤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经纬专利商标

代理有限公司 32200 

 

      代理人 张惠忠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

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保险柜的四

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用于驱动保险柜的

门销组件，包括底座、门闩板、驱动拨叉

及锁体组件；其中：门闩板包括上门闩

板、下门闩板、左门闩板、右门闩板；底

座固定安装于保险柜的门板组件，驱动拨

叉通过保险柜的门把手组件可旋转地安装

在底座的中部，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分别

与底座可纵向移动连接，左门闩板、右门

闩板则分别与底座可横向移动连接，同

时：驱动拨叉分别与左门闩板、右门闩

板、上门闩板、下门闩板联动连接；锁体

组件安装在底座上，门闩板对应于锁体组

件的锁舌延长块开设有锁槽。因此，本实

用新型既简化了结构节约了成本，又增加

了铰链侧重合度提高了安全可靠性，同时

对称式的门销更美观大方。 

 



 1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用于驱动保险柜的门销组件，实现

保险柜门的锁定/解锁，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门闩驱动机构包括底座、门闩板、

驱动拨叉以及锁体组件；其中：门闩板包括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左门闩板、

右门闩板；底座固定安装于保险柜的门板组件，驱动拨叉通过保险柜的门把手

组件可旋转地安装在底座的中部，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分别与底座可纵向移动

连接，左门闩板、右门闩板则分别与底座可横向移动连接，同时：所述的驱动

拨叉分别与左门闩板、右门闩板、上门闩板、下门闩板联动连接；所述锁体组

件安装在底座上，门闩板对应于锁体组件的锁舌延长块开设有锁槽。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驱动拨叉为一长条形块件；该长条形块件在中部设置有用于与把手组件驱

动轴连接的安装孔，而在长度方向的两端分别沿轴线开设有一个驱动长槽；所

述的两个驱动长槽中，其中一个驱动长槽与右门闩板上的第一驱动销联动连

接，另一个驱动长槽则与左门闩板上的第二驱动销联动连接；另外，所述左门

闩板或者右门闩板上设置有第三驱动销；所述的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对应于第

三驱动销分别开设有驱动斜槽，所述的上门闩板上的驱动斜槽的倾斜方向与下

门闩板上的驱动斜槽的倾斜方向相对称设置，所述第三驱动销通过上门闩板、

下门闩板上的驱动斜槽分别与上门闩板、下门闩板联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左门闩板、右门闩板、驱动拨叉依次叠放在底座

上，且上门闩板与底座相邻；所述右门闩板对应于第二驱动销开设有横向设置

的避让长槽孔，锁槽通过左门闩板、右门闩板上开设的通槽形成。 

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左门闩板、右门闩板均开设有 5 个导向长槽孔；同

时，所述上门闩板、下门闩板上所开设的导向长槽孔为纵向开设的长槽孔，而

左门闩板、右门闩板上所开设的导向长槽孔为横向开设的长槽孔。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底座为防钻底座，该防钻底座包括防钻板、隔离板以及锁安装防护支架，

所述防钻板的一个表面设置锁安装防护支架，另一个板面则覆盖隔离板；所述

的防钻板与隔离板之间，对应于锁舌延长块的位置密集布置钢球。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防钻底座配装二级重锁组件，该二级重锁组件包括方管、方轴、盖板以及

弹性二级重锁销；方轴的外围形状与方管的内腔形状相似，且方轴置于方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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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腔中；方管的一端设置盖板，另一端则与重锁挡板相邻接，所述的重锁挡板

安装在锁体组件上；盖板与方轴之间通过大弹簧连接，大弹簧的伸缩方向与方

轴的轴线方向一致；另外，所述方轴配装有弹性二级重锁销，所述的弹性二级

重锁销包括小弹簧以及二级重锁销，所述小弹簧连接在二级重锁销的凸缘与方

轴上所开设的弹簧扣接孔之间，二级重锁销的端部与方管的内壁相触，且二级

重锁销在大弹簧的弹性伸缩下，沿方管内壁做轴线方向上的滑移，同时与二级

重锁销的滑移路径一致的方管内壁上开设有一个重锁销锁孔，二级重锁销在大

弹簧、小弹簧的协同作用下，卡入重锁销销孔中，此时，方轴嵌入左门闩板、

右门闩板上所开设的重锁槽内。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防钻板与隔离板之间，对应于二级重锁组件的位置也密集布置钢球。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门销组件对应于门闩驱动机构设置，包括上门销组件、下门销组件、左门

销组件以及右门销组件；上门销组件与上门闩板连接，下门销组件则与下门闩

板连接，左门销组件与左门闩板连接，右门销组件与右门闩板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上门销组件包括 L 形连接板以及上门销，L 形连接板的一个平直段与上门

销连接，另一个平直段则与上门闩板通过螺纹紧固件固定连接，且 L 形连接板

用于与上门闩板连接的安装孔为腰形孔；所述的下门销组件包括 Z 形板、小槽

钢以及下门销，Z 形板的一个平直端与下门闩板固定，另一个平直端穿过门板

组件上焊接固定的大槽钢后经小槽钢与下门销固定；所述的左门销组件、右门

销组件结构一致，均包括 U 形连接件、L 形板以及门销，所述 U 形连接件的封

闭端部的外侧安装门销，内侧则与 L 形板的一个平直端连接，该 L 形板的另一

个平直端则与左门闩板或者右门闩板连接。 



 3

 

说 明 书 
 

一种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两向或三向活动门销保险柜在铰链侧使用固定的挡块、挡板或圆锥

销，造成铰链侧箱体结构复杂、成本高或重合度不足削弱了铰链侧箱体强度存

在安全风险等不足。 

[0003]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以上不足，采用对称式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驱动

四向活动门销的伸缩实现对保险柜的上锁和开锁；既简化了结构节约了成本，

又增加了铰链侧重合度提高了安全可靠性，同时对称式的门销更美观大方。 

[0005]    为实现以上的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将采取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保险柜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用于驱动保险柜的门销组件，

实现保险柜门的锁定/解锁，所述的门闩驱动机构包括底座、门闩板、驱动拨叉

以及锁体组件；其中：门闩板包括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左门闩板、右门闩

板；底座固定安装于保险柜的门板组件，驱动拨叉通过保险柜的门把手组件可

旋转地安装在底座的中部，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分别与底座可纵向移动连接，

左门闩板、右门闩板则分别与底座可横向移动连接，同时：所述的驱动拨叉分

别与左门闩板、右门闩板、上门闩板、下门闩板联动连接；所述锁体组件安装

在底座上，门闩板对应于锁体组件的锁舌延长块开设有锁槽。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驱动拨叉为一长条形块件；该

长条形块件在中部设置有用于与把手组件驱动轴连接的安装孔，而在长度方向

的两端分别沿轴线开设有一个驱动长槽；所述的两个驱动长槽中，其中一个驱

动长槽与右门闩板上的第一驱动销联动连接，另一个驱动长槽则与左门闩板上

的第二驱动销联动连接；另外，所述左门闩板或者右门闩板上设置有第三驱动

销；所述的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对应于第三驱动销分别开设有驱动斜槽，所述

的上门闩板上的驱动斜槽的倾斜方向与下门闩板上的驱动斜槽的倾斜方向相对

称设置，所述第三驱动销通过上门闩板、下门闩板上的驱动斜槽分别与上门闩

板、下门闩板联动连接。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左门闩

板、右门闩板、驱动拨叉依次叠放在底座上，且上门闩板与底座相邻；所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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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闩板对应于第二驱动销开设有横向设置的避让长槽孔，锁槽通过左门闩板、

右门闩板上开设的通槽形成。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上门闩板、下门闩板、左门闩

板、右门闩板均开设有 5 个导向长槽孔；同时，所述上门闩板、下门闩板上所

开设的导向长槽孔为纵向开设的长槽孔，而左门闩板、右门闩板上所开设的导

向长槽孔为横向开设的长槽孔。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底座为防钻底座，该防钻底座

包括防钻板、隔离板以及锁安装防护支架，所述防钻板的一个表面设置锁安装

防护支架，另一个板面则覆盖隔离板；所述的防钻板与隔离板之间，对应于锁

舌延长块的位置密集布置钢球。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防钻底座配装二级重锁组件，

该二级重锁组件包括方管、方轴、盖板以及弹性二级重锁销；方轴的外围形状

与方管的内腔形状相似，且方轴置于方管的内腔中；方管的一端设置盖板，另

一端则与重锁挡板相邻接，所述的重锁挡板安装在锁体组件上；盖板与方轴之

间通过大弹簧连接，大弹簧的伸缩方向与方轴的轴线方向一致；另外，所述方

轴配装有弹性二级重锁销，所述的弹性二级重锁销包括小弹簧以及二级重锁

销，所述小弹簧连接在二级重锁销的凸缘与方轴上所开设的弹簧扣接孔之间，

二级重锁销的端部与方管的内壁相触，且二级重锁销在大弹簧的弹性伸缩下，

沿方管内壁做轴线方向上的滑移，同时与二级重锁销的滑移路径一致的方管内

壁上开设有一个重锁销锁孔，二级重锁销在大弹簧、小弹簧的协同作用下，卡

入重锁销销孔中，此时，方轴嵌入左门闩板、右门闩板上所开设的重锁槽内。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防钻板与隔离板之间，对应于

二级重锁组件的位置也密集布置钢球。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门销组件对应于门闩驱动机构

设置，包括上门销组件、下门销组件、左门销组件以及右门销组件；上门销组

件与上门闩板连接，下门销组件则与下门闩板连接，左门销组件与左门闩板连

接，右门销组件与右门闩板连接。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上门销组件包括 L 形连接板以

及上门销，L 形连接板的一个平直段与上门销连接，另一个平直段则与上门闩

板通过螺纹紧固件固定连接，且 L 形连接板用于与上门闩板连接的安装孔为腰

形孔；所述的下门销组件包括 Z 形板、小槽钢以及下门销，Z 形板的一个平直

端与下门闩板固定，另一个平直端穿过门板组件上焊接固定的大槽钢后经小槽

钢与下门销固定；所述的左门销组件、右门销组件结构一致，均包括 U 形连接

件、L 形板以及门销，所述 U 形连接件的封闭端部的外侧安装门销，内侧则与

L 形板的一个平直端连接，该 L 形板的另一个平直端则与左门闩板或者右门闩

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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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根据以上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的优

点： 

[0016]    本实用新型采用与门把手组件联动连接的驱动拨叉进行各门闩板的驱

动，以带动相应的门销与箱体组件的锁定/解锁，且所述的门闩板为上、下、

左、右四块，因此，本实用新型既简化了结构节约了成本，又增加了铰链侧重

合度提高了安全可靠性，同时对称式的门销更美观大方。 

附图说明 

[0017]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保险柜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 2 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保险柜（不含箱体组件）的爆炸图； 

[0019]    图 3 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保险柜的俯视图； 

[0020]    图 4 是图 3 中的 A-A 剖视图； 

[0021]    图 5 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保险柜（不含箱体组件）的后视图； 

[0022]    图 6 是图 5 中的 B-B 剖视图； 

[0023]    图 7 是图 6 中的 C-C 剖视图； 

[0024]    图 8 是图 6 中的 D-D 剖视图； 

[0025]    图 9 是二级重锁组件的局部剖视图； 

[0026]    图 10 是二级重锁组件的分解图； 

[0027]    图 11 是门闩驱动机构的结构分解图； 

[0028]    图 12 是防钻底座的结构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附图非限制性地公开了本实用新型所涉及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以下将结合附图详细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30]    如图 1 至 12 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保险柜包含箱体组件 1、门板组件

2、门闩驱动机构 3、门销组件 4、门把手组件 5；所述箱体内衬的门框 12 提高

了强度；采用了对称式的四向联动门闩驱动机构来驱动四个方向的活动门销；

门板组件 2、门闩驱动机构 3 和门销组件 4 中重要零部件均采用了 U 形或槽形

结构；锁槽 345 和 353 采用对齐设置，有效提高了强度并备了抗侧向攻击能

力。其中： 

[0031]    所述箱体组件 1 包含箱体 11、门框 12 和框铰链 13；所述门框 12 由 4

段阶梯形截面异型材拼焊而成，对应于门销组件 4 的四个方向均设有门销锁止

长槽孔 121; 

[0032]    本实用新型所述门板组件 2 包含门板 21、门边框 22、门铰链 23 和大槽

钢 24；所述门板组件 2 由门板 21 与门边框 22、门铰链 23 塞焊连接；所述门板

21 设有铰链塞焊通孔 211；所述门边框 22 两边设有均匀布置的塞焊长槽孔

221；所述门边框 22 对应于门框 12 和门销组件 4 上下左右 4 个方向均设有门销

导向孔 221；所述门边框 22 左右竖直段均为 U 形折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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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所述门闩驱动机构包含防钻底座组件 31、上门闩板 32、下门闩板 33、

左门闩板 34、右门闩板 35、驱动拨叉 36 和锁体组件 37；所述门闩驱动机构由

防钻底座组件 31 穿透依次叠加的 4 块门闩板而构成，门闩板之间装有减磨垫

片，最上层由螺栓和减磨垫片锁紧限位；所述门闩板均为呈“]”折弯件；所述门

闩驱动机构由驱动拨叉 36 沿逆时针方摆动带动 4 块门闩板同时向中心方向收

缩，即开锁过程；反之则上锁；所述防钻底座组件 31 包含防钻板 311、隔离板

312、导向固定组件 313、二级重锁组件 314、锁安装防护支架 315、导向圆筒

316、钢球 317 和垫高块 318；所述防钻底座组件 31 对应于锁舌延长块 371 和二

级重锁组件 314 密集布置高硬度钢球 317；所述四块门闩板对应于导向固定组

件 313 和导向圆筒 316 均开设 5 个导向长槽孔；所述左右门闩板对应于锁舌延

长块 371 和二级重锁组件 314 设有锁槽 345、353 和重锁槽 344、354；所述锁槽

345、353 对齐设置，重锁槽 344、354 叠加设置；所述左右门闩板包含固连接

的第一、二、三驱动销 351、341、342 和对应于第二驱动销 341 开设的避让长

槽孔 352；所述上下门闩板对应于第三驱动销 343 开设驱动斜槽 321、331；所

述驱动拨叉 36 中央设有把手驱动轴方孔 361 和两端对于驱动第一、二驱动销

351、341 设有驱动长槽 362；所述锁体组件包含锁舌延长块 371 和重锁挡板

372； 

[0034]    所述门销组件 4 包含上、下、左和右门销组件 41、42、43 和 44；所述

上门销组件 41 包含 L 形连接板 411 和门销 412；所述 L 形连接板 411 与上门闩

板 32 紧固连接方式确保门把手 5 与锁组件 6 能在同一垂直或水平方向布置；所

述 L 形连接板 411 设有导向长槽孔 4111；所述下门销组件 42 包含 Z 形板 421、

小槽钢 422 和门销 412；所述下门销组件 42 穿过焊接固定在门板的大槽钢 24 与

下门闩板 33 通过螺栓联接；所述下门销组件 42 结构能有效防止从门板正面钻

小孔+销轴组合攻击；所述下门销组件 42 受到钻小孔+销轴组合攻击时，大槽钢

24 阻挡小槽钢 422，同时上端部的 Z 形板 421 受力产生的伸展变形压紧下端部

的门销 412；所述左、右门销组件 43、44 均包含 U 形连接 431、L 形板 432 和

门销 412；所述 U 形连接 431 与 L 形板 432 焊接固定并形成局部卡槽 433；所

述左、右门销组件 43、44 通过局部卡槽 433 和紧固螺栓 434 分与左、右门闩板

连接； 

[0035]    所述二级重锁 314 包含方管 3141、方轴 3142、盖板 3143、二级重锁销

3144、小弹簧 3145 和大弹簧 3146；所述二级重锁 314 正常情况下由重锁挡板

372 挡住方轴 3142，大、小弹簧 3145、3146 均处于压缩状态；所述二级重锁

314 在重锁挡板 372 被攻击而脱开，方轴 3142 在大弹簧 3146 作用下同时压入重

锁槽 344 和 354 内，同时二级重锁销 3144 的小端在小弹簧 3145 作用下压入方

管 3141 开设的小孔内；二级重锁销 3144 挡住方轴 3142 实施重锁。 

[003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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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开门、关门：门把手 5 带动驱动拨叉 36 逆时针旋转，同时驱动拨叉 36

通过第－、二驱动销 351、341 带动左、右门闩板 35、34 向中心方向收缩，固

联接在右门闩板 34 上的第三驱动销 342 带动上、下门闩板 32、33 向中心方向

收缩，紧固联接在 4 个门闩板的四个方向上的门销组件 4 向中心方向收缩，脱

离各方向上的锁止长槽孔 121，即开门过程； 反之即关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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