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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鎖具是日常生活須應用的物件，機械鎖具是普遍常見的裝置。而現今隨著電子科技

的進步，鎖具亦結合或整合電子科技的許多功能，產生電子鎖具的應用。機械鎖具與電

子鎖具在各場域的門都有採用，裝置使用上各有其使用需求、應用操作、使用習慣的考

量，形成諸多種類的應用選擇。 

機械鎖具是應用機械物理原理在鎖芯內形成致動障礙，須使用鎖具配置的正確鑰匙

來解除鎖具所設計的機械障礙，達到解鎖開啟/關閉目的。機械鎖具在鎖匣內的栓銷及

鑰匙齒列在管理上常用的排列組合是 5~7 組的組合，可以有約 53130~142506 組的編配

組合；而電子鎖具則在應用數位密碼、生物特徵、感測技術透過電子電路程式來致動驅

動馬達，進行解除鎖芯內機械設計的障礙來解鎖，其中數位密碼組是以 6碼數字以上至

12 碼數字設定，約有九千億組以上的密碼排列設定應用，並可透過手機 App 的管理平

台進行一次性或時效性密碼設定、使用者增刪或遠端控制達到遠距管控目的。 

 

關鍵詞：機械鎖具、電子鎖具、管控、安全、方便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echanical locks and Electronic locks 

-Take Door lock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Locks are objects that must be used in daily life, and mechanical locks are a common 

device. Nowaday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locks also combine or 

integrate many functions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to produce electronic locks. Mechanical 

locks and electronic locks are used in the doors of various fields. The use of devices has its own 

needs, application operations, and usage habits, forming many types of application options. 

Mechanical locks use mechanical and physical principles to form actuation obstacles in 

the lock cylinder. The correct key configured for the lock must be used to remove the 

mechanical obstacles designed by the lock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unlock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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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closing. The common arrangement and combination of the bolts and key teeth in the 

lock box of mechanical locks is 5~7 sets of combinations, and there can be about 

53130~142506 sets of allocation combinations; while electronic locks use digital passwords 

and biological Features, sensing technology, through the electronic circuit program to actuate 

the drive motor to remove the mechanical design obstacles in the lock cylinder to unlock. 

Among them, the digital code set is set with 6 digits or more to 12 digits, and there are about 

900 billion groups or more. The password arrangement and setting application of the mobile 

phone can be used for one-time or time-sensitive password setting, user additions and deletions 

or remote control through the mobile App management platform to achieve remote control 

purposes. 

 

Keywords：Mechanical lock,  Electronic lock , Control , Safety, convenient 

 

一、緒論 

門，是用於界定場域空間內外區隔及屏蔽用。再運用物件或工具對門進行管控則是

應用裝置在門上的鎖具。目前所能見到的門鎖鎖具可概分為機械鎖具及電子鎖具二大分

類。機械鎖具是常見的應用，日常生活中均在使用，且須攜帶或管理對它進行開啟/關

閉的鑰匙。電子鎖具則是近年逐漸蓬勃發展的新形式門鎖鎖具，是機械鎖具在原有的基

礎下，藉著電子科技結合或整合多項技術應用， 形成另一類鎖具的發展形式。機械及

電子科技應用的交錯點上，形成了人們對於應用的抉擇與取捨。 

(一)  研究背景與目的 

1. 研究背景 

日常生活的許多空間場域，為了區隔內外，除了門的裝設並會在於門加裝

鎖具以確保安全性。實務上的鎖具修繕更替，仍是以機械鎖具裝置為主，主要

是以業主本身抉擇來定。而近年的新建案場則呈現採用電子鎖具為裝置標配，

實際上是屬於建設營造單位的決定。人們相對則須融入這傳統及現代應用交錯

時空之中。 

2. 研究目的 

機械鎖具與電子鎖具在裝置應用上有著使用者應用、需求等的考量，但裝

置門鎖鎖具總是要達到該有的最重要需求，許多的技術及整合應用是值得我們

探討及瞭解。 

(1) 管控效能：達到實際使用者的權益保障。 

(2) 安全效能：維護使用者的身家安全。 

(3) 方便效能：使用的方便性。 

(4) 機械鎖具應用：鎖具管理方式。 

(5) 電子鎖具應用：使用者的應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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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範圍與內容 

1. 研究範圍 

機械鎖具及電子鎖具的應用可常見於各場域處所，本節探討主要以區隔場

域內外大門裝置的鎖具，重點在於離開該場域並關閉其門即對該場域具有效閉

鎖及提供安全性防範的效能，以人們居家或工作處所裝置使用的出入大門門鎖

來進行探討。 

2. 研究內容 

(1) 鎖具之管控應用。 

(2) 鎖具之安全效能。 

(3) 鎖具之方便模式。 

 

二、文獻探討 

人們對於鎖具的使用由遠古以來就有，目的就是為了身家的安全維護。只是時空環

境的演進，隨著人類工藝技能及近代電子科技的進步，鎖具走向了更多元化更精緻的應

用模式。對於機械鎖具及電子鎖具都有使用的現代，本節就機械鎖具及電子鎖具的應用

(如圖 1)初步探討說明如下： 

(一) 機械鎖具 

機械鎖具有多種類型的設計，栓銷制栓鎖、凸塊鎖、槓桿制栓鎖、盤形制栓鎖、

組合鎖…等等的類型。而應用於門鎖裝置，則多採用栓銷鎖的設計應用。門鎖鎖具

多為栓銷制拴上鎖的應用，概分成三大部分： 

1. 鎖匣組件：鎖匣本體內置鎖芯、上栓銷、下栓銷、彈簧、傳動桿。 

2. 鎖舌組件：門鎖與門框間重要的移動障礙物，致動它才產生關閉/開啟作用。 

3. 外層組件：是鎖體的外層保護殼，外置把手以拉動門來關閉/開啟。 

(二) 電子鎖具 

電子鎖具是以機械鎖具的鎖匣組件為主體，結合或整合電子電路板、感測辨識

模組等。藉由電路、模組及驅動馬達應用代替鑰匙的功能，完成關閉/開啟。 

1. 當通過完成模組的感應辨識之後，藉由建置的驅動馬達致動鎖匣內鎖芯解除機

械障礙，達成解鎖開啟。 

2. 當門關閉，鎖舌的位置感測器感應，驅使馬達致動鎖芯在鎖匣內形成障礙，自

動完成關閉動作。 

 

 

 

 

 

 

圖 1 鎖具應用及裝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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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鎖具探討 

門鎖鎖具的裝置應用，主要就是為了安全的維護及人員出入的管控。而實務上在鎖

具技術層面及設計應用，也會因應針對人們對於管理方便性的考量。綜觀人們大部分對

鎖具的應用需求，不外乎管控、安全性、便利性等的抉擇。本節將對鎖具的構造設計、

延伸應用以及功能特性進行探討。 

(一) 機械鎖具的栓銷制栓鎖 

門鎖的機械鎖具大多採用栓銷制栓設計，當然也有其他制栓模式的設計，但較

不多見，本節主要介紹最為廣泛應用的栓銷鎖。 

1. 應用原理 

實務上亦有稱為彈子鎖、栓柱鎖、pin鎖的稱呼。由三大部分來組成，詳如

二章第一節所述。 

(1) 鎖芯、彈簧、上栓銷、下栓銷於鎖匣內部平常狀態為障礙狀態(如圖 2)。 

(2) 使用鑰匙透過鎖孔進入鎖匣核心，推動鎖芯內栓銷孔槽的上栓銷、下栓銷，

使其接合面與鎖芯、鎖匣的接合面達到一直線時，解除障礙(如圖 3)。 

(3) 旋動鑰匙，使鎖芯後所連結之傳動桿能拉動鎖舌(如圖 4)。 

(4) 致動鎖舌，解除鎖舌對門板、門框間的障礙，完成解鎖動作。 

   

 圖2 鎖匣內部平常狀態 圖3使用鑰匙推動上下栓銷 圖4 排除障礙性後完成開啟 

2. 延伸應用 

(1) 備份鑰匙：為防止鑰匙遺失，無法關閉/開啟門鎖，採以配製備份鑰匙。 

(2) 主副鑰匙管理：因應使用多鎖具及管理配製繁多的備份鑰匙，採取對上栓

銷、下栓銷進行分段多層次編配。使重要使用者或管理者可對大部分門鎖

可僅使用單一鑰匙來開啟所需要開啟的門，其他單純使用者僅能開啟單一

門鎖，無法開啟其他門鎖。所有使用者僅需攜帶、保管、使用一支鑰匙，

而管理上主鑰匙即備份。 

(3) 多階栓銷管理：鎖具有多人使用，均持有可供關閉/開啟的鑰匙，為防範因

某人不慎遺失鑰匙或被竊取造成損失，採取對上栓銷、下栓銷進行分段多

層次編配不同層次的栓銷及鑰匙，編製備份 1~3號齒槽漸深的備份鑰匙，

並於鎖芯的栓銷孔內進行鑿製小孔。若有某人因鑰匙遺失，即啟用 2號新

鑰，當新鑰啟用後，使得編配於栓銷段落中的小栓銷落入鎖芯所鑿製小孔，

此會形成原 1號鑰匙無法再開啟門鎖鎖具，可防範舊鑰匙被有心之士運用。

而新鑰匙須配製給所有使用者， 3號鑰匙則成為新備份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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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鎖具特性 

許多鎖具的製造有鋅合金、不鏽鋼合金材質，在對於防破壞的安全性要求

更形重要時，則採用不銹鋼合金的鎖具，增強門鎖強度，防範被破壞。另外，

機械鎖具有的特性： 

(1) 使用操作單純，正確符合的鑰匙即可以進行關閉/開啟操作。 

(2) 無設定程序的學習。 

(3) 無密碼記憶問題。 

(二) 電子鎖具的結合應用 

電子鎖具的生成，主要是近廿多年來，電子科技的快速進步及蓬勃發展，也由

於許多的感應(測)技術在電子科技模組上有了更長足的進步，門鎖鎖具於此同時，

也與時俱進的結合多種模組，進行鎖具電子化。另外，在無線傳輸及網路盛行情況

下，也逐漸發展出遠端控管及關閉/開啟門鎖的應用，門鎖鎖具也朝向了智能家庭成

員邁進。 

電子鎖具其核心的鎖匣主體內部仍是布局機械鎖匣，並結合了電池盒、電子電

路板、感應(測)技術模組，形成雙重以上解鎖功能的鎖匣。而原來的主要「障礙」

轉由數位密碼設定、感應(測)技術模組、生物特徵辨識、藍芽技術等等的科技技術

接手替代，鎖芯及栓銷組則退居備位。 

1. 電子鎖具結合的電子科技技術模組如下： 

(1) 數位密碼：一般為設定 6碼以上至 12碼的數字密碼(如圖 5)。 

(2) 感應(測)技術模組：電磁線圈感測(感應扣)、IC 晶片感測(悠遊卡)、RFID 身

分辨識等技術(如圖 6)。 

(3) 生物特徵辨識模組：指紋、指靜脈、臉部特徵等辨識技術(如圖 7)。 

(4) 無線傳輸訊號：遙控器、藍芽等等技術(如圖 8)。 

  
 圖5 數位密碼 圖6感應(測) 

  

 圖7 生物特徵辨識-指紋 圖8 無線訊號傳輸-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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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伸應用 

IOT 整合應用，屬客製化需求。可透過區域網路、橋接器、網際網路、雲端、

智慧型行動電話App、Wifi、監控系統等等的系統整合進行遠端關閉/開啟門鎖。 

3. 鎖具特性 

(1) 鎖舌部位可感測關閉，即自動上鎖，防範趁機入侵。 

(2) 感測鎮動性破壞、高突波電壓衝擊，電路斷電進入自我休眠保護狀態，並

發出 80分貝警報聲響。 

(3) 溫度感測器偵測到周邊溫度提升達 60 ﾟ C時，會發出 80分貝警報聲響。 

(4) 內部安全開關，即關斷電路，外部無法開啟。 

 

四、鎖具的管理應用 

機械鎖具與電子鎖具的門鎖裝置應用，都會面臨多鎖具管理層面的狀況。分述如下： 

(一) 機械鎖具的管理應用 

在多鎖具或多階栓銷的鑰匙配製及管理，主要的動作都在於上、下栓銷之長度

編配。鎖匣、鎖芯部的栓銷孔槽設計有 3~9組，也有特別需求更多組數，但難以見

到，組數愈多相對其被使用非鑰匙開啟的難度增高。一般常用的組數約是 5~7組，

通常每一組可進行 5階栓銷長度的編配（註：栓銷長短各階的編配是鑰匙齒槽配製

的依據）。 

1. 較小的鎖具編配栓銷 3組 5階長度的排列組合，可有 3003組的組合編排。 

2. 5~7組栓銷應用，組合可以有 53130~142506組的編排。 

3. 若採用 9組栓銷組，可以達到 1221759組的編排。 

4. 目前也有標榜可以超過達到 450萬組組合的安全鎖芯。 

(二) 電子鎖具的管理應用 

實務上，設定數位密碼組幾乎是電子鎖具的標配，而後再搭配如生物特徵或者

感應(測)模組或者增加無線傳輸等的功能。密碼解鎖的應用是不可或缺的。 

1. 密碼的設定多採以最少 6碼至 12碼的設計，可以有九千億組以上的數字組合。 

2. 透過智慧型行動電話、Wifi、App管理操作平台，管理者可進行遠端管控，隨

時進行使用者增刪，亦可設定一次性或時限性密碼提供使用。 

3. 在使用密碼解鎖時，可在正確密碼的前後輸入任意位數數字，輸入過程能辨識

出真正的整組密碼，即可解鎖。此種虛位密碼的設計，可防範有心人士窺竊。 

(三) 應用對比 

對於機械鎖具及電子鎖具來説，電子鎖具實質上是保有原機械鎖具應用功能，

增加使用電子科技技術來取代，並逐漸將門鎖鎖具電子化，使得鎖具能在未來與 IOT

整合技術鏈結，體現智能家居對管控、安全、方便效能的彰顯。然而對於使用者來

說仍有各自抉擇及使用需求考量，僅以下表提供對照(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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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機械鎖與電子鎖應用對照表 

 機械鎖 電子鎖 

解鎖機制 

正確符合鎖芯內栓銷長度的鑰匙

齒列即能解鎖。 

鑰匙、數位密碼、電子磁扣、IC

晶片(悠遊卡或一卡通)、RFID射

頻身分辨識、生物特徵、藍芽技

術、手機Wifi暨APP、網際網路

(遠端開啟)等等 

方便性 

1.須攜帶暨管理鑰匙 

2.可採取主、副鑰匙管理模式 

3.可採取多重栓銷配置管理模式 

1.無需攜帶鑰匙 

2.設定 6~12位數字密碼 

3.可隨時增刪使用人員及設定一

次性或時效性密碼 

4.遠距控管 

安全性 

部分鎖具設計有： 

1.機械性重力自動上鎖。 

2.內部安全扣，扣上後外部無法應

用鑰匙開啟。 

1.關門後自動上鎖 

2.虛位密碼設計 

3.破壞、火災警報聲響 

4.遇外力破壞即自動斷電保護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機械鎖具使用上是較為單純的應用，使用者僅需藉由鑰匙致動鎖芯內配置好的

長短距的栓銷即可解鎖開啟/關閉。在同一場域多扇門戶的鑰匙管理，實務上可

採取主、副鑰匙管理模式；而多人使用同一鑰匙可以以栓銷階層配置管理。應

對鑰匙因攜帶遺失須重新配置的安全顧慮問題。也解決管理者需管理一大串鑰

匙的景況。 

2. 電子鎖具的使用，為防範破壞及安全性考量，在電子電路板上都已整合應用了

震動撞擊感測、高壓突波電源感測、火警高溫感測等警示警報及自我休眠保護

機制。整合性的應用可選擇如磁扣、IC晶片卡、RFID射頻辨識，生物特徵辨

識等解鎖模式。遠端控制的應用可選擇如藍芽、手機Wifi暨App透過橋接器與

網際網路鏈結進行解鎖。 

3. 機械鎖具與電子鎖具在目前實務應用上都有其需求使用者。機械鎖具的安裝較

常見於門鎖老舊、損壞或鑰匙遺失而更換鎖具，另外是住宅修繕更新因使用者

習慣不想變動而沿用的情形；電子鎖具裝置現在是新建案場採用的大宗，幾乎

已是現行門鎖裝置的標配，最主要是因應智慧型行動電話的使用，可隨身攜帶

並可整合APP、Wifi、內部區網以及網際網路建置成遠端監控及操控開/關門、

緊急應變處置等的結合使用。 

(二) 建議 

1. 機械鎖具的裝置應用中鎖芯栓柱常用多為 5~7組，而鑰匙齒牙搭配栓柱長度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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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也常用 5階來編配。若想增加鎖具開鎖的難度(安全性考量)，可以客製增加

栓柱組或栓柱長度的編配需求製作，但會囿於鎖具大小、機械製作困難程度等

等因素；而主副鑰匙管理及多重栓銷配置管理亦屬於客製化需求的模式。此些

是機械鎖具客製化時須考量的。 

2. 電子鎖具的整合應用有較多樣性、方便性的選擇，而電子零組件的壽期有其大

致上使用年限因素，就如同智慧型行動電話或電腦亦是如此，這是需求或使用

者應列入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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