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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密钥专用智能管理

箱，涉及变电站二次安防加密装置的密钥存放技

术领域，解决班组管理变电站密钥数量大、种类

多且不易于管理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包括箱体，

箱体内设置有解锁钥匙管理主机、多个钥匙柱、

液晶面板，解锁钥匙管理主机分别与钥匙柱、液

晶面板电连接；钥匙柱用于存放和锁住专门特定

的钥匙，解锁钥匙管理主机包括用于记录信息的

储存模块，解锁钥匙管理主机控制钥匙柱的解锁

动作。通过解锁钥匙管理主机设定相应程序控制

钥匙柱对密钥进行解锁，以及储存模块记录信息

可有效的对密钥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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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箱体（1）内设置有解锁钥匙管

理主机（8）、多个钥匙柱（5）、液晶面板（10），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分别与钥匙柱（5）、

液晶面板（10）电连接；所述钥匙柱（5）内设置有锁紧机构，所述锁紧机构与解锁钥匙管理主

机（8）电连接，所述钥匙柱（5）用于存放和锁住特定的钥匙；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包括

用于记录信息的储存模块，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控制所述钥匙柱（5）内锁紧机构的解

锁动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钥匙柱（5）包括锁筒

（51）和锁栓（52），所述锁筒（51）中心为圆柱状凹槽，所述锁栓（52）为直径与所述圆柱状凹

槽一致的圆柱体，所述锁栓（52）位于所述锁筒（51）中心的圆柱状凹槽内，锁栓（52）中心开

设有与钥匙相匹配的锁孔（53）；

所述锁紧机构包括锁筒（51）内的铁质卡块（55）与锁栓（52）外表面的卡槽（54）以及与

铁质卡块（55）同轴放置的电磁铁（57），所述铁质卡块（55）一端通过弹簧（56）连接于锁筒

（51）内，所述电磁铁（57）与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电连接；

锁定时，所述铁质卡块（55）部分位于卡槽（54）内，使得所述铁质卡块（55）一部分位于

锁栓（52）内，一部分位于锁筒（51）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钥匙柱（5）的柱口面

向箱体（1）的正面，所述钥匙柱（5）位于液晶面板（10）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钥匙柱（5）旁设置有

指示灯（6），一个钥匙柱（5）对应一个指示灯（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内设置有红

外线监测器，所红外线监测器分别与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指示灯（6）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上还设置有RFID

卡感应器（9），所述RFID卡感应器（9）与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上设置有触

摸键盘（11），所述触摸键盘（11）与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

（8）包括GSM无线模块，所述无线模块连接有天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包括箱门

（2），所述箱门（2）包括门锁（3）和可视化玻璃（4），所述箱体（1）内设置有报警系统，所述门

锁（3）与报警系统电连接，所述报警系统包括蜂鸣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背面设置有

4个墙壁挂环（12），两侧设置有手提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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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电站二次安防加密装置的密钥存放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密钥专

用智能管理箱。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班组管理变电站的密钥存在数量大且种类繁多，不易于管理，如2个220kV变

电站有3台加密装置6把密钥，班组管辖4个220kV及以上变电站等。这些密钥虽粘贴了标签

存放于加密装置柜内或班组塑料盒中，但依然存在以下问题：1、密钥任何人随便使用，未进

行专人管理，出入登记，且可能丢失；2、有些密钥虽进行了专人管理，但所有出入登记采用

纸质登记，而且存放不规范。

[0003] 传统的密钥管理没有完善的管理技术措施，变电站还存在完全靠人为控制的密钥

的保管现象，如:采用信封封存、使用时拆封登记；或将密钥锁在抽屉保管。这些管理办法，

既不能保证密钥的正确使用，又增加了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关键密钥的随意使用会给

班组成员养成一种习惯性违章，为造成恶性事件留下隐患。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以上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能够解决班组管理变电站

密钥数量大、种类多且不易于管理的问题。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包括箱体，箱体内设置有解锁钥匙管理主机、多个钥匙

柱、液晶面板，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分别与钥匙柱、液晶面板电连接；所述钥匙柱内设置

有锁紧机构，所述锁紧机构与锁钥匙管理主机电连接，所述钥匙柱用于存放和锁住特定的

钥匙，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包括用于记录信息的储存模块，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控制

所述钥匙柱内锁紧机构的解锁动作。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钥匙柱包括锁筒和锁栓，所述锁筒中心为圆柱状凹槽，所述锁栓为

直径与所述圆柱凹槽一致的圆柱体，所述锁栓位于所述锁筒中心的圆柱状凹槽内，锁栓中

心开设有与钥匙相匹配的锁孔；所述锁紧机构包括锁筒内的铁质卡块与锁栓外表面的卡槽

以及与铁质卡块同轴放置的电磁铁，所述铁质卡块一端通过弹簧连接于锁筒内，所述电磁

铁与解锁钥匙管理主机电连接；锁定时，所述铁质卡块部分位于卡槽内，使得所述铁质卡块

一部分位于锁栓内，一部分位于锁筒内。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钥匙柱的柱口面向箱体的正面，所述钥匙柱位于液晶面板下方。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钥匙柱旁设置有指示灯，一个钥匙柱对应一个指示灯。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红外线监测器，所述红外检测器分别与解锁钥匙管

理主机、指示灯电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上还设置有RFID卡感应器，所述RFID卡感应器与所述解锁钥

匙管理主机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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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上设置有触摸键盘，所述触摸键盘与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

电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包括GSM无线模块，所述无线模块连接有天线。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包括箱门，所述箱门包括门锁和可视化玻璃，所述箱体内设置

有报警系统，所述门锁与报警系统电连接，所述报警系统包括蜂鸣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背面设置有4个墙壁挂环，两侧设置有手提扣。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在解锁钥匙管理主机内设置相应程序，通过获得授权才可以进行密钥的解锁，并

且所有的密钥放置位置固定且唯一，不同的钥匙柱存放和锁住不同的钥匙，防止随意使用

及丢失的情况出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内的储存模块可以记录使用人、使用时间、归还等信

息，规范了班组对变电站密钥的管理，实现了解密钥的智能化管控，杜绝了人为因素的影

响，完善了变电站密钥的管理。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以下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箱体结构正视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箱体结构左视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箱体结构后视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箱体结构右视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钥匙柱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钥匙柱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标号表示为：1-箱体，2-箱门，3-门锁，4-可视化玻璃，5-钥匙柱，6-指示灯，7-

箱内照明灯，8-解锁钥匙管理主机，9-  RFID卡感应器，10-液晶面板，11-触摸键盘，12-墙壁

挂环，13-手提扣，15-调试及资料拷贝接口区，16-电源接口，17-电源跨侧布线槽，51-锁筒，

52-锁栓，53-锁孔，54-卡槽，55-铁质卡块，56-弹簧，57-电磁铁。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如图1至6所示的一种密钥专用智能管

理箱，包括箱体1，箱体1内设置有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多个钥匙柱5、液晶面板10，解锁钥匙

管理主机8分别与钥匙柱5、液晶面板10电连接；所述钥匙柱5内设置有锁紧机构，所述锁紧

机构与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电连接，钥匙柱5可用于存放和锁住特定的钥匙；解锁钥匙管理

主机8包括用于记录信息的储存模块，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内设置有控制钥匙柱5内锁紧机

构解锁的程序，使得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控制钥匙柱5内锁紧机构的解锁动作，液晶面板10

设置有相应的操作界面。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211961409 U

4



[0028] 如图5所示，钥匙柱5包括锁筒51和锁栓52，锁筒51中心为圆柱状凹槽，锁栓52为直

径与圆柱凹槽一致的圆柱体，锁栓52位于锁筒51中心的圆柱状凹槽内，锁栓52中心开设有

与钥匙相匹配的锁孔53；锁紧机构包括锁筒51内的铁质卡块55与锁栓外表面的卡槽54以及

与铁质卡块55同轴放置的电磁铁57，铁质卡块55一端通过弹簧56连接于锁筒51内，电磁铁

57与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电连接；锁定时，所述铁质卡块55部分位于卡槽54内，使得所述铁

质卡块55一部分位于锁栓52内，一部分位于锁筒51内。

[0029] 如图6所示，当插入锁孔53的钥匙是相匹配时，与正常开门开锁的原理一样，锁栓

52与钥匙可以同时扭动，当锁栓52转动到铁质卡块55正好对应卡槽54时,铁质卡块55一端

会被弹进卡槽54里,使得铁质卡块55一部分位于锁栓52内，一部分位于锁筒51内，使锁栓52

不能够再转动，钥匙也无法拔出，完成锁定动作；当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发出解锁指令时，电

磁铁57通电产生磁场并通过磁力将铁质卡块55吸出卡槽54，使钥匙与锁栓52可以转动，当

转动到相应位置时就可以将钥匙拔出，完成解锁。

[0030] 另外钥匙柱5的设计也可以借鉴或者引用申请号为CN201210558438.2的《智能钥

匙闭锁柱》专利的技术方案代替。

[0031] 箱体1设有箱门2、钥匙柱5、用于显示钥匙存放位置及光报警的指示灯6、箱体内照

明灯7、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墙壁挂环12、手提扣13、调试及资料拷贝接口区15、电源接口

16、电源跨侧布线槽17。箱门2由门锁3和可视化玻璃4构成；其中，门锁3直接关联配套系统

的报警功能，当门锁未关闭时，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的液晶面板10会显示门锁3状态及箱体1

内蜂鸣器会根据预设置做出相应警示声；可视化玻璃4用于日常观察箱内钥匙存放状态。

[0032] 钥匙柱5是考虑到不同钥匙的形态各异，设计的一款通用兼容式管理组件，在本实

用新型的箱体1内共设置了48个钥匙柱5，用于存放各种钥匙；由于采用了红外线监测技术，

故可检测钥匙的存/取位置状态，且当钥匙柱5上处于无钥匙状态时，对应钥匙柱5旁用于显

示钥匙存放位置及光报警的指示灯6处于不发光状态，反之，钥匙在钥匙柱5上存放位置正

确，则该位置的指示灯6处于发光状态，若钥匙在对应的钥匙柱5上存放不正确，则该位置的

指示灯6处于闪烁状态；对应的指示灯6状态信息会上送到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进行显示与

存储。

[0033] 箱内照明灯7用于箱体1内长时间的照明，灯体亮度可根据箱门的状态自动调整，

即：箱门2关闭状态时照明灯亮度较箱门2打开状态暗，照明灯发出的光是一种柔和光线。

[0034] 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是钥匙管理核心部件，支持48个钥匙柱的管理，支持密码、授

权卡等授权方式；该部件包括GSM无线模块、储存模块，结合RFID卡感应器9、工业级液晶显

示面板10、和触摸键盘11等；可完成多种授权方式、多级用户管理、准确记录用户操作情况

等。

[0035] 解锁钥匙管理主机8内的GSM无线模块，可以向授权的手机号码发送操作请求和接

收授权手机回复短信，进行开锁操作，GSM无线模块连接有天线，主要用于增强GSM无线模块

的接收与发送信号。

[0036] RFID卡感应器9，可支持非接触性IC卡，如工卡、饭卡等设备的授权与管理；通过配

套系统设置卡片的授权码与RFID卡感应器9匹配，实现刷卡识别的唯一性，增加安全可靠

性。

[0037] 工业级液晶面板10，具有高分辨率的液晶显示屏幕，可在液晶显示屏幕上，查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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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操作、报警信息、密码管理员分配权限等操作。箱体1上的触摸键盘11，主要用于工号、密

码、查阅选项操作等。可以通过触摸键盘11在液晶显示面板10界面上进行翻页查阅，可显示

钥匙状态、借出时间、借出姓名、归还状态，还可以显示告警信息。RFID感应器9，可以识别经

过调试授权的RFID卡，可以通过感应卡片来读取持卡人信息，包括工号、身份等信息，并将

所识别的信息上送至液晶面板10显示及储存模块进行记录，同时经过信息匹配来打开箱门

2。

[0038] 该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通过液晶面板10和触摸键盘11等可以设置管理员授权操

作人的方式及操作人权限，还可以通过GSM无线模块对授权号码短信指令的接收与发送，还

能利用储存模块来记录钥匙借用时间，结合液晶面板10实时显示各钥匙的状态，便于钥匙

管理，减少人工和差错。

[0039] 调试及资料拷贝接口区15，包含有调式串口、usb口、通信口等，方便工程人员对产

品的软件升级、用户拷贝或下载操作记录及告警事件等。电源接口16，为箱体1内部控制器

等电子元件进行供电。电源跨侧布线槽17，靠近电源接口16而设计，主要是便于从墙体获取

电源，减少跨侧获取电源时布线凌乱。

[0040] 箱门2通过电源接口16电连接至箱内部的电源模块，电源模块还与钥匙柱5及钥匙

状态指示灯6、照明灯7、RFID卡感应器9、液晶面板10、储存模块、无线模块、调试及资料拷贝

接口区15电连接；液晶显示面板10连接箱门2、钥匙RFID感应器9、储存模块等，储存模块连

接无线模块、调试及资料拷贝接口15。

[0041] 具体的，电源模块除了外接市电电源，还包括箱体内部设计的备用锂电池。当市电

断电或者电压低于规定范围时，切换到备用锂电池供电，可保证该密钥专用智能管理箱不

失电、不掉电。

[0042] 储存模块使用的是非易失FLASHROM芯片，可记录用户操作情况，记录准确，容量

大。该模块可将液晶面板10中显示的数据进行长时间的保存，便于记录操作及故障状态。钥

匙柱5通过指示灯6，可以清楚显示当前钥匙存放状态，并将钥匙状态上送至液晶面板10进

行显示。

[0043] 箱体1背面设置有墙壁挂环12，共设置了4个墙壁挂环12，主要用于箱体1可靠地固

定在墙面，保证箱体1平稳贴于墙面。箱体上两侧的手提扣13，主要用于箱体1搬移的便利及

安全性，防止箱体1搬移过程中滑摔，损坏箱体结构。

[0044] 实施例1

[0045] 本实用新型使用的是管理员授权操作员的方式进行解锁操作。管理员由调试员添

加，拥有管理普通用户的权限。管理员通过注册时的认证凭证如身份卡、密码或是手机号码

来管理普通用户，即不具有管理员或紧急权限的用户。具体管理员设置步骤：在待机界面

下，按确认键进入管理员登录菜单，液晶屏幕会有“请输入4位管理员工号或刷管理卡”提

示，此时如果刷管理卡，则进入管理员界面，如果输入管理员工号，则继续输入管理员密码，

待正确输入管理员密码后方可进入管理员界面。管理员界面，包括管理用户、配置钥匙、管

理操作记录等操作内容，若选择进入管理用户操作界面，又包含了添加用户、删除用户、用

户设置等操作内容。此时，选择添加用户操作，则要求添加4位工号、名字、密码、RFID卡号、

手机号等信息，完成信息填写后保存。然后可返回界面进入用户设置，在所需用户信息下设

置操作权限或授权权限的添加或删除，至此管理员通过钥匙管理机直接添加和修改用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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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已完成。

[0046] 实施例2

[0047] 上述实施例1提到的管理员授权操作员的方式，授权完成后，操作员可以拥有相应

的操作权限。本实施例目的在于说明操作员解锁钥匙和返还钥匙的步骤。解锁钥匙的具体

操作步骤：操作员通过触摸式键盘11输入4位数字的用户工号后按确认键，会提示输入6位

数字的用户密码，待输入正确密码按确定后即可进入具有解锁钥匙和归还钥匙的操作员界

面，也可以直接通过刷授权的RFID卡直接进入。选择解锁钥匙后，会要求选择钥匙柱的号

码，确认后若该解锁的钥匙柱是用户权限内的钥匙，则门解锁可以直接取出钥匙。若该解锁

的钥匙柱不在用户权限内，则会要求选择授权方式，此时授权方式有本地刷卡授权、手机短

信授权、本地密码授权等多种方式，通过选择对应的授权方式来取得授权指令实现钥匙柱

和箱门的解锁。

[0048] 返还钥匙的具体操作步骤：操作员在待机界面刷授权卡或输入授权密码进入操作

员界面，选择返还钥匙箱门2即可开启，当把钥匙放插入的钥匙柱5里的锁孔53时，若钥匙与

锁孔53相匹配，则可扭动锁栓52，扭动到一定位置时钥匙柱5内的锁紧机构自动闭锁，液晶

面板10显示钥匙已返还状态，同时状态灯正常亮；若特征匹配不成功，则无法完成钥匙返

还，甚至会发出报警声。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211961409 U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8

CN 211961409 U

8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9

CN 211961409 U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0

CN 211961409 U

10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1

CN 211961409 U

11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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