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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技术

领域，具体涉及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

柜；它包括管理柜、授权遥控装置和开柜遥控器，

管理柜包括主体框架，主体框架内设置有储物

箱，储物箱包括有箱门，每个储物箱内都设置有

电磁锁；管理柜内设置有信号处理装置，信号处

理装置连接有柜门控制装置，柜门控制装置连接

有电磁锁和无线连接装置；授权遥控装置包括中

央控制装置，中央控制装置连接有信息收集装

置、信息存储装置和网络连接装置；开柜遥控器

包括指纹识别装置和信号发生装置；本实用新型

能够通过远程授权和近处遥控器控制管理柜的

方式实现对智能断路器遥控器和相关随机文件

的安全有效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生产

和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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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它包括有管理柜（2），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理柜

（2）包括有主体框架（4），所述主体框架（4）内设置有储物箱（6），所述储物箱（6）包括有箱门

（7），每个所述储物箱（6）内都设置有电磁锁（9）；所述管理柜（2）内设置有信号处理装置

（15），所述信号处理装置（15）连接有柜门控制装置（14），所述柜门控制装置（14）分别连接

有所述电磁锁（9）和无线连接装置（13）；所述遥控管理柜还包括有授权遥控装置（1）和开柜

遥控器（3），所述授权遥控装置（1）包括有中央控制装置（18），所述中央控制装置（18）分别

连接有信息收集装置（19）、信息存储装置（17）和网络连接装置（16）；所述开柜遥控器（3）包

括有指纹识别装置（12），所述指纹识别装置（12）连接有信号发生装置（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箱门

（7）上设置有信息牌（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锁

（9）的锁体固定设置于所述储物箱（6）的壁板上，所述电磁锁（9）的吸板固定设置于所述箱

门（7）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箱

（6）底部设置有弹片（10），所述箱门（7）关闭时所述弹片（10）与所述箱门（7）接触并处于弹

力变形状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框

架（4）下部设置有控制箱（5），所述控制箱（5）包括有与所述主体框架（4）转动连接的控制箱

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连

接装置（13）、所述柜门控制装置（14）和所述信号处理装置（15）设置于所述控制箱（5）内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连

接装置（13）包括有物联连接装置和wifi连接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收

集装置（19）包括有指纹收集装置和信息录入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授权遥

控装置（1）上设置有输入键盘和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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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

遥控管理柜。

背景技术

[0002] 在变电站的正常运行过程中，高压断路器对电力线路电力输送过程中的开、断、电

力分配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切断或者闭合在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或负荷电

流，在电路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继电器保护电路装置；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并且为了满足变电站安全生产的要求和提高其运维管理水平，近年来，变电站中采用的

带遥控操作功能的高压智能断路器数量不断增多，而各高压智能断路器都有其对应的遥控

器和各种随机文件，在对遥控器和各种随机文件进行管理时，若采用传统的手工分类、分柜

方式，则在需要使用时不能很快地地确定目标，且随着其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多，传统分类

归置方式管理不便且易出错。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设计合理、使用方便、

能够对智能断路器的遥控器和各种随机文件进行管理并实现遥控操作的智能断路器管理

系统用遥控管理柜。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它包括有

管理柜，所述管理柜包括有主体框架，所述主体框架内设置有储物箱，所述储物箱包括有箱

门，每个所述储物箱内都设置有电磁锁；所述管理柜内设置有信号处理装置，所述信号处理

装置连接有柜门控制装置，所述柜门控制装置分别连接有所述电磁锁和无线连接装置；所

述遥控管理柜还包括有授权遥控装置和开柜遥控器，所述授权遥控装置包括有中央控制装

置，所述中央控制装置分别连接有信息收集装置、信息存储装置和网络连接装置；所述开柜

遥控器包括有指纹识别装置，所述指纹识别装置连接有信号发生装置。

[0005] 所述箱门上设置有信息牌。

[0006] 所述电磁锁的锁体固定设置于所述储物箱的壁板上，所述电磁锁的吸板固定设置

于所述箱门上。

[0007] 所述储物箱底部设置有弹片，所述箱门关闭时所述弹片与所述箱门接触并处于弹

力变形状态。

[0008] 所述主体框架下部设置有控制箱，所述控制箱包括有与所述主体框架转动连接的

控制箱门。

[0009] 所述无线连接装置、所述柜门控制装置和所述信号处理装置设置于所述控制箱内

部。

[0010] 所述无线连接装置包括有物联连接装置和wifi连接装置。

[0011] 所述信息收集装置包括有指纹收集装置和信息录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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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授权遥控装置上设置有输入键盘和显示屏。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主要包括授权遥控装置、管理柜和开柜遥控

器，管理柜内设置有若干储物箱，各智能断路器的遥控器和随机文件可分类放入储物箱内

进行保存和管理，每个储物箱的箱门通过无延时的电磁锁对其进行控制，需要取用相关遥

控器或随机文件时方便快捷；管理柜内设置的柜门控制装置统一对电磁锁进行管理，当无

线连接装置收到授权遥控装置通过网络连接装置发送的授权码，且信号处理装置收到开柜

遥控器发送的相应开箱码时，柜门控制装置对相应的电磁锁进行打开操作，工作人员即可

快速取用相应储物箱内的遥控器或随机文件，省去了费时费力的查找和开箱操作，可有效

提高工作效率；授权遥控装置可通过信息收集装置收集相关智能断路器和与其对应的储物

箱的信息并将其存储在信息存储装置内，当需要取用相关智能断路器的遥控器或随机文件

时，即可进行快速查找并通过网络连接装置向管理柜发送授权码，允许对相应储物箱执行

开门操作；开柜遥控器可通过指纹识别装置鉴别有操作权限的工作人员，并通过信号发生

装置向管理柜发送相应储物箱的开箱码，完成开箱操作；使用远程授权、工作人员识别和近

处遥控开箱的方式取代传统填写作业票和审核的方式，简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了效率；本实

用新型结构合理、操作使用方便，能够通过远程授权和近处遥控器控制管理柜的方式实现

对智能断路器遥控器和相关随机文件的安全有效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生产和管

理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的管理柜的正视结构示意

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的管理柜内部结构俯视示意

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的箱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的原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授权遥控装置   2、管理柜   3、开柜遥控器   4、主体框架   5、控制箱   6、

储物箱   7、箱门   8、信息牌   9、电磁锁   10、弹片   11、信号发生装置   12、指纹识别装置  

13、无线连接装置   14、柜门控制装置   15、信号处理装置   16、网络连接装置   17、信息存

储装置   18、中央控制装置   19、信息收集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4所示，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它包括有管理柜2，所述管理柜

2包括有主体框架4，所述主体框架4内设置有储物箱6，所述储物箱6包括有箱门7，每个所述

储物箱6内都设置有电磁锁9；所述管理柜2内设置有信号处理装置15，所述信号处理装置15

连接有柜门控制装置14，所述柜门控制装置14分别连接有所述电磁锁9和无线连接装置13；

所述遥控管理柜还包括有授权遥控装置1和开柜遥控器3，所述授权遥控装置1包括有中央

控制装置18，所述中央控制装置18分别连接有信息收集装置19、信息存储装置17和网络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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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装置16；所述开柜遥控器3包括有指纹识别装置12，所述指纹识别装置12连接有信号发生

装置11。

[0022] 本实用新型主要包括授权遥控装置1、管理柜2和开柜遥控器3，管理柜2内设置有

若干储物箱6，各智能断路器的遥控器和随机文件可分类放入储物箱6内进行保存和管理，

每个储物箱6的箱门7通过无延时的电磁锁9对其进行控制，需要取用相关遥控器或随机文

件时方便快捷；管理柜内设置的柜门控制装置14统一对电磁锁9进行管理，当无线连接装置

13收到授权遥控装置1通过网络连接装置16发送的授权码，且信号处理装置15收到开柜遥

控器3发送的相应开箱码时，柜门控制装置14对相应的电磁锁9进行打开操作，工作人员即

可快速取用相应储物箱6内的遥控器或随机文件，省去了费时费力的查找和开箱操作，可有

效提高工作效率；授权遥控装置1可通过信息收集装置19收集相关智能断路器和与其对应

的储物箱6的信息并将其存储在信息存储装置17内，当需要取用相关智能断路器的遥控器

或随机文件时，即可进行快速查找并通过网络连接装置16向管理柜2发送授权码，允许对相

应储物箱6执行开门操作；开柜遥控器3可通过指纹识别装置12鉴别有操作权限的工作人

员，并通过信号发生装置11向管理柜2发送相应储物箱6的开箱码，完成开箱操作；使用远程

授权、工作人员识别和近处遥控开箱的方式取代传统填写作业票和审核的方式，简化了管

理流程，提高了效率；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操作使用方便，能够通过远程授权和近处遥控

器控制管理柜的方式实现对智能断路器遥控器和相关随机文件的安全有效管理，提高了工

作效率，降低了生产和管理成本。

[0023] 实施例2

[0024] 如图1-4所示，智能断路器管理系统用遥控管理柜，它包括有管理柜2，所述管理柜

2包括有主体框架4，所述主体框架4内设置有储物箱6，所述储物箱6包括有箱门7，每个所述

储物箱6内都设置有电磁锁9；所述管理柜2内设置有信号处理装置15，所述信号处理装置15

连接有柜门控制装置14，所述柜门控制装置14分别连接有所述电磁锁9和无线连接装置13；

所述遥控管理柜还包括有授权遥控装置1和开柜遥控器3，所述授权遥控装置1包括有中央

控制装置18，所述中央控制装置18分别连接有信息收集装置19、信息存储装置17和网络连

接装置16；所述开柜遥控器3包括有指纹识别装置12，所述指纹识别装置12连接有信号发生

装置11。

[0025]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箱门7上设置有信息牌8，可将所述储物箱6内存放的对应智

能断路器的信息显示在所述信息牌8上，便于工作人员取物时进行确认；所述信息牌8可以

设置为电子显示屏或反射式液晶屏。

[0026]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电磁锁9的锁体固定设置于所述储物箱6的壁板上，所述电

磁锁9的吸板固定设置于所述箱门7上，打开所述箱门7时将所述电磁锁9断电片刻，吸板脱

离锁体的吸引，所述箱门7打开，关闭时将所述箱门7合上，吸板在磁力作用下吸附在锁体

上，所述箱门7闭合。

[0027]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储物箱6底部设置有弹片10，所述箱门7关闭时所述弹片10

与所述箱门7接触并处于弹力变形状态，所述电磁锁9断电时，所述箱门7在所述弹片10的弹

力作用下自动打开，方便工作人员取用所述储物箱6内的遥控器或随机文件。

[0028]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主体框架4下部设置有控制箱5，所述控制箱5包括有与所述

主体框架4转动连接的控制箱门，可将所述管理柜2的一些控制装置设置于所述控制箱5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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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集中管理。

[0029]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无线连接装置13、所述柜门控制装置14和所述信号处理装

置15设置于所述控制箱5内部，可以简化所述管理柜2的结构设计，便于对所述管理柜2的集

中管理和检修操作。

[0030]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无线连接装置13包括有物联连接装置和wifi连接装置，可

以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网络连接方式，增强本管理柜的实用性。

[0031]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信息收集装置19包括有指纹收集装置和信息录入装置，可

以通过指纹收集装置录入工作人员的指纹信息，便于对工作人员的确认，通过信息录入装

置可录入工作人员和所述管理柜2各储物箱6存储的相关信息，便于对智能断路器存储信息

的检索和开柜时的授权操作。

[0032]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授权遥控装置1上设置有输入键盘和显示屏，便于信息的录

入和显示，提高所述授权遥控装置1的实用性。

[0033] 本实用新型主要包括授权遥控装置1、管理柜2和开柜遥控器3，管理柜2内设置有

若干储物箱6，各智能断路器的遥控器和随机文件可分类放入储物箱6内进行保存和管理，

每个储物箱6的箱门7通过无延时的电磁锁9对其进行控制，需要取用相关遥控器或随机文

件时方便快捷；管理柜内设置的柜门控制装置14统一对电磁锁9进行管理，当无线连接装置

13收到授权遥控装置1通过网络连接装置16发送的授权码，且信号处理装置15收到开柜遥

控器3发送的相应开箱码时，柜门控制装置14对相应的电磁锁9进行打开操作，工作人员即

可快速取用相应储物箱6内的遥控器或随机文件，省去了费时费力的查找和开箱操作，可有

效提高工作效率；授权遥控装置1可通过信息收集装置19收集相关智能断路器和与其对应

的储物箱6的信息并将其存储在信息存储装置17内，当需要取用相关智能断路器的遥控器

或随机文件时，即可进行快速查找并通过网络连接装置16向管理柜2发送授权码，允许对相

应储物箱6执行开门操作；开柜遥控器3可通过指纹识别装置12鉴别有操作权限的工作人

员，并通过信号发生装置11向管理柜2发送相应储物箱6的开箱码，完成开箱操作；使用远程

授权、工作人员识别和近处遥控开箱的方式取代传统填写作业票和审核的方式，简化了管

理流程，提高了效率；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操作使用方便，能够通过远程授权和近处遥控

器控制管理柜的方式实现对智能断路器遥控器和相关随机文件的安全有效管理，提高了工

作效率，降低了生产和管理成本。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1408206 U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1408206 U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211408206 U

8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211408206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