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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

和行为识别方法，装置包括电讯连接的数据采集

模块、计算控制模块、无线通讯模块、存储模块、

电源管理模块和通信接口，方法基于C3D卷积神

经网络。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采用嵌入式设

计，可以安放在作业视频采集侧，能够自动对电

力现场作业人员的行为进行实时识别，判断操作

是否合规及发出安全警告，使得电力作业安全管

控不必再依赖人工监督和事后分析，从而保障和

提高电力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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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其特征在于，装置包括：

数据采集模块，与外设监控设备电讯连接以对电力现场作业视频进行数据采集和编码

处理；

计算控制模块，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计算，识别现场作业人员的操作，同时控

制和协调各模块的运行；

无线通讯模块，将作业行为识别的结果上传至云端和/或服务器；

存储模块，用于存储运行系统、行为识别算法、和支撑软件；

电源管理模块，为各模块供电；

通信接口，为各模块之间及装置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通讯提供连接口；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计算控制模块、无线通讯模块、存储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和通信接

口电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图像数据采集芯

片，所述数据采集芯片通过CIS接口和/或USB接口与外部作业监控系统及视频摄像头信号

连接进行图像、视频数据采集，同时所述数据采集芯片对采集的视频作业数据编码处理并

输出给所述计算控制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控制模块包括主控芯片，其接收

来自数据采集模块输送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计算，其包括与存储模块连接用的引出接

口、调试开发用的USB接口、以太网接口、无线通讯模块接口、和数据采集模块通讯接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通讯模块包括带分集接收功能的

无线通信芯片，所述无线通信模块接收计算控制模块的输出信号并向云端和/或服务器无

线传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模块采用但不限于SD卡，其用于

存储装置的操作系统、开发平台、行为识别算法及硬件驱动的程序和软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包括电源管理芯片，其

将电池和外部电源通过适配器向数据采集模块、计算控制模块、无线通讯模块供电。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管理模块的外部电源输入电压采

用12V，作为内部电源的电池采用18Ah/3.7V的锂电池组，向数据采集模块供给5V直流电，向

计算控制模块和无线通讯模块供给3.8V直流电。

8.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的行为识别方法，其特征

在于，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通讯模块接受云端或服务器端下发的操作票或工作票信息并发送给计算控制

模块，然后计算控制模块将两票信息转换为计算机识别的动作标签；

步骤2，数据采集模块通过连接电力作业监控系统获取当前待识别的视频数据并进行

编码处理，然后根据预设时长剪切视频数据，最后将分段的数据发送至计算控制模块；

步骤3，计算控制模块接受数据采集模块发送的分段视频数据，调取存储模块中的行为

识别算法，对每段数据进行行为识别，并将识别结果与动作标签进行匹配，若不符则发出安

全警告；

步骤4，计算控制模块识别的动作行为结果经通讯模块上传至云端或服务器端，辅助安

全管控人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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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和行为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作业安全管控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和行为

识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是一个国家的能源动脉，其安全稳定运行对国家经济平稳发展和电网的持续

稳定供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力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技能水平差异较大，在作业

工作中容易出现各类问题，如未及时发现制止纠正，将会发生严重的事故事件，从而影响后

续的生产工作和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0003] 目前国内外电力现场作业常规的安全管控手段主要采用“两票三制”和“监护人监

护制”，同时一些变电站也配备了电力作业监控系统，但这些方式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两票三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业人员的操作顺序及行为进行了规范，但

无法保障现场作业人员的行为是否真正符合标准；

[0005] (2)“监护人监护制”虽然能对现场作业人员的行为进行人工监督，但其判断受监

护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对于违章行为无法有效及时告警；

[0006] (3)电力作业监控系统采集的现场作业视频数据需上传至云端或服务器端进行安

全监控和事后分析，无法在作业侧进行实时的行为动作分析和识别。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和

行为识别方法，其能解决上述问题。

[0008]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所述装置包括：数据采集

模块，用于连接摄像头等监控设备对电力现场作业视频进行数据采集和编码处理；计算控

制模块，对采集的作业图像、视频等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计算，识别现场作业人员的操作，

同时控制和协调各模块的运行；无线通讯模块，将作业行为识别的结果上传至云端或服务

器；存储模块，用于存放装置的运行系统、行为识别算法及其他支撑软件或算法；电源管理

模块，为上述各模块供电；通信接口，为各模块之间及装置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通讯提供可

能。

[0009]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基于上述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的行为识别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1，通讯模块接受云端或服务器端下发的操作票或工作票信息并发送给计算

控制模块，然后计算控制模块将两票信息转换为计算机能识别的一系列动作标签。

[0011] 步骤2，数据采集模块通过连接电力作业监控系统获取当前待识别的视频数据并

进行编码处理，然后根据预设时长剪切视频数据，最后将分段的数据发送至计算控制模块。

[0012] 步骤3，计算控制模块接受数据采集模块发送的分段视频数据，调取存储模块中的

行为识别算法，对每段数据进行行为识别，并将识别结果与动作标签进行匹配，若不符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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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安全警告。

[0013] 步骤4，计算控制模块识别的动作行为结果经通讯模块上传至云端或服务器端，辅

助安全管控人员工作。

[0014]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采用嵌入式设计，

可以安放在作业视频采集侧，能够自动对电力现场作业人员的行为进行实时识别，判断操

作是否合规及发出安全警告，使得电力作业安全管控不必再依赖人工监督和事后分析，从

而保障和提高电力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于Atlas  200芯片的一种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于Atlas  200芯片的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的一种

电源树总体框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于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和C3D卷积神经网络的一

种作业行为识别方法的总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参见图1和图2，一种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装置包括数据采集模块、计算控制模

块、无线通讯模块、存储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和通信接口。所述数据采集模块、计算控制模

块、无线通讯模块、存储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和通信接口电讯连接。

[0020] 其中，数据采集模块，与外设监控设备电讯连接以对电力现场作业视频进行数据

采集和编码处理；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图像数据采集芯片，所述数据采集芯片通过CIS接

口和/或USB接口与外部作业监控系统及视频摄像头信号连接进行图像、视频数据采集，同

时所述数据采集芯片对采集的视频作业数据编码处理并输出给所述计算控制模块。

[0021] 具体实施例中，数据采集模块选用HI3559图像数据采集芯片。HI3559支持多路4K

视频输入和多路ISP图像处理，并支持H.265编码输出或影视级的RAW数据输出。HI3559通过

CSI接口或USB接口连接电力作业监控系统或视频摄像头，对电力现场作业视频进行数据采

集和编码处理。

[0022] 其中，计算控制模块，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计算，识别现场作业人员的操

作，同时控制和协调各模块的运行。所述计算控制模块包括主控芯片，其接收来自数据采集

模块输送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计算，其包括与存储模块连接用的引出接口、调试开发用

的USB接口、以太网接口、无线通讯模块接口、和数据采集模块通讯接口。

[0023] 具体实施例中，计算控制模块选用Atlas  200芯片。Atlas  200是一款高性能的AI

智能计算模块，可以实现图像、视频等多种数据分析与推理计算，它包含了Ascend  310AI芯

片、8GB-RAM、64M-SPI-FLASH等器件。Atlas  200的接口采用144pin的自定义连接器，该连接

器引出SDIO接口(连接存储模块)、USB3 .0接口(用于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的调试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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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RGMII以太网接口(连接以太网)、UART接口(连接无线通讯模块)、PCI-E接口(与数据采

集模块通讯)等。

[0024] 其中，无线通讯模块，将作业行为识别的结果上传至云端和/或服务器。所述无线

通讯模块包括带分集接收功能的无线通信芯片，所述无线通信模块接收计算控制模块的输

出信号并向云端和/或服务器无线传输。

[0025] 具体实施例中，无线通讯模块选用EC20无线通信芯片。EC20是一款带分集接收功

能的无线通信模块，支持LTE-FDD、LTA-TDD、WCDMA、TD-SCDMA、CDMA、GSM等多种主流频段的

网络数据连接及GNSS功能。

[0026] 其中，存储模块，用于存储运行系统、行为识别算法、和支撑软件；所述存储模块采

用但不限于SD卡，其用于存储装置的操作系统、开发平台、行为识别算法及硬件驱动的程序

和软件。

[0027] 具体实施例中，存储模块选用8GB/16GB的SD卡。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的操作系

统、Mind  Spore开发平台、行为识别算法及硬件驱动等程序和软件均存放在SD卡中；

[0028] 其中，电源管理模块，为各模块供电；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包括电源管理芯片，其将

电池和外部电源通过适配器向数据采集模块、计算控制模块、无线通讯模块供电。

[0029] 具体实施例中，电源管理模块，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的外部电源的输入电压采

用12V，内部电源采用18Ah/3.7V的锂电池组，输入功率不低于36W，采用适配器供电。电源管

理模块内部采用多个DC/DC和LDO芯片组成的电源树为各个元器件供电。其总体框图参考图

2，其向数据采集模块供给5V直流电，向计算控制模块和无线通讯模块供给3.8V直流电。

[0030] 通信接口，为各模块之间及装置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通讯提供连接口；

[0031] 参见图3，采用上述电力作业安全管控装置的行为识别方法，方法基于C3D卷积神

经网络，包括以下步骤。

[0032] 步骤1，EC20无线通信模块接受云端或服务器端下发的操作票或工作票信息并发

送给Atlas  200计算控制模块，然后Atlas  200提取两票信息中的操作步骤并进行动作分

解，最后转换为计算机能识别的一系列排序的动作标签文件；

[0033] 步骤2，HI3559数据采集模块通过连接电力作业监控系统或现场作业监控摄像头

获取当前待识别的作业视频数据并进行编码处理。根据作业人员做出一个动作所需的时间

来预设分段时长，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并根据预设时长剪切作业视频数据，最后将分段的数

据发送至Atlas  200计算控制模块；

[0034] 步骤3，Atlas  200计算控制模块接受HI3559数据采集模块发送的分段视频数据，

调取存储模块中的C3D行为识别算法，对每段作业视频数据分别依次进行行为特征提取和

操作识别，并将识别结果与动作标签进行匹配。若识别出漏操作、误操作及不按动作标签顺

序操作的行为，则发出安全警告；

[0035] 步骤4，Atlas  200计算控制模块将识别的动作行为结果经EC20无线通讯模块或以

太网上传至云端或服务器端，辅助安全管控人员工作。

[003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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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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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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