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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

警系统，可解决现有变压器和电力设备在现场运

行过程没有监测装置，无法保证其安全稳定的运

行的技术问题。包括监测终端、云平台及移动终

端；所述监测终端设置在电力设备上；所述监测

终端、移动终端分别与云平台通信连接；本实用

新型通过在电力设备上设置监测模块，监测模块

能够有效的监测电力设备的位置信息，当电力设

备被非法移动时，监测装置能够将电力设备的位

置信息通过云平台发送给用户终端，提醒用户，

避免电力设备被非法移动；同时，监测模块能够

有效的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态，当电力设备运行

出现异常时，监测模块发出预警或报警信息，保

证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1页

CN 211878711 U

2020.11.06

CN
 2
11
87
87
11
 U



1.一种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监测终端、云平台及移动终端；

所述监测终端设置在电力设备上；

所述监测终端、移动终端分别与云平台通信连接；

其中：

所述监测终端包括：

微处理器，其通过GPRS处理模块与云平台无线通信连接；

以及分别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的电池组模块、移动监测模块、温湿度采集模块和看门

狗模块；

所述电池组模块用于给监测终端提供电源；

所述移动监测模块用于监测电力设备的位移和位置；

所述温湿度采集模块用于监测电力设备及周边环境温度和湿度；

所述看门狗模块用于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监测模

块包括加速度采集模块和位置采集模块；

所述加速度采集模块通过三维加速度传感器监测电力设备的加速度；

所述位置采集模块通过内置的GPS模块监测电力设备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看门狗模块

包括声纹监测和电磁监测；

所述声纹监测通过设置声学传感器检测电力设备声学，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况；

所述电磁监测通过监测电力设备漏磁量，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监测终端还包括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的低功耗管理模块，所述低功耗管理模块用

于保持监测终端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节约电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处理器包括单片机处理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监测终端通过强磁或3M胶或螺丝安装在电力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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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变压器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等各类建设项目中，施工用电都是必不可少

的。现有的临时用电都是通过向电力部门申请临时用电资格，然后购买变压器等电力设备，

其耗费时间长，成本高。由此，产生一种新的用电模式：临时变压器租赁模式。变压器在临时

租用的过程中存在以下较为明显的不足：变压器和电力设备在野外使用过程中，由于无人

看管，很容易出现非法搬运和偷盗现象；同时，变压器和电力设备在现场运行过程没有监测

装置，无法保证其安全稳定的运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可解决现有变压器和电力

设备在现场运行过程没有监测装置，无法保证其安全稳定的运行的技术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包括：

[0006] 监测终端、云平台及移动终端；

[0007] 所述监测终端设置在电力设备上；

[0008] 所述监测终端、移动终端分别与云平台通信连接；

[0009] 其中：

[0010] 所述监测终端包括：

[0011] 微处理器，其通过GPRS处理模块与云平台无线通信连接；

[0012] 以及分别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的电池组模块、移动监测模块、温湿度采集模块和

看门狗模块；

[0013] 所述电池组模块用于给监测终端提供电源；

[0014] 所述移动监测模块用于监测电力设备的位移和位置；

[0015] 所述温湿度采集模块用于监测电力设备及周边环境温度和湿度；

[0016] 所述看门狗模块用于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况。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移动监测模块包括加速度采集模块和位置采集模块；

[0018] 所述加速度采集模块通过三维加速度传感器监测电力设备的加速度；

[0019] 所述位置采集模块通过内置的GPS模块监测电力设备的位置。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看门狗模块包括声纹监测和电磁监测；

[0021] 所述声纹监测通过设置声学传感器检测电力设备声学，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况；

[0022] 所述电磁监测通过监测电力设备漏磁量，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况。

[0023] 进一步的，所述监测终端还包括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的低功耗管理模块，所述低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1878711 U

3



功耗管理模块用于保持监测终端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节约电源。

[0024] 进一步的，所述微处理器包括单片机处理器。

[0025]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实用新型的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通过在电力设

备上设置监测模块，监测模块能够有效的监测电力设备的位置信息，当电力设备被非法移

动时，监测装置能够将电力设备的位置信息通过云平台发送给用户终端，提醒用户，避免电

力设备被非法移动；同时，监测模块能够有效的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态，当电力设备运行出

现异常时，监测模块发出预警或报警信息，保证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监测终端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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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9]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变压器电力设备监测预警系统，包括：

[0030] 设置在电力设备上的监测终端，监测终端可以通过强磁、3M胶和螺丝安装在电力

设备上；

[0031] 与监测终端无线通信连接的云平台；

[0032] 以及与云平台无线通信连接的移动终端，移动终端包括PC端和手机；

[0033] 其中：监测终端包括

[0034] 微处理器，其通过GPRS处理模块与云平台无线通信连接，GPRS处理模块型号为M26

模块，微处理器包括STM8L系列单片机处理器；以及分别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的电池组模

块、移动监测模块、温湿度采集模块和看门狗模块；其中：电池组模块用于给监测终端提供

电源，不采用外接电源，电池组模块采用ER26500+RHC1520电池组，瞬间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

个安培，电池组续航时间不少于3年；

[0035] 移动监测模块用于监测电力设备的位移和位置，移动监测模块包括加速度采集模

块和位置采集模块；

[0036] 加速度采集模块通过内置LIS3D加速度芯片三维加速度传感器监测电力设备的加

速度，监测模块每次唤醒的时候都连续多次加读取速度传感器的值，测算出电力设备的瞬

间位移量，这个位移量给后面的报警功能提供数据基础；

[0037] 位置采集模块型号为L76模块，位置采集模块通过内置的GPS模块监测电力设备的

位置，根据参数设置，位置采集模块在以下情况下采集位置信息：

[0038] 1、监测模块初次安装成功的时候；

[0039] 2、电力设备的位移量超过设定值的时候；

[0040] 3、周期性的位置信息采集，周期的长短可以设置。

[0041] 温湿度采集模块型号为CHT8530温湿度综合传感器，温湿度采集模块用于周期性

的采集电力设备以及周边设备的表面湿度和温度，微处理器把采集的温度值生成温升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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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一旦温湿度数值超过设定的阈值，监测模块就会把报警信息上传到云平台，并通过微

信、短信和电话的方式把报警信息推送给负责人员；

[0042] 看门狗模块用于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况，看门狗模块包括声纹监测和电磁监测；

[0043] 通过现场布置声学传感器获取大量变压器正常运行声学样本，同时制作电力设备

缺陷模型获取结构件松动、内部放电等缺陷声纹样本，建立声纹数据库，利用边缘计算、深

度学习等音频分析算法，提取功率密度、频谱分布等缺陷特征参量，采用人工智能进行算法

训练、迭代、优化，设置缺陷告警阈值和类型识别，建立变压器声纹监测新体系；

[0044] 电磁监测通过磁场检测技术来检测变压器漏磁量，从而判断变压器的老化水平，

从而提前做出预警，监测电力设备运行状况；

[0045] 监测终端还包括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的低功耗管理模块，低功耗管理模块采用

NPN三极管电路控制MOS管的模式，低功耗管理模块用于保持监测终端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整体功耗电流为微安级别，低功耗管理模块有两种唤醒方式：外界移动唤醒和RTC唤醒。

[0046] 当监测终端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会发送报警信息给云平台：

[0047] 1、终端位移量超过设定值；

[0048] 2、温升曲线出现异常；

[0049] 3、终端位置信息偏差超过设定值；

[0050] 4、终端电压过低。

[0051] 报警过程描述：当有非允许的人员移动电力设备的时候，监测终端就会把报警信

息发射到云平台管理系统。云平台管理系统接收到上报的报警信息以后，在PC端界面上滚

动显示报警设备的位置信息，同时把报警信息推送到主管部门和项目管理人员的微信端。

[0052] 正常移动设备过程描述：每一个设备监测终端都有唯一的一个ID号，这个ID号在

云平台管理系统内都匹配一个地址。在正常移动设备之前，管理人员需要通过访问PC客户

端或者微信公众号屏蔽对应监测设备的报警功能。访问的方式是通过登录名和密码，登录

名和密码是后台管理人员实名制分配的。这样管理人员在移动设备的时候就不会产生报警

信息，但后台管理系统会把操作人员的名称和操作时间记录备案。当管理人员操作完成移

动设备以后，需要在PC端或者微信公众号上解除屏蔽，开启监测功能。

[0053]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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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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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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