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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

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对检

测目标进行模型训练，将训练模型导入智能机器

人；S2、建立施工场地三维模型，规划巡检路线，

将三维模型和巡检路线传输至智能机器人；S3、

智能机器人沿巡检路线巡检，对施工现场进行图

像采集并分析处理；S4、判定作业设备的状态，当

作业设备处于工作状态而无操作人员，则发出第

一类告警信息，如果作业人员未穿戴绝缘防护服

或/和安全帽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警信

息；S5、智能机器人完成巡检任务后回到初始点，

将采集图像信息和告警记录上传。其应用时，可

以通过智能巡检机器人自动完电力场所施工作

业的安全监督，并及时准确排查出安全隐患，发

出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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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对作业设备、人体、安全帽和绝缘防护服进行模

型训练，将训练好的模型导入智能机器人，然后将智能机器人放置于电力施工场地；

S2、采集电力施工场地的基础数据，将数据导入监控平台建立施工场地三维模型，并根

据三维模型规划巡检路线，将三维模型和巡检路线传输至智能机器人，建立智能机器人与

监控平台的实时数据对接；

S3、智能机器人从巡检路线初始点开始，沿巡检路线进行安全监督巡检，并实时将位置

信息发送至监控平台，由监控平台在三维模型中进行位置标记，在巡检过程中，智能机器人

对施工现场进行图像采集，并根据训练模型对图像进行分析处理；

S4、智能机器人在进行图像分析处理过程中判定作业设备的状态，当检测作业设备处

于工作状态时，检测作业设备内是否有操作人员，如果没有检测到操作人员则向监控平台

发出第一类告警信息，如果检测到有操作人员，则进一步检测操作人员是否穿戴绝缘防护

服和安全帽，若操作人员未穿戴绝缘防护服或/和安全帽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警信

息，同时，智能机器人对地面作业人员进行检测，若地面作业人员未穿戴绝缘防护服或/和

安全帽则同样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警信息，监控平台根据智能机器人的位置信息和发

出的告警类型派出监督人员进行应急处理；

S5、智能机器人完成巡检路线的巡检任务后回到初始点，将采集图像信息和告警记录

发送至监控平台进行保存备案，同时智能机器人进行充电，等待接收下一个巡检任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其特征

在于，智能机器人在巡检过程中采用基于三维模型修正的激光雷达SLAM导航定位技术进行

定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其特征

在于，智能机器人在巡检过程中采用双目视觉特征点定位技术进行定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S1中采用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算法为Faster  R-CNN算法。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S2中采集的基础数据包括施工场地的空间位置数据，且规划的巡检路线同样

包括路线所在的空间位置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S3中，智能机器人的启动由监控平台控制：监控平台向智能机器人发送开始命

令，智能机器人接收到命令后才开始启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其特征

在于，训练的作业设备模型包括吊车模型和叉车模型，同时在智能机器人中导入训练好的

安全带模型，在步骤S4中，智能机器人在巡检过程中对工作状态的吊车和叉车的作业现场

进行监测，判断吊车吊臂下是否有人，若检测到吊臂下有人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警

信息，并判断吊车吊舱中操作人员是否穿戴安全带，若检测操作人员未穿戴安全带则向监

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警信息，同时智能机器人还判断叉车周围是否有监督协助人员，若未

检测到监督协助人员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一类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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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施工作业安全监督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

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系统中某些大型的电力场所施工时需要用到吊车、叉车等大型作业设备，而

由于施工场所的特殊性，所以需要实时对这些作业设备的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监督，现有的

监督方法通常是进行人工现场作业监督或者监控视频监督，但这样的监督方式一则需要耗

费人力进行实时跟进，同时又容易出现监督不及时、监督不到位的情况，导致安全隐患不能

被及时排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

监督方法，其应用时，可以通过智能巡检机器人自动完电力场所施工作业的安全监督，并及

时准确排查出安全隐患，发出告警信息。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对作业设备、人体、安全帽和绝缘防护服进

行模型训练，将训练好的模型导入智能机器人，然后将智能机器人放置于电力施工场地；

[0007] S2、采集电力施工场地的基础数据，将数据导入监控平台建立施工场地三维模型，

并根据三维模型规划巡检路线，将三维模型和巡检路线传输至智能机器人，建立智能机器

人与监控平台的实时数据对接；

[0008] S3、智能机器人从巡检路线初始点开始，沿巡检路线进行安全监督巡检，并实时将

位置信息发送至监控平台，由监控平台在三维模型中进行位置标记，在巡检过程中，智能机

器人对施工现场进行图像采集，并根据训练模型对图像进行分析处理；

[0009] S4、智能机器人在进行图像分析处理过程中判定作业设备的状态，当检测作业设

备处于工作状态时，检测作业设备内是否有操作人员，如果没有检测到操作人员则向监控

平台发出第一类告警信息，如果检测到有操作人员，则进一步检测操作人员是否穿戴绝缘

防护服和安全帽，若操作人员未穿戴绝缘防护服或/和安全帽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

警信息，同时，智能机器人对地面作业人员进行检测，若地面作业人员未穿戴绝缘防护服

或/和安全帽则同样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警信息，监控平台根据智能机器人的位置信

息和发出的告警类型派出监督人员进行应急处理；

[0010] S5、智能机器人完成巡检路线的巡检任务后回到初始点，将采集图像信息和告警

记录发送至监控平台进行保存备案，同时智能机器人进行充电，等待接收下一个巡检任务。

[0011] 优选地，智能机器人在巡检过程中采用基于三维模型修正的激光雷达SLAM导航定

位技术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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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地，智能机器人在巡检过程中采用双目视觉特征点定位技术进行定位。

[0013] 优选地，在步骤S1中采用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算法为Faster  R-CNN算法。

[0014] 优选地，在步骤S2中采集的基础数据包括施工场地的空间位置数据，且规划的巡

检路线同样包括路线所在的空间位置信息。

[0015] 优选地，在步骤S3中，智能机器人的启动由监控平台控制：监控平台向智能机器人

发送开始命令，智能机器人接收到命令后才开始启动。

[0016] 本发明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可以通过智能巡检

机器人自动完成电力场所施工作业的安全监督，解决人力监督的不便。

[0018] 2、本发明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可以根据采集的电

力施工场地数据建立三维场景模型，并根据三维场景模型规划巡检路线，提高智能机器人

巡检效率。

[0019] 3、本发明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可以及时准确排查

出安全隐患，发出告警信息。

附图说明

[0020]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

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监督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作

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3] 实施例1

[0024] 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室外电力场地施工作业监督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S1、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对作业设备、人体、安全帽和绝缘防护服进

行模型训练，将训练好的模型导入智能机器人，然后将智能机器人放置于电力施工场地；

[0026] S2、采集电力施工场地的基础数据，将数据导入监控平台建立施工场地三维模型，

并根据三维模型规划巡检路线，将三维模型和巡检路线传输至智能机器人，建立智能机器

人与监控平台的实时数据对接；

[0027] S3、智能机器人从巡检路线初始点开始，沿巡检路线进行安全监督巡检，并实时将

位置信息发送至监控平台，由监控平台在三维模型中进行位置标记，在巡检过程中，智能机

器人对施工现场进行图像采集，并根据训练模型对图像进行分析处理；

[0028] S4、智能机器人在进行图像分析处理过程中判定作业设备的状态，当检测作业设

备处于工作状态时，检测作业设备内是否有操作人员，如果没有检测到操作人员则向监控

平台发出第一类告警信息，如果检测到有操作人员，则进一步检测操作人员是否穿戴绝缘

防护服和安全帽，若操作人员未穿戴绝缘防护服或/和安全帽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

警信息，同时，智能机器人对地面作业人员进行检测，若地面作业人员未穿戴绝缘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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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和安全帽则同样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警信息，监控平台根据智能机器人的位置信

息和发出的告警类型派出监督人员进行应急处理；

[0029] S5、智能机器人完成巡检路线的巡检任务后回到初始点，将采集图像信息和告警

记录发送至监控平台进行保存备案，同时智能机器人进行充电，等待接收下一个巡检任务。

[0030] 在步骤S1中采用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算法为Faster  R-CNN算法。

[0031] 在步骤S2中采集的基础数据包括施工场地的空间位置数据，且规划的巡检路线同

样包括路线所在的空间位置信息。

[0032] 在步骤S3中，智能机器人的启动由监控平台控制：监控平台向智能机器人发送开

始命令，智能机器人接收到命令后才开始启动。

[0033] 实施例2

[0034] 智能机器人在巡检过程中采用基于三维模型修正的激光雷达SLAM导航定位技术

进行定位。其主要步骤为智能机器人将利用激光雷达获取的深度信息投影会三维模型，转

换为点云数据；采用RANSAC算法计算地面平面方程从而去除地平面点云；采用过滤算法过

滤高于机器人最大高度的点云；对获取的点云数据进行离群点云过滤处理，从而去除杂乱

点云；采用八叉树算法将点云数据转换为八叉树地图；最后将八叉树地图映射到水平面生

成栅格占据地图。由于激光雷达易融合受到光线、环境等影响，产生杂乱点云，导致智能机

器人无法确定自身位置，为此才事先建立施工场地的三维精确模型，再通过数据融合算法

将栅格占据地图和三维模型地图进行融合，从而提高定位精度。

[0035] 实施例3

[0036] 智能机器人在巡检过程中采用双目视觉特征点定位技术进行定位。为进一步提高

定位精度，采用双目视觉的灰度图像信息进行特征提取和跟踪，以计算智能机器人相对姿

态变换。首先在拟工作的场景中采集特征点图像，并将其坐标标定在三维模型中；然后采用

ORB算法提取灰度图像中的特征点，并和三维模型中的对应特征点进行匹配，如果特征减少

导致跟踪丢失，则会进入重定位模式；在获得了正确特征匹配后，就可以根据两视图几何中

的对极约束方法求解机器人姿态变换，从而求解机器人在空间中的具体位置，以对机器人

重复定位误差进行修正，从而提高定位精度。

[0037] 实施例4

[0038] 在每次施工作业前和作业结束后，负责人可召集作业人员召开相关安全会议，并

由智能机器人拍摄会议视频同步上传至监控平台保存。

[0039] 训练的作业设备模型包括吊车模型和叉车模型，同时在智能机器人中导入训练好

的安全带模型，智能机器人在巡检过程中对工作状态的吊车和叉车的作业现场进行监测，

判断吊车吊臂下是否有人，若检测到吊臂下有人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警信息，并判

断吊车吊舱中操作人员是否穿戴安全带，若检测操作人员未穿戴安全带则向监控平台发出

第二类告警信息，同时智能机器人还判断叉车周围是否有监督协助人员，若未检测到监督

协助人员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一类告警信息。智能机器人检测到吊车吊舱中操作人员已穿

戴安全带时，还要判断安全带挂钩是否挂在操作人员腰部区域以上的构建物上，若检测到

安全带挂钩未挂在操作人员腰部区域以上的构建物上同样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二类告警信

息(防止出现高挂抵用的情况)。

[0040]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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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在智能机器人内可导入其他训练好的作业现场相关事物模型，同时在智能机器人

内设置红外测温装置，智能机器人对施工现场进行监测：若施工作业安全围栏或其他固定

形态器件因外力导致形态变化，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三类告警信息；若作业人员对带电设

备进行作业未使用短接棒接地放电，则向监控平台发出第四类告警信息；若监测到带电设

备产生烟雾(事先导入烟雾模型)同时通过智能机器人内置的红外测温装置检测到带电设

备温度超标时，向监控平台发出第五类告警信息。监控平台接收到智能机器人发送的告警

信息后可远程控制暂停智能机器人的巡检过程，待安全问题被排查后再重新启动。

[0042]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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