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787159.7

(22)申请日 2015.11.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35370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2.24

(73)专利权人 国家电网公司

地址 100031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大街86

号

    专利权人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营供电公

司　

国网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供电公司

(72)发明人 邓红燕　杜国光　解昌顺　薄健　

付桂红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锺维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579

代理人 赵中璋

(51)Int.Cl.

G05B 19/04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124105 A,2013.05.29

CN 104992270 A,2015.10.21

审查员 贺春圆

 

(54)发明名称

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统，

包括硬件感知层、传输层、数据处理层、应用层，

用于采集并传输高压设备运行数据，对设备状态

进行诊断和风险预测，从而对高压设备实行智能

监控和管理。本发明提出的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

统，实现了高压设备监控的统一规范，能够处理

多源异构数据，完善了信息体系、监控体系和应

用体系，加快智能电网的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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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硬件感知层、传输层、数据处理层、应

用层，用于采集并传输高压设备运行数据，对设备状态进行诊断和风险预测，从而对高压设

备实行智能监控和管理；

所述高压设备监控系统的物理结构整合了电力网和信息网两大网络，电力网中按照能

量流向分为输变电设备级、变电站级、供电局级、省级、国级，其中包括大量的设备状态智能

监控单元；所述信息网采集和传输辅助完成设备状态诊断、估计、修复、决策、资产管理的设

备宏观信息；

所述硬件感知层是高压设备监控系统对外的实际物理体现，包括输变电设备、传感器，

完成对输电线路运行状态数据、变电设备运行状态数据的采集及处理，以及对高压设备本

体属性的识别，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规范化上传；硬件感知层中的传感器、电子标签和传

输层的主监控装置组成智能监控单元；监控单元之间相互协作，通过数据过滤、异常消除的

手段，实现对采集的数字信息进行智能化处理，主监控装置接入多个监控单元，通过规约转

换，采用数据聚集、多媒体数据分析和数据整合，从多源异构的设备状态数据中获得确定的

设备运行状态；主监控装置之间横向交互，实现设备突发性故障报警、故障与定位诊断和设

备的联动保护，监控单元和主监控装置支持标准的网络通信；监控单元直接集成在高压设

备中，或与主监控装置集成在同一个设备中；

所述传输层为高压设备监控系统提供数据传输通道，支持异构网络接入，实现设备的

无缝透明接入；根据传感器组网、各级输电和变电系统组网，分为传感网络层、监控终端网

络层、传输信息聚集层；传感网络层将设备状态信息通过电力线载波或短距离无线信道传

送到主监控装置，各传感器具有路由转发功能，向上通过多跳传输与主监控装置通信，根据

流量和路径划分为逻辑子网；监控终端网络层基于IP网络，将输电线路的信息通过移动公

网，直接上传至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信息聚集网络层负责所辖区域所有站级的信息

聚集传输，采用光纤组网，通过电力通信专网连接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实现信息的纵

向交互；

所述数据处理层由宏观信息云平台完成实现对设备信息的汇聚、存储、处理、整合和发

布，宏观信息云平台采用面向服务架构及企业级服务总线，提供信息的标准接入、Web服务、

业务服务接口，通过对多源异构数据的特征提取、挖掘、关联，对海量数据执行整合和集成

的全局应用，以及对设备执行风险管理；

所述应用层由高压设备风险预测平台感知高压设备的运行状态，对运行风险进行预测

和报警，所述风险预测平台包括侦测预警模块、智能诊断模块、状态估计模块、风险估计模

块；侦测预警模块针对高压设备缺陷故障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前期征兆，表现为其电气、物

理、化学等特性发生渐进的量变，通过实时监控来表征设备健全状态的特征量及变化趋势，

对设备异常做出判断；预测设备剩余寿命；在故障和灾害发生前期进行预测；将被动的故障

后报警变为智能分析预测；对高压设备的运行环境、动力环境、开关室环境、电缆温度、变压

器温度、接点温度、电网谐波进行监控预警；监控阈值统一管理；趋势预警以及关联预警；

智能诊断模块对发出预警信息的设备，采用神经网络、模糊理论、专家系统、决策树的

智能诊断方法判断设备可能存在的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在设备故障初期对故障的发展情

况做出分析和预测，评价设备状态、预测故障风险、制定修复策略，为故障处理或状态恢复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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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状态估计模块根据高压设备缺陷和故障的性质和概率统计分析，建立估计模型，

以现有的运行巡视、定期停运或带电检测、在线监控获取状态数据，对反映运行中高压设备

运行性能和健全状态的各指标数据进行分析评价，并最终得出设备总体健全状态等级；建

立高压设备缺陷的因果关联和状态转换时序模型、状态诊断方法和综合估计模型，从而建

立基于环境信息、地理信息和多状态数据的高压设备状态评价指标；

所述风险估计模块通过识别设备潜在的内部缺陷和外部威胁，分析设备遭到失效威胁

后的资产损失程度和威胁发生概率，通过风险估计模型得出设备在电网中的风险等级；根

据风险影响因素建立设备风险量化模型、风险估计技术指标体系，然后在设备状态和设备

风险度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故障模式下的修复模型，从而对设备的修复次序、时间和等

级进行优化；

所述高压设备监控系统的宏观信息云平台构建网级、省级、地县级三级平台业务，每一

级负责的业务和提供的服务根据需求进行配置；宏观信息云平台的设备层由构建平台所需

的服务器、网络、存储设备硬件设备，以及操作系统、数据库基础软件系统组成，为数据接入

服务提供数据接口和通信设施，为射频识别系统提供应用中间件，对象名称解析服务器和

EPC信息服务器，完成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的基本运行和网络接入；所述系统还用于，

利用对高压设备状态监控中各类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聚集整合的结果，为高压设备风险预测

平台中的高级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服务、高级数据服务以及展现服务。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5353702 B

3



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网数据处理，特别涉及一种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电网规模的日益增大要求智能电网中的信息流需要覆盖信息采集、传输、集成、展

现以及决策应用等全部层面，利用网络云平台，通过横向贯通、纵向贯穿来达到交互和共享

电网实时信息的目标，最终形成电力流、信息流和业务流的高度整合。高压设备在电能传输

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运行的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也决

定着供电质量和供电可靠性。高压设备包括变压器、断路器、隔离开关、避雷器、输电线路

等，由于高压设备种类多、数量大，导致设备的信息来源多种多样，获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运行状态对电网安全运行影响比较大。不考虑设备状态正常与否，在规定时间就对所有设

备进行修复的方式，必然会造成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巨大浪费。而在线监控技术在不停电的

情况下，利用先进传感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相关技术，对电力设备的特性进行连

续或周期性地自动监视检测，然后通过信息处理和综合分析，根据采集参数的大小和变化

趋势，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在线估计。然而高压设备的在线监控技术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

监控装置和技术还没有实现输变电运行状态的准确采集，不能满足智能电网对网络化交互

的需要；没有建立统一规范的监控体系，没有制定衡量设备状态监控参数及装置数据的规

范标准，通用性、经济性和实用性不足。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统，

包括：硬件感知层、传输层、数据处理层、应用层，用于采集并传输高压设备运行数据，对设

备状态进行诊断和风险预测，从而对高压设备实行智能监控和管理。

[0004] 优选地，所述硬件感知层是高压设备监控系统对外的实际物理体现，包括输变电

设备、传感器，完成对输电线路运行状态数据、变电设备运行状态数据的采集及处理，以及

对高压设备本体属性的识别，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规范化上传；硬件感知层中的传感器、

电子标签和传输层的主监控装置组成智能监控单元；监控单元之间相互协作，通过数据过

滤、异常消除的手段，实现对采集的数字信息进行智能化处理，主监控装置接入多个监控单

元，通过规约转换，采用数据聚集、多媒体数据分析和数据整合，从多源异构的设备状态数

据中获得确定的设备运行状态；主监控装置之间横向交互，实现设备突发性故障报警、故障

与定位诊断和设备的联动保护，监控单元和主监控装置支持标准的网络通信；监控单元直

接集成在高压设备中，或与主监控装置集成在同一个设备中；

[0005] 所述传输层为高压设备监控系统提供数据传输通道，支持异构网络接入，实现设

备的无缝透明接入；根据传感器组网、各级输电和变电系统组网，分为传感网络层、监控终

端网络层、传输信息聚集层；传感网络层将设备状态信息通过电力线载波或短距离无线信

道传送到主监控装置，各传感器具有路由转发功能，向上通过多跳传输与主监控装置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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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流量和路径划分为逻辑子网；监控终端网络层基于IP网络，将输电线路的信息通过移

动公网，直接上传至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信息聚集网络层负责所辖区域所有站级的

信息聚集传输，采用光纤组网，通过电力通信专网连接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实现信息

的纵向交互；

[0006] 所述数据处理层由宏观信息云平台完成实现对设备信息的汇聚、存储、处理、整合

和发布，宏观信息云平台采用面向服务架构及企业级服务总线，提供信息的标准接入、Web

服务、业务服务接口，通过对多源异构数据的特征提取、挖掘、关联，对海量数据执行整合和

集成的全局应用，以及对设备执行风险管理；

[0007] 所述应用层由高压设备风险预测平台感知高压设备的运行状态，对运行风险进行

预测和报警，所述风险预测平台平台包括侦测预警模块、智能诊断模块、状态估计模块、风

险估计模块；侦测预警模块针对高压设备缺陷故障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前期征兆，通过实时

监控来表征设备健全状态的特征量及变化趋势，对设备异常做出判断；预测设备剩余寿命；

在故障和灾害发生前期进行预测；对高压设备的运行环境、动力环境、开关室环境、电缆温

度、变压器温度、接点温度、电网谐波进行监控预警；智能诊断模块对发出预警信息的设备，

采用神经网络、模糊理论、专家系统、决策树的智能诊断方法判断设备可能存在的故障原因

和故障部位，在设备故障初期对故障的发展情况做出分析和预测，评价设备状态、预测故障

风险、制定修复策略，为故障处理或状态恢复提供参考；所述状态估计模块根据高压设备缺

陷和故障的性质和概率统计分析，建立估计模型，以现有的运行巡视、定期停运或带电检

测、在线监控获取状态数据，对反映运行中高压设备运行性能和健全状态的各指标数据进

行分析评价，并最终得出设备总体健全状态等级；建立高压设备缺陷的因果关联和状态转

换时序模型、状态诊断方法和综合估计模型，从而建立基于环境信息、地理信息和多状态数

据的高压设备状态评价指标；所述风险估计模块通过识别设备潜在的内部缺陷和外部威

胁，分析设备遭到失效威胁后的资产损失程度和威胁发生概率，通过风险估计模型得出设

备在电网中的风险等级；根据风险影响因素建立设备风险量化模型、风险估计技术指标体

系，然后在设备状态和设备风险度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故障模式下的修复模型，从而对

设备的修复次序、时间和等级进行优化。

[0008]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0009] 本发明提出的高压设备智能监控系统，实现了高压设备监控的统一规范，能够处

理多源异构数据，完善了信息体系、监控体系和应用体系，加快智能电网的全面建设。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下文提供对本发明一个或者多个实施例的详细描述。结合这样的实施例描述本发

明，但是本发明不限于任何实施例。本发明的范围仅由权利要求书限定，并且本发明涵盖诸

多替代、修改和等同物。在下文描述中阐述诸多具体细节以便提供对本发明的透彻理解。出

于示例的目的而提供这些细节，并且无这些具体细节中的一些或者所有细节也可以根据权

利要求书实现本发明。

[0011] 本发明以电力流、信息流为导向，提出了分布式高压设备监控系统，，自下而上按

照逻辑分为智能监控层、数据传输层、数据处理层和应用层，从而具备信息感知、数据传输、

信息集成整合以及应用的能力。高压设备监控系统的物理结构是电力网和信息网两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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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电力网中按照能量流向分为输变电设备级、变电站级、供电局级、省级、国级，其中

包括大量的设备状态智能监控单元。信息网是采集和传输辅助完成设备状态诊断、估计、修

复、决策、资产管理的设备宏观信息，从而达到智能电网对高压设备智能监控和风险管理。

[0012] 分布式高压设备监控系统由硬件感知层、传输层、数据处理层、应用层构成。硬件

感知层是高压设备监控系统对外的实际物理体现，包括输变电设备、传感器等，完成对输电

线路运行状态数据、变电设备运行状态数据的采集及智能处理，以及对高压设备本体属性

的识别，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规范化上传。

[0013] 硬件感知层中的传感器、电子标签和传输层的主监控装置组成智能监控单元。监

控装置之间可以相互协作，通过数据过滤、异常消除等手段，实现对采集的数字信息进行智

能化处理，主监控装置可以接入多个监控单元，通过规约转换，采用数据聚集、多媒体数据

分析方法和数据整合等，从多源异构的设备状态数据中获得确定的设备运行状态，另外主

监控装置之间可以横向交互，实现设备突发性故障报警、故障与定位诊断和设备的联动保

护。监控单元和主监控装置支持标准的网络通信功能。监控单元可以直接集成在高压设备

中，也可以和主监控装置集成在一个设备中，真正实现设备的集约化和一体化。

[0014] 传输层为高压设备监控系统提供数据传输通道，支持异构网络接入，实现设备的

无缝透明接入。根据传感器组网、各级输电和变电系统组网，分为传感网络层、监控终端网

络层、传输信息聚集层。传感网络层将设备状态信息通过电力线载波或短距离无线信道传

送到主监控装置。各传感器具有路由转发功能，向上通过多跳传输与主监控装置通信，根据

流量和路径划分为逻辑子网。监控终端网络层基于IP网络，将输电线路的信息通过移动公

网，直接上传至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信息聚集网络层负责所辖区域所有站级的信息

聚集传输，采用光纤组网，通过电力通信专网连接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实现信息的纵

向交互。

[0015] 数据处理层实现对设备信息的汇聚、存储、处理、整合和发布，由宏观信息云平台

完成。作为数据处理层的信息处理中心，宏观信息云平台采用面向服务架构及企业级服务

总线，提供信息的标准接入、Web服务、业务服务接口，通过对多源异构数据(高压设备监控

数据、生产管理系统数据、调度运行信息、公共安全信息、人工补录信息)的特征提取、挖掘、

关联，实现海量数据纵向整合和横向集成的全局应用，支撑设备的风险管理。

[0016] 按照信息云平台在各级电网中业务的不同，高压设备监控系统宏观信息云平台应

构建网级、省级、地县级三级平台业务，每一级负责的业务和提供的服务根据需求进行配

置，按照数据的流向划分，宏观信息云平台分为设备层、信息接入层和业务层。设备层由构

建平台所需的服务器、网络、存储设备等硬件设备，以及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系统

组成，为数据接入服务提供数据接口和通信设施，为射频识别系统提供应用中间件，对象名

称解析服务器和EPC信息服务器，完成高压设备宏观信息云平台的基本运行和网络接入。信

息接入层按照统一的网络高压设备信息模型和接入标准，定义标准数据接口，通过高压设

备宏观信息模型，对分散在其他系统的生产管理数据、调度运行数据、变电监控数据、输电

监控数据、公共安全信息、人工录入信息以及其他一些数据进行标准化统一接入，完成不同

结构数据到高压设备全局数据模型的映射。采用基于不同组织形式对通过统一数据接口接

入的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过滤、加工、转化和加载，并按照主题业务分类建立主题业务基础数

据服务，同时将主题业务基础数据服务中超过时限的数据转移至数据仓库中，为高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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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的高级应用分析提供报表分析、即时查询、数据挖掘等数据处理提供支撑。业务层

利用信息接入层对高压设备状态监控中各类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聚集整合的结果，为高压设

备风险预测平台中的高级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服务、高级数据服务以及展现服务，包括：按照

高压设备风险管理中高级应用分析功能需求对数据进行组合封装提交；为设备风险管理的

专业分析功能提供基础化和普遍性的数据统计、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导出服务；提供

包括全局展现服务、发布预警服务、监控展现服务、空间展现服务、查询统计服务五大方面

的展现服务，从而为设备状态分析、预警结果提供基于空间图层的全局展现，为设备监控提

供实时监控界面，为专业分析提供人机交互界面。

[0017] 应用层由高压设备风险预测平台构成，风险预测平台全面感知高压设备的运行状

态，对运行风险提前预测和报警，平台包括以下应用功能模块：侦测预警、智能诊断、状态估

计、风险估计。

[0018] 在风险预测平台中，侦测预警模块针对高压设备缺陷故障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各

种前期征兆，表现为其电气、物理、化学等特性发生渐进的量变，通过实时监控能够表征设

备健全状态的特征量及变化趋势，即可对设备是否存在异常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从而提

前采取措施消除设备隐患，避免事故的发生。预测设备剩余寿命；在故障和灾害发生前期及

时进行预测，将被动的故障后报警变为智能分析预测；对高压设备的运行环境、动力环境、

开关室环境、电缆温度、变压器温度、接点温度、电网谐波等进行监控预警；监控阈值统一管

理；趋势预警以及关联预警。

[0019] 智能诊断模块是对发出预警信息或状态评价结果表明健全状态明显下降的设备，

在分析表征电力设备状态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神经网络、模糊理论、专家系统、决策树的智

能诊断方法，来判断设备可能存在的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在设备故障初期对故障的发展

情况做出分析和预测，正确评价设备状态、预测故障风险、制定合理的修复策略，以便为故

障处理或状态恢复提供参考，降低设备周期费用。

[0020] 状态估计模块根据高压设备缺陷和故障的性质和概率统计分析，建立估计模型，

以现有的运行巡视、定期停运或带电检测、在线监控等技术手段获取状态数据，对反映运行

中高压设备运行性能和健全状态的各指标数据进行分析评价，并最终得出设备总体健全状

态等级。建立高压设备缺陷的因果关联和状态转换时序模型、状态诊断方法和综合估计模

型，从而建立起基于环境信息、地理信息和多状态数据的高压设备状态评价指标。

[0021] 风险估计模块通过识别设备潜在的内部缺陷和外部威胁，分析设备遭到失效威胁

后的资产损失程度和威胁发生概率，通过风险估计模型得出设备在电网中的风险等级。根

据实际应用中所遇到的设备状态数据缺乏的问题，以及环境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风险影响因

素，将风险分等级，建立设备风险量化模型、风险估计技术指标体系，然后在设备状态和设

备风险度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故障模式下的修复模型，从而对设备的修复次序、时间和

等级进行优化。

[0022]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于示例性说明或解释本发明的

原理，而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此外，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旨

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范围和边界、或者这种范围和边界的等同形式内的全部变化和修

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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