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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

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包括避雷器智能在

线监测装置、无线物联网网关、避雷器智能在线

监测可视化平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经无

线网关将实时在线监测数据远传至避雷器智能

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进行可视化处理。本发明不

仅实现避雷器从上线到下线的全生命周期的监

控与管理，运维人员只需安装避雷器智能在线监

测可视化平台软件或移动客户端手机APP，便可

实时的查询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还能将获得的

大数据进行云诊断、智能故障告警、专家分析，能

够用于分析和评估区域配网线路雷害风险等级，

并为防雷策略的制定和避雷器状态检修决策提

供依据，从而建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更加智能

的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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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避雷器

智能在线监测装置、无线物联网网关及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所述避雷器智能

在线监测装置安装在配网线路避雷器或配网台架避雷器上，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

通过所述无线物联网网关将实时避雷器在线监测数据远传至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

视化平台进行可视化处理；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包括云服务器与用户终

端，所述用户终端包括计算机与移动终端，所述计算机内安装有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

化平台软件，所述移动终端内安装有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APP应用程序，用户通过所

述计算机内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与安装于所述移动终端的APP应用程序

可查看所述云服务器内的监测数据，实现实时监控避雷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无线物联网网关为LoRa或NB-IoT或LoRa与NB-IoT两者相结合的无线物联网网

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移动终端包括手机或PDA移动设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包括采集单元、处理单元、通讯单元、供电单元，所述采

集单元采集数据后传输给所述处理单元，所述处理单元将数据处理后，通过所述通讯单元

传输给所述无线物联网网关，所述供电单元为所述采集单元与所述处理单元提供电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采集单元包括泄露电流采集模块、放大信号电路模块、采样电路模块、雷电流采

集模块、雷击计数电路模块，所述泄露电流采集模块对所监测避雷器的泄漏电流进行实时

在线采集；所述放大信号电路模块将采集的泄露电流进行放大和滤波处理；所述采样电路

模块将放大信号电路模块处理后的泄漏电流信号转换为电流数字信号发送给所述处理单

元；所述雷电流采集模块采集所述避雷器的雷电冲击过电流波形；所述雷击计数电路模块

采集和计数所述避雷器的雷电冲击过电流脉冲信号的发生次数和雷击发生时间，并连同雷

电冲击过电流波形一起发送给所述处理单元。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处理单元包括处理器模块、分析诊断模块、地址码模块、数据存储模块，所述处理

器模块接收所述采集单元采集到的电流数字信号和雷电冲击过电流脉冲信号，并进一步处

理与分析所述电流数字信号和雷电冲击过电流脉冲信号，得到所述避雷器泄漏电流值、雷

击次数、雷击发生时间以及雷击电流波形；所述分析诊断模块将处理器单元得到的泄漏电

流值、雷击电流波形，与预设的泄漏电流上限值和预设的雷击电流波形进行分析和对比诊

断，并输出诊断结果；所述地址码模块将每个产品都设有唯一的地址码，将每一次的信号采

集和分析诊断模块的诊断结果连同产品唯一的地址码一起发送至所述数据存储模块；所述

数据存储模块将所述处理器模块得出的所述避雷器泄漏电流值、雷击次数、雷击发生时间

以及雷击电流波形、所述分析诊断模块的诊断结果、所述地址码模块的产品唯一的地址码

以及供电单元实时的锂电池电量进行本地存储后，再一起发送至通讯单元。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雷击电流波形包含峰值、有效值、波头时间、半峰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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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通讯单元包括LoRa通讯模块或NB-IoT通讯模块。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供电单元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云服务器包括前端web云服务器、后台云服务器、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所述

前端web云服务器接收和传送所述无线物联网网关的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至所述后台

云服务器，还可接收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处理后的返回数据至所述历

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同时所述前端web云服务器具有向已被授权访问的客户端提供密码

访问服务的权限，用于访问者对所述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的存储数据进行查看和调用；

所述后台云服务器在线分析接收到的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并和所述历史数据存储云

服务器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对新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判断并得出预测结果，

实现对避雷器从上线到下线的全生命周期监控和管理；所述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存储所

述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避雷器生命运行周期趋势判断预测结果数据以及存储所述避

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运算处理后的回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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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力设备全生命周期在线监测系统，具体是一种避雷器智能在线

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MOA在线监测技术主要在我国智能变电站建设中大量使用，但很少应用于数

量多范围广的配电网系统氧化锌避雷器，现有的在线监测装置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0003] 1.监测测器目前较多的是应用在变电站避雷器领域，都必须接入供电系统和通过

信号线传送避雷器的运行数据，在现场施工中必须进行系统布线，工程量大，施工麻烦，很

明显不适用于配网避雷器的在线监测和数据远传。

[0004] 2.传统的监测装置存在产品功耗大、供电系统可靠性低、故障定位不准确、无历史

存储数据作为检修决策依据，发生电网紧急问题时，传统电网运行人员往往依据个人经验

分析、处理，存在决策科学性不足的问题，影响运维人员的检修和故障位置的查找效率。

[0005] 3.在传统的监测产品中，监测方法大多是应用2G技术的短信式、4.33MHz无线发射

方式，或手持装置在近距离读取数据的方式。这些方式虽然提供了监控避雷器状态的手段，

但普遍存在费时费力，并可能产生额外成本的问题。

[0006]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及移动互联网的成熟，使用移动端APP代替传统方式进行

避雷器状态监控将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便管理者能在有网络的地点随时、随地查看

管理系统的数据。

[0007] 发明专利内容

[0008] 鉴于以上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

系统，可实时的查询所有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还能将获得的大数据进行云诊断、智能故障

告警、专家分析，能够用于分析和评估区域配网线路雷害风险等级，并为防雷策略的制定和

避雷器状态检修决策提供依据，从而建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更加智能的电网。

[0009]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以下的技术方案：

[0010] 一种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平台云系统，包括避雷器智能在线

监测装置、LoRa或NB-IoT无线物联网网关以及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所述避雷

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包括云服务器、计算机显示设备、手机/PDA移动设备、避雷器智

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和手机APP应用程序。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安装在配

网线路避雷器或配网台架避雷器上，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经无线物联网网关将实时避

雷器在线监测数据远传至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进行可视化处理。

[0011] 所述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包括：监测装置的安装位置(每个装置都有唯一的

地址码，故障时方便运维人员通过唯一的地址码快速找到故障的避雷器)、锂电池电量、雷

击次数、雷击发生时间、雷击电流波形(含峰值、有效值、波头时间、半峰值时间)、雷击能量、

泄露电流、避雷器故障状态。

[0012] 所述无线物联网方式包括LoRa、NB-IoT或LoRa和NB-IoT二者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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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是基于Linux系统搭建的。

[0014] 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安装在配网线路避雷器或配网台架避雷器上，避雷

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经无线物联网网关将实时在线监测数据远传发送至云服务器，云服务

器接收在线监测数据后对数据进行本地分组、存储和备份等，在线监测数据可由计算机设

备经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处理后在显示设备进行可视化显示，也可以由手

机APP应用程序对在线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后在手机/PDA移动设备上进行可视化显示，使得

避雷器在线监测实现可视化和“口袋化”管理，能够随时随地的对避雷器进行监测。

[0015] 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内部可分为四个单元，分别为采集单元、处理单元、

通讯单元、供电单元。其中，采集单元包括泄露电流采集模块、放大信号电路模块、采样电路

模块、雷电流采集模块、雷击计数电路模块；处理单元包括处理器模块、分析诊断模块、地址

码模块、数据存储模块；通讯单元包括LoRa通讯模块或NB-IoT通讯模块；供电单元包括太阳

能电池板和锂电池。

[0016] 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的采集单元中，泄露电流采集模块对所监测避雷器

的泄漏电流进行实时在线采集；放大信号电路模块是将采集的泄露电流进行放大和滤波处

理；所述采样电路模块是经放大信号电路模块处理后的泄漏电流信号转换为电流数字信号

发送给所述处理器模块；所述雷电流采集模块是用于采集所述避雷器的雷电冲击过电流波

形，雷电冲击过电流波形包含峰值、有效值、波头时间、半峰值时间等参数；所述雷击计数电

路模块用于采集和计数所述避雷器的雷电冲击过电流脉冲信号的发生次数和雷击发生时

间，并连同雷电冲击过电流波形一起发送给所述处理器模块。

[0017] 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的处理单元中，所述处理器模块用于进一步处理、

分析所述电流数字信号和雷电冲击过电流脉冲信号，得到所述避雷器泄漏电流值、雷击次

数、雷击发生时间以及雷击电流波形；所述分析诊断模块用于将处理器单元得到的泄漏电

流值、雷击电流波形，与预设的泄漏电流上限值和预设的雷击电流波形进行分析和对比诊

断，进而将诊断结果以“是”和“否”输出，以区分故障告警；所述地址码模块是指每个产品都

设有唯一的地址码，通过产品唯一的地址码找到故障地点，实现故障定位功能，它是将每一

次的信号采集和分析诊断模块的诊断结果连同产品唯一的地址码一起发送至数据存储模

块；所述数据存储模块是将所述处理器模块得出的所述避雷器泄漏电流值、雷击次数、雷击

发生时间以及雷击电流波形、所述分析诊断模块的诊断结果、所述地址码模块的产品唯一

的地址码以及供电单元实时的锂电池电量进行本地存储后，再一起发送至通讯单元的LoRa

通讯模块或NB-IoT通讯模块。

[0018] 所述供电单元给整个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内部的用电元器件进行供电，

由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组成的供电系统，工作中锂电池处于浮充的状态。

[0019] 所述通讯单元的LoRa通讯模块或NB-IoT通信模块是用于加密处理并将避雷器实

时在线监测数据，传输至所述LoRa或NB-IoT物联网网关，监测数据包括监测装置的地址码、

锂电池电量、雷击次数、雷击发生时间、雷击电流波形、雷击能量、泄露电流、避雷器故障诊

断结果。

[0020] 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包

括：云服务器、计算机显示设备、手机/PDA移动设备、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

和APP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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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所述云服务器包括：前端web云服务器、后台云服务器、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所

述前端web云服务器，用于接收和传送来自所述无线物联网网关的所述避雷器实时在线监

测数据至后台云服务器，还可接收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处理后的返回

数据至所述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同时所述前端web云服务器具有向已被授权访问的客

户端(含手机/PDA移动设备、计算机设备)提供密码访问服务的权限，以便访问者对所述历

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的存储数据进行查看和调用；所述后台云服务器用于在线分析接收到

的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并和所述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

及对新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避雷器生命运行周期趋势对比判断，得出预测结果，实现对避

雷器从上线到下线的全生命周期监控和管理；所述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用于存储避雷器

实时在线监测数据、避雷器生命运行周期趋势判断预测结果数据以及存储所述避雷器智能

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运算处理后的回传数据。

[0022] 所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具有将数据、图像、信息、图表、曲线和

关键性能指标(KPI)等选择处理和显示的能力，提供用户自定义显示功能，支持实时KPI(含

故障告警指标)的展示和调整。上述经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处理后的所有

数据都在计算机本地存储后，还拥有将数据自动回传至所述web云服务器的客户端的功能，

最终在所述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进行存储和备份，此外，回传的数据可供所述手机/PDA

移动设备通过密码服务访问所述web云服务器的客户端后至所述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

经由手机APP应用程序可在所述手机/PDA移动设备进行调用和查看，实现避雷器智能在线

监测APP的可视化。

[0023] 本发明相较于现有技术，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 .以往由于无法准确定位故障点，通常会对配电网络的区域段进行选择，故障查

找费时费力，本发明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加入设备地址码，根据装置具有唯一的地

址码可直接找到故障点，具有省时省力等优点。

[0025] 2.本发明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在工作状态下自动发射在线监测数据至云

服务器，在非工作状态下监测装置将自动进入睡眠模式，使其处于低功耗状态，监测装置可

通过监测平台设置工作时间间隔。

[0026] 3.利用云服务器依托其强大的大数据、云计算处理能力，不仅能在线分析接收到

的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与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还能对新

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避雷器生命运行周期趋势对比判断，得出预测结果，实现对避雷器从

上线到下线的全生命周期监控和管理。

[0027] 4.利用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对所述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避

雷器生命运行周期趋势判断预测以及历史数据，通过多种展示手段和指标体系，将设备的

多种数据形象化、直观化、具体化和可视化，准确地展示和反映避雷器生命运行周期健康状

态，为区域电网的检修决策提供依据。

[0028] 5.利用手机/PDA移动设备通过密码访问服务可直接查看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

的可视化数据，运维人员能随时联网查看运行工况，使得避雷器在线监测实现可视化和“口

袋化”管理，能够随时随地的对避雷器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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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的布局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云平台系统的结构原理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内容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

云平台系统，包括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LoRa或NB-IoT无线物联网网关以及避雷器智

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安装在配网线路避雷器和配网台架避雷

器上，每一相避雷器均安装一个，智能在线监测装置经无线物联网网关将实时避雷器在线

监测数据远传至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进行可视化处理。

[0033] 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包含多个地区的线路避雷器和台架避雷器由对应的避

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所采集到的定时限采集的数据和雷击时采集的数据，这些数据包

括：监测装置唯一地址码、锂电池电量、雷击次数、雷击发生时间、雷击电流波形、雷击能量、

泄露电流、避雷器故障状态。

[0034] 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内部的用电元器件进行供电的，由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

池组成的供电系统，工作时锂电池处于浮充的状态。

[0035] 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外壳采用密封性更好的带玻璃窗的铸铝外壳IP68级防

尘防水设计，避免装置因内部受潮或尘埃堆积而造成监测装置短路失效或装置烧毁等事故

的发生，以保证监测装置的正常工作。

[0036] 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在非工作状态下，装置会自动进入休眠模式，使监测装

置处于低功耗状态。

[0037] 本发明一种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平台云系统，包括以下结构：

[0038] 1)安装在配网线路避雷器和配网台架避雷器上的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避雷

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内部可分为四个单元，分别为采集单元、处理单元、通讯单元、供电单

元。其中，采集单元包括泄露电流采集模块、放大信号电路模块、采样电路模块、雷电流采集

模块、雷击计数电路模块；处理单元包括处理器模块、分析诊断模块、地址码模块、数据存储

模块；通讯单元包括LoRa通讯模块或NB-IoT通讯模块；供电单元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

池。

[0039] 2)无线物联网方式包括LoRa、NB-IoT或LoRa和NB-IoT二者的组合。

[0040] 3)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包括：云服务器、计算机显示设备、手机/PDA移

动设备、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和手机APP应用程序。其中，云服务器包括：前

端web云服务器、后台云服务器、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

[0041] 本发明一种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数据远传的可视化平台云系统，其整个工作流

程及其功能如下：

[0042] 1)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装置，主要用于对多个地区的配网线路避雷器和配网台架

避雷器进行实时泄露电流和雷电流脉冲信号的采集、信号放大和滤波处理、雷击次数、地址

码IP化、故障告警分析诊断、锂电池电量剩余数值采集等处理后，将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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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即监测装置唯一地址码、锂电池电量、雷击次数、雷击发生时间、雷击电流波形、雷击能

量、泄露电流以及避雷器故障状态等数据一起进行本地存储，经通讯单元的LoRa通讯模块

或NB-IoT通讯模块进行加密处理后将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远程发送至无线物联网网

关。

[0043] 2)无线物联网网关的接收模块接收和识别已加密的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加

密数据识别无误后将数据经由无线物联网网关的发射模块远传至云服务器的前端web云服

务器。

[0044] 3)前端web云服务器接收来自无线物联网网关的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对加

密数据再次识别无误后传输至后台云服务器；后台云服务器接收后先对加密数据进行解密

处理，依托其强大的大数据、云计算处理能力，对接收到的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与历史

数据存储云服务器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及对新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避雷器生命运

行周期趋势对比判断，得出预测结果，随后将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避雷器生命运行周

期趋势判断预测结果数据存储至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

[0045] 4)拥有密码访问权限的访问者(如电网公司)使用已被授权访问的计算机显示设

备，通过以太网在线访问前端web云服务器的客户端，可调用和查看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

存储的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计算机设备内置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用

于对避雷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避雷器生命运行周期趋势判断预测以及历史数据，通过多

种展示手段和指标体系，将设备多种数据形象化、直观化、具体化和可视化，准确地展示和

反映避雷器生命运行周期健康状态，为区域电网的检修决策提供依据。避雷器智能在线监

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具有将数据、图像、信息、图表、曲线和关键性能指标(KPI)等选择处理和

显示的能力，提供用户自定义显示功能，支持实时KPI(含故障告警指标)的展示和调整。

[0046] 5)上述经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可视化平台软件处理后的所有数据都在计算机本

地存储后，将数据自动回传至web云服务器的客户端，最终在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进行存

储和备份。回传的数据可供手机/PDA移动设备通过密码服务访问web云服务器的客户端后

至历史数据存储云服务器，经由手机APP应用程序可在手机/PDA移动设备进行调用和查看，

实现避雷器智能在线监测APP的可视化和“口袋化”管理。

[0047] 上列详细说明是针对本发明可行实施例的具体说明，该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制本发

明的专利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所为的等效实施或变更，均应包含于本案的专利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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