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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

测系统，包括在线监测系统，所述在线监测系统

包括应用层、支撑平台层、操作系统层和硬件层，

所述支撑平台层包括基础服务层，所述基础服务

层与平台处理层实现双向连接，并且平台处理层

与公共服务层实现双向连接，所述平台处理层包

括中央处理中心，所述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入端与

转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本发明涉及输电线路监

测系统技术领域。该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

统，通过在线监测系统包括应用层、支撑平台层、

操作系统层和硬件层，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输

电线路智能化运维管理模式，通过应用层包括外

网应用服务器，实现对输电通道外部隐患点的精

准防控，高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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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包括在线监测系统(1)，所述在线监测系统(1)

包括应用层(11)、支撑平台层(12)、操作系统层(13)和硬件层(14)，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

平台层(12)包括基础服务层(121)，所述基础服务层(121)与平台处理层(122)实现双向连

接，并且平台处理层(122)与公共服务层(123)实现双向连接，所述平台处理层(122)包括中

央处理中心(1221)，所述中央处理中心(1221)的输入端与转换模块(1222)的输出端连接，

并且转换模块(1222)的输入端与摄像头(122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中央处理中心(1221)与

图片智能识别模块(1224)实现双向连接，并且中央处理中心(1221)的输出端与图像分析服

务器(1225)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图像分析服务器(1225)的输出端与反馈模块(1226)的输入

端连接，并且反馈模块(1226)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中心(122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中央处

理中心(1221)的输入端与数据采集服务器(1227)的输出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应用层

(11)包括外网应用服务器(111)，所述外网应用服务器(111)包括手机APP(1111)和微信推

送模块(1112)，所述手机APP(1111)和微信推送模块(1112)的输出端均与系统总览模块

(1113)、告警信息推送模块(1114)、图片轮播模块(1115)和通道检测模块(11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系

统层(13)包含LINUX操作系统和WINDOWS操作系统，所述硬件层(14)包括服务器(141)和图

形工作台(14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

(141)包括数据库服务器(1411)和应用服务器(1412)，所述图形工作台(142)包括人机接口

软件(1421)和数据库副本(14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处

理中心(1221)的输入端通过导线与电源模块(1228)的输出端连接，并且电源模块(1228)的

输出端通过导线与数据采集服务器(1227)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电源模块(1228)的输出

端与摄像头(1223)的输入端电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处

理中心(1221)的输入端与三维全景可视化模块(1229)的输出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维全

景可视化模块(1229)包含基础地理信息、设备信息、运行状态信息、自然环境信息和多媒体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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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输电线路监测系统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输电线路分为架空输电线路和电缆线路，架空输电线路由线路杆塔、导线、绝缘

子、线路金具、拉线、杆塔基础、接地装置等构成，架设在地面之上，按照输送电流的性质，输

电分为交流输电和直流输电，输电线路在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等各项因素后所确定的最大

输送功率，称为该线路的输送容量，输电线路的保护有主保护与后备保护之分，目前广泛应

用三相交流输电，频率为50赫(或60赫)，20世纪60年代以来直流输电又有新发展，与交流输

电相配合，组成交直流混合的电力系统，按照输送电流的性质，输电分为交流输电和直流输

电，19世纪80年代首先成功地实现了直流输电，但由于直流输电的电压在当时技术条件下

难于继续提高，以致输电能力和效益受到限制，19世纪末，直流输电逐步为交流输电所代

替，交流输电的成功，迎来了20世纪电气化社会的新时代，电力系统。

[0003] 现有对输电线路监测的方式，都是采用人工定时进行检测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方

式耗费较多的人力与时间，而且监测的效果不佳，不能及时对输电线路进行检测，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稳定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解决了

现有对输电线路监测的方式，都是采用人工定时进行检测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方式耗费较

多的人力与时间，而且监测的效果不佳，不能及时对输电线路进行检测，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稳定性较差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

监测系统，包括在线监测系统，所述在线监测系统包括应用层、支撑平台层、操作系统层和

硬件层，所述支撑平台层包括基础服务层，所述基础服务层与平台处理层实现双向连接，并

且平台处理层与公共服务层实现双向连接，所述平台处理层包括中央处理中心，所述中央

处理中心的输入端与转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并且转换模块的输入端与摄像头的输出端连

接，所述中央处理中心与图片智能识别模块实现双向连接，并且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出端与

图像分析服务器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图像分析服务器的输出端与反馈模块的输入端连接，

并且反馈模块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入端与数据

采集服务器的输出端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应用层包括外网应用服务器，所述外网应用服务器包括手机APP和微

信推送模块，所述手机APP和微信推送模块的输出端均与系统总览模块、告警信息推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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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图片轮播模块和通道检测模块。

[0009] 优选的，所述操作系统层包含LINUX操作系统和WINDOWS操作系统，所述硬件层包

括服务器和图形工作台。

[0010] 优选的，所述服务器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所述图形工作台包括人机

接口软件和数据库副本。

[0011] 优选的，所述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入端通过导线与电源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并且电

源模块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数据采集服务器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电源模块的输出端与

摄像头的输入端电性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入端与三维全景可视化模块的输出端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三维全景可视化模块包含基础地理信息、设备信息、运行状态信息、

自然环境信息和多媒体信息。

[0014] (三)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与现有技术相比具备以下有益

效果：

[0016] (1)、该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通过在线监测系统包括应用层、支撑平台

层、操作系统层和硬件层，支撑平台层包括基础服务层，基础服务层与平台处理层实现双向

连接，并且平台处理层与公共服务层实现双向连接，平台处理层包括中央处理中心，中央处

理中心的输入端与转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并且转换模块的输入端与摄像头的输出端连

接，中央处理中心与图片智能识别模块实现双向连接，并且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出端与图像

分析服务器的输入端连接，图像分析服务器的输出端与反馈模块的输入端连接，并且反馈

模块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入端连接，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入端与数据采集服务器的

输出端连接，系统建成后，可实现对区域电网架空输电线路的可视化全覆盖，以摄像头

(1223传感器)替代人眼，突破时间、地域限制，对所有输电线路开展24*365的实时监控、巡

视，通过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分析模块及时发现和告警输电设备各类异常情况，指导前方工

作人员结合三维GIS信息精确定位，以最短的时间处理和管控设备缺陷、隐患，将有限的工

作人员从低效率、低质量的线路巡视、特巡中解放出来，以运维大数据信息为支撑，针对性

开展通道隐患专项监控、对外联络，隐患多发区域人员监控，精准特殊巡视等工作，实现高

效率、高质量的输电线路智能化运维管理模式。

[0017] (2)、该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通过应用层包括外网应用服务器，外网应

用服务器包括手机APP和微信推送模块，手机APP和微信推送模块的输出端均与系统总览模

块、告警信息推送模块、图片轮播模块和通道检测模块，操作系统层包含LINUX操作系统和

WINDOWS操作系统，硬件层包括服务器和图形工作台，运维人员通过监控系统的大数据分析

功能，可对施工外破隐患点隐患发展趋势，通道环境变化情况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通道堆

物、机械施工、农田、林地专业生产性质等不同类型、不用发展趋势的通道安全隐患，制定后

台监控，派驻人员蹲守监控、联络，加装激光探测设备、等灵活的防控策略，实现对输电通道

外部隐患点的精准防控，高效治理。

[0018] (3)、该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统，通过服务器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务

器，图形工作台包括人机接口软件和数据库副本，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入端通过导线与电源

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并且电源模块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数据采集服务器的输入端电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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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源模块的输出端与摄像头的输入端电性连接，中央处理中心的输入端与三维全景可

视化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线路故障时，运维人员可结合故障录波、定位数据，通过对故障区

域所有回溯影像、图像资料的分析，快速定位故障部位，判定故障原因，同时为故障责任的

追责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当发生倒塔、断线、自然灾害时，可利用现场监控视频第一时间

制定抢险方案，调配抢险队伍，并依据现场情况、进度及时调整工作方案，高效处置线路故

障、抢险工作。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系统的结构原理框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平台处理层的结构原理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外网应用服务器的结构原理框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服务器的结构原理框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图形工作台的结构原理框图。

[0024] 图中：1-在线监测系统、11-应用层、111-外网应用服务器、1111-手机APP、1112-微

信推送模块、1113-系统总览模块、1114-告警信息推送模块、1115-图片轮播模块、1116-通

道检测模块、12-支撑平台层、121-基础服务层、122-平台处理层、1221-中央处理中心、

1222-转换模块、1223-摄像头、1224-图片智能识别模块、1225-图像分析服务器、1226-反馈

模块、1227-数据采集服务器、1228-电源模块、1229-三维全景可视化模块、123-公共服务

层、13-操作系统层、14-硬件层、141-服务器、1411-数据库服务器、1412-应用服务器、142-

图形工作台、1421-人机接口软件、1422-数据库副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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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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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请参阅图1-5，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测系

统，包括在线监测系统1，在线监测系统1包括应用层11、支撑平台层12、操作系统层13和硬

件层14，应用层11包括外网应用服务器111，外网应用服务器111包括手机APP1111和微信推

送模块1112，手机APP1111和微信推送模块1112的输出端均与系统总览模块1113、告警信息

推送模块1114、图片轮播模块1115和通道检测模块1116，操作系统层13包含LINUX操作系统

和WINDOWS操作系统，硬件层14包括服务器141和图形工作台142，工作站一般配置LINUX工

作站，也可配置高档PC图形工作站142，且配备高档独立显卡，从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维

护成本等因素考虑，建议选用LINUX工作站，服务器141包括数据库服务器1411和应用服务

器1412，数据库服务器1411一般配置高档LINUX服务器，还可配置磁盘阵列，数据库可选择

ORACLE等，图形工作台142包括人机接口软件1421和数据库副本1422，支撑平台层12包括基

础服务层121，基础服务层121与平台处理层122实现双向连接，并且平台处理层122与公共

服务层123实现双向连接，平台处理层122包括中央处理中心1221，中央处理中心1221的输

入端通过导线与电源模块1228的输出端连接，并且电源模块1228的输出端通过导线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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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服务器1227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数据采集服务器1227一般各配置中高档服务器，主要

用于终端设备的实时通信及数据采集功能，电源模块1228的输出端与摄像头1223的输入端

电性连接，中央处理中心1221的输入端与三维全景可视化模块1229的输出端连接，三维全

景可视化模块1229包含基础地理信息、设备信息、运行状态信息、自然环境信息和多媒体信

息，中央处理中心1221的输入端与转换模块1222的输出端连接，并且转换模块1222的输入

端与摄像头1223的输出端连接，中央处理中心1221与图片智能识别模块1224实现双向连

接，并且中央处理中心1221的输出端与图像分析服务器1225的输入端连接，图像分析服务

器1225一般各配置中高档服务器，且需配置专业图像显卡，主要用于实时图片的智能识别

分析功能，图像分析服务器1225的输出端与反馈模块1226的输入端连接，并且反馈模块

1226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中心1221的输入端连接，中央处理中心1221的输入端与数据采集

服务器1227的输出端连接，同时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均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公

知的现有技术。

[0027] 使用时，摄像头1223对现场的图片进行拍摄，并通过转换模块1222转换成可以传

输的数字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中心1221中，数据采集服务器1227对输电线路上的各项数据

进行采集，并传输至中央处理中心1221中，通过图片智能识别模块1224对传输的图片进行

智能识别，针对异物识别，并且考虑到识别物体种类多，现场环境复杂的情况，我们采用了

深度学习中的前沿算法YOLOv3训练了物体识别模型，该模型可以识别现场多类物体，识别

效率高，并且可以有效识别远距离拍摄的小物体，图像分析服务器1225主要用于实时图片

的智能识别分析功能，并通过反馈模块1226反馈至中央处理中心1221中，当监测的结果显

示线路故障时，运维人员可结合故障录波、定位数据，通过对故障区域所有回溯影像、图像

资料的分析，快速定位故障部位，判定故障原因，同时为故障责任的追责提供有力的证据支

持，通过三维全景可视化模块1229对输电线路走廊所涉及的电网设施设备进行高精度建模

仿真，并且实现三维数据的快速浏览，同时还可以融合丰富的电力设备属性信息，包括基础

地理信息、设备信息、运行状态信息、自然环境信息等以及视频、照片等多媒体信息，为输电

网设施设备管理减少外业工作量，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实现输电线路工程的智能化管理，并

将数据传输至中央处理中心1221，基础服务层121提供各公共服务元素、各应用系统以及第

三方软件之间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公共服务层123为各应用系统实现其应用功能提供各种

服务，整个系统的操作通过LINUX操作系统和WINDOWS操作系统进行操作，通过无线传输的

方式传输至应用层11，在手机APP1111和微信推送模块1112上就可以进行系统总览、实时告

警、图片轮播和通道监视等定制功能，在服务器141上运行数据库和各种应用软件，在图形

工作台142上运行人机接口软件1421，为了加快数据传输效率，在图形工作台142上再运行

数据库副本1422和应用软件以提高数据更新效率。

[0028]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2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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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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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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