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528975.4

(22)申请日 2019.06.19

(71)申请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0728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号

    申请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

全工程研究院

(72)发明人 刘铭刚　李千登　吴德松　崔靖文　

李勇　商翼　辛一男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智地领创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37252

代理人 赵以芳

(51)Int.Cl.

E21B 47/002(2012.01)

G08B 21/18(2006.01)

H04N 7/1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

和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

业务管理系统，包括相连接的视频监控系统、安

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包括

基础支撑模块；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统包

括视频解析模块、现场管控模块和决策支撑模

块；本发明还公开了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

管理方法。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开发了全新的

视频监控系统、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统，

大大降低了现有技术的监控遗漏概率，相对传统

视频监控系统实现了智能化，提升了风险研判、

预警及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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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相连接的视频监控系

统、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统，其中：

视频监控系统包括基础支撑模块；

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统包括视频解析模块、现场管控模块和决策支撑模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基

础支撑模块包括前端设备、采集传输设备、视频存储设备、数据协议单元、分析服务器和报

警设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视

频解析模块包括目标描述、分类识别、特征计算、视频结构化和智能比对。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现

场管控模块包括周界防范、人脸识别准入、风险分级、现场确认和现场处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决

策支撑模块包括异常报警推送、移动应用、闭环管控、违章数据库、统计报表和可视化展示。

6.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方法，采用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一种钻井作

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视频监控系统流程、安全视频智能分析流

程和报警流程。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安全视

频智能分析流程中，包括图像处理分析、事件判定和事件处理三个步骤。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图像处

理分析步骤：基于井场已部署好摄像头，集中式获取钻井作业现场实时视频流，选择性设定

观测区域及算法，基于目标几何和统计特征进行图像分割，在复杂场景中对多个目标进行

目标检测、类型识别、目标跟踪，实现目标及特征的自动提取，将目标数据在视频图像上直

观标示，并输出目标及特征数据。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事件判

定步骤：依据目标特征及异常事件判定模型，采用深度学习算法，实现异常事件的类型判

定，并输出相应报警信息。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事件

处理步骤：后台管理端接收前端各类报警信息，综合生成现场的安全态势，并结合现场业务

场景对风险分级分类，实现态势数据的可视化显示，并可进一步执行态势信息的浏览、异常

事件处理的任务。

11.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安全

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步骤中，建立的详细报警时序规则为：

(1)同级报警信息，时间上先发生的，排在处理序列的前面；

(2)不同级别报警信息，首先按时间排序，若同时发生，优先等级较高的排在处理序列

的前面；

(3)相关联的多个报警信息升级确认为事件，首先按时间排序，若有相关联的多个报警

信息发生，升级确认后的事件优先等级最高，排在处理序列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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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气田开发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

管理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石油钻井工程是油气田开发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井喷、硫化氢泄

漏、机械伤害等风险，也是事故多发环节，一直是安全生产监测的重点。视频监控作为一种

有效的安全监管手段，已广泛应用于钻井作业现场，对发现事故隐患、遏制和杜绝事故发生

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传统的视频监控限于通过人员值守和录像存储实现人工查看和事后

追溯，导致值守人员无法顾及所有监控场景，且难以长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发现高风险

行为相对滞后，大量的视频数据给实时监视报警和有效使用带来了新的挑战。

[0003] 直接作业环节一直是钻井安全管理的瓶颈，事故呈现多发态势，且多数是“三违”

事故，如不戴安全帽、作业现场人员违规接打电话、人员操作危险站位，违章频率高，是导致

钻井作业过程中机械伤害、物体打击以及高压射流冲击等事故事件频发的关键原因之一。

对这些违章事件，需要借助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算法进行实时识别及时报警。

[0004] 专利CN201278022Y描述了一种煤矿井下人员位置检测分站，包括与低频信号发射

模块及低频信号接收模块连接的中央处理器、存储器等，利用RFID技术，可实现管理人员对

井下矿工的可靠掌握；专利CN202544928U提供了一种井下人员位置检测与管理系统，利用

无线射频技术、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通信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结合无线网络传输技术

Zigbee，实现了井下人员精确定位，能从地面实时监测井下人员设备位置，为事故预防和应

急救援提供基础；专利203630373U公开了一种变电站人员位置监控装置，利用压强及重量

传感器，实现开关间内人员位置定位。

[0005] 但上述专利仅能实现人员定位功能，预警报警仍依靠人工实现，数据处理存在不

确定性和滞后性，尚无法实现高效准确的自动预警功能，同时上述专利实施过程均较为依

赖固定装置建设，无法适用于流动性较强的钻井作业。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和

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包括相连接的视频监控系统、安全视

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统，其中：

[0009] 视频监控系统包括基础支撑模块；

[0010] 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统包括视频解析模块、现场管控模块和决策支撑模

块。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所述基础支撑模块包括前端设备、采集传输设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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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设备、数据协议单元、分析服务器和报警设备。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所述视频解析模块包括目标描述、分类识别、特征计

算、视频结构化和智能比对。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所述现场管控模块包括周界防范、人脸识别准入、风险

分级、现场确认和现场处置。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所述决策支撑模块包括异常报警推送、移动应用、闭环

管控、违章数据库、统计报表和可视化展示。

[0015] 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方法，采用上述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包括

视频监控系统流程、安全视频智能分析流程和报警流程。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安全视频智能分析流程中，包括图像处理分析、事件判

定和事件处理三个步骤。

[001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图像处理分析步骤：基于井场已部署好摄像头，集中式

获取钻井作业现场实时视频流，选择性设定观测区域及算法，基于目标几何和统计特征进

行图像分割，在复杂场景中对多个目标进行目标检测、类型识别、目标跟踪，实现目标及特

征的自动提取，将目标数据在视频图像上直观标示，并输出目标及特征数据；

[001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事件判定步骤：依据目标特征及异常事件判定模型，采

用深度学习算法，实现异常事件的类型判定，并输出相应报警信息；

[001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事件处理：后台管理端接收前端各类报警信息，综合生

成现场的安全态势，并结合现场业务场景对风险分级分类，实现态势数据的可视化显示，并

可进一步执行态势信息的浏览、异常事件处理的任务。

[002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步骤中，建立的详细报警时

序规则为：

[0021] (1)同级报警信息，时间上先发生的，排在处理序列的前面；

[0022] (2)不同级别报警信息，首先按时间排序，若同时发生，优先等级较高的排在处理

序列的前面；

[0023] (3)相关联的多个报警信息升级确认为事件，首先按时间排序，若有相关联的多个

报警信息发生，升级确认后的事件优先等级最高，排在处理序列的最前面。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开发了全新的视频监控系统、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

统，大大降低了现有技术的监控遗漏概率，相对传统视频监控系统实现了智能化，提升了风

险研判、预警及应急处置能力。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中的安全视频智能分析流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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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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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8] 如图1所示，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包括相连接的视频监控系

统、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统，其中：

[0029] 视频监控系统包括基础支撑模块；

[0030] 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系统包括视频解析模块、现场管控模块和决策支撑模

块。

[0031] 特别的，所述基础支撑模块包括前端设备、采集传输设备、视频存储设备、数据协

议单元、分析服务器和报警设备。

[0032] 特别的，所述视频解析模块包括目标描述、分类识别、特征计算、视频结构化和智

能比对。

[0033] 特别的，所述现场管控模块包括周界防范、人脸识别准入、风险分级、现场确认和

现场处置。

[0034] 特别的，所述决策支撑模块包括异常报警推送、移动应用、闭环管控、违章数据库、

统计报表和可视化展示。

[0035] 一种钻井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业务管理方法，采用上述的安全业务管理系统，包括

视频监控系统流程、安全视频智能分析流程和报警流程。

[0036] 特别的，安全视频智能分析流程中，包括图像处理分析、事件判定和事件处理三个

步骤：

[0037] 图像处理分析，基于井场已部署好摄像头，集中式获取钻井作业现场实时视频流，

选择性设定观测区域及算法，基于目标几何和统计特征进行图像分割，在复杂场景中对多

个目标进行目标检测、类型识别、目标跟踪，实现目标及特征的自动提取，将目标数据在视

频图像上直观标示，并输出目标及特征数据；

[0038] 事件判定，依据目标特征及异常事件判定模型，采用深度学习算法，实现异常事件

的类型判定，并输出相应报警信息；

[0039] 事件处理，后台管理端接收前端各类报警信息，综合生成现场的安全态势，并结合

现场业务场景对风险分级分类，实现态势数据的可视化显示，并可进一步执行态势信息的

浏览、异常事件处理的任务。

[0040] 在安全视频智能分析与报警步骤中，根据风险分级分类管控原则，对于一般事件，

确认后及时完成现场闭环处置，对于重大事件，通过对多渠道采集的信息融合分析，视频、

现场确认无误后，调取应急预案启动应急措施，同时通知相关管理人员，必要时开启报警系

统，及时通知现场人员尽快撤离。

[0041] 建立的详细报警时序规则为：

[0042] (1)同级报警信息，时间上先发生的，排在处理序列的前面；

[0043] (2)不同级别报警信息，首先按时间排序，若同时发生，优先等级较高的排在处理

序列的前面；

[0044] (3)相关联的多个报警信息升级确认为事件，首先按时间排序，若有相关联的多个

报警信息发生，升级确认后的事件优先等级最高，排在处理序列的最前面。

[0045] 本发明是基于企业建设的统一视频监控设备(包括工业视频、安防视频和施工作

业移动视频)进行提升改造，充分考虑现场安全管理存在的风险特点及管理要求，整合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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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硬件资源，利用视频智能分析算法模型自动识别周界入侵、环境异常和人员违章，及时

形成报警事件推送给管理人员，并构建风险分级管控和处置流程，完成报警事件的闭环追

踪；本发明具备任务配置、实时检测报警、报警视频截取、历史查询、证据归档等功能，可对

人员身份确认、不戴安全帽、不戴安全带、进入危险区域、抽烟、接打电话、明火、烟雾等典型

应用场景进行检测，同时具备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可根据现场不同环境学习训练后，快速搭

建其他应用场景。

[0046] 需要说明的是，为满足钻井现场遮挡多、固定视频无法进行覆盖的情况，实现直接

作业过程、溢流监测坐岗等场景识别需求，采用CN201720137864.7公开的一种隔爆本安混

合型防爆监控终端，其具有的特点是：自带显示屏，科现场查看视频摄制位置与效果并可配

置清晰度等各种参数；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的3G/4G/华为专网，可使用所有运营商网络；适

应性强，另外支持本地与远程异量保存，降低数据流量费用成本；摄像头带有360度旋转无

限位的云台控制，可以本地及远程旋转检视巡视。；气体监测采用等截面风道、牛筋管、无刷

风扇式、浓度衰减低，可靠性周期长；带有GPS/BD功能，可以通过地图直观掌握全厂作业情

况及风险分布。易携带，可随时随地部署，可本地高清视频存储与远程高压缩比图像同步发

送(通讯连接时)，弥补了钻井现场设备设施密集、视频采集传输难、局部作业无法监控等不

足，实现钻井现场高风险、临时作业的全过程有效监控。

[0047] 为解决视频分析处理缺少计算资源支撑问题，达到高密度计算、最大化提升计算

能力的效果，研发了安全视频智能分析工作站，用于对接入的视频信号分析，实现海量非结

构化视频数据的快速结构化数据存储、运算与检索，单台工作站最大支持100路1080P实时

视频流全帧率活动目标智能分析，其具体参数如下：

[0048] 表1安全视频智能分析工作站主要参数指标

[0049]

[0050] 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简称CNN)是当前图像识别领域

的研究热点，CNN的泛化能力要显著优于其它方法，已成为模式分类、物体检测和物体识别

的主流方法。人员检测是作业违章识别的前序步骤，是典型的目标检测问题和计算机视觉

的基础算法，于候选区域的检测框架，从R-CNN到FasterR-CNN，算法性能越来越高，速度越

来越快。本发明采用FasterR-CNN框架实现行人检测，采用CNN方法实现违章行为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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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实施例1

[0052] 以现场违章接打电话为例，算法流程如下：

[0053] ①根据现场摄像头监控区域，配置对应的算法任务，采集相应的视频流；

[0054] ②采用训练好的Faster-RCNN检测模型，对于输入视频隔帧检测图像中的人员；

[0055] ③采用多目标跟踪算法串联每个人员的截图序列；

[0056] ④选取每个人员截图序列中最好(可选面积最大)的人员截图；

[0057] ⑤将行人截图送入训练好的CNN分类模型识别打电话行为，报警值达到设定好的

界限时，则推送违章行为，给出具体的报警时间、视频点位、违章类型、报警级别等信息。

[0058] 采用当前成熟的人脸识别算法，通过该功能，对溢流监测坐岗流程进行较小的调

整，就能实现坐岗的精细管理。具体流程包括：

[0059] ①采集溢流坐岗监测人员正面人脸图像，以证件照片为最佳，建立后台人脸数据

库；

[0060] ②坐岗人员在泥浆池测量液面时，根据约定的要求，在已放置好的视频监控设备

前面执行规定动作，完成人脸图像采集；

[0061] ③采用人脸识别算法对人员身份识别，即：采用训练好的CascadeCNN人脸检测器，

对于输入视频隔帧检测图像中的人脸，然后采用训练好的CNN分类器识别人脸确认身份；

[0062] ④记录取样人的身份和取样时间，将人员照片、检测时间与系统后台人脸数据库

及设置时间比对，如果超过时间间隔或在某一时间段内未检测到取样人员，则判定为违章

行为，由管理员后台确认后将报警信息及时推送给现场管理人员。

[0063] 本发明采用GB28181协议获取监控平台中摄像机的码流然后进行违章行为检测，

以危险场所现场违规接打电话识别为例，要求图像像素720P以上，分析目标像素宽度80以

上，视频帧率为25帧/s，光照良好，摄像头角度适中，无遮挡。

[0064] 接入视频流对该算法验证，能够准确识别现场接打电话行为，在满足光照、视角、

分辨率、无遮挡等条件下，作业人员接打电话行为识别准确率大于80％。

[0065] 同时，对溢流监测人员进行实时检测记录，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基于人脸识别的

身份确认准确率达到99％以上。

[0066] 实施例2

[0067] 以现场是否佩戴安全帽为例，算法流程如下：

[0068] ①根据现场摄像头监控区域，配置对应的算法任务，采集相应的视频流；

[0069] ②采用训练好的Faster-RCNN检测模型，对于输入视频隔帧检测图像中的人员；

[0070] ③采用多目标跟踪算法串联每个人员的截图序列；

[0071] ④选取每个人员截图序列中最好(可选面积最大)的人员截图；

[0072] ⑤将行人截图送入训练好的CNN分类模型识别安全帽是否佩戴的行为，报警值达

到设定好的界限时，则推送违章行为，给出具体的报警时间、视频点位、违章类型、报警级别

等信息。

[0073] 采用当前成熟的人脸识别算法，通过该功能，对溢流监测坐岗流程进行较小的调

整，就能实现坐岗的精细管理。具体流程包括：

[0074] ①采集溢流坐岗监测人员正面人脸图像，以证件照片为最佳，建立后台人脸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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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②坐岗人员在泥浆池测量液面时，根据约定的要求，在已放置好的视频监控设备

前面执行规定动作，完成人脸图像采集；

[0076] ③采用人脸识别算法对人员身份识别，即：采用训练好的CascadeCNN人脸检测器，

对于输入视频隔帧检测图像中的人脸，然后采用训练好的CNN分类器识别人脸确认身份；

[0077] ④记录取样人的身份和取样时间，将人员照片、检测时间与系统后台人脸数据库

及设置时间比对，如果超过时间间隔或在某一时间段内未检测到取样人员，则判定为违章

行为，由管理员后台确认后将报警信息及时推送给现场管理人员。

[0078] 本发明采用GB28181协议获取监控平台中摄像机的码流然后进行违章行为检测，

以危险场所现场是否佩戴安全帽识别为例，要求图像像素720P以上，分析目标像素宽度80

以上，视频帧率为25帧/s，光照良好，摄像头角度适中，无遮挡。

[0079] 接入视频流对该算法验证，能够准确识别现场是否佩戴安全帽的行为，在满足光

照、视角、分辨率、无遮挡等条件下，作业人员佩戴安全帽的识别准确率大于85％。

[0080] 同时，对溢流监测人员进行实时检测记录，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基于人脸识别的

身份确认准确率达到99％以上。

[0081] 实施例3

[0082] 以现场人员操作危险站位为例，算法流程如下：

[0083] ①根据现场摄像头监控区域，配置对应的算法任务，采集相应的视频流；

[0084] ②采用训练好的Faster-RCNN检测模型，对于输入视频隔帧检测图像中的人员；

[0085] ③采用多目标跟踪算法串联每个人员的截图序列；

[0086] ④选取每个人员截图序列中最好(可选面积最大)的人员截图；

[0087] ⑤将行人截图送入训练好的CNN分类模型识别操作危险站位行为，报警值达到设

定好的界限时，则推送违章行为，给出具体的报警时间、视频点位、违章类型、报警级别等信

息。

[0088] 采用当前成熟的人脸识别算法，通过该功能，对溢流监测坐岗流程进行较小的调

整，就能实现坐岗的精细管理。具体流程包括：

[0089] ①采集溢流坐岗监测人员正面人脸图像，以证件照片为最佳，建立后台人脸数据

库；

[0090] ②坐岗人员在泥浆池测量液面时，根据约定的要求，在已放置好的视频监控设备

前面执行规定动作，完成人脸图像采集；

[0091] ③采用人脸识别算法对人员身份识别，即：采用训练好的CascadeCNN人脸检测器，

对于输入视频隔帧检测图像中的人脸，然后采用训练好的CNN分类器识别人脸确认身份；

[0092] ④记录取样人的身份和取样时间，将人员照片、检测时间与系统后台人脸数据库

及设置时间比对，如果超过时间间隔或在某一时间段内未检测到取样人员，则判定为违章

行为，由管理员后台确认后将报警信息及时推送给现场管理人员。

[0093] 本发明采用GB28181协议获取监控平台中摄像机的码流然后进行违章行为检测，

以危险场所现场违规操作危险站位识别为例，要求图像像素720P以上，分析目标像素宽度

80以上，视频帧率为25帧/s，光照良好，摄像头角度适中，无遮挡。

[0094] 接入视频流对该算法验证，能够准确识别现场操作危险站位行为，在满足光照、视

角、分辨率、无遮挡等条件下，作业人员操作危险站位行为识别准确率大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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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同时，对溢流监测人员进行实时检测记录，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基于人脸识别的

身份确认准确率达到99％以上。

[0096]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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