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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

人监督交互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在巡检机器

人中建立各检测目标训练模型，并导入不同监督

模式；S2、建立巡检机器人与监控后台的数据对

接，选定巡检机器人的监督模式；S3、巡检机器人

根据选定的监督模式对作业现场进行拍摄巡检，

将拍摄的画面实时同步传输至监控后台；S4、当

巡检机器人在作业现场检测到安全隐患时，发出

报警信息，监控后台暂停巡检机器人的巡检过

程，直至安全隐患排查后解除报警，重新启动巡

检机器人的既定巡检；S5、巡检结束，巡检机器人

完成巡检数据上传备份，并进行充电。其应用时，

可以对电力系统作业现场进行实时智能安全监

督，规范作业行为，有效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9471398 A

2019.03.15

CN
 1
09
47
13
98
 A



1.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巡检机器人中建立各检测目标训练模型，并在机器人中导入三套监督模式：配电

变压器试验安全监督模式、局放作业试验安全监督模式和室外作业安全监督模式；

S2、将巡检机器人置于作业现场，建立巡检机器人与监控后台的数据对接，选定巡检机

器人的监督模式；

S3、巡检机器人根据选定的监督模式对作业现场进行拍摄巡检，并调用对应训练模型

对选定监督模式所设定的检测目标进行安全监督检测，将拍摄的画面实时同步传输至监控

后台；

S4、当巡检机器人在作业现场检测到安全隐患时，在现场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同时向

监控后台发送报警信息，监控后台暂停巡检机器人的巡检过程，并锁定巡检机器人拍摄画

面中的安全隐患处，若现场作业人员排查了安全隐患，则监控后台解除巡检机器人的报警，

否则监控后台派出安全员排查安全隐患，排查后解除巡检机器人的报警，报警解除后，监控

后台重新启动巡检机器人的既定巡检；

S5、巡检结束，监控平台控制巡检机器人回到设定位置，完成巡检数据上传备份，并对

巡检机器人进行充电，供下次巡检使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巡

检机器人的巡检过程全程进行画面拍摄，拍摄的画面传输至监控后台并存入数据库，存储

期限不少于30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巡

检机器人在现场发出的报警信息为语音报警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巡

检机器人在开始巡检前先进行机身自检，若自检没有异常则开始进行巡检，若机器人自检

出现异常，则向监控后台发出异常报警，由监控后台派维护人员排除异常后再开始巡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配电变压器试验安全监督模式的监督流程包括：

S51、环境检测：检查是否设置安全围栏，没有设置安全围栏则发出报警信息；

S52、检测安全围栏上是否设置指示标牌，未设置指示标牌则发出报警信息；

S53、作业人员登记、检测：作业人员未完成登记，发出报警信息，作业人员着装不合格，

发出报警信息；

S54、接地放电检测：作业未完成接地放电操作，发出报警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局放作业试验安全监督模式的监督流程包括：首先进行环境检测，检查是否设置安全围

栏，若没有设置安全围栏则发出报警信息；然后检测安全围栏上是否设置指示标牌，若未设

置指示标牌则发出报警信息；最后检测安全围栏区域内是否有人，若有人进入安全围栏则

发出报警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室外作业安全监督模式的监督流程包括：

S71、环境检测：检查是否设置安全围栏，没有设置安全围栏则发出报警信息；

S72、检测安全围栏上是否设置指示标牌，未设置指示标牌则发出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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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3、作业人员登记、检测：作业人员未完成登记，发出报警信息，作业人员着装不合格，

发出报警信息；

S74、检测吊装设备下方是否有人员，若吊装设备下方有人员则发出报警信息；

S75、检测搬运设备作业时，是否有协助人员，若无协助人员则发出报警信息；

S76、检测高空作业人员作业时是否佩戴安全带，若高空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则发出

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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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系统安全监督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

监督交互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系统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电力设备正常、平稳的运行

是保证电力供应的基本前提。因此，为了发现运行中设备的隐患、预防事故的产生及设备的

损坏需要对电力设备进行检查、试验。而电力行业是高危行业之一，一旦操作不当发生事

故，后果不堪设想。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电力系统的生产建设过程中，每年都会发生多起

人身伤亡事故，造成多名人员伤亡，而在这些事故中，因违反操作规程和安全装置缺失的占

绝大多数，造成的人员伤亡也最多。因此，急需一种可在电力系统生产建设过程中进行合规

作业、安全装置落实监督的有效手段来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

法，其应用时，可以对电力系统的作业现场进行实时智能安全监督，规范作业行为，有效避

免因为安全疏漏而造成的安全事故，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在巡检机器人中建立各检测目标训练模型，并在机器人中导入三套监督模式：

配电变压器试验安全监督模式、局放作业试验安全监督模式和室外作业安全监督模式；

[0007] S2、将巡检机器人置于作业现场，建立巡检机器人与监控后台的数据对接，选定巡

检机器人的监督模式；

[0008] S3、巡检机器人根据选定的监督模式对作业现场进行拍摄巡检，并调用对应训练

模型对选定监督模式所设定的检测目标进行安全监督检测，将拍摄的画面实时同步传输至

监控后台；

[0009] S4、当巡检机器人在作业现场检测到安全隐患时，在现场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同

时向监控后台发送报警信息，监控后台暂停巡检机器人的巡检过程，并锁定巡检机器人拍

摄画面中的安全隐患处，若现场作业人员排查了安全隐患，则监控后台解除巡检机器人的

报警，否则监控后台派出安全员排查安全隐患，排查后解除巡检机器人的报警，报警解除

后，监控后台重新启动巡检机器人的既定巡检；

[0010] S5、巡检结束，监控平台控制巡检机器人回到设定位置，完成巡检数据上传备份，

并对巡检机器人进行充电，供下次巡检使用。

[0011] 优选地，巡检机器人的巡检过程全程进行画面拍摄，拍摄的画面传输至监控后台

并存入数据库，存储期限不少于30天。

[0012] 优选地，巡检机器人在现场发出的报警信息为语音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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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地，巡检机器人在开始巡检前先进行机身自检，若自检没有异常则开始进行

巡检，若机器人自检出现异常，则向监控后台发出异常报警，由监控后台派维护人员排除异

常后再开始巡检。

[0014] 优选地，所述配电变压器试验安全监督模式的监督流程包括：

[0015] S51、环境检测：检查是否设置安全围栏，没有设置安全围栏则发出报警信息；

[0016] S52、检测安全围栏上是否设置指示标牌，未设置指示标牌则发出报警信息；

[0017] S53、作业人员登记、检测：作业人员未完成登记，发出报警信息，作业人员着装不

合格，发出报警信息；

[0018] S54、接地放电检测：作业未完成接地放电操作，发出报警信息。

[0019] 优选地，所述局放作业试验安全监督模式的监督流程包括：首先进行环境检测，检

查是否设置安全围栏，若没有设置安全围栏则发出报警信息；然后检测安全围栏上是否设

置指示标牌，若未设置指示标牌则发出报警信息；最后检测安全围栏区域内是否有人，若有

人进入安全围栏则发出报警信息。

[0020] 优选地，所述室外作业安全监督模式的监督流程包括：

[0021] S71、环境检测：检查是否设置安全围栏，没有设置安全围栏则发出报警信息；

[0022] S72、检测安全围栏上是否设置指示标牌，未设置指示标牌则发出报警信息；

[0023] S73、作业人员登记、检测：作业人员未完成登记，发出报警信息，作业人员着装不

合格，发出报警信息；

[0024] S74、检测吊装设备下方是否有人员，若吊装设备下方有人员则发出报警信息；

[0025] S75、检测搬运设备作业时，是否有协助人员，若无协助人员则发出报警信息；

[0026] S76、检测高空作业人员作业时是否佩戴安全带，若高空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则

发出报警信息。

[0027] 本发明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8] 1、本发明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可以对电力系统的作业现

场进行基于巡检机器人的实时智能安全监督，提高安全监督效率。

[0029] 2、本发明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可以设置不同的安全监督

模式，以适应不同的作业场合。

[0030] 3、本发明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可以有效规范作业行为，

避免因为安全疏漏而造成的安全事故，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附图说明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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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2]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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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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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实施例

[0035] 如图1所示，电力实验作业现场安全机器人监督交互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S1、在巡检机器人中建立各检测目标训练模型，并在机器人中导入三套监督模式：

配电变压器试验安全监督模式、局放作业试验安全监督模式和室外作业安全监督模式；

[0037] S2、将巡检机器人置于作业现场，建立巡检机器人与监控后台的数据对接，选定巡

检机器人的监督模式；

[0038] S3、巡检机器人根据选定的监督模式对作业现场进行拍摄巡检，并调用对应训练

模型对选定监督模式所设定的检测目标进行安全监督检测，将拍摄的画面实时同步传输至

监控后台；

[0039] S4、当巡检机器人在作业现场检测到安全隐患时，在现场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同

时向监控后台发送报警信息，监控后台暂停巡检机器人的巡检过程，并锁定巡检机器人拍

摄画面中的安全隐患处，若现场作业人员排查了安全隐患，则监控后台解除巡检机器人的

报警，否则监控后台派出安全员排查安全隐患，排查后解除巡检机器人的报警，报警解除

后，监控后台重新启动巡检机器人的既定巡检；

[0040] S5、巡检结束，监控平台控制巡检机器人回到设定位置，完成巡检数据上传备份，

并对巡检机器人进行充电，供下次巡检使用。

[0041] 巡检机器人执行配电变压器试验安全监督模式监督流程时，机器人首先进行机身

自检，若机器人自检没有发现异常将开始对试验安全进行监督，若机器人发现自身无法正

常工作，将向操作人员进行报警。开始安全监督程序时，机器人首先对现场环境进行检查，

检查是否设置安全围栏，在发现安全围栏后机器人进一步检查在安全围栏上是否悬挂指示

标牌，在检查到指示标牌后，机器人随后进行工作人员登记及检查工作。参与试验的工作人

员应当穿着带有代表各自身份的不同二维码的工作服，在机器人发出“请工作人员进行登

记”的语音指示后，工作人员应当逐个在机器人前进行扫码登记，此时机器人将一一检查工

作人员是否着装合格，以及是否佩戴安全帽等安全设施，若均检查通过，机器人将通过语音

下达给工作人员试验开始的指令。此时已登记的工作人员可进入安全围栏内进行试验，而

未登记的“非法”人员靠近安全围栏时机器人将发出警报。在试验进行过程中，机器人将持

续对试验现场进行监督，识别是否产生烟雾、起火等异常现象，同时保证没有“非法”人员进

入试验区。待到工作人员结束试验时，工作人员需退出场地，并通过平板电脑告知机器人试

验结束。此时机器人对试验场地内部是否进行接地放电进行检测，若未进行接地放电操作，

将向工作人员发出语音警报。若已完成接地放电工作，机器人通过语音提示工作人员收起

安全围栏，防止遗落工具，并结束安全监督工作。

[0042] 巡检机器人执行局放作业试验安全监督模式监督流程时，与配电变压器试验安全

监督模式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在局放作业试验时安全围栏区域内将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因

此机器人一旦发现安全围栏区域内有人员时将发出警报，而且机器人无需对操作人员进行

登记。

[0043] 巡检机器人执行室外作业安全监督模式监督流程时，先进行机身自检，若自检未

发现问题机器人将继续执行安全监督程序。开始安全监督程序时，机器人首先对现场环境

进行检查，检查是否设置安全围栏，在发现安全围栏后机器人进一步检查在安全围栏上是

否悬挂指示标牌，在检查到指示标牌后，机器人随后进行工作人员登记及检查工作。参与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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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工作人员应当穿着带有代表各自身份的不同二维码的工作服，在机器人发出“请工作

人员进行登记”的语音指示后，工作人员应当逐个在机器人前进行扫码登记，此时机器人将

一一检查工作人员是否着装合格，以及是否佩戴安全帽等安全设施，若均检查通过，机器人

将通过语音下达给工作人员试验开始的指令。此时已登记的工作人员可进入安全围栏内进

行试验，而未登记的“非法”人员靠近安全围栏时机器人将发出警报。针对室外作业，机器人

将进一步检查试验环境中是进行吊装作业或者通过叉车搬运重物。若在工作区域检测到吊

车存在，且吊车吊臂处于升起状态，机器人将进行吊装作业监督，此时，若吊臂下方站有工

作人员，机器人将发出警报，并通过语音告知吊臂下方的工作人员离开；若在工作区域检测

到叉车存在，且叉车叉起重物，机器人将检测是否有工作人员协助叉车工作，若没有将发出

语音制止叉车继续工作。此外，在室外作业时，机器人还将对工作人员是否进行高空作业进

行检测，若机器人发现有工作人员处于吊舱、梯子顶部等高出，将会对该工作人员进行安全

带检测，判断是否佩戴安全带，若未佩戴安全带将进行语音制止，并重点监控，直至该工作

人员佩戴安全带后，语音警报解除。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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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