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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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12497.9

(22)申请日 2017.10.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59189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16

(73)专利权人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银川供电公司

地址 750011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昌

东路222号

(72)发明人 芦兴　胡晓雷　张云峰　张波　

杨熠鑫　金萍　马丽　张旭宁　

潘庆庆　方磊　

(74)专利代理机构 厦门智慧呈睿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35222

代理人 郭福利　魏思凡

(51)Int.Cl.

H02J 13/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225168 A,2016.01.06,

CN 106584450 A,2017.04.26,

CN 105500406 A,2016.04.20,

CN 206568169 U,2017.10.20,

Haipeng Wang等.Ultrasonic detection 

device design based on substation 

intelligent inspection robot.《2016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Robotics for the Power Industry (CARPI)》

.2016,

Haojie Zhang等.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 of an inspection robot for 

power substation.《2015 IEEE Intelligent 

Vehicles Symposium (IV)》.2015,

田成凤.智能变电站相关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工程科技

II辑》.2012,

鲁守银，等.移动机器人在高压变电站中的

应用.《高电压技术》.2017,第43卷(第1期),

赵驰.智能化变电站运行维护技术研究.《中

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工程科技II

辑》.2013,

审查员 王璐璐

 

(54)发明名称

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包括

电力监控系统和电力抢修系统，所述电力监控系

统和电力抢修系统将采集的数据汇集在电力调

度平台中，由电力调度平台整合处理，进行合理

的城市用电调度，所述电力调度平台的电力调度

数据通过通信模块实时发送至调度监控中心，供

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监控和查看。本发明中设置

多重监控，对变电站内的情况进行全方位和全时

性的监测，出现故障能够及时迅速的定位、排除

和修复，提高了变电站的工作效率，变电站的监

控数据实时上传至监控调度中心，使得监控调度

中心能够同步对电力进行调度，使得电力调度及

时，提高电力调度的效率，巡检机器人提高防撞

击能力，提升了机器人的防护性，延长了其使用

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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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包括电力监控系统和电力抢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力监控系统和电力抢修系统将采集的数据汇集在电力调度平台中，由电力调度平台整合

处理，进行合理的城市用电调度，所述电力调度平台的电力调度数据通过通信模块实时发

送至调度监控中心，供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监控和查看；

所述电力监控系统包括变压器监控模块、配电柜监控模块、输电线路监控模块、监控值

班室和巡检机器人，所述变压器监控模块、配电柜监控模块、输电线路监控模块、监控值班

室和巡检机器人均设置于城市变电站内，所述变压器监控模块既在变电站的各个变压器内

安装传感器组，用于监控和记录变压器的工作状态；

所述巡检机器人包括移动底座(1)，所述移动底座(1)为履带式，且移动底座(1)的上方

安装有安装底板(2)，所述安装底板(2)为圆盘状结构，且圆形边缘等距离设置有四根支撑

杆(3)，所述支撑杆(3)为中空结构，且远离安装底板(2)的一端设置为开口，所述支撑杆(3)

的内部设置有缓冲弹簧(4)，所述缓冲弹簧(4)连接有伸缩杆(5)的一端，所述伸缩杆(5)的

另一端通过开口延伸至支撑杆(4)的外部，所述伸缩杆(5)远离支撑杆(3)的一端设置有转

向助力轮(6)，所述安装底板(2)的上方设置有监控主体(7)，所述监控主体(7)的上端通过

电动转轴转动连接有摄录装置(8)，所述安装底板(2)的一侧安装有监控传感器组(9)，另一

侧设置有两组竖直的立柱(10)，两组所述立柱(10)的一侧沿长度方向设置有移动轨道

(11)，所述移动轨道(11)上活动安装有移动装置(12)，所述移动装置上安装有转动轴(13)，

且两组转动轴(13)通过支架固定连接有遮挡棚(14)，所述城市变电站内每一万平方米设置

一个巡检机器人安置房(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力抢修系统包括

故障定位模块、电闸启闭模块、电力分流模块和现场修复，其中，所述故障定位模块由变压

器监控模块、配电柜监控模块和输电线路监控模块上安装的传感器组进行故障定位，并将

故障位置传送至监控值班室的监控终端机上，所述电闸启闭模块分为人工启闭和自动启

闭，人工启闭的权限等级高于自动启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四根所述支撑杆(3)与

安装底板(2)位于同一水平面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巡检机器人安置房

(15)的一侧设置有电动卷帘门，且内部地面设置有无线充电平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模块为无线网

络，局域网，以太网和4G通信网络。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组包括温度

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巡检机器人内安装

有无线通信模块，可将监控的数据传送至监控值班室和调度监控中心。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度监控中心配置

有24小时循环监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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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调度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调度是为了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对外可靠供电、各类电力生产工作有序

进行而采用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电力调度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依据各类信息采集设备反

馈回来的数据信息，或监控人员提供的信息，结合电网实际运行参数，如电压、电流、频率、

负荷等，综合考虑各项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对电网安全、经济运行状态进行判断，通过电话

或自动系统发布操作指令，指挥现场操作人员或自动控制系统进行调整，如调整发电机出

力、调整负荷分布、投切电容器、电抗器等，从而确保电网持续安全稳定运行。近年来随着科

技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监测、控制手段不断完善，电力调度的技术支持也日趋强大。

[0003] 现有的电力调度系统，存在调度不及时，变电站监控数据与调度中心数据无法实

时同步，导致电力调度滞后，造成了电力调度的效率低，且变电站为了降低故障率，往往配

置大量人员进行巡逻，这种方式不仅巡逻效率低，且人工成本大，人员分工不合理，造成人

力资源分配不均，配置的巡检机器人虽监控效率高，但日常维护不到位，常常还未到使用年

限巡检机器人就损坏了，为此我们设计出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

统。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包括电力监控系统和电力抢修系统，所述电力监控系统

和电力抢修系统将采集的数据汇集在电力调度平台中，由电力调度平台整合处理，进行合

理的城市用电调度，所述电力调度平台的电力调度数据通过通信模块实时发送至调度监控

中心，供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监控和查看；

[0007] 所述电力监控系统包括变压器监控模块、配电柜监控模块、输电线路监控模块、监

控值班室和巡检机器人，所述变压器监控模块、配电柜监控模块、输电线路监控模块、监控

值班室和巡检机器人均设置于城市变电站内，所述变压器监控模块既在变电站的各个变压

器内安装传感器组，用于监控和记录变压器的工作状态，所述配电柜监控模块既在变电站

内的各个配电柜中安装传感器组，用于监控和记录配电柜的工作状态，所述输电线路监控

模块既在每段输电线路的节点处安装传感器组，用于监控和记录每段输电线路的工作状

态，将城市变电站划分区域，一个区域的面积为6000平方米，每个区域设置一个监控值班

室，用于监控该区域内变压器、配电柜、输电线路的工作状态，且每个监控值班室内配置6名

员工，分为三组，实行8小时三班制，所述城市变电站内配置有巡检机器人，且按照每一万平

方米配置一台巡检机器人，用于代替人工对变电站内的情况进行巡逻；

[0008] 所述电力抢修系统包括故障定位模块、电闸启闭模块、电力分流模块和现场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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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故障定位模块由变压器监控模块、配电柜监控模块和输电线路监控模块上安装

的传感器组进行故障定位，并将故障位置传送至监控值班室的监控终端机上，所述电闸启

闭模块分为人工启闭和自动启闭，出现故障时自动关闭故障线路的电闸，避免故障造成的

损失扩大，人工启闭的权限等级高于自动启闭，既人工启闭可覆盖自动启闭的操作，所述电

力分流模块为当某条输电线路超过饱和时，可自动分流至为未饱和的输电线路，保证变电

站的正常运转，减少故障，现场修复为人工对故障点进行修复；

[0009] 所述巡检机器人包括移动底座，所述移动底座为履带式，且移动底座的上方安装

有安装底板，所述安装底板为圆盘状结构，且圆形边缘等距离设置有四根支撑杆，所述支撑

杆为中空结构，且远离安装底板的一端设置为开口，所述支撑杆的内部设置有缓冲弹簧，所

述缓冲弹簧连接有伸缩杆的一端，所述伸缩杆的另一端通过开口延伸至支撑杆的外部，所

述伸缩杆远离支撑杆的一端设置有转向助力轮，所述安装底板的上方设置有监控主体，所

述监控主体的上端通过电动转轴转动连接有摄录装置，所述安装底板的一侧安装有监控传

感器组，另一侧设置有两组竖直的立柱，两组所述立柱的一侧沿长度方向设置有移动轨道，

所述移动轨道上活动安装有移动装置，所述移动装置上安装有转动轴，且两组转动轴通过

支架固定连接有遮挡棚，所述城市变电站内每一万平面设置一个巡检机器人安置房。

[0010] 优选的，四根所述支撑杆与安装底板位于同一水平面内。

[0011] 优选的，所述巡检机器人安置房的一侧设置有电动卷帘门，且内部地面设置有无

线充电平台。

[0012] 优选的，所述通信模块为无线网络，局域网，以太网和4G通信网络。

[0013] 优选的，所述传感器组包括温度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

[0014] 优选的，所述巡检机器人内安装有无线通信模块，可将监控的数据传送至监控值

班室和调度监控中心。

[0015] 优选的，所述调度监控中心配置有24小时循环监控人员。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中设置多重监控，对变电站内的情

况进行全方位和全时性的监测，保证了变电站的正常运转，出现故障能够及时迅速的定位、

排除和修复，提高了变电站的工作效率，变电站的监控数据实时上传至监控调度中心，使得

监控调度中心能够同步对电力进行调度，使得电力调度及时，提高电力调度的效率，巡检机

器人配置遮挡板、伸缩杆和转向助力轮，提高防撞击能力，提升了机器人的防护性，延长了

其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的逻辑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的巡检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的安装底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的巡检机器人安置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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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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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参照图1-4，加强式变电站调度系统，包括电力监控系统和电力抢修系统，电力监

控系统和电力抢修系统将采集的数据汇集在电力调度平台中，由电力调度平台整合处理，

进行合理的城市用电调度，电力调度平台的电力调度数据通过通信模块实时发送至调度监

控中心，供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监控和查看，通信模块为无线网络，局域网，以太网和4G通

信网络，调度监控中心配置有24小时循环监控人员。

[0023] 电力监控系统包括变压器监控模块、配电柜监控模块、输电线路监控模块、监控值

班室和巡检机器人，变压器监控模块、配电柜监控模块、输电线路监控模块、监控值班室和

巡检机器人均设置于城市变电站内，变压器监控模块既在变电站的各个变压器内安装传感

器组，用于监控和记录变压器的工作状态，配电柜监控模块既在变电站内的各个配电柜中

安装传感器组，用于监控和记录配电柜的工作状态，输电线路监控模块既在每段输电线路

的节点处安装传感器组，用于监控和记录每段输电线路的工作状态，将城市变电站划分区

域，一个区域的面积为6000平方米，每个区域设置一个监控值班室，用于监控该区域内变压

器、配电柜、输电线路的工作状态，且每个监控值班室内配置6名员工，分为三组，实行8小时

三班制，城市变电站内配置有巡检机器人，且按照每一万平方米配置一台巡检机器人，用于

代替人工对变电站内的情况进行巡逻，巡检机器人内安装有无线通信模块，可将监控的数

据传送至监控值班室和调度监控中心。

[0024] 电力抢修系统包括故障定位模块、电闸启闭模块、电力分流模块和现场修复，其

中，故障定位模块由变压器监控模块、配电柜监控模块和输电线路监控模块上安装的传感

器组进行故障定位，并将故障位置传送至监控值班室的监控终端机上，电闸启闭模块分为

人工启闭和自动启闭，出现故障时自动关闭故障线路的电闸，避免故障造成的损失扩大，人

工启闭的权限等级高于自动启闭，既人工启闭可覆盖自动启闭的操作，电力分流模块为当

某条输电线路超过饱和时，可自动分流至为未饱和的输电线路，保证变电站的正常运转，减

少故障，现场修复为人工对故障点进行修复，传感器组包括温度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压

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

[0025] 巡检机器人包括移动底座1，移动底座1为履带式，且移动底座1的上方安装有安装

底板2，安装底板2为圆盘状结构，且圆形边缘等距离设置有四根支撑杆3，四根支撑杆3与安

装底板2位于同一水平面内，支撑杆3为中空结构，且远离安装底板2的一端设置为开口，支

撑杆3的内部设置有缓冲弹簧4，缓冲弹簧4连接有伸缩杆5的一端，伸缩杆5的另一端通过开

口延伸至支撑杆4的外部，伸缩杆5远离支撑杆3的一端设置有转向助力轮6，安装底板2的上

方设置有监控主体7，监控主体7的上端通过电动转轴转动连接有摄录装置8，安装底板2的

一侧安装有监控传感器组9，另一侧设置有两组竖直的立柱10，两组立柱10的一侧沿长度方

向设置有移动轨道11，移动轨道11上活动安装有移动装置12，移动装置上安装有转动轴13，

且两组转动轴13通过支架固定连接有遮挡棚14，城市变电站内每一万平面设置一个巡检机

器人安置房15，巡检机器人安置房15的一侧设置有电动卷帘门，且内部地面设置有无线充

电平台。

[0026] 本发明在实施时，电力监控系统和电力抢修系统能够全方位和全时性的对变电站

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的数据合理进行电力的调度，出现故障能够及时处理，提高故障排除的

效率，且避免故障扩大，增加损失，且电力调度效率高，每个监控值班室配置6名人员进行24

小时不间断监控，合理分配人力，提高监管效率，巡检机器人在户外可通过伸缩杆和转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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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轮减少碰撞，遮挡板可收缩，提高了对巡检机器人的保护，降低了其损坏的概率，提高了

其使用寿命。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7591895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07591895 B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07591895 B

8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07591895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