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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该系

统包括：安装于牵引绳上的拉力监测模块，安装

于抱杆上的倾角监测模块；拉力监测模块，将采

集到的牵引绳受力信号通过无线局域网传至数

据显示终端；倾角监测模块，将采集到的抱杆倾

角信号通过无线局域网传至数据显示终端；数据

显示终端，用于设定牵引绳受力信号值、抱杆倾

角信号的危险预警值、并在达到危险预警值时自

动发出预警提示。本实用新型一种抱杆起立过程

实时安全监控系统，能够有效解决在输电铁塔组

立施工抱杆起立过程中，无法准确判断牵引绳受

力与抱杆倾角的技术问题，在避免施工事故的同

时提高了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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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

安装于牵引绳（4）上的拉力监测模块（9），

安装于抱杆（2）上的倾角监测模块（10），

拉力监测模块（9），将采集到的牵引绳（4）受力信号通过无线局域网（11）传至数据显示

终端（12）；

倾角监测模块（10），将采集到的抱杆（2）倾角信号通过无线局域网（11）传至数据显示

终端（12）；

数据显示终端（12），用于设定牵引绳（4）受力信号、抱杆（2）倾角信号的危险预警值、并

在达到危险预警值时自动发出预警提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拉力监

测模块（9）通过U型环（13）串接进牵引绳（4）中，拉力监测模块（9）两端通过线夹（14）并联二

次保护绳（1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拉

力监测模块（9）包括电阻应变片，电阻应变片用于采集牵引绳（4）受力信号，采集的牵引绳

（4）受力信号经过第一模数转换单元进行数据经模数转换后，输送至第一单片机进行数据

处理，然后通过第一无线传输单元将数据传送至数据显示终端（12）。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拉

力监测模块（9）还包括第一锂电池，第一锂电池分别连接电阻应变片、第一模数转换单元、

第一单片机、第一无线传输单元并为这些模块提供工作电源。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拉

力监测模块（9）还包括42CrMO制成的金属外壳，第一模数转换单元、第一单片机第一无线传

输单元设置在所述金属外壳内，外壳表面电镀一层Ni。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抱杆（2）

的横截面（16）任一位置通过四根钢板（17）搭建一个承托架，倾角监测模块（10）通过安装在

所述承托架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倾

角监测模块（10）包括无线倾角传感器，无线倾角传感器用于采集抱杆（2）倾角信号，采集的

抱杆（2）倾角信号经过第二模数转换单元模数转换后，输送至第二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然

后通过第二无线传输单元将数据传送至数据显示终端（12）。

8.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倾

角监测模块（10）还包括第二锂电池，第二锂电池分别连接无线倾角传感器、第二模数转换

单元、第二单片机、第二无线传输单元并为这些模块提供工作电源。

9.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倾

角监测模块（10）还包括聚乙烯材料制成的外壳，第二模数转换单元、第二单片机、第二无线

传输单元设置在所述聚乙烯外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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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输电线路铁塔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

全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内悬浮抱杆分解组塔因其施工效率高、受地形条件影响小，成为输电铁塔组立较

为常用的方法之一。内悬浮抱杆分解组塔依靠抱杆完成塔片起吊，故在起吊塔片之前，需先

将抱杆起立。因抱杆重量较大，起立抱杆的牵引绳受力较大，一旦其受力过载将发生严重的

施工安全事故。并且在起立过程中难以准确感知抱杆倾角，因需反复调整抱杆角度而影响

施工效率。

[0003] 目前，在输电铁塔组立抱杆的起立过程中，多采用施工负责人的视觉观察法对抱

杆起立进行监测，其无法感知牵引绳受力过载的临界状态与抱杆起立倾角，从而导致在抱

杆起立过程中不仅牵引绳受力危险易发生安全事故。且因需反复调整抱杆角度而影响施工

效率。因此，为确保抱杆起立过程中牵引绳受力安全、精准感知抱杆起立倾角，需要对起吊

绳受力与抱杆倾角实时监测。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能够有效解决在输电铁塔

组立施工抱杆起立过程中，无法准确判断牵引绳受力与抱杆倾角的技术问题，在避免施工

事故的同时提高了施工效率。

[0005]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该系统包括：

[0007] 安装于牵引绳上的拉力监测模块，

[0008] 安装于抱杆上的倾角监测模块，

[0009] 拉力监测模块，将采集到的牵引绳受力信号通过无线局域网传至数据显示终端；

[0010] 倾角监测模块，将采集到的抱杆倾角信号通过无线局域网传至数据显示终端

[0011] 数据显示终端，用于设定牵引绳受力信号值、抱杆倾角信号的危险预警值、并在达

到危险预警值时自动发出预警提示。

[0012] 所述拉力监测模块通过U型环串接进牵引绳中，拉力监测模块两端通过线夹并联

二次保护绳。

[0013] 所述拉力监测模块包括电阻应变片，电阻应变片用于采集牵引绳受力信号，采集

的牵引绳受力信号经过第一模数转换单元进行数据经模数转换后，输送至第一单片机

STC12LE5616AD进行数据处理，然后通过第一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将数据传送至

数据显示终端。

[0014] 所述拉力监测模块还包括第一锂电池，第一锂电池分别连接电阻应变片、第一模

数转换单元、第一单片机STC12LE5616AD、第一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并为这些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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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工作电源。

[0015] 所述拉力监测模块还包括42CrMO制成的金属外壳，第一模数转换单元、第一单片

机STC12LE5616AD、第一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设置在所述金属外壳内，外壳表面电

镀一层Ni。

[0016] 在抱杆的横截面任一位置通过四根钢板搭建一个承托架，倾角监测模块通过安装

在所述承托架上。

[0017] 所述倾角监测模块包括无线倾角传感器，无线倾角传感器用于采集抱杆倾角信

号，采集的抱杆倾角信号经过第二模数转换单元模数转换后，输送至第二单片机

STC12LE5616AD进行数据处理，然后通过第二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将数据传送至

数据显示终端。

[0018] 所述倾角监测模块还包括第二锂电池，第二锂电池分别连接无线倾角传感器、第

二模数转换单元、第二单片机STC12LE5616AD、第二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并为这些

模块提供工作电源。

[0019] 所述倾角监测模块还包括聚乙烯材料制成的外壳，第二模数转换单元、第二单片

机STC12LE5616AD、第二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设置在所述聚乙烯外壳内。

[0020] 本实用新型一种抱杆起立过程实时安全监控系统，技术效果如下：

[0021] 1）、本实用新型解决了输电铁塔组立施工抱杆起立过程中，牵引绳受力较大且受

力复杂，易发生安全事故的问题，有效确保了抱杆起立过程的顺利进行。

[0022] 2）、因输电铁塔组立施工抱杆起立过程中，抱杆起立倾角难以准确辨别，从而导致

不知何时停止牵引，并且在调正抱杆位置时需反复调整，降低施工效率。本实用新型可以使

施工人员及时准确感知抱杆起立倾角，提高了抱杆起立的施工效率。

[0023] 3）、本实用新型的无线拉力\倾角检测模块，解决了传统有线传感器的数据传输线

在抱杆起立施工过程中不易搭接、易损坏的困难，有利于传感器监测数据的顺利传输。

[0024] 4）、本实用新型的轮询式数据传输方式，解决了多传感器采集数据在传输过程易

发生相互干扰的问题，避免了数据显示终端出现传感器采集数据乱码的现象。

[0025] 5）、本实用新型的传感器的自动休眠、定时唤醒的工作模式，减少了传感器电能的

损耗，增大了传感器的续航能力，解决了传感器在野外施工监测时不易充电的困难。

[0026] 6）、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装置，能够有效解决在输电铁塔组立施工抱杆起立过程

中，无法准确判断牵引绳受力与抱杆倾角的困难，避免了牵引绳因受力过载无法感知而发

生安全事故的问题，同时因能准确感知抱杆起立倾角而便于控制牵引设备和调整抱杆至竖

直状态。采用本实用新型的装置进行抱杆起立，在避免施工事故的同时提高了施工效率。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抱杆起立过程中各个部件安装示意图。

[0028] 图2为拉力\倾角传感器采集数据传至数据显示终端示意图。

[0029] 图3为拉力监测模块安装示意图。

[0030] 图4为倾角监测模块安装方法示意图。

[0031] 图5为抱杆起立监测方法的流程图。

[0032] 图6为数据显示终端显示界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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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7为拉力\倾角监测模块内部连接示意图。

[0034] 其中，1‑已组塔腿，2‑抱杆，3‑小人字抱杆，4‑牵引绳，5‑侧面绳，6‑制动绳，7‑地滑

车，8‑牵引设备，  9‑拉力监测模块，10‑倾角监测模块，11‑无线局域网，12‑数据显示终端，

13‑U型环，14‑线夹，15‑二次保护绳，16‑抱杆2的横截面，17‑钢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如图1所示，抱杆起立，是指凭借牵引设备8通过地滑车7拉动牵引绳4依靠小人字

抱杆3带动抱杆2从水平变为竖直的过程，在起立过程中，侧面绳5和制动绳6防止抱杆2移位

和向侧面倾斜。

[0036] 无线局域网11采用ZigBee无线通信技术实现传感器采集数据的局域内无线传输。

[0037] 数据显示终端12是能接受拉力监测模块9与倾角监测模块10发送的数据，并能根

据设定的二者监测数据的预警值自动预警警的上位机与显示器。

[0038] 数据显示终端12采用HUAWEI  MatePad  Pro12.6英寸  8GB+128GB  8扬声器  OLED全

面屏平板电脑。

[0039] 拉力监测模块9与倾角监测模块10，采用轮询的数据传输方式和自动休眠、定时唤

醒的工作模式。轮询传输即传感器采集数据按照设定时间依次轮换占用传输信道，一个传

感器进行数据传输时，另一个传感器排队等候，轮询模式的最小时间间隔为数据处理和传

输所用的时间。自动休眠、定时唤醒的工作模式即传感器发送一次数据后即进入休眠模式，

在进入下一轮数据传输前被提前唤醒。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抱杆起立情况的监测装置，是用于铁塔组立施工中，抱杆起立过程牵引绳4受

力监测的装置。包括拉力监测模块9、无线局域网11和数据显示终端12。

[0042] 如图2所示，抱杆2起立过程牵引绳4受力监测，是指将安装在牵引绳4上的拉力监

测模块9采集到的牵引绳受力信息，通过无线局域网11传至数据显示终端12，并在数据显示

终端12提前根据施工要求与绳索规格，设定牵引绳4受力危险的预警值。当数据显示终端12

接受到的拉力监测模块9的数值达到预警值时，会自动发出预警相应。

[0043] 如图7所示，拉力监测模块9包括电阻应变片，电阻应变片用于采集牵引绳4受力信

号，采集的牵引绳4受力信号经过第一模数转换单元进行数据经模数转换后，输送至第一单

片机STC12LE5616AD进行数据处理，然后通过第一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将数据传

送至数据显示终端12。

[0044] 所述拉力监测模块9还包括第一锂电池，第一锂电池分别连接电阻应变片、第一模

数转换单元、第一单片机STC12LE5616AD、第一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并为这些模块

提供工作电源。电源剩余电量与牵引绳4受力数据一起经第一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传送至数据显示终端12。

[0045] 第一模数转换单元采用ADS1232模块。

[0046] 所述拉力监测模块9还包括42CrMO制成的金属外壳，第一模数转换单元、第一单片

机STC12LE5616AD、第一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设置在所述金属外壳内，外壳表面电

镀一层Ni。金属外壳具有易与组塔绳索相连的外形结构，耐腐蚀，以适应组塔施工现场恶劣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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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如图3所示，拉力监测模块9的安装方式：通过U型环13将无线拉力传感器9串接进

牵引绳4中，并在拉力监测模块9两端通过线夹14并联二次保护绳15。二次保护绳15是略长

于无线拉力传感器的钢丝绳。

[0048] 如图6所示，数据显示终端12，能接受拉力监测模块9发送的数据，并能根据设定的

二者监测数据的预警值自动预警警的显示器，其可显示拉力监测模块9采集数据、拉力监测

模块9剩余电量、以及通信情况，当拉力监测模块9采集数据未达到预警值、剩余电量超过

20%、通信情况良好时相应指示灯为绿色，否则为红色。

[0049] 实施例2：

[0050] 一种抱杆起立情况的监测装置，是用于铁塔组立施工中抱杆起立过程中抱杆倾斜

角度监测的装置，包括倾角监测模块10、无线局域网11和数据显示终端12。

[0051] 如图2所示，所述抱杆起立过程抱杆倾角监测，是指将安装在抱杆2上的倾角监测

模块10采集到的抱杆倾角信息，通过无线局域网11传至数据显示终端12，并在数据显示终

端12提前根据施工要求与绳索规格设定牵引绳受力危险的预警值。

[0052] 如图7所示，倾角监测模块10包括无线倾角传感器，无线倾角传感器用于采集抱杆

2倾角信号，采集的抱杆2倾角信号经过第二模数转换单元模数转换后，输送至第二单片机

STC12LE5616AD进行数据处理，然后通过第二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将数据传送至

数据显示终端12。

[0053] 无线倾角传感器采用SCA100T双轴倾角传感器。

[0054] 所述倾角监测模块10还包括第二锂电池，第二锂电池分别连接无线倾角传感器、

第二模数转换单元、第二单片机STC12LE5616AD、第二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并为这

些模块提供工作电源。电源剩余电量与抱杆2倾角信号数据一起经第二无线传输单元XBee‑

PRO  900HP传送至数据显示终端12。

[0055] 所述倾角监测模块10还包括聚乙烯材料制成的外壳，第二模数转换单元、第二单

片机STC12LE5616AD、第二无线传输单元XBee‑PRO  900HP设置在所述聚乙烯外壳内。

[0056] 如图4所示，倾角监测模块10的安装方式：倾角监测模块10四角处设有可安装螺杆

的圆孔，并配有4根钢板17。安装时，先在抱杆2的横截面16任一位置通过所述四根钢板17搭

建一个“井”字形承托架，后将倾角监测模块10通过螺杆安装在“井”字形承托架正中央。

[0057] 如图6所示，数据显示终端12，能接受倾角监测模块10发送的数据，并能根据设定

的预警值自动预警的显示器，其可显示无线倾角传感器采集数据、无线倾角传感器剩余电

量、以及通信情况，当无线倾角传感器采集数据未达到预警值、剩余电量超过20%、通信情况

良好时相应指示灯为绿色，否则为红色。

[0058] 一种抱杆起立情况的监测方法。该方法的步骤如下：

[0059] S1：启动拉力监测模块9、倾角监测模块10和数据显示终端12，查看拉力监测模块

9、倾角监测模块10的电量剩余情况；

[0060] S2：在每次使用前根据具体施工需求，在数据显示终端12设定无线拉力传感器与

无线倾角传感器的预警值；

[0061] S3：将拉力监测模块9与倾角监测模块10组装好后，分别安装在牵引绳4与抱杆2

上，待数据显示终端12与无线传输网络成功建立通信后，通过数据显示终端12实时查看牵

引绳4的受力与抱杆2的起立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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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S4：当牵引绳4的受力与抱杆2的起立倾角达到设定的预警值时，数据显示终端12

会自动发出声音预警，提醒施工工人做出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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