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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

统及方法，系统包括：监测基准站、监测终端和监

测服务器；所述监测基准站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基准站；所述监测终端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上且

包括北斗定位芯片；所述监测基准站与所述监测

终端相连以发送监测基准站的地理坐标；所述监

测终端接收所述监测基准站的地理坐标并通过

载波相位差分技术获得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

息；所述监测终端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送

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所述监测服务器接收

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并与预设的姿态信息

做比较以进行监测。本发明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

移监测系统及方法能有效提升电网运行的可靠

性、降低运行成本并且大大降低运维人员的工作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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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监测基准站、监测终端和监测

服务器；所述监测基准站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基准站；所述监测终端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

上且包括北斗定位芯片；所述监测基准站与所述监测终端相连以发送监测基准站的地理坐

标；所述监测终端接收所述监测基准站的地理坐标并通过载波相位差分技术获得输电线路

杆塔的姿态信息；所述监测终端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送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

所述监测服务器接收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并与预设的姿态信息做比较以进行监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系统还包

括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上的气象采集装置；所述气象采集装置与监测终端相连以发送采集

的输电线路杆塔周边的气象信息；所述气象信息包括降雨量、风力和风向；所述监测终端与

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送气象信息；所述监测服务器结合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与所

述气象信息以进行监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每根输电线路杆塔

上安装有多个监测终端以获取输电线路杆塔的三维姿态信息；所述多个为三个及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监测终端

中的一个监测终端设置为主模块，其他监测终端设置为从模块，从模块只与主模块通信，通

信方式采用ZigBee技术；主模块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送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系统还包

括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上的气象采集装置；所述气象采集装置与主模块相连以发送采集的

气象信息；所述气象信息包括降雨量、风力和风向；所述主模块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

送气象信息；所述监测服务器结合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与所述气象信息以进行监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系统还包

括：移动通信基站；所述监测终端通过所述移动通信基站或北斗短报文与所述监测服务器

通信。

7.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监测基准站的地理坐标，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上设置有北斗定

位芯片的监测终端获得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

气象采集装置采集输电线路杆塔周边的气象信息并发送给所述监测终端；所述气象信

息包括降雨量、风力和风向；

所述监测终端发送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和气象信息给监测服务器；所述监测服务

器根据接收的姿态信息判断输电线路杆塔的偏移量是否超出预设的临界值，如果超出，发

出警报信息；如果未超出，进一步判断偏移量是否查出预设的稳定值，如果超出，将该输电

线路杆塔进行跟踪，结合所述气象信息分析产生偏移原因并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现场核查及

调整预设稳定值。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每根输电线路杆塔

上安装有多个监测终端以获取输电线路杆塔的三维姿态信息；所述多个为三个及以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监测终端

中的一个监测终端设置为主模块，其他监测终端设置为从模块，从模块只与主模块通信，通

信方式采用ZigBee技术；所述气象采集装置与主模块相连以发送采集的气象信息；所述主

模块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送姿态信息和气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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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终端通

过移动通信基站或北斗短报文与所述监测服务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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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监测控制领域，特别是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沿海大部份地区，在台风、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情况下，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引发电力塔护坡塌方等；在持续低温极端气候下，导线、杆塔等电力设施的

覆冰情况，容易引起杆塔倾斜、倒塌、导线断线，线路跳闸等事故，影响电网的安全稳定运

行。架空电力杆塔分布范围比较广，传统的单纯靠输电运维人员逐一巡线排查，乃至目前推

行的无人机巡线，都很难及时准确地发现杆塔倾斜，因为电力塔杆的沉降和变形是相对缓

慢的。而且线路电力杆塔很多都是建设在偏远地带，很多地方没有移动运营商信号的，发现

到有倒塔、倾斜等情况也无法第一时间回传。

[0003] 发展智能电网，坚强电网是电力发展的趋势，社会用电量的持续上升，投产输电线

路杆塔数量的不断增加。但是随着电网规模的不断扩大，输电线路越来越长，杆塔越来越

多，而人员的增加却是有限的，同时电网的安全运行及智能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传统

的巡视检测手段已不能满如实际需要。

[0004] 为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智能电网，需要越来越多的一

套具有智能化、实时化、信息化、网络化水平的杆塔实时监测系统。

[0005] 目前国内对电力架空塔的检测大部分采用人工巡检，并进行记录。所以在电力塔

形变监测应用中，人工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且人工探测无法实时监测，在发生肉眼无法识别

的偏移时，无法做到提前预警和纠正工作，数据容易因为检测人员的技术水平产生偏差，导

致数据不准确，且数据量无法达到一定的量无法做分析使用或分析结果不准确。

[0006] 虽然有采用GPS或者北斗技术对杆塔进行定位，并在杆塔上安装倾角传感器来监

测杆塔姿态。但是，增加倾角传感器不仅降低系统可靠性，而且由于倾角传感器安装时很难

与杆塔保持水平，因此误判、遗漏的概率大。

[0007] GPS高精度定位的方法是采用对杆塔上的两个GPS流动站的信号做差分处理，精度

可达厘米级，但是需要额外建设GPS基准站，成本居高不下。并且由于电力杆塔位置环境复

杂，分布地点偏远，电力线路延绵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所处于山地、农田之中，不能够在

无信号区域进行通讯利，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整体成本也比较高，因此应用受限。另一方

面，GPS技术开发的目的是供美国军方使用，电网属于国民经济命脉，采用GPS技术并不合

适。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及

方法，能有效提升电网运行的可靠性、降低运行成本并且大大降低运维人员的工作强度。

[0009]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方面，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包括：监测基准站、监测终端和监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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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所述监测基准站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基准站；所述监测终端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上

且包括北斗定位芯片；所述监测基准站与所述监测终端相连以发送监测基准站的地理坐

标；所述监测终端接收所述监测基准站的地理坐标并通过载波相位差分技术获得输电线路

杆塔的姿态信息；所述监测终端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送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

所述监测服务器接收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并与预设的姿态信息做比较以进行监测。

[0011] 优选的，所述监测系统还包括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上的气象采集装置；所述气象

采集装置与监测终端相连以发送采集的输电线路杆塔周边的气象信息；所述气象信息包括

降雨量、风力和风向；所述监测终端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送气象信息；所述监测服务

器结合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与所述气象信息以进行监测。

[0012] 优选的，每根输电线路杆塔上安装有多个监测终端以获取输电线路杆塔的三维姿

态信息；所述多个为三个及以上。

[0013] 优选的，所述多个监测终端中的一个监测终端设置为主模块，其他监测终端设置

为从模块，从模块只与主模块通信，通信方式采用ZigBee技术；主模块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

连以发送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

[0014] 优选的，所述监测系统还包括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上的气象采集装置；所述气象

采集装置与主模块相连以发送采集的气象信息；所述气象信息包括降雨量、风力和风向；所

述主模块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送气象信息；所述监测服务器结合输电线路杆塔的姿

态信息与所述气象信息以进行监测。

[0015] 优选的，所述监测系统还包括：移动通信基站；所述监测终端通过所述移动通信基

站或北斗短报文与所述监测服务器通信。

[0016] 另一方面，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方法，包括：

[0017]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监测基准站的地理坐标，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上设置有北

斗定位芯片的监测终端获得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

[0018] 气象采集装置采集输电线路杆塔周边的气象信息并发送给所述监测终端；所述气

象信息包括降雨量、风力和风向；

[0019] 所述监测终端发送输电线路杆塔的姿态信息和气象信息给监测服务器；所述监测

服务器根据接收的姿态信息判断输电线路杆塔的偏移量是否超出预设的临界值，如果超

出，发出警报信息；如果未超出，进一步判断偏移量是否查出预设的稳定值，如果超出，将该

输电线路杆塔进行跟踪，结合所述气象信息分析产生偏移原因并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现场核

查及调整预设稳定值。

[0020] 优选的，每根输电线路杆塔上安装有多个监测终端以获取输电线路杆塔的三维姿

态信息；所述多个为三个及以上。

[0021] 优选的，所述多个监测终端中的一个监测终端设置为主模块，其他监测终端设置

为从模块，从模块只与主模块通信，通信方式采用ZigBee技术；所述气象采集装置与主模块

相连以发送采集的气象信息；所述主模块与所述监测服务器相连以发送姿态信息和气象信

息。

[0022] 优选的，所述监测终端通过移动通信基站或北斗短报文与所述监测服务器通信。

[0023]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4] (1)本发明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及方法，能有效提升电网运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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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识别出肉眼无法识别的位移，避免隐患发展为事故；通过大量的监测数据构建大数据

分析，分析不同因素(地形、气候等)对杆塔姿态的影响，并绘制形态变化报表实现预警，提

前消除隐患；将运行人员的现场目测巡视与经验判断的检查模式变为自动采集与事后共同

总结，避免了手工记录运行状态不够形象直观造成漏记、错记的问题；

[0025] (2)本发明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及方法，终端利用与卫星数据互传原

理，通过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实现对各地区的电力塔杆进行精准定位；并记录、保存安装人员

行径路线，生成位置离线包；当杆塔发生倾斜、沉降时，平台发生抢修信号，协助负责人确认

杆塔位置及偏移情况；系统可将监测终端和负责部门进行绑定，可将告警杆塔位置离线包

发送至运维人员手机，让其得知路线以及达到时间；因此能降低运维人员工作强度，供电单

位的运维人员可以省去现场巡查的时间成本，并且实现实时监测；输电运维人员有针对性

提高巡检及检修质量，利用北斗定位系统确定事故发生地点后，可以提前规划路径，不用再

盲目搜索；

[0026] (3)本发明每根输电线路杆塔上安装有三个及以上的监测终端以获取输电线路杆

塔的三维姿态信息以实现对输电线路杆塔的全方位监测；

[0027] (4)本发明将短距离无线通信方式ZigBee应用在同一杆塔内监测模块间信息传

递，大大降低了设备的后期费用及流量成本，并且不影响系统的原有功能。

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

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输电线路杆塔监测系统的结构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的电线杆塔上的多个监测终端的通信结构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的输电线路杆塔监测方法的处理流程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的杆塔姿态采样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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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4] 参见图1至图2所示，一方面，本发明一种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包括：北斗

卫星1、监测基准站3、监测终端5、气象采集装置6、监测服务器7；所述监测基准站3为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基准站；所述监测终端5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4上且包括北斗定位芯片；所述监

测基准站3与所述监测终端5相连以发送监测基准站3的地理坐标；所述监测终端5接收所述

监测基准站3的地理坐标并通过载波相位差分技术(RTK处理模块)获得输电线路杆塔4的姿

态信息；所述监测终端5与所述监测服务器7相连以发送输电线路杆塔4的姿态信息；所述监

测服务器7接收输电线路杆塔4的姿态信息并与预设的姿态信息做比较以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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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所述气象采集装置6与监测终端5相连以发送采集的输电线路杆塔4周边的气象信

息；所述气象信息包括降雨量、风力和风向；所述监测终端5与所述监测服务器7相连以发送

气象信息；所述监测服务器7结合输电线路杆塔4的姿态信息与所述气象信息以进行监测。

[0036] 具体的，监测基准站3安装在地理坐标已知、相对比较稳定的地方，主要负责定位

基准站的地理坐标，并发送至周围的监测终端5；监测终端5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4上，通过

北斗定位系统定位该点位置，并利用北斗短报文技术接收监测基准站3发送过来的位置信

息，通过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提高被监测输电线路杆塔4的监测点坐标精度，从而获取输电线

路杆塔4的高精度姿态信息。所述气象采集装置6可以是气象传感器，安装在输电线路杆塔4

上，能够采集降雨量、风力、风向等自然气候信息，监测终端5能够读取气象采集模块的气象

信息，最后将杆塔姿态信息和气象信息打包压缩后通过无线公网发送至监控中心。所述气

象采集装置6和所述检测终端可通过无线或有线(如串口)进行通信，本发明不做具体限制。

[0037] 上述的监测终端5包括北斗定位芯片及北斗卫星接收天线。一个杆塔上若只安装

一个监测终端5，则只能够监测一个点的位置情况；如果安装两个监测终端5，则够监测杆塔

一个面的位置情况；如果要完整观测杆塔的三维姿态，一根杆塔上至少需要安装三个监测

终端5。

[0038] 当一根杆塔上安装多个监测终端5时，如果每个监测终端5均采用无线公网通信无

疑增加了流量成本。在杆塔监测中，同一杆塔内可以采用一个主模块和多个从模块的方式，

从模块只与主模块通信，通信方式采用ZigBee技术，主模块与基站采用无线公网通信。参见

图2所示，系统安装了三个监测终端5，其中一个(可选取靠近气象采集装置6的监测终端5，

当然也可以是其他两个中的任意一个)作为主模块与监测服务器7通信，另外两个监测终端

5作为从模块将采集到的姿态信息发送给主模块，由主模块进行转发。由此可知，所述监测

终端还包括ZigBee模块和ZigBee天线。

[0039] 在有移动通信基站2的地区，输电线路杆塔4可通过GPRS/CDMA与监测服务器7通

信。但很多时候输电线路杆塔4安装在偏远地区，可能没有移动通信基站2或者没有移动信

息，因此，无法采用无线公网传输。北斗相比GPS的优势是有独有的短报文技术，在没有公网

信号的地区也能将该地区的地理位置信息发送出去。北斗通信技术在短报文通信中，有专

门的紧急通道，并没有时间限制，一直发出求救信息，便于在紧急状况下使用。在电网事故

中可以第一时间报送事故信息。监控服务器接收数据后将信息录入数据库，关联气象信息

和杆塔姿态，绘制报表。

[0040] 参见图3所示，另一方面，基于所述输电线路杆塔位移监测系统，本发明一种输电

线路杆塔位移监测方法，包括：

[0041]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监测基准站3的地理坐标，设置有北斗定位芯片的监测终

端5获得输电线路杆塔4的姿态信息；

[0042] 气象采集装置6采集输电线路杆塔4周边的气象信息并发送给所述监测终端5；所

述气象信息包括降雨量、风力和风向；

[0043] 所述监测终端5发送输电线路杆塔4的姿态信息和气象信息给监测服务器7；所述

监测服务器7根据接收的姿态信息判断输电线路杆塔4的偏移量是否超出预设的临界值，如

果超出，立刻发出抢修信号；如果未超出，进一步判断偏移量是否查出预设的稳定值(平常

正常运行的偏移范围)，如果超出，将该输电线路杆塔4进行跟踪，结合所述气象信息分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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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偏移原因并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现场核查及调整预设临界值和安全值。通过运维人员现场

核查、检修后回馈处理结果，再进行修正数据库，完善大数据分析功能。

[0044] 本实施例中，每根输电线路杆塔4上安装有多个监测终端5以获取输电线路杆塔4

的三维姿态信息；所述多个为三个及以上。

[0045] 本实施例中，所述多个监测终端5中的一个监测终端5设置为主模块，其他监测终

端5设置为从模块，从模块只与主模块通信，通信方式采用ZigBee技术；主模块与所述监测

服务器7相连以发送输电线路杆塔4的姿态信息；所述气象采集装置6与主模块相连以发送

采集的气象信息；所述主模块与所述监测服务器7相连以发送姿态信息和气象信息。

[0046] 本实施例中，所述监测终端5通过移动通信基站2或北斗短报文与所述监测服务器

7通信。

[0047] 具体的，参见图4所示，监测服务器7将采集到的气象信息和位置坐标关联，再把位

置坐标绘制成点阵。其中原点O为第一次测量的杆塔坐标(姿态信息)，其他点8为在固定时

间间隔内测量得到杆塔坐标。图中圆a内区域表示杆塔在稳定运行下的姿态变动范围。根据

DL/T  741—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运行规程》中规定，不同杆

塔的最大歪斜程度如表1所示。根据表1的数据，将杆塔运行的极限状态绘制在图4中，如圆

b。当杆塔的偏移量超出临界值时，立即发出报警信号提示进行抢修。当存在恶劣气候时，杆

塔的偏移量在圆a和圆b区域内时，此时将该杆塔列入跟踪对象，跟踪超出图中圆a范围内运

行的频数。同时可以结合气象信息分析产生偏移原因。当检测到频数超出一定次数时，系统

自动发起预警，通知运维人员现场核查。

[0048] 表1杆塔的倾斜、杆(塔)顶挠度、横担的歪斜程度限值

[0049]

[0050] 在抢修人员处理完故障或现场核查后，通过反馈结果，并且与现场的气象数据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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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本发明中应用了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

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

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

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407128 A

9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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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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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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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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