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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安防系统技术领域，且公开了一

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包括中心

调节器、控制节点组、传感器节点、电网状态监控

模块、显示屏、视频监控模块和门禁管理系统；控

制节点组用于控制变电站内电路和设备；中心协

调器与控制节点组通讯连接，用于调控控制节点

组；电网状态监控模块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

电网状态监控模块用于监控电网实时各项状态；

视频监控模块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本发明通

过远程移动端对整个安防系统进行操控，以提高

远程监控和操作的效果，通过远程连接医疗和报

警，进而联动医疗部门、消防、警务和医疗部门进

行及时响应，以及时快速警报并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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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中心调节器、控制节点

组、传感器节点、电网状态监控模块、显示屏、视频监控模块和门禁管理系统；

控制节点组用于控制变电站内电路和设备；中心协调器与控制节点组通讯连接，用于

调控控制节点组；

电网状态监控模块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电网状态监控模块用于监控电网实时各项

状态；

视频监控模块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视频监控模块用于对变电站出入口及周围进行

实时监控；显示屏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用于对监控画面及数据进行显示；门禁管理系统

与中心协调器连接，用于对进入变电站内部人员进行身份识别、验证和记录；

传感器节点与中心协调器通讯录连接，传感器节点用于对变电站温湿度、光度、烟雾和

人员移动详情进行实时监控，并发送至中心协调器内，以在显示屏上进行显示；

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有云端服务器；云端服务器通讯连接有远程医疗、远程报警和移

动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传感器

节点包含温湿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光敏传感

器、烟雾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分别与中心协调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中心协

调器控制器采用ARM9系列的微处理器S3C2410为核心，采用嵌入式系统作为控制中心，节点

设计集成了32位的S3C2410处理器，16M 的

闪存和64M的数据存储器，并支持JTAG-ICE程序调试接口，LCD显示频、电源管理电路、

USB  接口电路以及其它接口电路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门禁管

理系统包含人脸识别单元、指纹识别单元和密码验证单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中心协

调器通讯连接有警报器，警报器为声光警报器，用于危险预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远程报

警用于接收中心协调器的警报，并及时出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传感器

节点和控制节点的ZigBee无线收发模块采用低功耗的CC1000无线收发芯片，工作频带为

315、433、866和915MHz。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移动端

用于通过云端服务器控制中心协调器，以进行远程指令操作。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电网状

态包含线路、变压器、开关的电力、有功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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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安防系统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电网就是电网的智能化，也被称为“电网2.0”，它是建立在集成的和高速双向

通信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传感和测量技术、先进的设备技术、先进的控制方法以及先

进的决策支持系统技术的应用，实现电网的可靠、安全、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和使用安全的

目标，将物联网与智能电网相融合，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工程价值。一方面，物联网技术

有助于进一步有效整合电力系统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资源，使通信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电力

系统运行，让未来电网会“思考”，提高输变电设备运行可靠性，改善输变电资产的利用效

率，另一方面，智能电网建设将成为拉动物联网产业、推进信息通信产业发展的强大驱动

力，并有力地影响和推动其他行业的物联网应用，提高我国工业生产和公众生活等各个方

面的信息化水平。

[0003] 现有电网在安防方面存在安防不及时、无法远程操控和可靠性，在遇见突发事件

不发及时紧急联动至消防和医疗部门。

[0004] 于是，本人秉持多年该相关行业丰富的设计开发及实际制作的经验，针对现有的

结构及缺失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以期达到更具有

更加实用价值性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为解决背景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

统，本发明通过远程移动端对整个安防系统进行操控，以提高远程监控和操作的效果，通过

远程连接医疗和报警，进而联动医疗部门、消防、警务和医疗部门进行及时响应，以及时快

速警报并动作。

[0006] （二）技术方案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

包括中心调节器、控制节点组、传感器节点、电网状态监控模块、显示屏、视频监控模块和门

禁管理系统；

控制节点组用于控制变电站内电路和设备；中心协调器与控制节点组通讯连接，用于

调控控制节点组；

电网状态监控模块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电网状态监控模块用于监控电网实时各项

状态；

视频监控模块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视频监控模块用于对变电站出入口及周围进行

实时监控；显示屏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用于对监控画面及数据进行显示；门禁管理系统

与中心协调器连接，用于对进入变电站内部人员进行身份识别、验证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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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节点与中心协调器通讯录连接，传感器节点用于对变电站温湿度、光度、烟雾和

人员移动详情进行实时监控，并发送至中心协调器内，以在显示屏上进行显示；

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有云端服务器；云端服务器通讯连接有远程医疗、远程报警和移

动端。

[0007] 优选的，传感器节点包含温湿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分别与中心协调器连接。

[0008] 优选的，中心协调器控制器采用ARM9系列的微处理器S3C2410为核心，采用嵌入式

系统作为控制中心，节点设计集成了32位的S3C2410处理器，16M 的

闪存和64M的数据存储器，并支持JTAG-ICE程序调试接口，LCD显示频、电源管理电路、

USB  接口电路以及其它接口电路等。

[0009] 优选的，门禁管理系统包含人脸识别单元、指纹识别单元和密码验证单元。

[0010] 优选的，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有警报器，警报器为声光警报器，用于危险预警。

[0011] 优选的，远程报警用于接收中心协调器的警报，并及时出警。

[0012] 优选的，传感器节点和控制节点的ZigBee无线收发模块采用低功耗的CC1000无线

收发芯片，工作频带为315、433、866和915MHz。

[0013] 优选的，移动端用于通过云端服务器控制中心协调器，以进行远程指令操作。

[0014] 优选的，电网状态包含线路、变压器、开关的电力、有功和无功。

[0015] （三）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具备以下有

益效果：

通过门禁管理系统，对进入的人员进行身份验证和记录；视频监控模块对变电站内部

和外侧进行实时监控，监控的视频信息在显示屏上显示，以供操作人员及时观察，传感器节

点对变电站温湿度、火情详情和站内人员运动范围进行监控，在传感器节点监控到有人翻

越墙壁时，通过中心协调器发送至远端服务器进行远程报警，警报器并及时响应，以达到通

知站内操作人员，移动端通过云端服务器可远程通过中心协调器，以控制整个系统，远程医

疗用于站内突发伤情，并及时通知，以响应。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系统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传感器节点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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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请参阅图1-2，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包括中心调节器、控制节

点组、传感器节点、电网状态监控模块、显示屏、视频监控模块和门禁管理系统；

控制节点组用于控制变电站内电路和设备；中心协调器与控制节点组通讯连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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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控制节点组；

电网状态监控模块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电网状态监控模块用于监控电网实时各项

状态；

视频监控模块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视频监控模块用于对变电站出入口及周围进行

实时监控；显示屏与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用于对监控画面及数据进行显示；门禁管理系统

与中心协调器连接，用于对进入变电站内部人员进行身份识别、验证和记录；

传感器节点与中心协调器通讯录连接，传感器节点用于对变电站温湿度、光度、烟雾和

人员移动详情进行实时监控，并发送至中心协调器内，以在显示屏上进行显示；

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有云端服务器；云端服务器通讯连接有远程医疗、远程报警和移

动端。

[0019] 优选的，传感器节点包含温湿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分别与中心协调器连接。

[0020] 优选的，中心协调器控制器采用ARM9系列的微处理器S3C2410为核心，采用嵌入式

系统作为控制中心，节点设计集成了32位的S3C2410处理器，16M 的

闪存和64M的数据存储器，并支持JTAG-ICE程序调试接口，LCD显示频、电源管理电路、

USB  接口电路以及其它接口电路等。

[0021]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门禁管理系统包含人脸识别单元、指纹识别单元和密码

验证单元。

[0022]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中心协调器通讯连接有警报器，警报器为声光警报器，用

于危险预警。

[0023]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远程报警用于接收中心协调器的警报，并及时出警。

[0024]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传感器节点和控制节点的ZigBee无线收发模块采用低功

耗的CC1000无线收发芯片，工作频带为315、433、866和915MHz。

[0025]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移动端用于通过云端服务器控制中心协调器，以进行远

程指令操作。

[0026]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电网状态包含线路、变压器、开关的电力、有功和无功。

[0027] 综上所述，该基于物联网的变电站远程安防系统，通过门禁管理系统，对进入的人

员进行身份验证和记录；视频监控模块对变电站内部和外侧进行实时监控，监控的视频信

息在显示屏上显示，以供操作人员及时观察，传感器节点对变电站温湿度、火情详情和站内

人员运动范围进行监控，在传感器节点监控到有人翻越墙壁时，通过中心协调器发送至远

端服务器进行远程报警，警报器并及时响应，以达到通知站内操作人员，移动端通过云端服

务器可远程通过中心协调器，以控制整个系统，远程医疗用于站内突发伤情，并及时通知，

以响应。

[0028]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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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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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11277803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