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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

监控系统，可以对现有电力系统中配电室实现实

时监控的目的：当烟雾、湿度和温度超过设定值

时，监控终端获得信息通过中央处理器去驱动驱

动模块采取相对应的措施。还可监控所述配电箱

的人员出入情况，即通过设置指纹验证器，利用

纹理提取模块与数据库内部的数据进行比对、分

析、判断得出结果，再通过移动终端通过摄像头

进行确认，通过中央处理器驱动驱动模块内部的

驱动节点四，打开锁紧装置，达到了防止无关人

员进入配电室的目的，通过设置移动终端，利用

移动终端与中央处理器双向信号连接，通过移动

终端即时了解到整个监控系统实时情况，达到了

整个监控系统清洁简便，能够随时了解到配电室

内部和外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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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系统包括：中央处理

器，与所述中央处理器无线通讯连接的移动终端、与所述中央处理器无线通讯连接或有线

连接的监控终端、受所述中央处理器控制的驱动模块、与所述中央处理器相连数据库和报

警模块一；

所述监控指端用于接收信息传递模块的配电室内的环境参数，至少包括烟雾信息、湿

度信息和温度信息，以上信息分别通过烟雾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传输至信息

传递模块；

所述驱动模块至少包括受控于所述中央处理器的除湿装置、降温装置和断电装置，上

述受驱装置分别优选对应技术领域中常规选用的除湿仪器、降温空调或者风机、断路器等；

所述报警模块一用于向监控人员或者监控平台发出所述配电室内的异常环境信息报

警，所述环境信息包括：室内温度、室内湿度、室内烟雾；所述中央处理器将接收的室内环境

信息进行阈值判断：当超过预设阈值时，则判定对应的环境信息为异常环境信息，则中央处

理器控制报警模块一进行报警；

在所述中央处理器中预设预警环境信息阈值，即，当采集到的配电室内环境信息处于

预警和报警之间时，则中央处理器分别控制驱动模块中对应的除湿装置、降温装置或断电

装置降低室内环境风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系统还包括人员识别系统，至

少包括指纹验证器和纹理提取模块，与所述中央处理器相连；在所述驱动模块中还包括锁

紧装置；

所述人员识别系统设置在配电室的入口，所述中央处理器内预存有准许进入配电室的

人员指纹信息，当有人员准备进入配电室时，需通过指纹验证器进行验证指纹；验证通过

后，所述中央处理器控制所述锁紧装置打开，人员获准进入配电室；验证不通过，所述中央

处理器控制所述锁紧装置进一步锁紧配电室入口，并通过移动终端通知管理员进行后续巡

检工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当验证不通过的时候，所述中央处理器

控制所述报警模块二进行对应报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还用于接收配电室图像采

集信息，所述图像采集信息是通过图像采集的摄像头经图片提取模块、图片转换模块最终

传输至移动终端，管理员通过移动终端直接监控所述配电室内的人员闯入情况；所述管理

员还直接通过所述移动终端实现主观室内图像监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经移动终端传输至中央处理

器，最终由数据库中的对比模块、分析模块最终形成判断结果，通过反馈单元向移动终端反

馈；

上述图像还可以是通过摄像头采集到的配电室内的环境参数；所述反馈单元反馈的信

息为配电室内的预警信息或者报警模块一对应的报警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利用纹理提取模块与数据库内部的数据

进行比对、分析、判断得出结果；

将匹配结果返回至所述移动终端供管理员确认，或者，需管理员通过移动终端控制接

收所述摄像头采集到的人员图像信息，远程进行网络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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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参考所述匹配结果远程驱动所述锁紧装置打开或关闭，达到了防止无关人员进

入配电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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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属于电网设备智能监控的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配电室是指带有低压负荷的室内配电场所，主要为低压用户配送电能，设有中压

进线(可有少量出线)、配电变压器和低压配电装置。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设备的设施，分为

高压配电室和低压配电室。高压配电室一般指6kV－10kV高压开关室；低压配电室一般指

10kV或35kV站用变出线的400V配电室。

[0003] 配电室内部含有大量的配电柜，配电柜内部含有许多电气元件，这么多的电气元

件在一起很容易发生突发状况，因此配电室内部一般都会设置监控系统，现有的配电室监

控系统在使用的时候比较笨重，不够灵活，一旦离开监控室就很难掌控整个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

[0005] 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系统包括：中央处

理器，与所述中央处理器无线通讯连接的移动终端、与所述中央处理器无线通讯连接或有

线连接的监控终端、受所述中央处理器控制的驱动模块、与所述中央处理器相连数据库和

报警模块一；

[0006] 所述监控指端用于接收信息传递模块的配电室内的环境参数，至少包括烟雾信

息、湿度信息和温度信息，以上信息分别通过烟雾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传输至

信息传递模块；

[0007] 所述驱动模块至少包括受控于所述中央处理器的除湿装置、降温装置和断电装

置，上述受驱装置分别优选对应技术领域中常规选用的除湿仪器、降温空调或者风机、断路

器等；

[0008] 所述报警模块一用于向监控人员或者监控平台发出所述配电室内的异常环境信

息报警，所述环境信息包括：室内温度、室内湿度、室内烟雾；所述中央处理器将接收的室内

环境信息进行阈值判断：当超过预设阈值时，则判定对应的环境信息为异常环境信息，则中

央处理器控制报警模块一进行报警；

[0009] 在所述中央处理器中预设预警环境信息阈值，即，当采集到的配电室内环境信息

处于预警和报警之间时，则中央处理器分别控制驱动模块中对应的除湿装置、降温装置或

断电装置降低室内环境风险。

[0010]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监控系统还包括人员识别系统，至少包括指纹验证器和

纹理提取模块，与所述中央处理器相连；在所述驱动模块中还包括锁紧装置；

[0011] 所述人员识别系统设置在配电室的入口，所述中央处理器内预存有准许进入配电

室的人员指纹信息，当有人员准备进入配电室时，需通过指纹验证器进行验证指纹；验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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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所述中央处理器控制所述锁紧装置打开，人员获准进入配电室；验证不通过，所述中

央处理器控制所述锁紧装置进一步锁紧配电室入口，并通过移动终端通知管理员进行后续

巡检工作。

[0012]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当验证不通过的时候，所述中央处理器控制所述报警模块二

进行对应报警。

[0013]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移动终端还用于接收配电室图像采集信息，所述图像采

集信息是通过图像采集的摄像头经图片提取模块、图片转换模块最终传输至移动终端，管

理员通过移动终端直接监控所述配电室内的人员闯入情况；所述管理员还直接通过所述移

动终端实现主观室内图像监测。

[0014]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图像经移动终端传输至中央处理器，最终由数据库中的

对比模块、分析模块最终形成判断结果，通过反馈单元向移动终端反馈；

[0015] 上述图像还可以是通过摄像头采集到的配电室内的环境参数；所述反馈单元反馈

的信息为配电室内的预警信息或者报警模块一对应的报警信息。

[0016]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利用纹理提取模块与数据库内部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判断

得出结果；

[0017] 将匹配结果返回至所述移动终端供管理员确认，或者，需管理员通过移动终端控

制接收所述摄像头采集到的人员图像信息，远程进行网络确认；

[0018] 管理员参考所述匹配结果远程驱动所述锁紧装置打开或关闭，达到了防止无关人

员进入配电室的目的。

[0019] 本发明的技术优势在于：

[0020] 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可以对现有电力系统中配电

室实现实时监控的目的：当烟雾、湿度和温度超过设定值时，监控终端获得信息通过中央处

理器去驱动驱动模块采取相对应的措施。还可监控所述配电箱的人员出入情况，即通过设

置指纹验证器，利用纹理提取模块与数据库内部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判断得出结果，再

通过移动终端通过摄像头进行确认，通过中央处理器驱动驱动模块内部的驱动节点四，打

开锁紧装置，达到了防止无关人员进入配电室的目的，通过设置移动终端，利用移动终端与

中央处理器双向信号连接，通过移动终端即时了解到整个监控系统实时情况，达到了整个

监控系统清洁简便，能够随时了解到配电室内部和外部情况。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的框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的流程图；

[0023] 图1中：1中央处理器、2监控终端、3移动终端、4摄像头、5烟雾传感器、6湿度传感

器、7温度传感器、8信息传递模块、9指纹验证器、10纹理提取模块、11数据库、12比对模块、

13分析模块、14判断模块、15报警模块一、16报警模块二、17除湿装置、18降温装置、19断电

装置、20锁紧装置、21图片提取模块、22图片转换模块、23驱动模块、24驱动节点一、25驱动

节点二、26驱动节点三、27驱动节点四、28反馈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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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的说明，但不限于此。

[0025] 如图1、2所示。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所述监控系统包括：中央处理器，与所述

中央处理器无线通讯连接的移动终端、与所述中央处理器无线通讯连接或有线连接的监控

终端、受所述中央处理器控制的驱动模块、与所述中央处理器相连数据库和报警模块一；

[0028] 所述监控指端用于接收信息传递模块的配电室内的环境参数，至少包括烟雾信

息、湿度信息和温度信息，以上信息分别通过烟雾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传输至

信息传递模块；

[0029] 所述驱动模块至少包括受控于所述中央处理器的除湿装置、降温装置和断电装

置，上述受驱装置分别优选对应技术领域中常规选用的除湿仪器、降温空调或者风机、断路

器等；

[0030] 所述报警模块一用于向监控人员或者监控平台发出所述配电室内的异常环境信

息报警，所述环境信息包括：室内温度、室内湿度、室内烟雾；所述中央处理器将接收的室内

环境信息进行阈值判断：当超过预设阈值时，则判定对应的环境信息为异常环境信息，则中

央处理器控制报警模块一进行报警；

[0031] 在所述中央处理器中预设预警环境信息阈值，即，当采集到的配电室内环境信息

处于预警和报警之间时，则中央处理器分别控制驱动模块中对应的除湿装置、降温装置或

断电装置降低室内环境风险。

[0032] 实施例2、

[0033] 如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所述监控系统还包括

人员识别系统，至少包括指纹验证器和纹理提取模块，与所述中央处理器相连；在所述驱动

模块中还包括锁紧装置；

[0034] 所述人员识别系统设置在配电室的入口，所述中央处理器内预存有准许进入配电

室的人员指纹信息，当有人员准备进入配电室时，需通过指纹验证器进行验证指纹；验证通

过后，所述中央处理器控制所述锁紧装置打开，人员获准进入配电室；验证不通过，所述中

央处理器控制所述锁紧装置进一步锁紧配电室入口，并通过移动终端通知管理员进行后续

巡检工作。

[0035] 实施例3、

[0036] 如实施例2所述的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当验证不通过的时候，

所述中央处理器控制所述报警模块二进行对应报警。

[0037] 实施例4、

[0038] 如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所述移动终端还用于

接收配电室图像采集信息，所述图像采集信息是通过图像采集的摄像头经图片提取模块、

图片转换模块最终传输至移动终端，管理员通过移动终端直接监控所述配电室内的人员闯

入情况；所述管理员还直接通过所述移动终端实现主观室内图像监测。

[0039] 实施例5、

[0040] 如实施例4所述的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所述图像经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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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至中央处理器，最终由数据库中的对比模块、分析模块最终形成判断结果，通过反馈单

元向移动终端反馈；

[0041] 上述图像还可以是通过摄像头采集到的配电室内的环境参数；所述反馈单元反馈

的信息为配电室内的预警信息或者报警模块一对应的报警信息。

[0042] 实施例6、

[0043] 如实施例5所述的一种基于移动终端控制配电室监控系统，利用纹理提取模块与

数据库内部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判断得出结果；

[0044] 将匹配结果返回至所述移动终端供管理员确认，或者，需管理员通过移动终端控

制接收所述摄像头采集到的人员图像信息，远程进行网络确认；

[0045] 管理员参考所述匹配结果远程驱动所述锁紧装置打开或关闭，达到了防止无关人

员进入配电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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