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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 力施工安
全管理系统，
系统包括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施
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
统、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和安全管理中心，
人员
设备管理子系统、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施
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
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分别
与安全管理中心连接。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
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
将人员管理设备、监控设
备、
传感器设备、
安全警示设备结合，
保障施工环
境的安全，
能控制人员设备进出，
防止外界人员、
设备进入施工现场，
能对危险行为进行判断和警
告，
制止不安全行为，
降低人工管理成本，
利用传
感器保障施工环境的安全，
能够在危险情况发生
时进行个人提示和及时区域警报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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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系统包括人员设备
管理子系统、
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
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
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和安
全管理中心，
所述的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
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
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
统、
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分别与安全管理中心连接，
所述的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用于对施工人员、机具进出施工现场进行管理，
进行施工
人员及设备的定位，
并获取不安全定位数据，
所述的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用于实时监控现场人员和设备行为，
并获取有危险行
为的人员、
设备数据，
所述的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用于实时获取施工环境中安全关键点的安全性数据，
所述的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用于对人员或设备的不安全行为进行提醒或警告，
并在施
工环境出现风险时进行疏散警报，
所述的安全管理中心用于获取并分析各子系统的数据，
根据数据控制安全风险警示子
系统进行提醒、
警告或疏散警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包括用于管理人员设备出入门的出入门禁组件(1)、用于为临时人
员办理出入证件的临时证件办理组件(2)和对人员及设备进行定位的定位组件(3)。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出入门禁组件(1)包括制卡器(101)、
人员闸机(103)、
车辆道闸(104)、进门车辆刷卡器、
出门车辆刷卡器和LED显示屏(102)，
所述的临时证件办理组件(2)临时证件办理组件(2)包
括制卡计算机(201)、
证件打印机(202)、
身份证件读卡器(203)和RFID发卡器(204)，
所述的
定位组件(3)为GPS卫星定位组件或UWB定位组件或RFID定位组件，
所述的定位组件(3)包括
设于人员或设备上的定位标签(301)和用于获取定位信息的定位设备(302)。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包括摄像头和视频分析服务器，
所述的摄像头与视频分析服务
器连接，
所述的视频分析服务器与安全管理中心连接，
所述的摄像头的拍摄范围覆盖施工
区域，
所述的视频处理服务器用于对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进行危险行为识别，
获取有危险
行为的人员设备数据。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包括传感器和无线传输模块，
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用于将传感器
获取的安全性数据传输给安全管理中心。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传感器包括小环境传感器、气候环境传感器、
受力传感器、沉降传感器和变形传感器，
所
述的小环境传感器用于检测工作场地的温湿度、
粉尘和SF6情况，
所述的气候环境传感器用
于检测施工地的气候环境，
所述的受力传感器用于检测基坑、
模板、脚手架塔吊和构造物的
受力情况，
所述的沉降传感器用于检测基坑、
模板和脚手架塔吊的沉降情况，
所述的变形传
感器用于检测基坑、
模板和脚手架塔吊的变形情况。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包括施工人员随身携带的随身警示器(4)和设于施工现场的现场警
报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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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随身警示器(4)包括蜂鸣器(401) 和无线传输模块，
所述的现场警报器(5)包括显示器
(501)、
扩音器(502)和无线传输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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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安全管理系统，
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电力建设也一直在突飞猛进。
由于电力工程具有作业
环境复杂，
作业现场点数多、面积广，
高空作业、
带电作业、
交叉作业、焊接作业等高危作业
频繁，
作业任务量大而繁重等特点，
导致在电力生产作业过程中会存在人的不安全行为、
物
的不安全状况和环境的不安全因素等。一旦出现安全风险失控情况，
有可能会导致安全事
故的发生，
造成人身伤亡。但如何对施工现场现有的安全隐患进行有针对性的识别，
如何对
安全隐患进行安全防范 ,这是电力工程安全管理中面临非常现实的问题。
[0003] 在此之前，
电力工程施工仅有规定要求、文案反馈、现场检查、
组织暗访等人工手
段来增加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
面对电力施工“点数多、面积广、施工时间长”的特点，
不
可能做到全方位、
全过程、
全天候的现场监督，
与此同时还必须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基于物联网的
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 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所述的系统包括人员设备管理子系
统、
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
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
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和安全管理中
心，
所述的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
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安全风险
警示子系统分别与安全管理中心连接，
所述的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用于对施工人员、机具
进出施工现场进行管理，
进行施工人员及设备的定位，
并获取不安全定位数据，
所述的施工
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用于实时监控现场人员和设备行为，
并获取有危险行为的人员、
设备
数据，
所述的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用于实时获取施工环境中安全关键点的安全性数据，
所述的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用于对人员或设备的不安全行为进行提醒或警告，
并当施工环
境出现风险时进行疏散警报，
所述的安全管理中心用于获取并分析各子系统的数据，
根据
数据控制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进行提醒、
警告或疏散警报。
[0007] 所述的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包括用于管理人员设备出入门的出入门禁组件、
用于
为临时人员办理出入证件的临时证件办理组件和对人员及设备进行定位的定位组件。
[0008] 所述的出入门禁组件包括制卡器、
人员闸机、车辆道闸、进门车辆刷卡器、出门车
辆刷卡器和LED显示屏，
所述的临时证件办理组件临时证件办理组件包括制卡计算机、
证件
打印机、身份证件读卡器和RFID发卡器，
所述的定位组件为GPS卫星定位组件或UWB定位组
件或RFID定位组件，
所述的定位组件包括设于人员或设备上的定位标签和用于获取定位信
息的定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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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的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包括摄像头和视频分析服务器，
所述的摄像头与
视频分析服务器连接，
所述的视频分析服务器与安全管理中心连接，
所述的摄像头的拍摄
范围覆盖施工区域，
所述的视频处理服务器用于对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进行危险行为识
别，
获取有危险行为的人员设备数据。
[0010] 所述的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包括传感器和无线传输模块，
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
用于将传感器获取的安全性数据传输给安全管理中心。
[0011] 所述的传感器包括小环境传感器、
气候环境传感器、
受力传感器、
沉降传感器和变
形传感器，
所述的小环境传感器用于检测工作场地的温湿度、粉尘和SF6情况，
所述的气候
环境传感器用于检测施工地的气候环境，
所述的受力传感器用于检测基坑、
模板、脚手架塔
吊和构造物的受力情况，
所述的沉降传感器用于检测基坑、
模板和脚手架塔吊的沉降情况，
所述的变形传感器用于检测基坑、
模板和脚手架塔吊的变形情况。
[0012] 所述的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包括施工人员随身携带的随身警示器和设于施工现
场的现场警报器。
[0013] 所述的随身警示器包括蜂鸣器和无线传输模块，
所述的现场警报器包括显示器、
扩音器和无线传输模块。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5]
(1)本发明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
将人员管理设备、
监控设备、传感器设备、
安全警
示设备结合，
构建全面的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保障施工环境的安全；
[0016]
(2)本发明人员管理子系统控制人员设备进出，
防止外界人员、
设备进入造成施工
现场的安全隐患；
[0017]
(3)本发明利用施工现场视频监视子系统实时监测人员和设备的动作，
对危险行
为进行判断和警告，
有效制止不安全行为，
大幅降低人工管理成本；
[0018]
(4)本发明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利用多种传感器对施工情况进行检测，
保障施
工环境的安全，
及时进行危险预警
[0019]
(5)本发明利用随身警示器现场警报器结合警报，
能够在危险情况发生时进行精
准个人提示和及时区域警报。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工作流程图。
[0024] 其中，
1、
出入门禁组件，
101、制卡器，
102、LED显示屏，
103、
人员闸机，
104、
车辆道
闸，
2、临时证件办理组件，
201、制卡计算机，
202、证件打印机，
203、身份证件读卡器，
204、
RFID发卡器，
3、
定位组件，
301、
定位标签，
302、
定位设备，
4、
随身警示器，
401、
蜂鸣器，
5、
现
场警报器，
501、
显示器，
502、
扩音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注意，
以下的实施方式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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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只是实质上的例示，
本发明并不意在对其适用物或其用途进行限定，
且本发明并不限定
于以下的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
[0027] 如图1～4所示，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电力施工安全管理系统，
该系统包括人员设备
管理子系统、
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
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
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和安
全管理中心，
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安
全风险警示子系统分别与安全管理中心连接。
[0028] 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用于对施工人员、
机具进出施工现场进行管理，
进行施工人
员及设备的定位，
并获取不安全定位数据，
包括用于管理人员设备出入门的出入门禁组件
1、用于为临时人员办理出入证件的临时证件办理组件2和对人员及设备进行定位的定位组
件3，
出入门禁组件1包括制卡器101、
人员闸机103、
车辆道闸104、进门车辆刷卡器、
出门车
辆刷卡器和LED显示屏102，
临时证件办理组件2临时证件办理组件2包括制卡计算机201、
证
件打印机202、身份证件读卡器203和RFID发卡器204，
定位组件3为GPS卫星定位组件或UWB
定位组件或RFID定位组件，
定位组件3包括设于人员或设备上的定位标签301和用于获取定
位信息的定位设备302，
根据施工场地的情况对定位组件3进行选择，
GPS定位组件适用于室
外定位，
精度10米以上，
室内效果差，
UWB定位组件适用于室内定位，
定位精确，
穿透力强、
功
耗低、
抗干扰效果好，
造价相对较高，
RDIF定位组件适用于室内定位，
作用距离近，
造价相对
低，
与UWB定位组件精度相同情况下，
设备布局复杂。
[0029] 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子系统用于实时监控现场人员和设备行为，
并获取有危险行为
的人员、设备数据，
该子系统包括摄像头和视频分析服务器，
摄像头与视频分析服务器连
接，
视频分析服务器与安全管理中心连接，
摄像头的拍摄范围覆盖施工区域，
视频处理服务
器用于对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进行危险行为识别，
获取有危险行为的人员设备数据。
[0030] 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用于实时获取施工环境中安全关键点的安全性数据，
施工
环境传感器子系统包括传感器和无线传输模块，
传感器包括小环境传感器、气候环境传感
器、
受力传感器、沉降传感器和变形传感器，
小环境传感器用于检测工作场地的温湿度、粉
尘和SF6情况，
气候环境传感器用于检测施工地的气候环境，
受力传感器用于检测基坑、模
板、脚手架塔吊和构造物的受力情况，
沉降传感器用于检测基坑、
模板和脚手架塔吊的沉降
情况，
变形传感器用于检测基坑、
模板和脚手架塔吊的变形情况，
无线传输模块用于将传感
器获取的安全性数据传输给安全管理中心。
[0031] 安全风险警示子系统用于对人员或设备的不安全行为进行提醒或警告，
并当施工
环境出现风险时进行疏散警报，
该子系统包括施工人员随身携带的随身警示器4和设于施
工现场的现场警报器5，
随身警示器4包括蜂鸣器401和无线传输模块，
现场警报器5包括显
示器501、
扩音器502和无线传输模块。
[0032] 安全管理中心用于获取并分析各子系统的数据，
根据数据控制安全风险警示子系
统进行提醒、
警告或疏散警报。
[0033] 该系统投入使用时，
人员设备管理子系统管理人员机具的进出，
工作人员用工作
卡刷人员闸机103，
进出施工区域，
施工车辆设备刷进出们车辆刷卡器，
打开车辆道闸104，
进出施工区域，
施工人员和设备上都有定位标签301，
LED显示屏102上能显示刷卡人员设备
信息，
临时人员或设备进入施工现场时，
由临时证件办理组件2读取身份证信息，
发放临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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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和定位标签301，
施工现场的定位组件3会实时对施工人员和设备进行定位，
并将定位
信息传送给安全管理中心，
安全管理中心记录人员设备定位信息，
当人员设备定位异常时
进行警报。
[0034] 施工现场视频监视子系统实时拍摄人员和设备的行为，
摄像头将视频传输给视频
分析服务器，
视频分析服务器对特定物体人体骨骼线、
大型车辆、梯子、雪糕桶、
警示线、安
全帽、
操作马甲、
防护衣、
检修区域、
常用工具、
手套等检测识别，
对特定事件进行判断，
如未
按顺序穿着防护服，
攀高、
奔跑、
进入危险区域等，
当危险事件发生时，
将危险信息传送给安
全管理中心，
安全管理中心进行精准警报或区域警报。
[0035] 施工环境传感器子系统实时进行安全情况检测，
将检测信息实时传输给安全管理
中心，
当安全数据超过安全阈值时，
安全管理中心对相应区域进行提醒、
警告或疏散警报。
[0036]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例举，
不表示对本发明范围的限定。这些实施方式还能以其它
各种方式来实施，
且能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作各种省略、
置换、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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