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063052.2

(22)申请日 2019.10.31

(71)申请人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威海供电公司

地址 264200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明路

23号

    申请人 山东鲁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王明军　邓昊　于学魁　于海涛　

孙伟光　白晓龙　赵晓黎　王克山　

姜洪斌　孙晓刚　徐斌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舜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7205

代理人 刘雪萍

(51)Int.Cl.

G08B 17/00(2006.01)

G08B 17/12(2006.01)

G08B 25/00(2006.01)

H04L 29/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及

方法，包括：卫星监测疑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

位模块，读取疑似火点数据信息结果，利用经纬

度坐标及GIS平台，在GIS平台上进行疑似火点位

置的定位；疑似火点的确认模块，对输电线路进

行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控线路走廊附近的图

像、视频信息，根据电网线路的应用环境特点，设

计电网线路环境的无线传感器节点网络算法和

定时图像、视频压缩算法；计算疑似火点与附近

电网设施距离模块；火点附近气象环境监测模

块，获取火点周围的气象环境信息；疑似火点预

警及信息发布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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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卫星监测疑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位模块，读取疑似火点数据信息结果，利用经纬度

坐标及GIS平台，在GIS平台上进行疑似火点位置的定位；

疑似火点的确认模块，对输电线路进行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控线路走廊附近的图像、

视频信息，根据电网线路的应用环境特点，设计电网线路环境的无线传感器节点网络算法

和定时图像、视频压缩算法；

计算疑似火点与附近电网设施距离模块，通过已知的疑似火点位置、GIS上的电网设施

坐标、电网设施缓冲区的数据，自定义火点中心任意距离的搜索半径，检索出范围内的电网

设施后，测算火点分别与半径内变电站、杆塔的距离，通过冒泡排序算法进行最短距离的排

序；

火点附近气象环境监测模块，获取火点周围的气象环境信息；

疑似火点预警及信息发布模块，基于GIS平台定位分析疑似火点任意范围内距离最近、

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电力设施，依据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数据研判山火未来发展趋势；将火

点、气象环境、影响设备、处置策略及发展态势等信息及时对相关人员发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卫星监测疑

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位模块还包括：标注火点图标并显示相关属性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火点附近气

象环境监测模块中，通过对火点附近风力、风向、风速、温度、降水要素的监测及未来24小时

的逐小时预报，结合卫星云图、气象雷达的监测手段。

4.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卫星监测疑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位的步骤，读取疑似火点数据信息结果，利用经

纬度坐标及GIS平台，在GIS平台上进行疑似火点位置的定位；

S2：疑似火点确认的步骤，对输电线路进行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控线路走廊附近的图

像、视频信息，根据电网线路的应用环境特点，设计电网线路环境的无线传感器节点网络算

法和定时图像、视频压缩算法；

S3：计算疑似火点与附近电网设施距离的步骤，通过已知的疑似火点位置、GIS上的电

网设施坐标、电网设施缓冲区的数据，自定义火点中心任意距离的搜索半径，检索出范围内

的电网设施后，测算火点分别与半径内变电站、杆塔的距离，通过冒泡排序算法进行最短距

离的排序；

S4：火点附近气象环境监测的步骤，获取火点周围的气象环境信息；

S5：疑似火点预警及信息发布的步骤，基于GIS平台定位分析疑似火点任意范围内距离

最近、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电力设施，依据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数据研判山火未来发展趋势；

将火点、气象环境、影响设备、处置策略及发展态势等信息及时对相关人员发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还包

括：标注火点图标并显示相关属性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通

过对火点附近风力、风向、风速、温度、降水要素的监测及未来24小时的逐小时预报，结合卫

星云图、气象雷达的监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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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森林防火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因山火造成的线路跳闸、停运等明显增多，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巨大

压力。

[0003] 应用卫星进行火点监测具有覆盖范围广、时间分辨率高、时效性强等优点。但是，

安装在卫星上的红外探测器受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探测角度、云层厚度、大气层垂直结构以

及地形等。环境、气候因素会影响卫星红外遥感的探测结果，造成假热点现象或无法发现真

正火点，引起误判、漏判。此为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

[0004] 有鉴于此，本申请提供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及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

在的上述缺陷，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设计一种电网山火监测

预警系统及方法，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给出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包括：

[0008] 卫星监测疑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位模块，读取疑似火点数据信息结果，利用经

纬度坐标及GIS平台，在GIS平台上进行疑似火点位置的定位；

[0009] 疑似火点的确认模块，对输电线路进行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控线路走廊附近的

图像、视频信息，根据电网线路的应用环境特点，设计电网线路环境的无线传感器节点网络

算法和定时图像、视频压缩算法，提高网络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保障线路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的稳定性；

[0010] 计算疑似火点与附近电网设施距离模块，通过已知的疑似火点位置、GIS上的电网

设施坐标、电网设施缓冲区的数据，自定义火点中心任意距离(km/m)的搜索半径，检索出范

围内的电网设施后，测算火点分别与半径内变电站、杆塔的距离，通过冒泡排序算法自动进

行最短距离的排序，排序结果可打印输出。

[0011] 火点附近气象环境监测模块，获取火点周围的气象环境信息，便于及时做好防火

隔离措施，为电网抢修、应急指挥提供气象环境决策支持；

[0012] 疑似火点预警及信息发布模块，基于GIS平台定位分析疑似火点任意范围内距离

最近、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电力设施，依据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数据研判山火未来发展趋

势；科学有效地调整电网运行方式、针对性建立防火隔离带、资源调拨及应急处置策略，形

成电网森林火灾预警及处置态势专题图。通过研发预警发布技术，将火点、气象环境、影响

设备、处置策略及发展态势等信息及时对相关人员发布，提高电网防灾减灾综合监测预警

和应急处置辅助决策能力。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807891 A

3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的卫星监测疑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位模块还包括：标注火点图

标并显示相关属性信息；以更好的在GIS平台中进行展示。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的火点附近气象环境监测模块中，通过对火点附近风力、风向、风

速、温度、降水要素的监测及未来24小时的逐小时预报，结合卫星云图、气象雷达的监测手

段。

[0015] 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S1：卫星监测疑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位的步骤，读取疑似火点数据信息结果，利

用经纬度坐标及GIS平台，在GIS平台上进行疑似火点位置的定位；

[0017] S2：疑似火点确认的步骤，对输电线路进行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控线路走廊附近

的图像、视频信息，根据电网线路的应用环境特点，设计电网线路环境的无线传感器节点网

络算法和定时图像、视频压缩算法，提高网络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保障线路远程视频监控系

统的稳定性；

[0018] S3：计算疑似火点与附近电网设施距离的步骤，通过已知的疑似火点位置、GIS上

的电网设施坐标、电网设施缓冲区的数据，自定义火点中心任意距离(km/m)的搜索半径，检

索出范围内的电网设施后，测算火点分别与半径内变电站、杆塔的距离，通过冒泡排序算法

自动进行最短距离的排序，排序结果可打印输出。

[0019] S4：火点附近气象环境监测的步骤，获取火点周围的气象环境信息，便于及时做好

防火隔离措施，为电网抢修、应急指挥提供气象环境决策支持；

[0020] S5：疑似火点预警及信息发布的步骤，基于GIS平台定位分析疑似火点任意范围内

距离最近、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电力设施，依据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数据研判山火未来发

展趋势；科学有效地调整电网运行方式、针对性建立防火隔离带、资源调拨及应急处置策

略，形成电网森林火灾预警及处置态势专题图。通过研发预警发布技术，将火点、气象环境、

影响设备、处置策略及发展态势等信息及时对相关人员发布，提高电网防灾减灾综合监测

预警和应急处置辅助决策能力。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1中还包括：标注火点图标并显示相关属性信息；以更好的在

GIS平台中进行展示。

[0022]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4中，通过对火点附近风力、风向、风速、温度、降水要素的监

测及未来24小时的逐小时预报，结合卫星云图、气象雷达的监测手段。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疑似火点数据信息在GIS平台实际应用以来，通过加强对

重复性疑似火点数据信息核查，以及绘制电网防山火等级专题图等方法，极大提高了山火

监测预警的准确性，对于及时发现输电线路、杆塔附近山火，提高电网防山火监测预警的准

确性和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0024] 分色斑等级标识不同区域发生山火的强度，结合极轨卫星监测的疑似火点信息，

提高电网防山火监测预警的准确性、科学性。也作为电网规划设计、选址建设、运行检修的

重要参考依据，尽量避开了山火高发区，降低山火对电网输电线路、杆塔等电力设施的危

害。

[0025] 卫星遥感疑似火点监测定位预警，经过物联网远程视频系统分析研判对电网造成

实际影响的火点9次，对于电网输电线路、杆塔火灾的监测预警起到了关键作用。将卫星遥

感疑似火点数据、物联网远程视频监控数据、GIS数据、气象监测和预报预警等数据有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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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于GIS平台深化森林火灾监测预警技术研究和应用，对切实提升电网防灾减灾综合监

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辅助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0026] 此外，本发明设计原理可靠，结构简单，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0027] 由此可见，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地进步，其实施

的有益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的原理框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方法的流程图。

[0030] 其中，1-卫星监测疑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位模块，2-疑似火点的确认模块，3-计

算疑似火点与附近电网设施距离模块，4-火点附近气象环境监测模块，5-疑似火点预警及

信息发布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阐述，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

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方式。

[0032] 实施例1：

[0033]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包括：

[0034] 卫星监测疑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位模块1，读取疑似火点数据信息结果，利用经

纬度坐标及GIS平台，在GIS平台上进行疑似火点位置的定位；标注火点图标并显示相关属

性信息；以更好的在GIS平台中进行展示。

[0035] 疑似火点的确认模块2，对输电线路进行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控线路走廊附近的

图像、视频信息，根据电网线路的应用环境特点，设计电网线路环境的无线传感器节点网络

算法和定时图像、视频压缩算法，提高网络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保障线路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的稳定性；

[0036] 计算疑似火点与附近电网设施距离模块3，通过已知的疑似火点位置、GIS上的电

网设施坐标、电网设施缓冲区的数据，自定义火点中心任意距离(km/m)的搜索半径，检索出

范围内的电网设施后，测算火点分别与半径内变电站、杆塔的距离，通过冒泡排序算法自动

进行最短距离的排序，排序结果可打印输出。

[0037] 火点附近气象环境监测模块4，通过对火点附近风力、风向、风速、温度、降水要素

的监测及未来24小时的逐小时预报，结合卫星云图、气象雷达的监测手段；获取火点周围的

气象环境信息，便于及时做好防火隔离措施，为电网抢修、应急指挥提供气象环境决策支

持；

[0038] 疑似火点预警及信息发布模块5，基于GIS平台定位分析疑似火点任意范围内距离

最近、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电力设施，依据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数据研判山火未来发展趋

势；科学有效地调整电网运行方式、针对性建立防火隔离带、资源调拨及应急处置策略，形

成电网森林火灾预警及处置态势专题图。通过研发预警发布技术，将火点、气象环境、影响

设备、处置策略及发展态势等信息及时对相关人员发布，提高电网防灾减灾综合监测预警

和应急处置辅助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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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实施例2：

[0040]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电网山火监测预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S1：卫星监测疑似火点数据的处理及定位的步骤，读取疑似火点数据信息结果，利

用经纬度坐标及GIS平台，在GIS平台上进行疑似火点位置的定位；标注火点图标并显示相

关属性信息；以更好的在GIS平台中进行展示。

[0042] S2：疑似火点确认的步骤，对输电线路进行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控线路走廊附近

的图像、视频信息，根据电网线路的应用环境特点，设计电网线路环境的无线传感器节点网

络算法和定时图像、视频压缩算法，提高网络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保障线路远程视频监控系

统的稳定性；

[0043] S3：计算疑似火点与附近电网设施距离的步骤，通过已知的疑似火点位置、GIS上

的电网设施坐标、电网设施缓冲区的数据，自定义火点中心任意距离(km/m)的搜索半径，检

索出范围内的电网设施后，测算火点分别与半径内变电站、杆塔的距离，通过冒泡排序算法

自动进行最短距离的排序，排序结果可打印输出。

[0044] S4：火点附近气象环境监测的步骤，通过对火点附近风力、风向、风速、温度、降水

要素的监测及未来24小时的逐小时预报，结合卫星云图、气象雷达的监测手段；获取火点周

围的气象环境信息，便于及时做好防火隔离措施，为电网抢修、应急指挥提供气象环境决策

支持；

[0045] S5：疑似火点预警及信息发布的步骤，基于GIS平台定位分析疑似火点任意范围内

距离最近、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电力设施，依据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数据研判山火未来发

展趋势；科学有效地调整电网运行方式、针对性建立防火隔离带、资源调拨及应急处置策

略，形成电网森林火灾预警及处置态势专题图。通过研发预警发布技术，将火点、气象环境、

影响设备、处置策略及发展态势等信息及时对相关人员发布，提高电网防灾减灾综合监测

预警和应急处置辅助决策能力。

[0046]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本发明并非局限于此，任何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能思之的没有创造性的变化，以及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所作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都应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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