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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

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包括SF6电气设备

气室数据检测模块和智能手持终端；SF6电气设

备气室数据检测模块与智能手持终端通信相连；

智能手持终端扫描SF6电气设备上的二维码，对

设备进行管理并将设备编号下发到所述SF6电气

设备气室数据检测模块，用以使SF6电气设备气

室数据检测模块进行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存

储；智能手持终端采集SF6电气设备气室数据检

测模块中存储的数据并进行分析。本发明满足了

现场检测数据实时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故

障诊断分析及报表自动生成功能。大大提高现场

检测人员效率，为SF6电气设备的状态检修工作

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提升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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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SF6

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和智能手持终端；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与所述智能

手持终端通过WIFI或蓝牙进行无线通信；所述智能手持终端扫描SF6电气设备上的二维码，

对设备进行管理并将设备编号下发到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用以使所述SF6电

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进行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存储；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采集所述SF6

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中存储的数据并进行分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包括MCU主控模块、数据采集模块、模数转换

模块、数据存储模块、无线通信WIFI模块、无线通信蓝牙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和RS485通讯电

路；所述MCU主控模块分别与所述数据存储模块、所述电源管理模块、所述模数转换模块和

所述RS485通讯电路电性相连；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通过所述模数转换模块与所述MCU主控模

块电性相连；所述无线通信WIFI模块和所述无线通信蓝牙模块均通过所述RS485通讯电路

与所述MCU主控模块通讯相连；所述MCU主控模块通过所述无线通信WIFI模块或所述无线通

信蓝牙模块与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通信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手持终端扫描SF6电气设备上的二维码，对设备进行管理的具体内容

为：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通过标签码扫描SF6电气设备并与智能手持终端中的本地库进行对

比，如果本地库中有此设备信息则直接进入采集界面；如果本地库中没有此设备信息则直

接手动录入设备台账信息并维护至所述智能手持终端中APP数据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数据包括待检测设备的分解物、纯度和露点湿度数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采集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中存储的数据并进

行分析的具体内容为：

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分别检测待检测设备的分解物、纯度和湿度数据，并

按不同的检测类型对数据进行归类展示同时自动生成标准表；所述智能手持终端按照自主

通讯协议采集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中的待检测设备的数据并实时同步至采集

卡界面；

以待检测设备运行的大量历史数据为基础，运用智能模糊数据模型对待检测设备的数

据分析、智能诊断设备故障结果，结合六氟化硫电气设备气体监督导则及现场检测数据建

立决策知识库，给出运维建议在此基础之上对设备进行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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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管理领域，特别是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

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SF6电气设备是主要的变电设备，其质量好坏直接影响电力系统的安全经济运行。

由于在设计、材质、工艺和维护等方面存在些不确定因素，使内部可能存在一些缺陷，设备

投运后，在热和电的作用下缺陷周围的SF6气体和固体绝缘材料不断分解，绝缘性能逐渐下

降，直至酿成事故，产生不良后果。电力企业一直沿用低效的即定期检修制度对SF6电气设

备进行检修，造成了应修隐患设备漏检修，影响了其技术性能和使用寿命，严重的情况下会

造成故障或事故，影响供电可靠性；更多的设备也不该在检修时安排停电检修，从而造成了

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而目前的所使用的方法只针对设备当前的状态数据进行检测，无

法对设备的历史检测数据进行分析，无法对设备的运行趋势及设备变化状态进行分析，无

法做到预防设备内部的故障。针对SF6电气设备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问题，缺乏专门针对

SF6电气设备健康状态移动检测与诊断技术相结合的数据平台，设备健康状态的总体诊断

与评价不全面。检测数据跟设备无法一一对应，无法做到与历史检测数据进行曲线及趋势

分析，无法形成一个系统的报告。

[0003] 现有的SF6检测数据均采用人工的方式填写检测报表，再上传至电力企业的系统，

很难满足现场人员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评估，效率偏低；检测数据无法做到数据归集及分

析；无法做到对设备故障状态及发展趋势做综合的诊断分析。

[0004]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

能管理系统，大大提高现场检测人员效率，为SF6电气设备的状态检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从而提升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

[0006] 本发明采用以下方案实现：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

理系统，包括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和智能手持终端；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

测仪与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通过WIFI或蓝牙进行无线通信；所述智能手持终端扫描SF6电气

设备上的二维码，对设备进行管理并将设备编号下发到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

用以使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进行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存储；所述智能手持

终端采集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中存储的数据并进行分析。

[0007] 进一步地，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包括MCU主控模块、数据采集模块、模

数转换模块、数据存储模块、无线通信WIFI模块、无线通信蓝牙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和RS485

通讯电路；所述MCU主控模块分别与所述数据存储模块、所述电源管理模块、所述模数转换

模块和所述RS485通讯电路电性相连；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通过所述模数转换模块与所述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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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模块电性相连；所述无线通信WIFI模块和所述无线通信蓝牙模块均通过所述RS485通

讯电路与所述MCU主控模块通讯相连；所述MCU主控模块通过所述无线通信WIFI模块或所述

无线通信蓝牙模块与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通信相连。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智能手持终端扫描SF6电气设备上的二维码，对设备进行管理的具

体内容为：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通过标签码扫描SF6电气设备并与智能手持终端中的本地库

进行对比，如果本地库中有此设备信息则直接进入采集界面；如果本地库中没有此设备信

息则直接手动录入设备台账信息并维护至智能手持终端中APP数据库。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设备数据包括待检测设备的分解物、纯度和露点湿度数据。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采集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中存储的数

据并进行分析的具体内容为：

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分别检测待检测设备的分解物、纯度和湿度数据，并

按不同的检测类型对数据进行归类展示同时自动生成标准表；所述智能手持终端按照自主

通讯协议采集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中的待检测设备的数据并实时同步至采集

卡界面；

以待检测设备运行的大量历史数据为基础，运用智能模糊数据模型对待检测设备的数

据分析、智能诊断设备故障结果，结合六氟化硫电气设备气体监督导则及现场检测数据建

立决策知识库，给出运维建议在此基础之上对设备进行故障诊断。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

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满足了现场检测数据实时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故障诊断分析及报表自动

生成功能。大大提高现场检测人员效率，为SF6电气设备的状态检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从

而提升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的结构框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的MCU主控模块电路原理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的数据采集模块电路原理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的模数转换模块电路原理图。

[001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的数据存储模块电路原理图。

[001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的RS485通讯电路及无线通信

WIFI模块、无线通信蓝牙模块电路原理图。

[0017]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的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的电源管理模块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9]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20]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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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21]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基于SF6电气设备数据检测及智能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包

括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和智能手持终端；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与所述

智能手持终端通过WIFI或蓝牙进行无线通信；所述智能手持终端扫描SF6电气设备上的二

维码，对设备进行管理并将设备编号下发到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用以使所述

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进行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存储；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采集所

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中存储的数据并进行分析。

[0022] 如图1至7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包括MCU主控模

块、数据采集模块、模数转换模块、数据存储模块、无线通信WIFI模块、无线通信蓝牙模块、

电源管理模块和RS485通讯电路；所述MCU主控模块分别与所述数据存储模块、所述电源管

理模块、所述模数转换模块和所述RS485通讯电路电性相连；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通过所述模

数转换模块与所述MCU主控模块电性相连；所述无线通信WIFI模块和所述无线通信蓝牙模

块均通过所述RS485通讯电路与所述MCU主控模块通讯相连；所述MCU主控模块通过所述无

线通信WIFI模块或所述无线通信蓝牙模块与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通信相连。

[0023] 较佳的，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数据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采集的SF6

电气设备的数据。

[002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智能手持终端扫描SF6电气设备上的二维码，对设备进行管理

的具体内容为：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通过标签码扫描SF6电气设备并与智能手持终端中的本

地库进行对比，如果本地库中有此设备信息则直接进入采集界面；如果本地库中没有此设

备信息则直接手动录入设备台账信息并维护至智能手持终端中APP数据库。

[0025] 较佳的，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智能手持终端进行设备台账信息维护至应用APP内，

方便后期数据采集，二维码扫描时，可直接进行地理位置定位。通过扫描二维码设备时，通

过标签码进行扫描，如果本地库有设备时直接进入采集界面，如果应用APP数据库内没有设

备信息时进行手动录入设备台账信息并维护至应用APP数据库。用户操作过程中，如对设备

台账维护信息有误时，也可进行修改操作，并完善对应设备台账信息。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设备数据包括待检测设备的分解物、纯度和露点湿度数据。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智能手持终端采集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中存储

的数据并进行分析的具体内容为：

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分别检测待检测设备的分解物、纯度和湿度数据，并

按不同的检测类型对数据进行归类展示同时自动生成标准表；所述智能手持终端按照自主

通讯协议采集所述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中的待检测设备的数据并实时同步至采集

卡界面；

以待检测设备运行的大量历史数据为基础，运用智能模糊数据模型等专家诊断算法对

待检测设备的数据分析、智能诊断设备故障结果，结合《六氟化硫电气设备气体监督导则

专》及我司多年的现场检测应用经验形成的专家级决策知识库，给出运维建议在此基础之

上对设备进行故障诊断。在设备运行过程当中或者不拆卸全部零部件的情况下，根据设备

运行的过程数据，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确定其整体或局部是否正

常。对出现的设备故障进行检测、分离和辨识，发现设备故障及其原因、故障部位及轻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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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预测发展趋势，为用户提供参考解 决方案。

[0028] 较佳的，如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MCU主控模块采用的芯片型号为

STM32F427。

[0029] 较佳的，在本实施例中通过扫码将设备编号通过无线网络下发到SF6气体综合检

测仪，针对检测设备，可分别检测分解物、纯度、湿度，也可同时测量；并按不同的检测类型

对数据进行归类展示；按照自主通讯协议进行采集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数据，并获

取相关检测数据，并实时同步至采集卡界面查看

较佳的，在本实施例中通过智能手持终端对设备的历史检测数据进行存储，可按照不

同设备筛选并查看历史检测数据报表，可通过设备名称、检测类型等相关筛选条件进行历

史数据查看功能。按照当前设备检测类型，进行历史检测数据曲线图直观展示，方便用户进

行分析查看。

[0030] 较佳的，在本实施例中智能手持终端可实现检测设备实时数据与历史数据的查

询、统计、分析、且提供报表管理功能，对系统各种监测数据，进行关联、查询、统计和分析，

并提供功能丰富、简单明了的“人性化”操作和展示。帮助用户更加直观、更加灵活地进行决

策分析，可对检测数据进行查看浏览，也可通过局域网连接打印机，将检测报告数据打印并

查看。

[0031] 较佳的，在本实施例中，智能手持终端中二维码设备管理及数据采集监测实现了

SF6电气设备的管理，实现了检测数据与设备一一对应，有利于对设备的运行趋势进行长期

的跟踪分析。

[0032] 所述数据分析、故障诊断，采用SF6数据标准缺陷库，对故障设备进行查看，并展示

相关缺陷内容信息，方便用户现场故障排查及问题定位分析。

[0033] 所述报表自动生成功能，可自动对检测数据形成标准报表，减少人工录入数据错

误及设备无法对应的风险。

[0034] 特别的，本实施例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检测SF6断路器、互感器、GIS和变

压器电气设备的分解物、纯度、露点。手持终端通过无线（WIFI）/蓝牙（BLE）的方式对SF6电

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进行数据采集、实时监测、数据分析、故障诊断、历史数据曲线、趋势

分析等功能。手持终端通过扫描现场SF6设备二维码对设备进行管理，通过手持终端实现对

现场SF6设备扫码并将编码发给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实现设备管理及检测数据管

理，手持终端与SF6电气设备气体综合检测仪实时通信，实现实时检测数据采集，历史数据

管理及查询功能，  SF6设备试验数据自动生成曲线图，便于进行趋势分析，自动生成报表，

可以PC通信自动打印报表，设备故障诊断功能，针对SF6电气设备特点，建立基于SF6电气设

备的数据模型，将地理信息、设备位置、设备台帐、健康状态检测数据等进行集中呈现，统一

调度；并对设备的状态进行状态、风险评估。为SF6电气设备的状态检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从而提升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

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发

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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