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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

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输电线路

与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进行关联；将输电线路

通道隐患数据类型设为有限种类、有限量的数据

类型；对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进行分析。本发

明将输电线路与隐患数据进行关联并将输电线

路通道隐患类型分为有限种类、有限量的数据类

型，通过对有限种类设置权重从而进行评估，将

其作为一套完整的结构分析方法，可指导输电线

路通道隐患的预测与控制，可准确分析出输电线

路通道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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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输电线路与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进行关联；

步骤2、将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类型设为有限种类、有限量的数据类型；

步骤3、对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进行分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包括：架空输电线路L、线路所属单位CL、电压等级V、护线单位CG、

日期d、序列号S和隐患H。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隐患数据包括一维数据、二维数据和多维数据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有限种类包括以下种类：火灾、冰害、舞动、风害、地质灾害、污闪、异物、雷击、机械外破、

树线放电、鸟害；所述有限量包括四个等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3的具体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类型的有限种类分别设置相应的权重；

(2)对排查出来的每个技术要素的隐患按要素相同且连续的杆塔区段作为一个通道区

段进行评估；在进行风险值计算时，根据风险值的大小，将风险程度等级由轻到重分为四

级，分别为Ⅰ、Ⅱ、Ⅲ、Ⅳ级，其对应的基本扣分值为2，4，8，10分；

(3)通道区段的技术要素应扣分值按照下式计算：

应扣分值＝权重×对应的风险等级基本扣分值

(4)对通道区段内各技术要素扣分值进行合计，依据各技术要素合计扣分值相同且连

续的原则重新划分通道区段，根据单项最大扣分值和合计扣分值，确定区段风险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1)对有限种类分别设置四个权重值，四个权重值分别为1、2、3、4。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通道区段风险状态包括如下状态：正常状态、低风险状态、中风险状态和高风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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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输电线路通道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

患分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架空输电线路的隐患风险存在不确定性，如何将这种不确定性加以确定是排除输

电线路隐患风险首要任务。架空输电线路的隐患分析不仅包括自身线路存在的隐患分析，

还包括隐患状态下对用户、电网企业以及整个电力系统，甚至包括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每一

条输电线路就是电力系统的每一根神经，它的状态决定了电力系统的安全状况。因此要分

析电力系统的稳定性能，就要对性能不同、制造工艺有差异的输电线路完善分析。

[0003] 电力系统中的老旧输电线路运行状态要进行定期的检测，排除电力系统隐患，才

能够有效把握它的运行状态，延长线路的使用周期和维护电力资产。由于架空输电线路长

期处于野外，面临的环境恶劣复杂，经常受到风、雨、雪、污秽、雷电、高温、寒冷等自然灾害

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外力破坏的威胁。在自然环境与外力破坏条件下，输电线路存在着巨大

的安全隐患，因此需要对线路的状态进行分析，采集收集并分析多维数据，对输电线路通道

风险进行预测与控制。

[0004] 目前，针对输电线路通道的隐患风险预测与分析仍以人工巡查分析为主，存在预

测不及时、隐患分析不到位等问题，尤其是输电线路通道立体协同巡检取得的隐患数据庞

大且维度复杂，分析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

隐患分析方法，解决现有分析方法存在的预测不及时、隐患分析不到位等问题。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取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将输电线路与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进行关联；

[0009] 步骤2、将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类型设为有限种类、有限量的数据类型；

[0010] 步骤3、对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进行分析。

[0011] 所述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包括：架空输电线路L、线路所属单位CL、电压等级V、

护线单位CG、日期d、序列号S和隐患H。

[0012] 所述隐患数据包括一维数据、二维数据和多维数据结构。

[0013] 所述有限种类包括以下种类：火灾、冰害、舞动、风害、地质灾害、污闪、异物、雷击、

机械外破、树线放电、鸟害；所述有限量包括四个等级。

[0014] 所述步骤3的具体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将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类型的有限种类分别设置相应的权重；

[0016] (2)对排查出来的每个技术要素的隐患按要素相同且连续的杆塔区段作为一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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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区段进行评估；在进行风险值计算时，根据风险值的大小，将风险程度等级由轻到重分为

四级，分别为Ⅰ、Ⅱ、Ⅲ、Ⅳ级，其对应的基本扣分值为2，4，8，10分；

[0017] (3)通道区段的技术要素应扣分值按照下式计算：

[0018] 应扣分值＝权重×对应的风险等级基本扣分值

[0019] (4)对通道区段内各技术要素扣分值进行合计，依据各技术要素合计扣分值相同

且连续的原则重新划分通道区段，根据单项最大扣分值和合计扣分值，确定区段风险状态。

[0020] 所述步骤(1)对有限种类分别设置四个权重值，四个权重值分别为1、2、3、4。

[0021] 所述通道区段风险状态包括如下状态：正常状态、低风险状态、中风险状态和高风

险状态。

[0022] 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23] 本发明将输电线路与隐患数据进行关联并将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类型分为有限种

类、有限量的数据类型，通过对有限种类设置权重从而进行评估，将其作为一套完整的结构

分析方法，可指导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的预测与控制，可准确分析出输电线路通道隐患。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的多维数据形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述。

[0026] 一种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步骤1、将输电线路与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进行关联；

[0028] 在本实施例中，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包括：架空输电线路L、线路所属单位CL、电

压等级V、护线单位CG、日期d、序列号S、隐患H等。如图1所示，图中，架空输电线路为XD、护线

单位为SF、隐患为TR-Ⅲ。

[0029] 数据结构包括一维数据、二维数据和多维数据结构，分别表示如下：

[0030] (1)一维数据

[0031] 数据一维排列形式为“L-CL-V-CG-d-S-H”，例如：

[0032] “XD-DL-110kV-SF-20180801-0001-TREE”，

[0033] 其中线路名称为XD、所属单位为DL、电压等级为110kV、护线单位为SF、日期为

20180801、序列号为0001、隐患为TREE。

[0034] (2)二维数据

[0035] ①横坐标定义为日期d，纵坐标定义为线路所属单位CL，则隐患H即为日期d与线路

所属单位CL的函数。其中，线路所属单位CL为架空输电线路L、电压等级V、护线单位CG、序列

号S的函数：

[0036]

[0037] ②横坐标定义为日期d，纵坐标定义为架空输电线路L，则隐患H即为日期d与架空

输电线路L的函数。其中，架空输电线路L为线路所属单位CL、电压等级V、护线单位CG、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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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的函数：

[0038]

[0039] ③横坐标定义为日期d，纵坐标定义为护线单位CG，则隐患H即为日期d与护线单位

CG的函数。其中，护线单位CG为架空输电线路L、线路所属单位CL、电压等级V、序列号S的函

数：

[0040]

[0041] (3)多维数据

[0042] 以三维数据为例，第1坐标定义为日期d，第2坐标定义为架空输电线路L，第3坐标

定义为护线单位CG，则隐患H即为日期d、架空输电线路L、护线单位CG的函数。其中，架空输电

线路L为线路所属单位CL、电压等级V的函数，护线单位CG为序列号S：

[0043]

[0044] 步骤2、将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类型设为有限种类、有限量的数据类型

[0045] 在本实施例中，将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类型分为有限种类、有限量的数据类型。

[0046] (1)有限种类包括：

[0047]

序号 数据涵义 数据程序涵义 符号定义

1 火灾 FIREHAZARD FR

2 冰害 ICEDAMAGE IC

3 舞动 GALLOPING GL

4 风害 WINDDAMAGE WD

5 地质灾害 GEOLOGICALHAZARD GE

6 污闪 POLLUTIONFLASHOVER PL

7 异物 FOREIGNBODY FB

8 雷击 LIGHTNING LT

9 机械外破 MECHANICALBREAKING MC

10 树线放电 TREE-LINEDISCHARGE TR

11 涉鸟隐患 BIRDHIDDENDAMAGE BD

[0048] (2)有限量：

[0049] 每种隐患类型均设有风险程度等级，根据风险值的大小将风险程度等级由轻到重

分为四级，分别为Ⅰ、Ⅱ、Ⅲ、Ⅳ级，对应正常状态、低风险状态、中风险状态、高风险状态。

[0050] 步骤3、对输电线路通道隐患数据进行分析

[0051] (1)将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类型的有限种类分别设置相应的权重。

[0052] 在本步骤中，将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类型的有限种类：火灾、冰害、舞动、风害、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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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污闪、异物、雷击、机械外破、树线放电、鸟害等作为评价技术要素，并按照发生故障时

会造成通道内线路同时跳闸的可能性大小，即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类型的有限量的四个等

级，分别设置对应权重为：权重1、权重2、权重3、权重4，权重值分值分别为1，2，3，4。技术要

素的权重分配如下表：

[0053]

隐患 FR IC GL WD GE PL FB LT MC TR BD

权重 4 4 4 4 3 3 2 2 2 1 1

分值 4 4 4 4 3 3 2 2 2 1 1

[0054] (2)对排查出来的每个技术要素的隐患按要素相同且连续的杆塔区段作为一个通

道区段进行评估。在进行风险值计算时，根据风险值的大小，将风险程度等级由轻到重分为

四级，分别为Ⅰ，Ⅱ，Ⅲ，Ⅳ级，其对应的基本扣分值为2，4，8，10分。

[0055] (3)通道区段的技术要素应扣分值按照下式计算：

[0056] 应扣分值＝权重×对应的风险等级基本扣分值

[0057] 计算方式见下表：

[0058]

[0059] (4)对通道区段内各技术要素扣分值进行合计，依据各技术要素合计扣分值相同

且连续的原则重新划分通道区段，根据单项最大扣分值和合计扣分值，确定区段风险状态。

将通道区段风险状态设为四级：正常状态、低风险状态、中风险状态、高风险状态。

[0060]

[0061]

[0062] 本发明可以在计算机系统上实现，在计算机系统上建立如下系统逻辑分层，通过

收集整理并分析现场隐患信息多维数据(包括线路隐患所属单位、隐患巡视单位、电压等

级、线路名称、隐患类型等信息)、收集整理并分析现场动态护线多维数据(包括巡视单位数

据、巡视区段、巡视周期、巡视到位情况等)，将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数据之间关联并建立

多维数据结构。并利用各层之间的协作关系实现对基于多维数据的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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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下面以天津某段通道为例进行分析。

[0065] 通过排查，该通道内有大量彩钢板房，线下存在堆物情况。通道内异物隐患明细具

体如下表：

[0066]

[0067] 采用本专利分析方法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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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依据上述评估综合分析，该通道处于中风险状态，受异物的影响较为严重。经过与

实际比对，验证了专利保护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0070] 要强调的是，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定性的，因此本发明包括

并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实施例，凡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得

出的其他实施方式，同样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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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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