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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电力电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

普勒雷达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包括多

普勒雷达部、预警中心部和电力终端部，电力终

端包括传感器组，传感器组设置多个气象传感

器；GIS服务器根据多普勒雷达部的雷达信息生

成气象预警信息，并根据预警信息控制所述终端

机上传感器组的工作状态。将雷达信息与电力设

备关联以后进一步采用电力设备上设置传感器

的方式，进一步提高预警结果的准确性；将雷达

预警等级与地质等级结合，气象对于发生地质灾

害的影响更加精细化；GIS系统采用双工作模式，

GIS系统的负担，提高收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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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普勒雷达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包括多普勒雷达部、预警中心部和

电力终端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普勒雷达部包括多普勒雷达和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所述

预警中心部包括GIS服务器、雷达解析模块、显示模块、GIS数据库模块、终端解析模块、无线

连接模块；所述电力终端部包括终端控制模块和多个电力终端机；所述多普勒雷达连接多

普勒雷达控制模块，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无线连接预警中心部的无线连接模块，雷达解析

模块、显示模块、GIS数据库模块、终端解析模块、无线连接模块均连接GIS服务器，多个电力

终端机连接终端控制模块，终端控制模块无线连接预警中心部的无线连接模块；所述电力

终端机为变电站、输电杆塔、配电杆塔、配电室、箱式变电站、环网柜，电力终端机设置有传

感器组，传感器组设置有多个气象传感器；所述GIS服务器根据多普勒雷达部的雷达信息生

成气象预警信息，并根据气象预警信息控制所述电力终端机上传感器组的工作状态；

GIS数据库模块中保存有分辨率为1m的地图数据，即地图上每个像素代表1m2；多普勒雷

达部的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控制多普勒雷达发射S波段和C波段的电磁波并控制多普勒雷

达接收回波；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收集多普勒雷达原始数据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传输给无

线连接模块，GIS服务器控制无线连接模块将多普勒雷达原始数据转移至GIS数据库模块，

雷达解析模块采用双线性差值法将极坐标多普勒雷达原始数据转换成直角坐标系的多普

勒雷达网格数据，并保存；

每个电力终端机具有唯一编号和一个坐标，显示模块将每个电力终端机的位置以红点

的形式显示在以GIS数据库模块中的地图数据为背景的显示模块的显示器上；

所述GIS数据库模块中保存的地图上具有地质等级，所述地质等级分为1-10等，是根据

地图上实际地理位置的地质情况确定，越容易被暴雨引发发生地质灾害的位置其地质等级

越高；所述显示模块还具有显示预警等级的功能，即将多普勒雷达网格数据中的dBZ值划分

为1-10个气象预警等级，dBZ值越大等级越高，预警等级等于气象预警等级乘以地质等级；

显示模块将单位平方公里内的预警等级平均后以不同颜色显示在以GIS数据库模块中的地

图数据为背景的显示模块的显示器上，所述不同颜色为预警等级值转换成红蓝伪彩色；

气象传感器包括气温传感器、湿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风向传感器、CO2浓

度传感器、氮氧化物传感器、SO2传感器；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通过终端控制模块和无线

连接模块传送至GIS服务器，GIS服务器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保存在GIS数据库模块中，

显示模块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显示在显示器上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红点之后；

所述GIS服务器具有两种工作模式：分别为选择显示模式和选择收集模式；

第一工作模式为选择显示模式：GIS服务器先收集所有的电力终端机对应的传感器组

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终端解析模块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分成两组，第一组为传

感器组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位置所对应的预警等级大于或等于某一定值Q，第二组为传感

器组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位置所对应的预警等级小于某一定值Q，终端解析模块将第二组

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先按照其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编号进行随机排列，之后按随机排列

后的顺序将第二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的第一个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保存至第三组，

在保存后一个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时先计算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坐标与第三组所

有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坐标之间的直线距离S，若其距离第三组

任一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坐标均大于10km则保存该气象传感器收

集的数据至第三组，否则跳过；显示模块将第一组和第三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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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显示在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红点之后。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普勒雷达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二

工作模式为选择收集模式：终端解析模块将电力终端机分为两组，第一组为电力终端机的

位置对应的预警等级大于或等于某一定值Q，第二组为电力终端机的位置所对应的预警等

级小于某一定值Q，GIS服务器收集第一组所有电力终端机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并随机

收集第二组10％的电力终端机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显示模块将GIS服务器收集的气

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在显示器上显示在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红点之后。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普勒雷达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力终端机和终端控制模块之间的通讯方式为电力载波方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普勒雷达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力终端机还具备警报模块，当电力终端机所在的位置其预警等级大于某一定值Q时，警报

模块显示高预警等级警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普勒雷达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力终端机具有摄像模块，GIS服务器控制电力终端机配备的摄像模块的开关，且GIS服务

器控制指定的电力终端机的摄像模块的图像显示在显示模块的显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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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普勒雷达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电网领域，涉及一种电网GIS预警系统，具体涉及一种多普勒雷达

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多普勒天气雷达，是一种主动遥感的探测工具，在测量云、降雨和各种强对流天气

发生发展内在因素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其工作原理即以多普勒效应为基础，可以测定散射

体相对于雷达的速度，在一定条件下反演出大气风场、气流垂直速度的分布以及湍流情况

等。多普勒雷达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气监测设备，并且已经在很多国家得到深入应用，

这对警戒强对流天气等具有重要意义。

[0003] 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频发，给电网运行安全带来巨大危害。但气象灾害的地域性

强，判断时间短，其强弱度、影响时间、影响范围对电网设备、运行等影响也各不同。气象信

息作为电网系统中的独立信息，没有与电网GIS平台系统结合，往往只获得气象信息，却无

法与电网系统关联，也就不能及时，准确获得气象灾害对电网设备，运行带来的影响，使得

气象对电网的起不到相应的预警作用。

[0004] 申请号201410403144.1公开了一种基于多普勒雷达径向风速的大风速区电网设

备查询方法，其通过对多普勒雷达径向风速数据的提取、分簇、合成大风速区域、电网设备

查询这一系列流程，将原本离散的坐标数据演变成为大风速区域信息，给出了较为可靠、准

确的电网大风速区域识别方法，并最终实现查询受大风影响的电网设备，辅助专业人员开

展电网设备受大风灾害影响的分析工作。但是其没有将设备进行关联，在需要确定哪些设

备受影响时还需要人工查看。

[0005] 申请号201410709231.X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基于多普勒雷达的GIS电网预

警系统，其将预警区域的电网设备图层与雷达信息图层进行数据关联处理，确立电网设备

覆盖区域的气象预警数据并在电网GIS地图上显示。建立专业的气象雷达灾害预警模型，实

现了针对电力设施的精细化预警，有效降低灾害的破坏性，有助于形成有针对性的防灾措

施规范，减少电网损失。但是其仅仅将预警信息进行关联，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目前电

力设备诸如变电站、输电杆塔、配电杆塔、配电室、箱式变电站、环网柜、营销网点等数以万

计，如果将其全部与雷达信息关联将会产生非常庞大的计算量。且目前的雷达信息并不是

百分之百准确，只有结合实地的传感器才能提高雷达预警的准确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克服上述缺陷，提供一种多普勒雷达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包括

多普勒雷达部、预警中心部和电力终端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普勒雷达部包括多普勒雷达

和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所述预警中心部包括GIS服务器、雷达解析模块、显示模块、GIS数

据库模块、终端解析模块、无线连接模块；所述电力终端部包括终端控制模块和多个电力终

端机；所述多普勒雷达连接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无线连接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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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无线连接模块，雷达解析模块、显示模块、GIS数据库模块、终端解析模块、无线连接模

块均连接GIS服务器，多个电力终端机连接终端控制模块，终端控制模块无线连接预警中心

部的无线连接模块；所述电力终端机为变电站、输电杆塔、配电杆塔、配电室、箱式变电站、

环网柜，电力终端机设置有传感器组，传感器组设置有多个气象传感器；所述GIS服务器根

据多普勒雷达部的雷达信息生成气象预警信息，并根据气象预警信息控制所述电力终端机

上传感器组的工作状态。

[0007] GIS数据库模块中保存有分辨率为1m的地图数据，即地图上每个像素代表1m2；

[0008] 多普勒雷达部的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控制多普勒雷达发射S波段和C波段的电磁

波并控制多普勒雷达接收回波；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收集多普勒雷达原始数据并通过无线

传输方式传输给无线连接模块，GIS服务器控制无线连接模块将多普勒雷达原始数据转移

至GIS数据库模块，雷达解析模块采用双线性差值法将极坐标多普勒雷达原始数据转换成

直角坐标系的多普勒雷达网格数据，并保存；

[0009] 每个电力终端机具有唯一编号和一个坐标，显示模块将每个电力终端机的位置以

红点的形式显示在以GIS数据库模块中的地图数据为背景的显示模块的显示器上。

[0010] 所述GIS数据库模块中保存的地图上具有地质等级，所述地质等级分为1-10等，是

根据地图上实际地理位置的地质情况确定，越容易被暴雨引发发生地质灾害的位置其地质

等级越高；所述显示模块还具有显示预警等级的功能，即将多普勒雷达网格数据中的dBZ值

划分为1-10个气象预警等级，dBZ值越大等级越高，预警等级R等于气象预警等级Q乘以地质

等级D；显示模块将单位平方公里内的预警等级R平均后以不同颜色显示在以GIS数据库模

块中的地图数据为背景的显示模块的显示器上，所述不同颜色为预警等级R值转换成红蓝

伪彩色。

[0011] 气象传感器包括气温传感器、湿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风向传感器、

CO2浓度传感器、氮氧化物传感器、SO2传感器；传感器收集的数据通过电力终端机控制模块

和无线连接模块传送至GIS服务器，GIS服务器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保存在GIS数据库

模块中，显示模块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显示在显示器上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红点之

后。

[0012] 所述GIS服务器具有两种工作模式：分别为选择显示模式和选择收集模式。

[0013] 第一工作模式为选择显示模式：GIS服务器先收集所有的电力终端机对应的传感

器组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终端解析模块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分成两组，第一组

为传感器组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位置所对应的预警等级大于或等于某一定值Q，第二组为

传感器组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位置所对应的预警等级小于某一定值Q，终端解析模块将第

二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先按照其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编号进行随机排列，之后按随机

排列后的顺序将第二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的第一个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保存至第

三组，在保存后一个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时先计算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坐标与第三

组所有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坐标之间的直线距离S，若其距离第

三组任一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坐标均大于10km则保存该气象传感

器收集的数据至第三组，否则跳过；显示模块将第一组和第三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在

显示器上显示在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红点之后。

[0014] 第二工作模式为选择收集模式：终端解析模块将电力终端机分为两组，第一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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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终端机的位置对应的预警等级大于或等于某一定值Q，第二组为电力终端机的位置所

对应的预警等级小于某一定值Q，GIS服务器收集第一组所有电力终端机的气象传感器收集

的数据并随机收集第二组10％的电力终端机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显示模块将GIS服

务器收集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在显示器上显示在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红点之后。

[0015] 所述电力终端机和终端控制模块之间的通讯方式为电力载波方式。

[0016] 所述电力终端机还具备警报模块，当电力终端机所在的位置其预警等级大于某一

定值Q时，警报模块显示高预警等级警报。

[0017] 所述电力终端机具有摄像模块，GIS服务器可以控制电力终端机配备的摄像模块

的开关，且GIS服务器可以控制指定的电力终端机的摄像模块的图像显示在显示模块的显

示器上。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9] 1 .本发明将雷达信息与电力设备关联以后进一步采用电力设备上设置传感器的

方式，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一并显示，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预警结果的准确性，如果发

现雷达预警与多个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不符合，则说明雷达数据有误，避免误判；

[0020] 2.本发明将雷达预警等级与地质等级结合，采用其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精细化预警

等级的准确性，只有雷达预警等级与地质等级结合以后，气象对于发生地质灾害的影响才

能更加精细化；

[0021] 3.本发明的GIS系统采用双工作模式，采用第一工作模式可以收集尽可能全的气

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在显示时又可以减少GIS系统的负担；采用第二工作模式时对不同预

警等级的传感器进行区别收集可以大大减少系统工作负担，提高收集速度；

[0022] 4.本发明在电力终端上设置警报器，可以起到警报作用，提示周围用电者注意用

电安全；

[0023] 5.本发明在电力终端上设置视频设备，可以第一时间观测现场实况。显示模块还

能够以不同的图层分别显示不同的气象预警等级和地质等级，不同的图层可以为不同的颜

色或者不同的透明度的RGB颜色之一显示，根据不同RGB颜色混合后得到颜色显示风险等

级。

附图说明

[0024] 图1本发明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提供一种多普勒雷达气象矢量化电网精细预警系统，包括多普勒雷达部、预警中

心部和电力终端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普勒雷达部包括多普勒雷达和多普勒雷达控制模

块；所述预警中心部包括GIS服务器、雷达解析模块、显示模块、GIS数据库模块、终端解析模

块、无线连接模块；所述电力终端部包括终端控制模块和多个电力终端机；所述多普勒雷达

连接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无线连接预警中心部的无线连接模块，雷

达解析模块、显示模块、GIS数据库模块、终端解析模块、无线连接模块均连接GIS服务器，多

个电力终端机连接终端控制模块，终端控制模块无线连接预警中心部的无线连接模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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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电力终端机为变电站、输电杆塔、配电杆塔、配电室、箱式变电站、环网柜，电力终端机设

置有传感器组，传感器组设置有多个气象传感器；所述GIS服务器根据多普勒雷达部的雷达

信息生成气象预警信息，并根据气象预警信息控制所述电力终端机上传感器组的工作状

态。

[0027] GIS数据库模块中保存有分辨率为1m的地图数据，即地图上每个像素代表1m2；

[0028] 多普勒雷达部的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控制多普勒雷达发射S波段和C波段的电磁

波并控制多普勒雷达接收回波；多普勒雷达控制模块收集多普勒雷达原始数据并通过无线

传输方式传输给无线连接模块，GIS服务器控制无线连接模块将多普勒雷达原始数据转移

至GIS数据库模块，雷达解析模块采用双线性差值法将极坐标多普勒雷达原始数据转换成

直角坐标系的多普勒雷达网格数据，并保存；

[0029] 每个电力终端机具有唯一编号和一个坐标，显示模块将每个电力终端机的位置以

红点的形式显示在以GIS数据库模块中的地图数据为背景的显示模块的显示器上。

[0030] 所述GIS数据库模块中保存的地图上具有地质等级，所述地质等级分为1-10等，是

根据地图上实际地理位置的地质情况确定，越容易被暴雨引发发生地质灾害的位置其地质

等级越高；所述显示模块还具有显示预警等级的功能，即将多普勒雷达网格数据中的dBZ值

划分为1-10个气象预警等级，dBZ值越大等级越高，预警等级R等于气象预警等级Q乘以地质

等级D；显示模块将单位平方公里内的预警等级R平均后以不同颜色显示在以GIS数据库模

块中的地图数据为背景的显示模块的显示器上，所述不同颜色为预警等级R值转换成红蓝

伪彩色。

[0031] 气象传感器包括气温传感器、湿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风向传感器、

CO2浓度传感器、氮氧化物传感器、SO2传感器；传感器收集的数据通过电力终端机控制模块

和无线连接模块传送至GIS服务器，GIS服务器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保存在GIS数据库

模块中，显示模块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显示在显示器上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红点之

后。

[0032] 所述GIS服务器具有两种工作模式：分别为选择显示模式和选择收集模式。

[0033] 第一工作模式为选择显示模式：GIS服务器先收集所有的电力终端机对应的传感

器组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终端解析模块将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分成两组，第一组

为传感器组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位置所对应的预警等级大于或等于某一定值Q，第二组为

传感器组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位置所对应的预警等级小于某一定值Q，终端解析模块将第

二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先按照其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编号进行随机排列，之后按随机

排列后的顺序将第二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的第一个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保存至第

三组，在保存后一个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时先计算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坐标与第三

组所有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坐标之间的直线距离S，若其距离第

三组任一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的坐标均大于10km则保存该气象传感

器收集的数据至第三组，否则跳过；显示模块将第一组和第三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在

显示器上显示在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红点之后。

[0034] 第二工作模式为选择收集模式：终端解析模块将电力终端机分为两组，第一组为

电力终端机的位置对应的预警等级大于或等于某一定值Q，第二组为电力终端机的位置所

对应的预警等级小于某一定值Q，GIS服务器收集第一组所有电力终端机的气象传感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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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并随机收集第二组10％的电力终端机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显示模块将GIS服

务器收集的气象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在显示器上显示在其所对应的电力终端机红点之后。

[0035] 所述电力终端机和终端控制模块之间的通讯方式为电力载波方式。

[0036] 所述电力终端机还具备警报模块，当电力终端机所在的位置其预警等级大于某一

定值Q时，警报模块显示高预警等级警报。

[0037] 所述电力终端机具有摄像模块，GIS服务器可以控制电力终端机配备的摄像模块

的开关，且GIS服务器可以控制指定的电力终端机的摄像模块的图像显示在显示模块的显

示器上。

[0038] 显示模块还能够以不同的图层分别显示不同的气象预警等级和地质等级，不同的

图层可以为不同的颜色或者不同的透明度的RGB颜色之一显示，根据不同RGB颜色混合后得

到颜色显示风险等级。

[0039] 以上内容仅为本发明的部分实施方式，并不是全部实施方式，其他可以在本申请

的基础上通过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常识的变化得到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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