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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输电线路监测系统，尤其是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统。监测
管理主机通过多层数据集中器收集监测前端采集
到的数据并储存，监控管理主机与上级集控管理
主机通过电力通信网络连接 ；
所述监测前端为子
系统塔上监测分机及其对应的监测装置 ；
所述监
测管理主机都为下层数据集中器分配 ID 域，为数
据采集层的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分配 ID 子域，为
每个监测装置分配固定的 ID ；
所述子系统塔上监
测分机通过无线通信方式与数据集中器通信。本
发明利用物联网的技术特点，综合输电线路各智
能监测系统，形成统一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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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统，
其特征在于，
监测管理主机通过多层数
据集中器收集监测前端采集到的数据并储存，
监控管理主机与上级集控管理主机通过电力
通信网络连接；
所述监测前端为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及其对应的监测装置；
所述监测管理
主机都为下层数据集中器分配ID域，
为数据采集层的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分配ID子域，
为
每个监测装置分配固定的ID；
所述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通过无线通信方式与数据集中器通
信；
所述监测装置包括微气象监测装置，
具体为安装于杆塔上的环境温度监测装置、风速
风向监测装置、
雨量监测装置和日照监测装置、
供电电源，
通过数据通信线与塔上监测分机
通信；
所述监测管理主机定时问询数据集中器和监测前端的工作状态信息；
所述监测管理主机定时问询数据集中器是否有新的监测前端加入，
如果有，
则进行网
络结构扩展，
将新的监测前端加入到监测系统中；
所述智能监测系统根据微气象监测前端采集的风速、风向、雨量、
空气湿度气象信息，
综合分析并预测监测点附近的气象条件是否符合舞动、
覆冰形成的条件；
当监测点附近的
气象条件已经达到了线路发生舞动、
覆冰的先决条件，
系统控制调整输电线路舞动监测前
端、
覆冰监测前端及相应区域的数据采集装置的工作周期，
监视该区域的输电线路的状态
变化；
当监测控制层分析的数据显示即将或已经发生输电线路气象灾害时，
监测系统启动
该区域的视频监测装置进行监视，
进一步观测该区域发生覆冰、
舞动的状况，
向监测站的工
作人员发出报警信号，
并将采集、
分析的数据存储到综合存储数据库；
所述监测控制主机通过数据集中器周期性向信息路由层与数据采集层发送控制命令，
控制信息路由层进行信息路由 ，
控制数据采集层采集监测点的状态信息；
监测控制层综合
分析监测前端传回的数据信息，
并根据传回的数据信息调整监测前端的工作方式；
当监测
控制层分析监测点的状态参数计算结果低小于初始设定阈值的80％时 ，
系统进入等待状
态，
等待下一个工作周期；
若分析结果大于设定阈值的80％时，
系统进一步分析计算结果是
否大于初始设定阈值，
若大于设定阈值，
系统发出报警信号；
若分析计算结果大于设定阈值
的80％且小于设定阈值，
系统缩短问询及数据请求命令的工作周期；
系统按照新的工作周
期设定进入等待状态，
等待下一个工作周期；
所述初始设定阈值及调整、
报警的设定限值可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监测
管理主机通过OPGW/GPRS与数据集中器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监测
装置包括温度监测装置，
安装于输电线路绝缘子与导线连接处前端，
通过无线通信网络与
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通信。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监测
装置包括覆冰监测装置，
具体为安装于绝缘子与杆塔横担连接处的拉力与倾角监测装置，
通过数据通信线与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通信。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监测
装置包括舞动监测装置，
安装于输电线路导线上，
通过无线通信网络与子系统塔上监测分
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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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监测
装置包括振动监测装置，
安装于输电线路导线夹具处，
通过无线通信网络与子系统塔上监
测分机通信。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监测
装置包括视频监测装置，
具体为数字化高清摄像头，
通过数据通信线与子系统塔上监测分
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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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输电线路监测系统，
尤其是一种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通信、
计算机、
自动化等技术在电网中得到广泛深入的应用，
并与传统电
力技术有机融合，
极大地提升了电网的智能化水平。
而随着对电网智能化要求的不断提高，
集成所有的监测系统功能为一体，
搭建一个综合的智能监测控制平台成为智能电网发展的
重要方向。智能监测控制平台既要具有网络可扩展性，
便于设备统一管理，
又要规范各类监
测子系统的信息传送方式及通信规约，
便于统一规划。
通过监测系统的信息综合管理，
对输
电线路的状况可以综合分析，
全局考虑，
提高监管质量。
[0003] 目前比较普遍配置的输电线路辅助监测系统有输电线路温度监测系统、
输电线路
覆冰监测系统、
输电线路舞动监测系统、
输电线路微风振动监测系统、
输电线路微气象监测
系统、
输电线路视频监测系统。各辅助监测系统是各自独立的 ，
形成了多个信息孤岛，
需要
更多的人工来关注、
理解、
综合处理采集的数据信息。
而且各个监测设备基本是由各个厂家
开发并建立，
每套监测系统都有一套独立完整的系统，
互不兼容，
造成了通信通道，
服务器，
网络及计算机资源重叠配置。
[0004] 物联网技术实现了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
通过自动、
实时对设备进行识别、
定位、
追踪、
监控并触发相应事件，
实现了对设备的实时管理与监控。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之处，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
系统，
其既承载了物联网的技术优势，
又综合了输电线路目前存在的各辅助监测系统，
形成
了统一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与控制平台。
[0006]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基于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能监测系
统，
监测管理主机通过多层数据集中器收集监测前端采集到的数据并储存，
监控管理主机
与上级集控管理主机通过电力通信网络连接；
所述监测前端为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及连接
其上的监测装置；
所述监测管理主机都为下层数据集中器分配ID域，
为数据采集层的子系
统塔上监测分机分配ID子域，
为每个监测装置分配固定的ID；
所述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通
过无线通信方式与数据集中器通信。
[0007] 所述监测管理主机通过OPGW/GPRS与数据集中器连接。
[0008] 所述监测装置包括温度监测装置，
安装于输电线路绝缘子与导线连接处前端，
通
过无线通信网络与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通信。
[0009] 所述监测装置包括覆冰监测装置，
具体为安装于绝缘子与杆塔横担连接处的拉力
与倾角监测装置，
通过数据通信线与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通信。
[0010] 所述监测装置包括舞动监测装置，
安装于输电线路导线上，
通过无线通信网络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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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通信。
[0011] 所述监测装置包括振动监测装置，
安装于输电线路导线夹具处，
通过无线通信网
络与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通信。
[0012] 所述监测装置包括视频监测装置，
具体为数字化高清摄像头，
通过数据通信线与
子系统塔上监测分机通信。
[0013] 所述监测装置包括微气象监测装置，
具体为安装于杆塔上的环境温度监测装置、
风速风向监测装置、
雨量监测装置和日照监测装置、
供电电源，
通过数据通信线与塔上监测
分机通信。
[0014] 所述监测管理主机定时问询数据集中器和监测前端的工作状态信息。
[0015] 所述监测管理主机定时问询数据集中器是否有新的监测前端加入，
如果有，
则进
行网络结构扩展，
将新的监测前端加入到监测系统中。
[0016] 本发明利用物联网的技术特点，
综合输电线路各智能监测系统，
形成统一的输电
线路智能监测平台。利用物联网技术，
通过对外界的感知构建传感网监测网络，
对影响输电
线路运行的因素实施全方位智能监测。在传感网监测平台基础上建立一套综合的智能监测
系统，
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集成目前输电线路温度监测，
输电线路覆冰监测、
输电线路舞动监
测、
输电线路微风振动监测、
输电线路微气象监测、
输电线路视频监测等各个辅助监测系统
的系统功能，
达到监测，
判断、
管理、
验证智能化的要求，
实现输电线路运行监测的智能化。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系统结构图；
[0018] 图2为监测前端申请加入流程图；
[0019] 图3为状态问询流程图；
[0020] 图4为控制与数据请求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2] 本发明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本发明的监测控制层首先向其域内的信息路由层、
数
据采集层发送广播，
问询是否有网络请求加入。
[0023] 信息路由层申请加入的数据集中器接到广播后向监测控制层发送加入请求，
监测
控制层向申请加入的数据集中器发送密钥验证请求，
申请加入的数据集中器接到密钥验证
请求后向监测控制层发送密钥，
若密钥正确，
监测控制层通过该数据集中器的加入请求，
并
为其分配相应的ID域。
[0024] 信息路由层的数据集中器向其子域内的数据采集层中转广播，
问询是否有监测装
置申请加入，
若有申请加入的监测装置，
则该装置向其所在域的数据集中器发送加入请求。
该域的数据集中器向申请加入的监测装置发送密钥验证请求，
请求加入的监测装置接到密
钥验证请求后向监测控制层发送验证密钥。若密钥正确，
数据集中器向监测控制层发出域
监测装置扩展请求，
监测控制层向该子域数据集中器发送密钥验证请求，
数据集中器向监
测控制层发送前端装置密钥及域密钥。监测控制层验证密钥正确后分析该域是否有空闲
ID，
若有未分配ID则为申请加入的监测装置分配ID。
若该域没有空闲ID，
监测控制层为该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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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拓展ID域，
并为新加入设备分配ID，
如图2所示。
[0025] 监测控制层在网络拓扑问询后向信息路由层与数据采集层发送问询命令，
请求信
息路由层的数据集中器与数据采集层的监测装置的工作状态信息。
[0026] 如图3所示，
监测控制层在网络拓扑问询后向信息路由层与数据采集层发送装置
状态问询命令。数据集中器侦听到监测控制层的问询命令返回本机状态信息。若某域数据
集中器未返回状态应答，
监测管理主机连续向该域数据集中器发送问询命令，
同时信息路
由层的数据集中器主控单元初始设定为两个工作周期无问询命令将自动重启。
监测控制层
连续问询5个工作周期后该子域仍无应答则唤醒备用通信设备，
并记录该域主通信设备发
生故障报警。若备用通信设备启动后系统仍无应答，
系统将发出故障报警。信息路由层向其
ID域内的数据采集层中转问询命令。
数据采集层装置侦听到信息路由层中转的问询命令后
解析该问询命令，
监测装置主控单元返回装置状态信息，
并控制无线设备进入侦听状态。
若
该域内的监测装置未返回状态应答，
监测管理主机通过信息路由层连续向该监测装置发送
问询命令。
同时数据采集层的监测前端主控单元初始设定为两个工作周期无问询命令将自
动重启。监测控制层连续问询5个工作周期后该监测装置仍无应答则唤醒该监测装置备用
通信设备，
并记录该监测装置主通信设备发生故障报警。若备用通信设备启动后系统仍无
应答，
系统将发出故障报警。
[0027] 本发明的监测控制层周期性向数据采集层发送数据请求命令及控制命令，
数据采
集层接到控制命令与数据请求命令，
判断命令信息有效后采集监测点状态信息并通过无线
模块发送信息数据。智能监测系统综合分析系统前端采集的数据信息并控制监测前端的工
作方式。
[0028] 如图4所示：
监测控制主机通过数据集中器周期性向信息路由层与数据采集层发
送控制命令，
控制信息路由层进行信息路由，
控制数据采集层采集监测点的状态信息。
监测
控制层综合分析监测前端传回的数据信息，
并根据传回的数据信息调整监测前端的工作方
式。当监测控制层分析监测点的状态参数计算结果低小于初始设定阈值的80％时，
系统进
入等待状态，
等待下一个工作周期。
若分析结果大于设定阈值的80％时，
系统进一步分析计
算结果是否大于初始设定阈值，
若大于设定阈值，
系统发出报警信号。
若分析计算结果大于
设定阈值的80％且小于设定阈值，
系统缩短问询及数据请求命令的工作周期。系统按照新
的工作周期设定进入等待状态，
等待下一个工作周期。初始设定阈值及调整、
报警的设定限
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0029] 本发明能够综合分析各监测装置的数据信息，
调整监测前端的工作方式，
预测和
监测输电线路灾害的发生。智能监测系统根据微气象监测前端采集的风速、
风向、
雨量、
空
气湿度等气象信息，
综合分析并预测监测点附近的气象条件是否符合舞动、
覆冰形成的条
件。
当监测点附近的气象条件已经达到了线路发生舞动、
覆冰的先决条件，
系统控制调整输
电线路舞动监测前端、
覆冰监测前端及相应区域的数据采集装置的工作周期，
紧密关注该
区域的输电线路的状态变化。
当监测控制层分析的数据显示即将或已经发生输电线路气象
灾害时，
监测系统启动该区域的视频监测装置进行实际观察，
进一步观测该区域发生覆冰、
舞动等气象灾害的状况，
向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发出报警信号，
并将采集、
分析的数据存储到
综合存储数据库。
[0030] 本发明可以根据微气象监测装置采集的监测点附近的环境温度或上级下达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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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缺项、
断路等通知调整输电线路温度监测装置的工作方式，
密切观察该线路运行状态，
避
免发生导线弧垂过大接地或接触点过热等导致线路断路的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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