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concept of 
"energy Internet", for the safe production of electric power,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system cannot be self-contained, 
but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state and actively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energy Interne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operation 
mode should be innovated continuously,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safety production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afety risks in key area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power safe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power safety 
production, and puts forward a security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olution based on the energy Internet architecture, which 
integrates the sensing, communication and analysis technolog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Internet. On the job site, multi-
source sensing devices such as intelligent mobile terminals 
and intelligent security tools are used to collection-site security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and 4G and narrowband Internet of 
things (NBIOT) are comprehensively applied to realize data 
communication. On this basis, cloud computing and edge 
computing are used to calculate, analyze and evaluate security 
risk big data.

Keywords:energy Internet; power operation security risk; cloud 
edge collaboration

摘  要：随着能源互联网概念不断深化,对于电力安全生产来

说，传统的生产作业模式不能固步自封,应该积极适应能源互

联网的发展需求,作业模式要不断进行创新，进一步完善电力

安全生产工作体系建设，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防控，不断

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水平，加强电力安全监督管理，才能

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分析了电力安全生产形势和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能源互联网架构的安全监管信息化

解决方案，将具有能源互联网特性的感知、通信及分析技术

进行融合应用。在作业现场采用智能移动终端、智能安全工

具等多源感知设备进行现场安全监管信息采集，并综合应用

4G及窄带物联网（NB-IoT）实现数据通信，在此基础上采

用云计算和边缘计算协同对安全风险大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及

评价。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电力作业安全风险；云边协同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电力企业的供

电能力和电能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解决这个发

展矛盾，以特高压为代表的主网高电压等级长距离输

电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但随之也带来新的问题，电

网运行环境变得日益复杂，电力生产过程中对人身、

设备、电网运行的安全风险监管也面临着更高挑战。

2018年7月和8月，全国发生的电力人身伤亡事故就达

到9起、死亡9人[1]。

电力的安全监管部门在多年的安全工作中，已经

归纳和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管理经验，但

在严峻的安全态势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安全稽查

人员的不足，导致稽查面覆盖不广不全；作业现场信

息上报往往在工作结束后，导致过程管控信息不够及

时和真实，现场危险源未能及时消除；安全数据的积

累不够，分析模型建立不够，导致对安全的预判能力

不足；跨专业的业务协同、数据融合力度不够，未能

很好利用已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此，本研究从电力安

全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发，着眼于现有安全管理

和信息系统存在的不足，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

计算等新技术，以能源互联网为顶层系统框架载体，

构建电力作业安全风险监管的智能系统，以信息化和

创新的手段来提升安全监管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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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监管系统能源互联网模型及其关键
技术

目前，能源互联网在电力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国内外相关研究十分活跃。

在国外，智能电网与能源互联网的有效融合已成

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在美国和欧盟国

家的政府支持下，智能电网和能源互联网互相融合、

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发达国家占领全球市场的

重要措施之一[2-3]。2013年6月，美国投入运行了第一

个大规模的智能电网，此智能电网使用了数百万计的

智能仪器、仪表，其主要特点是利用能源互联网技术

将所有的智能仪器、仪表进行联网统一管理，充分满

足了用户对电力需求的同时提高了电网灵活供电和智

能调度的能力[4]。文献[5]提出，通过融合技术对能源

互联网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将分析结果应用于智能

电网，帮助政府和电力企业制定一些重要策略，为政

府和电力企业提供决策支撑。文献[6]提出基于能源互

联网的光伏模拟器和能源管理系统的设计及发电量预

测技术，详细介绍了能源管理系统的设计思路和发电

量预测方法，对无线网络的集成和协议中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讨论，对智能电网应用基础数据的管理和云安

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在国内，能源互联网技术与智能电网技术的研究

范围非常广，包括输电、变电、配电等电力系统的各

个传输环节。研究学者针对智能电网在各环节需求

的技术平台及功能特点，提出了针对智能电网输电、

变电、配电和用电四大环节的能源互联网分层体系架

构[7]。文献[8]详细介绍了无线传感网络在智能电网生

产环节的应用方案。文献[9]提出了能源互联网相关的

基本功能框架及实现方法。文献[10]基于设备标识码

的信息感知，提出了一种面向输电设备监控体系的能

源互联网应用方案。在输变电领域，文献[11]结合我

国电力企业公共模型的建模原则和步骤，建立了设备

资产模型。根据电力行业考核标准和运行要求，规范

输变电设备在线监测信息、环境安全信息、运行维护

过程信息和基础信息。本研究专注于将能源互联网技

术应用于电力安全监管领域，更好地实现对安全风险

的分析、研判及预警。

1.1 安全监管系统能源互联网模型

电力安全监管能源互联网的模型体系的总体结构

如图1所示。经典的能源互联网模型结构为感知层-网

络层-应用层，本研究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电力安

全监管的实际需要，进行了丰富和扩充。

图1 电力安全监管能源互联网总体结构图
Fig.1 Structure of energy Internet for power safety supervision

在感知层，对涉及到安全监管的要素——人身、

电网、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感知应用。人身安全的感

知层面，通过摄像头、RIFD等传感设备对人员身份的感

知与识别，进行证照与身份一致性检验；通过移动视频

设备、智能安全工器具对人员施工行为合规性进行感知

与查验。电网安全的感知层面，通过电力设施附属如电

流电压等状态传感器，进行电网运行状态的安全态势

感知。环境安全的感知层面，通过外部的传感器信息，

对天气等外部环境因素进行感知和预测预报。

在通信层，通过各种无线、有线，电力外网、内

网的通信传输，实现感知层数据的传输与汇聚，在分

析研判之后将预警、告警等信息进行反向传输，实现

现场与主站、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必要联通。

服务层负责传感信息的汇聚、分析计算，以及同

监管业务和流程的融合，是整个体系的“中央大脑”。

其服务能力既借助了外网和互联网的云计算基础和能

力，也借助了内网横向业务数据贯通的能力。

应用层包括大屏幕、PC机和移动终端。大屏可视

化应用终端位于省、地、县100余个安全监管中心指

挥大厅，侧重安全态势展示与研判指挥。PC终端同样

位于三级安全监管中心，用于日常监管值班。移动端

对于不同用户角色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工作负责人角

色用于现场安全管控数据的输入，包括文本、图像、

视频、定位等信息；现场稽查人员角色用于现场作业

安全的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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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

在本研究的实践中，涉及到大量的现场的智能设

备，根据业务及应用的实际需求，在能源互联网关键

技术上进行了选型和应用，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2.1 窄带物联网(NB-IoT)通信技术

目前,利用无线传感网技术构建电力通信网是一种

新的趋势，而在众多的无线传感网技术当中,NB －IoT
技术是目前最具有应用优势的一种,具有广覆盖、大连

接（同一基站连接量）、低功耗、低成本及低速率的

特征,是一种有效的双向互联无线通信技术。

1.2.2 能源互联网连接管理平台

面对大量的能源互联网连接设备，如何有效有序

的对其用卡进行信息化管理是一个重要问题，基于该

需求建立能源互联网连接管理平台，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管理体系，其体系结构图如图2所示。

图 2 能源互联网连接管理平台体系结构图
Fig. 2 Architecture of energy Internet connec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1）客户自服务：指企业客户通过访问企业自管

理门户进行自操作的功能。包括批量更新，实时用量

查询，账单查询，月度使用量查询、诊断、高级诊

断、到货确认、补换卡等核心模块。

2）运维管理：指运营商通过访问运维管理门户

进行服务管理功能。包括运营商管理、账户设置、通

信计划及资费计划、报表等。

3）运营支撑：指系统后端运行的业务支撑系统。

包括外部接口、计费账务、自动化规则触发等。

4）系统管理：是运营上管理蜂窝安全子系统正常运

行的管理功能，包括用户管理、权限管理、监控告警等。

1.2.3 能源互联网定位技术

随着北斗三代技术体系的完善，北斗系统在信号

体制上比GPS更加优越，RTK精度在平面上可达厘米

级，可靠性更高，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2010年以

来，国家电网大力推进北斗在电力行业的应用和探

索，在电网控制领域调度自动化系统时间同步、电力

通信网频率同步等方面形成了多种应用解决方案，利

用北斗短消息实现人车精确定位，远程无人区数据采

集和回传。

2017年开始建设北斗地基增强位置服务系统，从

解算服务、服务管理、终端适配到基站建设，已经打

造完成一个完整的电力北斗智能位置服务解决方案，

基于北斗地基增强的能源互联网定位技术，在本研究

中得到了验证和应用，有助于提高定位精度和速度。

1.2.4 能源互联网状态大数据处理技术

本研究中能源互联网大数据处理平台的技术架构

如图3所示，分为：设备终端层、数据接收层、数据

存储层、数据计算层、数据服务层、数据应用层。

Oracle

N
B-
IO
T

HbaseHDFS Eleasticsearch

图 3 能源互联网大数据处理平台技术架构
Fig. 3 Technical architecture of energy Internet big data processing 

platform

设备终端层：设备终端层提供各类智能感应设备

的位置信息和状态信息的采集，并通过NB-IOT对采

集的数据向信息服务平台推送。

数据接收层：数据接收层实现了终端数据的接收

服务，并将接收到的数据固化到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数据存储层实现了数据的持久化存

储。对当前状态数据提供关系数据库存储，对历史状

态数据提供基于Hbase的大数据存储，并提供基于ES
的状态属性索引和空间索引服务。

数据计算层：数据计算层实现了基于Spark、
MapReduce的大数据计算分析功能。

数据服务层：数据服务层提供了大数据分析结果

的信息发布服务，供各种业务应用系统使用。

数据应用层：数据应用层利用智能感应设备的各

种信息提供各种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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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智能设备的安全风险多源感知

在电力作业安全风险管控中，使用了多源感知技

术来提高作业人员、现场作业环境以及相关电力设备

的监测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常用的智能感知设备包括

移动视频设备[12-13]、智能接地线[14-15]、智能安全帽[16],
所收集预处理的信息包括位置信息、视频信息、设备

状态信息、气象信息等。

2.1 位置感知

在电力作业安全风险管控中，实时位置数据是作

业人员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数据之一，实现对位置数据

的有效利用，对保障电力作业人员安全具有关键作

用。位置感知数据的采集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智能安

全帽、智能接地线等多种智能设备来进行。

通过电力能源互联网采集与分析人员位置数据，

可以实现GIS电子围栏功能。GIS电子围栏是电子地图

上描绘的封闭图形区域。通过系统设计，区域涉及多

变量因素，进入围栏的终端装置根据预先设定的条件

触发相关的处理过程。GIS电子围栏在对作业人员位

置进行实时监控，防止人员进入预设的危险区域上具

有重要作用。

2.2 视觉感知

在电力作业安全风险管控中，视觉感知的目的在

于通过对现场作业与设备监控画面的获取与分析，对安

全风险进行预警，提高风险管控水平。通过在作业现场

引入移动智能视频监控终端进行现场作业安全管控，对

工作现场实施全过程、全方位录像、视频存储与回传，

推动电网统一视频监控系统和布控球的规模部署。

在此基础上，可对所获取的视频数据进行分析与

挖掘，研究基于安管视频数据的人员违规操作的自动

识别方法，实时自动识别未戴安全帽，未戴绝缘手套，

操作刀闸未闭合及施工材料随意堆放等违规操作。

2.3 状态感知

通过能源互联网可以对电力设备进行状态感知，

在这方面，智能接地线装置为最具代表性的智能感应

设备之一。智能接地线装置集成GPS和GPRS通信功

能，使用特殊材料和公共接地线的壳对普通接地线挂

钩进行转换，实现接地线连接的自动判断和释放，形

成不同的操作消息并将其发送到通信中的数据传输根

据主站中间件智能接地装置通过网络发送的操作消

息，接地系统分析设备的状态类型和操作位置。主站

软件解析信息报文，自动判断接地线挂接线路和杆

塔，并自动判断接地线挂接的线路、杆塔以及接地线

状态信息，同时对异常设备状态进行实时预警，以确

保电力作业安全。

2.4 环境感知

大风、暴雨、暴雪等极端气象条件容易导致电力

设备发生故障。此外，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电力作业

环境会变得非常恶劣，作业安全风险会急剧增大。

电力作业安全风险管控重点之一是对作业环境威

胁事件如现场气温超标、湿度超标、风速过大等的实

时监控与预警。这主要是通过气象信息感知的感知来

实现的，气象智能设备获取的气象信息进行预测预报

处理，基于环境状态感知数据，采用回归决策树进行

分类决策，只需根据决策结果来确定下一步预防工作

的开展，比如用于作业延期取消的合理性证明、灾害

天气作业风险预警。

3	 云边协同的安全大数据计算处理技术

通过引入移动视频终端来对施工现场进行监控，

并通过4G网络将现场作业视频进行回传后进行分析，

可以有效识别作业现场人员违规操作并进行预警，保

障作业工作和人员安全。但是移动视频监管新手段带

来了新的技术挑战，主要包括：①现有视频监管方式

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视频回放来实现，实时性难以保

障；②在现有视频监管方式下，安管人员需浏览大量

现场直播或回放画面，人员的视觉疲劳容易导致漏判

和误判，监管视频的智能化分析水平有待提升；③视

频通信流量开销巨大，大并发直播监控时视频质量难

保障。基于以上问题，考虑引入移动边缘计算框架。

电力边缘计算作为一种新的电力信息采集与处理

框架，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华为在2017年发布

了基于边缘计算能源互联网EC-IOT的配用电解决方案，

实现配用电“云管端”的聚合[17]。中国电信和海康等

将边缘计算应用于视频业务中，提升视频业务的本地

缓存、业务优化、实时响应和智能分析能力[18]。

电力安管作为电力行业的视频智能监控的一个应

用，可引入边缘计算理论提高作业现场视频监控数据

与环境状态感知数据的实时智能分析水平，在此基础

上开展云边协同的电力安监移动视频智能调度研究，

以提高安全监管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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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适用于电力安管视频的边缘计算框架

电力安管视频边缘计算框架采用云边协同方式。

边缘计算节点利用作业现场环境感知数据实现对作业

环境的实时监控与智能分析，并对现场视频画面的作

业人员违规操作进行分析和识别，提取违规事件。根

据违规事件类型，选择不同的视频分流策略（本地存

储、视频同步和摘要上传等）和排队调度策略（分片

调度、分层调度和视频描述框架优先）。通过上述一

系列的智能分析与调度策略，保障安管视频的实时提

取与回传。电力安管云端根据收到的作业点安全等

级、事件类型等信息进行安管视频监管调度。电力安

全监管视频边缘计算技术框架如图4所示。

图 4 电力安管视频边缘计算技术框架
Fig. 4 Technical framework of video edge calculation for power 

safety management

3.2 感知数据融合的电力作业现场异常事件提取 

 算法

在边缘计算框架下，作业现场的异常事件包括两

大类，一类是作业人员违规操作事件如未戴安全帽、

未戴绝缘手套、操作刀闸未闭合及施工材料随意堆放

等，一类是作业环境威胁事件如现场温度超标、湿度

超标、风速过大等。深度学习作为目前最受关注的视

频识别算法之一，可用于前者针对安管视频的识别与

判断；后者基于环境状态感知数据，常采用回归树进

行分类决策。

3.2.1 基于深度学习的危险标识和违规事件检测

以经典的V G G 1 6的网络为例，其中的卷积

层conv4_3、全连接层 fc7及再往上的三个卷积层

conv6、conv7、conv8，分别输出mbox_conf,mbox_
loc,priorbox三种节点（称X节点），然后通过对应的连

接将来自不同层的X节点进行融合，最后将连接结果

输出一并进行分类决策，如图5所示。违规事件包括

未戴安全帽，未戴绝缘手套，操作刀闸未闭合及施工

材料随意堆放等事件。

图 5 基于深度学习的违章事件检测
Fig. 5 Violation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3.2.2 基于决策树的作业现场作业环境危险事件甄别

基于历史危险事件概率、危险发生时的风力、温

度、湿度和太阳活动，作业时相关设备运行状态和外

观状态，建立如图6所示决策回归树模型对作业条件

危险进行评估。通过对作业工作条件的量化及信息熵

增益最大的方法来确定决策树的分割点。在施工人员

进场之后，开启边缘计算设备对相关工作条件进行测

量，依据该决策回归树对危险等级进行回归拟合评

估，对工作条件不达标的暂停并退出施工。在施工过

程中，完成特定施工步骤之后，也需对工作条件的风

险等级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开展下一步实施工作。

图 6 作业现场条件危险性评估
Fig. 6 Risk assessment of working site conditions

3.3 基于移动计算的安全风险识别及管控

作业现场安全风险管控经常需要抽查作业安全

五要素（工作票、安全措施、班前会、班后会、到

岗到位）照片，检查工作负责人通过移动终端上传

的作业现场安全举证情况。为确保稽查结果准确

性，需要对举证人进行严格的身份和内容验证。

3.3.1 举证人身份验证

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为安全

监管人员提供有效的管控手段，实现作业现场人员身

份可信监管，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发展迅速并已经日

益成熟，识别正确率在99.5%以上[19]，可以用来进行

身份可信管控。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身份验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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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人脸进行特征提取，并将所提取的特征与数据库

中的已有信息进行比较，利用已知的人脸身份数据来

鉴别被测人脸的身份。

3.3.2 举证内容防作弊验证

作业现场安全举证采用手机拍照的形式上传到作

业安全风险管控系统中，提供给监管人员进行远程稽

查。为保证照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必须采取相应的

技术手段防止作弊。

数字水印是将能证明版权所属和能跟踪侵权行为

的加密信息嵌入到数字化文本、数字图像、音频、视

频等各种数字产品的一种技术[20]。为实现举证内容防

作弊功能，在拍摄作业安全五要素照片的同时，自动

将拍摄时间、定位坐标和工作负责人姓名等信息作为

数字水印内容添加到照片右下角。照片水印可以防止

他人盗用，也可以作为工作开展情况的补充记录。

3.4 基于内容和事件驱动的视频流量调度策略

通过边缘技术节点完成上述工作条件和施工视

频的风险评估和事件检测之后，无需将安管全量同

步上传给安管视频云中心，可将事件发生前后一段

时间的视频进行上传，或将事件发生前后的视频摘

要上传。为保障安管视频的体验和质量，根据不同

网络承载的流量成本，视频传输时延及视频质量构

建视频流量调度收益模型，以不同等级安管事件的

视频时延和质量需求为目标确定最优调度策略，常

用的有三种调度方式可选，分别为视频摘要、视频

切片和视频分层。

4	 结论

本文提出基于能源互联网构架的电力作业安全风

险管控信息化解决方案，将多源感知、能源互联网通

信及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融合应用。利用移动终端、

智能安全工器具等多源感知设备在作业现场采集安

全监管数据，并综合利用4G及窄带物联网（NB-IoT）

实现信息通信，在此基础上，采用云计算和边缘计算

协同对安全风险大数据进行分析及评价，可以显著提

高电力作业安全风险管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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