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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随着“北斗三号”组

网成功，北斗逐渐从“高大上”变得

“接地气”。事实上，北斗在能源电

力领域的应用探索已持续多年，北斗

的精准定位、授时，以及短报文通讯

功能与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抢险有着

与生俱来的契合点。今年入汛以来，

长江流域防汛形势严峻，供电企业面

临较大保电压力。在电力防灾减灾、

应急抢修方面，北斗及地理信息系统

释放出了前所未有潜力和能量，为电

力灾害预警、应急抢险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

 

化身“千里眼”

实时监测地质灾害
“四川阿坝220千伏丹金一二线

46号杆塔滑坡监测点在8月2日22：00

发生了GNS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累

计位移X（一级红色告警），监测值

为349毫米……”从监测数据分析来

看，杆塔西北方向已出现滑坡。收到

信息后，国网四川电力立即对现场进

行了确认，并完善了相关防灾措施。

截至8月10日23时，已发现GNSS累计

位移1115.95毫米。

在地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能

准确监测，并发出告警信息的这双

“千里眼”，就是国网信通产业集团

思极位置公司（简称“思极位置”）

自主研发的北斗地质灾害监测系统。

该系统基于思极位置全力推进建设的

电力北斗地基增强基站，通过在地质

不稳定区域建设北斗监测站，并将二

者的卫星观测数据实时发送至监测平

台进行处理解算，实现对杆塔倾斜沉

北斗及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让能源电力行业在自然灾害面前如虎

添翼。电网应急抢险工作，自此有了“千里眼”“神算子”，甚至

是“指挥棒”。

北斗及地理信息能做什么？
文／本刊特约记者   郭兰芳   刘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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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情况的预警。预警程度分为黄、

橙、红三级，监测精度可达到毫米

级，为电力设备地质灾害监测工作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以220千伏丹金线为例，该段电力

线路起于500千伏丹巴变电站，止于

220千伏小金变电站，是四川省重要的

水电送出通道。受暴雨影响，附近发

生了山体滑坡，威胁途经的220千伏

丹金一二线40~48区段杆塔。发现险

情后，国网四川电力虽对该段塔位采

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但由于当地缺

少监测手段，无法对杆塔位移进行实

时监控。了解到国网四川电力这一需

求后，思极位置在46号杆塔旁3.5米处

增设地灾监测点，为确保监测准确，

在距离杆塔监测点约2公里处的关州新

村还搭设了临时电力北斗地基增强基

站，为监测站提供高精度差分定位服

务。

系统的实时监测可以在第一时间

对杆塔位移情况发出警告，有效避免

灾害范围的升级和扩大，将灾害对电

力设备的影响降到最低。“想起来还

是有些后怕的，就在系统监测出滑坡

后的几天，46号杆塔发生了倒塔，北

斗地质灾害监测系统为我们电力设备

的应急抢险和负荷转移工作提供了重

要的判断依据。”国网四川电力运检

工作人员杜江表示。

2016年以来，为提升输电线路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持续开展输电线路地质灾害监测评

估预警体系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在

甘肃、福建、四川、陕西、重庆等12

个网省公司，460余个站点已部署北斗

地质灾害监测系统。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提供的实时厘

米级、后处理毫米级精准位置服务，

在灾害应急抢修中发挥的作用不止于

此。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应急抢修

工作中，北斗就有了不俗的表现。如

今，国家电网应急通信车上已全部安

装北斗车载终端，可为应急抢修车辆

提供全天候、无盲区的导航定位、位

置上报、监控管理、指挥调度、安全

保密、路径优化、应急救援等服务，

有力保障了在突发情况下对电力设备

的检修和抢修。

 

化身“神算子”

有效预警电网汛情
今 年 入 汛 以 来 ， 受 连 日 降 雨 影

响，长江沿岸多地上调应急响应等

级，防汛形势严峻。“神算子”——

网上电网汛期专题微应用的快速研

发上线，为汛期预警提供了重要支

撑。

该应用是国网信通产业集团“网

上电网”研发团队，依托“网上电

网”现有成果，基于“电网一张图，

数据一个库”，用时72小时火速上线

的微应用。运用可视化、数字化、智

能化等技术，系统可将地理信息、电

网信息与水情信息整合，根据河流、

湖泊的“实时”水位变化，自动计算

并“实景”展示出洪水淹没面积和淹

没范围，同时通过智能化分析，推演

国家电网应急通信车上已全

部安装了北斗车载终端，可

对 应 急 抢 修 车 辆 提 供 全 天

候、无盲区的导航定位、位

置上报、监控管理、指挥调

度、安全保密、路径优化、

应急救援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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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受影响的电力设备和用户情况，提

前掌控受影响的负荷、电量，为负荷

转移做好准备，全力确保电网安全运

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7月23日，安徽合肥及周边县域监

测到河流超警戒水位或超汛限水位的

河段有114处，其中合肥区域超警戒水

位最大为2.76米，超汛限水位最大为

0.77米。

面对安徽省的严重汛情，国网安

徽电力组织合肥、阜阳、池州、黄山

等受汛情影响严重的四家地市供电公

司积极应用“网上电网汛期专题微应

用”。国网安徽电力庐江县供电公司

在该应用中模拟黄陂湖水库水位上

涨，精准定位5条线路、15台配变受洪

水影响，因及时掌握了因水位上涨造

成的停电影响范围、停电设备及其用

电量等信息，该公司科学组织抢修人

员对受影响设备加强巡检巡视、运维

检修、防水灾害处理，开展高效精准

抢修，提高了电力应急处置能力。

“过去没有防汛预警，都是在河

流湖泊水位上涨后才开展防汛保电工

作。现在有了‘网上电网汛期专题微

应用’，可以在汛期来临前，根据降

雨量进行水位上涨模拟，评估受影响

范围，提前组织人员进行防汛保电安

排，减少电力设备设施受损，为应急

避险和灾害抢修提供信息化支撑和决

策依据，使得防汛工作由被动抢险向

主动预防转变，由减轻灾害损失向降

低灾害风险转变。”国网安徽电力统

计处工程师徐斌表示。

 

化身“指挥棒”

协助开展应急抢修
每到台风季，抗台保电都是沿海

各省供电公司的“重头戏”。8月11

日7时30分，今年第6号台风“米克

拉”在福建漳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

度为12级。“受台风影响，福建全省

783381户客户用电受影响，主要集

中在福建漳浦市、龙海市……”全省

电网设备故障数据第一时间在国网福

建电力应急指挥中心大屏上的“福建

电网灾害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管理系

统”（简称“ECS系统”）中显示出

来。

利用地理信息协助国网福建电力

“抗台保电”是思极位置每年夏季的

“固定动作”。作为国网福建电力系

统各级应急指挥中枢平台，思极位置

主要承建研发的ECS系统及App，

根据受灾区域的停电情况，可实现将

跳闸信息实时推送至现场抢修人员手

中，勘察人员可随时随地将灾损信息

上报至指挥中心，实现了现场与应急

指挥中心的快速联动。

“ECS系统作为福建电网应急

指挥的智慧大脑，通过与各专业系

统， 特别是SMD系统（ 福建配网

调度云平台）、PMS系统（国网生

产管理系统）、95598系统、物资

管理系统的深度融合，可为各级指

挥人员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为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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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效率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思

极位置所属亿力吉奥公司工程师陈

升表示。

在灾前预警阶段，ECS系统可

以 提 前 预 测 台 风 登 陆 范 围 ， 并 通

过思极地图的电网设备空间分析技

术，对台风风圈下的电力设备进行

精准预警。在“米克拉”台风登陆

前，ECS系统主动推送预警设备清

单，国网福建电力漳州供电公司及

时调整主网检修计划5项和3座变电

站运行方式，通知各直调厂站做好

水电厂送出通道特巡、特护，指导

水电厂提前腾库，通知35千伏及以

上重要用户做好保安电源的启用并

落实管控。

在灾中应急阶段，国网福建电力

漳州供电公司应急指挥部门可以通过

ECS系统及App分层分级查阅全网停

复电信息。

在灾后抢修阶段，ECS系统及

App建立的网格化指挥和任务调配

组织机制，可实现指挥部远程掌握各

专业类别队伍状态信息、统筹任务指

令、调派抢修力量和物资资源；抢修

人员随时接收任务、反馈进度，随地

上报现场勘察结果，网络化办理现场

抢修许可，在线提报抢修物资需求，

快速精准配送应急物资，全面提升抗

灾抢险效率。

“ 米 克 拉 ” 台 风 应 急 抢 险 期

间，ECS系统共分配任务485条，累

计派出42支抢修队伍实现跨地区支

援。

如今，北斗及地理信息产业在电

力领域的应用正在不断深入，未来通

过与不同形式的北斗终端、应急抢修

调度平台有效整合，将在电网自然灾

害动态监测、预报预警、灾害信息获

取、应急通讯、应急指挥调度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在分秒必争的应急抢

险工作中，切实提高抢险救灾信息传

递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助力应急抢险

部门科学规划抢修路线、合理分配救

援力量，最终提高抢修效率。

福建电网灾害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管理系统界面图

本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