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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增强现实的电力系统云平台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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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 为了实现电力企业电网运行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升基于增强现实（AR）的综合解决方案，研究设计了基

于 AR电力系统云平台的综合解决方案。电力系统解决方案包括设备检查、紧急修复、设备维护和电力线路巡检等操

作，采用 AR 头戴式智能设备、便携式智能传感器，以及音频图像等部分，构成了一个人-硬件-软件的完整范式。为

了结合电力系统运行现场的特征，所提系统改进了现场操作模式，主要通过终端多维展示、后台数据融合、自定义

服务等交互式协作。在一些电力企业的实施中，所提系统能够向电网现场提供基于 AR的综合解决方案，具有较好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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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Solution of Power System Cloud Platform Based on
Augmente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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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of power grid operation in power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olution based on augmented reality (AR),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based on AR power system cloud
platform is studied and designed. Power system solutions include equipment inspection, emergency repair, equipment
maintenance and power line patrol operations. A complete human-hardware-software paradigm is formed by using AR
head-mounted smart devices, portable smart sensors, and audio images. To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system
operation site, the proposed system improves the field operation mode, mainly through interactive collaboration such as
terminal multiple-dimensional display, background data fusion, custom service and so 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me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the proposed system can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based on AR to the grid site, which has
better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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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1]（Augmented Reality，AR）是通过虚拟现实[2]（Virtual Reality，VR）发展起来的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AR是一种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对象或信息与真实环境相结合，由此增强或扩展合

成场景的技术。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区别在于，AR并非将用户与现实世界隔离，而是将计算机生

成的虚拟物体或信息加入真实的场景中，以构建虚拟和现实的混合空间[3]。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

真实物体和虚拟物体（或信息）共存，且可以互相增强或补充。增强现实技术能够增强人们对现实

世界的感知和交互能力，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电网建设力度，特别是建设了一系列远距离输电网络，扩大了输电线路的

规模。各省份的电力公司不断尝试使用新技术，以提升工作效率。但同时也对巡检作业的管理和检

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市场上的操作辅助系统大多采用传统的固化操作模式，过程不灵活，不

能满足基于个性化定制的电网运行要求。由此常常会产生不必要的冗余，降低使用期望。AR技术的

使用可以提升工作自动化和智能化，改善工作环境。

在电力系统中，每年在 AR技术上进行的科研项目数量与投入呈几何式增长。如文献[4]通过摄

像机标定得到故障源对应的位置信息，以全局增强现实的形式显示输出。文献[5]通过对在设计、建

造、运行维护等阶段实例应用的分析，得出 AR技术可以帮助电力企业从二维图纸及模拟仿真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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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变为真实+虚拟的设计、施工及运行的全新设计。文献[6]提出了一种增强现实电力系统及其

相应的设计方案，利用自由空间中数字化三维模型与投影仪的几何关系推导出了一般的反投影模型，

并设计了相应的标定方法。

目前，在我国的电力公司的实际应用也有一些成果，如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已经着手于集成化

可穿戴检测设备小型化研究，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成功研制出智能头盔，安徽电力公司研发出的可穿

戴巡检设备以大数据、定位和导航技术为基础，主要包括后台数据库、三维变电站巡检模型、GPS
导航模块和可穿戴智能终端。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研发了一些综合检测设备，包括便携式智能检测

管理综合机，红外线、紫外线、超声波传感器等，能够检测常见的安全隐患，并在电力设备的功率

瞬态检测中进行局部放电。

目前 AR技术不够成熟，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优势还有待提高，本文结合电力系统运行现场的特

征，通过例如终端多维展示、后台数据融合、自定义服务等交互式协作，改进现场操作模式。由此，

提出了云识别系统能够向电网现场提供基于增强现实的自动化、智能化解决方案。

1 系统架构

提出的系统由硬件平台和软件支持两部分组成，包括

显示硬件、人机交互等，如图 1所示。显示硬件通过智能

可穿戴设备，例如头盔显示器、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移

动终端等，为用户提供当前真实的环境、计算机生成的虚

拟对象和文本的同时显示。

智能设备具有接近普通 PC 的功能，同时包含内置相

机、红外通信接口、蓝牙无线接口和 GPS定位装置。智能

设备是增强现实的载体，随着智能设备的容量、移动性、

交互性的提升，有望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到更多的领域。

在融合了虚拟和真实的显示设备之外，还需要理解人机交互设备的使用者意愿[7]。传统的键盘

鼠标无法实现充分的人机交互，还需要一系列更自然的交互手段，包括影像识别、语音识别和头部

姿态识别等。此外，还需要通过计算平台完成例如融合现实、虚拟物体渲染和人机交互等复杂操作。

在硬件平台之外，需要一整套的软件支持，包括识别当前使用者所观察的目标类型和场景，定

位识别，跟踪软件，虚拟三维目标实时渲染，三维图形绘制融合显示软件等。硬件和软件平台共同

组成了移动增强现实系统。

2 系统的具体实施

2.1 体感交互

本文利用智能设备中集成的便携传感器采集人体运动加速信号或角速度信号数据，基于数据类

型进行数据处理，然后通过高效算法识别人体头部姿态。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首先，不受环境约束。由于加速传感器是直接集成在智能眼镜（或头盔）中并在用户体验过程

中收集数据，因此不需要考虑外部环境限制和影响（如光照、障碍等），同时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的

额外设备（例如相机等）或其他人的监督。由此，用户可按照日常工作习惯来行动，不需要考虑其

他额外因素的影响。这种情况下采集到的数据能够更好地训练场景识别模型，以反映真实工作环境。

其次，成本较低。由于提出的方法中仅使用智能设备集成的视频摄像头和低成本加速传感器，

不需要使用昂贵的视频摄像机。图 2是本文使用的Mira Prism智能眼镜，是一种类似于三星 Gear VR
或 Google眼镜[8]的虚拟现实设备。但是该设备有两个巨大的非硬件优势，价格低于 1000人民币，内

部设有电脑或相机技术，使用 IOS操作系统，可以利用苹果的 ARKit平台[9]，软件可将大多数 ARKit
应用程序转化为实际的投影叠加层。提出的智能设备不但成本低，且具有尺寸小、敏感度高和低功

耗的优点。

图 1 本文系统架构

Fig.1 The systemic framework in this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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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ira Prism智能眼镜

Fig.2 Mira Prism smart glasses
第三，便于进行数据采集。加速传感器在用户身上携带，可以非常简单地采集使用者的运动数

据。加速传感器设备可以在用户移动过程中轻易获取运动数据，且无需用户的主动参与。

最后，加速信号包含频域和时域中的大量信息，通过加速信号能够得到用户头部移动、速度和

角度等各种有效信息。动作识别主要包括运动检测单元、运动标定、运动捕获和跟踪，其中运动检

测单元的硬件设备包括三轴陀螺仪MEMS，三轴磁力计校准，以及在体感交互过程中用于运动捕获

和跟踪的姿态和角度定义算法，如图 3所示。硬件与软件的范式如图 4所示，在这个过程中，沉浸

感实现高帧率（至少 95 fps）和低延迟[10]。且屏幕响应时间低于 3 ms，这样能够避免用户在移动头

部时感到不适。

图 3 体感交互 图 4 人-硬件-软件所构成的范式

Fig.3 The interaction of body sensation Fig.4 Paradigm of human-hardware-software

2.2 云平台搭建

在系统的设计和实施中，使用基于 AR 插件的增强显示配准跟踪和模型优化表示 [11]。利用

Eclipse+Java 完成特定功能模块，例如远程辅助、语音识别、红外温度等辅助模块的开发。

在云平台搭建过程中，基于开源方法进行平台开发，利用辅助功能解决电力运行中的问题，降

低在终端上存储的照片和模型资源的云识别，通过服务器数据融合提升服务分类操作效率并实现用

户共享。系统架构如图 5所示。

在提出的基于 AR的电力系统云识别方法中，主要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下：

1）为通过该系统改进运行时操作模式，系统被分为三个部分，即多维显示终端，后台数据融合

以及高级云平台，以实现服务共享和三方协作服务。终端应用分布在国内各个省份的不同区域，后

台服务器的高级服务则共享一个云平台。

2）终端应用具有较好的通用性，可以在智能手机、平板、智能眼镜、智能头盔，以及例如智能

手环等可穿戴智能设备上运行。各个区域中的后台服务器为特定变电站提供定制化的基础服务。高

级服务，例如远程辅助、照片识别、语音识别和增强现实等在云平台上实现，提供统一的升级服务。

2.3 增强现实云识别

由于智能设备的计算性能和图形显示能力相对较弱，为减轻中断的计算负担，增强现实使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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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C/S的系统架构，终端和服务器共享计算任务，服务器通过互联网或 LAN返回计算结果，增强了

显示在中断屏幕上的实际效果，如图 6所示。

工作流程如下：首先，通过相机捕捉终端的真实场景视频，并通过无线网络传输至服务器。其

次，服务器进行 3D配准，并根据 3D配准结果计算虚拟模型的渲染参数，然后将增强后的影像通过

无线网络传输至终端[12]。最后，根据将虚拟场景与真实场景在视频中进行融合，增强终端屏幕上展

示的融合现实。

图 5 本文系统的云平台构建 图 6 系统结构

Fig.5 The cloud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the proposed system Fig.6 The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在智能终端上基于空间位置和姿态完成设备跟踪，根据该信息计算出虚拟目标，并在终端上完

成虚拟目标图像与真实场景图像的准确匹配。其中最重要的技术是虚拟跟踪和现实跟踪的结合。增

强现实系统中基于配准的设备跟踪可被分为两类：终端跟踪配准，即跟踪器方法；以及利用计算机

视觉系统和特定算法得到的实施虚拟目标，即虚拟方法。其中虚拟方法可被分为标记方法和自然特

征方法。

该系统针对图像配准、跟踪和定位，采用了以下跟踪技术。视频检测：利用模式识别技术，模

板匹配和边缘检测方法，识别预定义的标记、目标或参考点，然后根据偏移量计算旋转坐标变换矩

阵。GPS：用于户外跟踪，确定用户位置。超声波：原理与 GPS 相似，使用测量接收装置和三个已

知的超声波源的距离来确定用户位置。通过陀螺仪旋转角度确定用户头部姿态，以及虚拟场景中的

虚拟目标转换内容。

面向实体的虚拟信息融合云识别系统的工作流程如下：得到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的运行时真实电

力设备信息，分析真实设备和位置信息，生成虚拟场景、融合视频并直接显示。首先，在视频流中

对场景位置信息进行标记，基于从真实场景中得到的相机定位信息通过虚拟目标映射平面中的转换

矩阵计算相机平面中的虚拟目标。然后在输出设备上展示融合场景。通过输出设备、跟踪和定位技

术和交互技术的结合，完成 AR系统的实施。

通过陀螺仪传感器获取用户头部旋转角度，使用图像跟踪技术获取目标信息，在用户设备中签

名并传递至后端服务器，然后生成虚拟现实，最终将真实图像和虚拟信息进行合并，并展示出叠加

影像。现场检测人员通过审视电力设备外观，可在终端上快速得到电力设备三维模型、额外结构和

操作指南。并可通过设备操作指南迅速准确地发现并解决故障。

2.4 模型的优化与渲染

三维图像模型的画面与优化渲染是 AR 技术中的关键一点。本文系统所用的优化和渲染软件有

Balancer和Maya 等。其中，Balancer是一款专注于模型优化的软件，因为功能专一，在三维模型的

减面与合并功能上非常强大。其优化的画面例子如图 7所示，可以看出其最终效果非常好，且他的

可操作性较好，计算机速度快。

Maya 作为 3dsMax的同类型软件，用于将高精度模型简化成一个低面数的代理模型。为了给电

力用户创造身临其境的感受，需要制作方尽量避免庞大的数据量给系统带来沉重的运算负担，或者

在保证模型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减与优化 3D模型的数据量，这方面Maya 做的较为完美，且操

作简单，可用性好，实例效果如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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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对羊角断路器进行 Balancer优化 图 8 对电流互感器模型进行优化渲染
Fig.7The balancer optimization of sheep horn circuit breaker Fig.8The optimizing rendering of current transformermodel

3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 AR的云识别电力系统平台，在一些电力企业的实施和实践中，所提系统

能够向电网现场提供基于 AR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综合解决方案。其特征如下：

根据区域划分终端和后台服务器，不同部分的终端和后台服务器共享云平台的高级服务，其中

包括变电站定制化基础服务和高级服务。可通过更新云平台实现高级服务升级，及时、有效和准确

地提升用户体验。终端主要被用户数据采集和展示，云平台主要负责数据融合和资源存储，由此解

决了终端设备处理能力不足、存储容量有限的缺点。

通过功能模块划分，提高了系统的可扩展性。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实现真实世界和虚拟场景的结

合，能够提升电力运行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难题：

首先，交互模式的无缝切换。作为辅助操作手段，根据不同场景中的工作环境，动态选择一种

交互模式。举例来说，在光线较差的场景中首选语音交互，次选为姿态交互；在嘈杂环境中，首选

姿态交互。其次，双向操作理念。利用各种交互模式，在同一个工作场景中，远程和现场的工作人

员之间可彼此进行交互，共同完成任务。例如当远程观察时，旋转头部，选择视场，通过姿态交互

完成放大和缩小。其中相应的硬件需要进行环境检测，并通过软件辅助判定。

其次，增强现实在显示方式、交互体验和显示效果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可显著提高三维模型

和实体设备的分析能力。但当前增强现实的识别跟踪研究领域，受环境因素（例如光强、角度）的

影响较大，如何确保全天候正确识别和虚拟模型的合理自然叠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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