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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inciple，adaptive hidden danger iden-

查，有效减少了用电过程的安全隐患，降低了电气火灾数量，

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features of an intelligent power

提高企业了用电安全风险意识，智慧用电安装覆盖较好的地

system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types and distribu-

区电气火灾事故降幅达 30%以上。

tions of common hidden dangers in electrical circuits are
analyzed from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monitoring data, which can provide basic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further rectification directions of the circuits. According
to an uncompleted statistics, approximately 15000 sets of
intelligent power system are installed in Zhejiang Province.
583,665 hidden dangers have been monitored in which the
hidden dangers of current take 41.2%, the hidden dangers
of residual current occupy 37.3% and the hidden dangers of
cable temperature contributes 21.5%. By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through intelligent electricity and
electric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accurate location
and accurate investigation of an electrical fire hazard can be
realized,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hidden danger of
safety in the process of electricity use, reduce the number of
electric fires, and raise the risk awareness of the enterprise's
electricity safety. The electrical fire accidents have dropped
by more than 30% in the area where the intelligent power
system is installed.
Keywords：Electric process；Intelligent power system；
Fire prevention；Hidden danger distributions

摘 要：本文介绍了智慧用电系统原理、风险识别的自
适应特质和技术特点，基于监测数据，系统分析了通过该系
统识别的电气线路常见隐患类型及其分布，为今后电气线路
的整改方向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省
已经安装 15 余万套智慧用电设备，
共监测到 583665 起隐患，
其中，电流隐患占比 41.2%，剩余电流隐患占比 37.3%；线
缆温度隐患占比为 21.5%。通过智慧用电电气火灾防控社会
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电气火灾隐患的精准定位、准确排

关键词：电气过程；智慧用电系统；防火防灾；安全隐
患分布

I. 引

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用电安全形势
愈发严峻[1]。据统计，从 2011 年至 2016 年，我国
共发生电气火灾 52.4 万起，造成 3261 人死亡、2063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92 亿余元，均占全国火
灾总量及伤亡损失的 30%以上[2]，2017 年因电气引
发的火灾共有 7.4 万起，造成 370 人死亡、226 人受
伤，直接财产损失 11.2 亿元。因此，降低电气火灾
数量，提高用电安全无论是对于人员安全还是国家
经济发展都是及其重要的[3]。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移动终端技
术等领域的兴起，如何利用这些新兴技术解决用电
过程存在的安全问题是人们研究的重点之一。周正
[4]等通过分析我国电力系统和用电过程的现状，结
合目前新兴技术的发展，认为电气电网的智能化是
今后的发展趋势，智能化的电网不但可降低网络的
运行费用，还可缓解国内严峻的用电安全形势。史
海疆等 [5,6] 研究了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
的 SmartPM 6000 能源管理系统，该系统使用智能化
的集成技术，自主分析和量化用电系统内各用能系
统的能耗和运行，利用大数据思路为企业的智慧用
电系统和绿色用能提供基本的指导思路。考虑到移
动终端的发展，王白根等[7]探究了将手机 APP 在智
慧用电系统中的可行性，以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为
用电检查移动服务载体，实现与智能电能表数据的
交换，实现用电检查快速响应和动态管控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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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及时地辨识用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为全面开启智能用电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基于
以上思路，李海峰等[8]申请了《智慧用电系统检查
及管理移动终端及具有其的系统》的专利，智慧用
电系统被广泛的应用于山东[2]和浙江[9,10]等地，为这
些地区用电过程安全隐患的降低提供了智能化的保
障[11]。
以上研究介绍了智慧用电系统的概念及其应用，
但这些应用仅仅是某一个企业或公司的应用，而通
过单一数据获得的结论一般不具备统计意义[12]，无
法得到准确的用电安全隐患类型和分析。因此，无
法为今后电气火灾防控的研究和分析提供基本的数
据支撑和指导。
本文基于智慧用电系统在浙江省内各个地区的
应用，通过对比安装前后的实际数据以获得智慧用
电系统在电气火灾防控中的优势，并进一步分析了
用电过程的安全隐患的类型和分布以及其可能造成
的问题。
II. 智慧用电系统自适应隐患识别模型
传统的电气火灾监控技术，通过监测线缆温度
和剩余电流的大小，与事先设定的阈值比较，进行
阈值报警。这种技术不仅监测的参数太少，而且判
断逻辑过于简单，无法全面评估供电回路的安全状
态。而智慧用电技术不仅仅是物联监测技术，还集

成了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电气火灾社会化服务体系，
是探索建立预测预警、隐患治理、社会化服务和政
府信息收集四方联动的安全生产预防体系的重要手
段。通过“线上监测，线下服务”把责任落实到企
业，把信息返回给监管部门，把服务引申到技术支
撑机构。智慧用电系统采用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基
于数据模型，利用多维参数智能识别隐患，通过横
向分析和纵向分析，对不同供电回路的特性进行自
适应的个性化识别。
首先建立一套对电气数据进行全方位度量的指
标体系。横向指标不是像传统的电气火灾监控技术
通过单一的阈值，而是通过电气回路的多个传感器
实时监测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对各参数之间的平衡
度进行分析研判。纵向坐标的指标则反映供电回路
监测数据对自己历史常态数据的偏离度以及不同供
电回路的监测数据的偏离度进行分析研判。
其次对供电回路的电气安全隐患进行深入分析，
洞悉不同类型隐患的特点，罗列不同的电气火灾隐
患的数据特征，形成电气火灾隐患数据判别模型。
最后通过现场勘查确认对研判模型进行比对矫
正，实现大数据分析模型的修正提升。
通过三年的数据积累和自适应隐患识别模型的
优化，目前在浙江推广应用的智慧用电技术已经能
识别 10 种常见的电气火灾隐患，有效准确性达到
80%。常见电气火灾隐患分析如图 1 所示。

图 1 电气火灾隐患分析图
Fig. 1 Electric fire hazard analysis diagram

从服务体系建设来讲，智慧用电技术通过在用
户的配电柜、二级箱柜、末端的配电箱等安装用电

安全智能传感终端，实时采集电气线路的剩余电流、
电流和温度等参数，通过无线方式把数据上传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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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用电系统物联网服务平台，平台对接收到的数据
进行分析，对超过设定隐患判定值的，通过手机短
信、APP、语音电话及人工介入等方式及时将有关
情况发送企业主负责人、安全管理员、维保人员和
网格员等，告知其电气火灾隐患，提醒企业主及时
排查和消除隐患。若企业主在隐患排查中遇到困难，
还可通过地方社会化服务机构进行排查整改。具体
流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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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全隐患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s of hidden dangers

图 2 智慧用电系统的流程图
Fig. 2 Flow chart of intelligent power system

III. 基于大数据自适应识别的电气隐患类型及危害
根据智慧用电系统的监控数据及自适应识别模
型，可将电气隐患分为三个方面：电流、温度和剩
余电流。而基于这些分布数据，可为今后电气过程
的整改方向提供思路和方向，提高消除安全隐患的
工作效率。

以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的监控数据为例，
共监测到浙江省 583665 起隐患，其中，电流隐患占
比 41.2%，隐患比例最高；其次为剩余电流隐患，
隐患占比为 37.3%；温度隐患相对占比最低，为
21.5%，见图 3。因此，降低电流隐患对于提高用电
过程安全是最为有效的。
1. 电流隐患
由图 3 可知，存在电流隐患的企业数量最多，
在电流隐患中，65.36%的电流隐患均由三相不平衡
导致，34.64%的原因为电流过载。
而电流隐患可能会造成以下危害：1）引起导线
温度升高，易引起电气火灾；2）加速线路或设备老
化，造成用电设备损坏，使触电风险升高；3）增大
相关用电损耗，浪费电能；4）易造成短路，引起瞬
间导线温度升高，导致电气火灾或发生爆炸。
2. 温度隐患
根据图 3，引发温度隐患的原因主要为电流过
载，占总温度隐患的 66.32%；其次为环境不良和虚
接，分别占总温度隐患的 23.26%和 10.42%。
温度隐患的危害主要是：1）温度过高加速线路
或设备老化，造成用电设备或线路的损坏，导致漏
电、短路等事故的发生；2）易造成短路，引起电气
火灾或发生爆炸；3）造成局部电压偏低影响设备正
常运行或发生缺相烧毁用电设备；4）造成继电保护
误动作，影响生产；5）环境温度过高导致传感器、
空开或其他设备故障；6）线缆温度过高，易发生自
燃，或引燃周围可燃物，引起火灾。
3. 剩余电流隐患
引发剩余电流隐患的原因主要为漏电，占比总
剩余电流隐患的 47.74 %；其次为零线混用和零地混
接，分别占 27.72%和 16.12%，谐波相对较低，仅占
8.43%，见图 3。
而剩余电流隐患的危害主要有：1）漏电会造成
人身触电，产生电火花、电弧、过热高温等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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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而且还会造成用电浪费；2）设备漏电时，电
流将设备外壳、保护接地线、大地形成闭合回路，
会造成人身触电或线路短路事故；3）若漏电电流将
很大，会使熔断器动作而切断电源，影响生活与生
产；4）线路漏电一般形容相线的绝缘老化或损坏产
生的异常电流。
IV. 智慧用电系统在浙江省的应用
本节主要讨论将智慧用电系统安装到浙江各地
区后，其具体的消除安全隐患的过程，以及安装前
后防灾减灾的对比。
4.1 案例 1：未及时排查，事故发生
浙江衢州龙游某小学用电线路烧毁：2016 年 1
月 19 日平台检测到空调回路存在隐患，并进行了线

路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系统推送了共计 102
条警示信息。但未引起学校方面的重视，最终造成
了线路燃烧，故障前后数据折线图见图 4。
4.2 案例 2：及时排查，避免事故发生
2015 年 10 月 23 日 13:57 监控平台对浙江杭州
建德市某纺织公司的一楼总闸用电回路的风险评估
等级较高，达到红色等级。监测到疑似因接触不良
引起的箱体温度和 A 相火线温度过高。
经智慧用电系统提示，该公司于 10 月 24 日进
行整改，确认问题为一楼总闸处电缆线与空开连接
处的铜铝过渡接头氧化，接触不良产生高温现象。
整改上述问题后，平台数据恢复正常，具体整
改前后数据折线图如图 5。

图 4 案例 1：事故发生前后数据折线图
Fig. 4 Case 1: Data before and after the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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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案例 2：事故发生前后数据折线图
Fig 5 Case 2: Data before and after the accident

4.3 智慧用电系统安装前后的对比
由节 3.1 和节 3.2 可知，智慧用电系统安装后，
可有效预测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如果这些隐患得
到相关工作人员的重视，则可消除隐患，达到防灾
减灾的效果。
从省消防部门统计数据分析，2016 年全省电气
火灾事故较 2015 年减少 471 起，
下降幅度为 3.7%；
随着全面推广应用智慧用电技术，2017 年全省电气
火灾事故较 2016 年减少 4625 起，
下降幅度达到 30%
以上，电气火灾事故防范成效明显。以推进智慧用
电系统相对集中的湖州吴兴区为例，2015 年发生电
气火灾 68 起，而安装智慧用电系统后，2016 年发
生电气火灾 28 起，2017 年发生电气火灾 21 起，电
气火灾下降趋势明显，具体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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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浙江省及地方县区统计数据来看，智
慧用电系统的安装可有效降低电气火灾事故的发生，
其下降幅度可达到 30%以上；此外，系统定期发送
的监测线路用电安全情况分析报告，有利于提高企
业用电安全风险意识，促使企业及早发现，及时整
改，避免发生重大事故，唤醒企业的用电安全风险
意识。
V. 结 论
由于国内用电安全形势愈发严峻，给我国国民
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了严重的挑战，因此，
降低电气火灾数量，提高用电安全无论是对于人员
安全还是国家经济发展都是及其重要的。
本文主要介绍了智慧用电系统的相关概念和实
现流程，并以浙江省的智慧用电系统推广应用为例，
说明了智慧用电系统降低电气过程隐患的具体过程，
同时也分析了浙江省电气过程常见隐患类型及其分
布，为今后电气过程的整改方向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因此，智慧用电系统实现了电气火灾隐患的精
准定位、准确排查，达到了防患于未“燃”的效果。
同时通过对电气安全运行状况的记录，为企业的用
电积累了电子台账，并积累形成安全用电大数据，
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将有效评估和预测用电安全趋
势，为社会和政府监管部门提供专业的电气火灾安
全隐患分析、处理服务。

图 6 湖州市吴兴区电气火灾数量情况
Fig. 6 Quantity of fire in Wuxing, H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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