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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配网带电作业机

器人及成套装备已经在天

津、北京、山西、山东、上海、

江苏等 18个省（区、市）进

行规模化推广应用，累计开

展带电接引线、断引线、加

装 接 地 环 等 实 际 作 业

12000余次。

12000余次

近日，山东某在建工地塔吊施工作业时发生倒塌事故，致多辆轿车被

砸。在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不断刷新高度的当下，如何杜绝塔吊倒塌事件

的发生？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山东省起重机械健

康智能诊断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起重诊断中心）首席专家宋世军表

示，经过多年研究，“塔机 CT”技术已研制成功。这项技术可运用“结构损

伤图谱”（以下简称图谱）对塔机进行全方位诊断，提前 30天预判隐患，避

免事故发生。

多学科融合下的图谱

塔吊是建筑工地上最常用的一种起重设备，以一节一节的接长（高），

用来起吊施工用的钢筋、木楞、混凝土、钢管等原材料。

宋世军介绍，作为工地上必不可少的装备，轻型塔机的结构自重可达

二三十吨，重型塔机则接近百吨。由于塔机结构重、体积大，安全隐患多，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一般都会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所以其一直

是建筑施工安全重点管理设备。

据了解，起重诊断中心是依托山东建筑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建立起来

的。2021年 9月份，在科技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中，起重诊断中心的业务范围被划入

智能制造领域，被描述为：“利用物联网技术提升对建筑质量、人员安全、

绿色施工的智能管理与监管水平。”

宋世军眼中的图谱是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数据、信息科学分析

等方法有机结合进行事物状态描述的一种方法。

“塔机的常规检测是当时当刻的表象检测，检测结果只对检查的时

刻有效。”宋世军说，破解这一问题首先需要采集数据，其中包括塔机

运行数据、工作环境数据、塔身顶端轨迹数据、塔机运行远程视频、技

术交底、巡检数据、司机操作视频等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对塔机运行状

态进行整体分析，可以发现司机操作异常，进而评估司机技能水平，并

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和理论图谱库进行特征匹配，来判断塔机的

结构损伤状态和损伤程度，提出整改建议，通知相关管理单位，对于严

重结构损伤的塔式起重机进行及时整改处理，可以避免塔式起重机倒

塌等重大安全事故。

一张图谱，千里排险

“上述图谱其实是我们提出的塔式起重机重大危险源预报警技

术中的核心技术。”宋世军表示，起重诊断中心已经建立了包括理论损

伤图谱和实测图谱的结构损伤图谱库，采集并整理了 13000 多个损伤

图谱。

他表示，数百次实践已经证明，经过对图谱的分析，他们得出的塔机存

在结构性重大隐患的结论，与专家到现场排查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监测项目 100 余个，评估塔机 300 余台，出具报告累计 1100 余份，排

查出存在结构隐患的塔机超过 50 余台。这是起重诊断中心在 2020 年交

出的成绩单。

这其中的“50 余台”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多的是依靠科技进行筛

查，排除隐患，将 50余起潜在的安全事故消于无形的努力。

山东省济南市距离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的贺兰县一千多公里。

起重诊断中心通过对远程监控平台的数据分析，对比图谱发现贺兰县一

塔机标准节连接螺栓严重松动。随后，他们立即告知贺兰县主管部门，第

一时间消除了隐患。

据了解，围绕此项技术，起重诊断中心已经完成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20多项，发表论文 60多篇，获得 30余项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20多项，在

国内，山东、北京、上海、广东、贵州、辽宁等近十个省市的塔机生产和应用

单位已经应用了此项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也有应用。

“中国第一个出口的核电站——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所使用的

17 套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全部使用了我们的技术。”宋世军说。

正因为掌握了自主核心技术，他对该装备的推广很有信心。

“塔机CT”远程全方位诊断

可提前30天预判隐患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景阳 通讯员郝静 孙佳暄）记者近日从内蒙古

自治区科技厅获悉，由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

新材）自主研制生产的 TMT185 风电叶片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工

业园区下线。该叶片长度 91 米，是目前国内已下线的最长陆上风电叶

片，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风电叶片的设计能力、制造能力方面有了新的提

升，这将有力推动我国区域风电发展。

时代新材蒙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刘成柱介绍：“TMT185叶片是拥有自

主产权的产品，91米的长度是目前国内搭载‘玻璃钢架拉挤大梁’最大的

叶片长度。这项技术实现了三分之一的叶片自重降低，这也意味成本降

低、适配范围增大。产品一下线，就陆续接到订单，后续订单量必将会有

更大的增长。”

据了解，从技术层面分析，本次下线的 TMT185 叶片主要配套 4.5

兆瓦—6.5 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采用高升阻比和低粗糙度敏感性的风力

发电机组专用翼型族，保证优异的发电效率；基于弯扭耦合技术，实现

气动—结构—载荷相互耦合，确保整机性能与载荷的最佳平衡；采用高

比模量和高比强度的玻璃钢拉挤板材料，以最低叶片重量使整机载荷

和可靠性达到最优；采用模块化制造技术，有效缩短叶片生产周期，提

高可靠性。

国内最长陆上风电叶片

在内蒙古下线

目前，全球港口 95%以上的集装箱码头都是

传统人工操作，属于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且效率越来越难以匹配码

头发展需求，如何在传统集装箱码头基础上进行

技术升级改造，实现全流程无人自动化作业，是

摆在全球港口面前的一道世界性难题。

我国在破解这道难题的路上走在了世界前

列。近日，在 2022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由天津

港、华为和中国移动联合打造的“5G+智能港口”

项目荣获“互联经济最佳移动创新奖”。该项目

是基于 5G、AI 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全场景创新应

用，实现了全球首个港口自动驾驶和 5G 远程控

制，建立了自动化码头 2.0 水平运输新形态和新

模式，大幅降本增效，促进智慧、绿色、安全港口

的全面发展。

水平运输的自动化需要
更多“智慧”

在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记者看到多辆智

能水平运输机器人（ART）在自动化码头堆场装

载集装箱后，依次通过集装箱地面智能解锁站完

成加解锁操作，最后到达岸桥下完成精准对位，

吊具自动升起将集装箱稳稳地放置轮船上。整

个过程一气呵成，现场没有一名工人，但所有操

作都被后台尽在掌握。

“实现码头全流程自动化，最重要最需要解

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水平运输环节的自动化。”第

二集装箱码头公司信息部副经理刘喜旺介绍，

“智能水平运输系统”并不是简单实现多辆 ART

两点间的自动驾驶。如果仅仅依据系统对作业

时序的要求，交由单车智能自主规划路径，那么

在多车自主协商解决路权冲突的过程中，会增加

行车轨迹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隐患，并可能会

造成业务时序的混乱。

此外，由于单车智能缺乏“上帝视角”，难以

实现全局效率最优，也不易保持行驶的平稳性，

频繁地加减速和启停会导致车辆能耗的增加。

如何解决各种场景下的车辆冲突、道路死锁问

题，实现全场车辆的高效协同，提升码头整体作

业效率，成为自动化码头水平运输方案能够有效

落地的关键。

为解决这个难题，项目首创了全局路径规划

和局部精细化引导相结合的新模式。基于多图

层融合技术在云端构建的动态业务高精地图，可

实时汇集船舶、岸桥、场桥、ART 等关键生产要

素实时位置，以及充电桩、锁站、道路、围栏、堆场

等基础设施地理信息和交通语义，还可通过高速

5G网络实现 76台 ART的统一协管控，保障多车

协同作业时行车路线的确定性和安全性，有效解

决了基于无人驾驶技术实施集装箱码头全自动

化水平运输的关键问题。

刘喜旺解释，系统内部基于 ART 运动学特

征精准构建云端多车协同驾驶的调度模型，利用

高带宽低延时的 5G 网络，可实时获取车辆的速

度、位置及方向，预测关键路口和区域的未来交

通态势，对于可能发生的时空路径抢占，提前通

过速度控制进行一一化解，有效预防车辆交互死

锁问题。这种时空一致性动态路径规划算法，会

按照业务要求合理管控实现 76 台 ART 的高效

协同。

“因为和人类驾驶员相比，ART 自身的感

知、逻辑处理能力还稍有不足，完全靠自身处理

能力实现自动驾驶非常困难。”刘喜旺说，运用精

度更高、信息更全的动态感知高精地图，能够为

自动驾驶提供高精度定位辅助和车道级导航，增

强静态环境感知能力。

为全球95%人工码头提
供可借鉴复制方案

难能可贵的是，该项目是基于传统人工码头

边装卸作业工艺的智慧化升级改造，可为全球

95%人工码头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方案。

传统集装箱码头场桥岸桥作业条件艰苦，对

人力要求极高，司机室 30 米高，司机需频繁爬

高、高度集中精力操控设备，容易造成疲劳形成

安全隐患。

“‘智能水平运输系统’还可以协同码头生产

操作系统（TOS）、场桥、岸桥、ART、自动锁站、

自动充电桩等关键资源，自动得出最优装卸方案

并指挥各台设备，实现全局调度最优。”天津港第

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荣说，目前在水

平岸线码头里，系统有效管理了迄今为止最大规

模的无人驾驶车队，达到了 76辆。

解决方案还通过建设智能调度中心，在港口

中控室实现了自动化场桥和岸桥的远程控制。

操作人员坐在中控室就可以回传高清视频信息

和设备状态信息对场桥岸桥进行远程操控，发送

指令，驱动场桥岸桥自动运行起升，指挥小车、大

车等，辅助开展集装箱的自动化装卸作业。1 名

操作员可操控 6—8 台场桥，不再需要人机一一

对应。

2021 年 10 月 17 日，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

头——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正

式投产运营。这个码头通过风能、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的使用，实现了绿电功能100%自给自足。而

且通过5G、北斗、人工智能的应用，率先全面实现

水平布局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作业。

“‘智慧零碳’码头较同等岸线传统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投资减少 30%，减少集装箱作业倒运环

节 50%，综合能耗可降低 17%以上。同时较同规

模传统集装箱码头人员减少 60%。”刘喜旺说。

5G、北斗、AI齐上阵
无人驾驶车队码头高效装卸集装箱

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电力工

人身背工具箱，爬上高压电线杆，悬挂在半空

中，争分夺秒地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带电

作业被称为电力行业中最危险的专业，电力工

人随时面临着触电、高空坠落等危险。不过如

今这项危险的工作可以放心地交给机器人去

做了，它们不仅能轻松完成剥线、换线、修理等

“细致活”，而且可以在完全不断电的情况下完

成操作。

这个“超级电工”就是国网天津电力研制的

全球首台全自主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这款机器

人还配有自动剥线器等 13 种末端工具，形成了

系列化成套装备。该产品获授权专利 39 项、发

表 SCI/EI/核心论文 15篇，牵头立项该领域首个

IEEE 国际标准，日前“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关键

技术、成套装备及工程应用”项目还获得 2021年

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电气设备在长期运行中需要经常测试、检查

和维修。在以前技术设备不那么发达的年代，往

往需要进行停电检修。不仅影响生产、生活，尤

其是医院等重要场所，一旦停电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电力作业逐渐发展出不停电检修、测试

的技术，即带电作业。带电作业可以在不停电的

情况下，实现增容、消缺等工作，是避免检修停

电，提高供电可靠性的有效措施。

因此目前我国带电作业需求量巨大，近五年

来，国家电网公司累积开展配网带电作业达 400

余万次，并且以年均 14.9%的速率持续增长。

然而由于带电作业处于户外高空、高压的环

境中，进行配电作业的电力工人要面临很高的安

全风险。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电力工人在操作

过程中要全副武装，保证全身上下 360 度无死

角，这些厚重、密不透风的绝缘服大大增加了工

作强度。而且带电作业对理论知识、操作技术等

要求都比较高，人工操作很难做到工作质量统

一。此外，遇到雷电、暴雨、大雪、大雾等恶劣天

气，还不能进行带电作业。

“早在 2016 年，我在带电作业现场，当看到

老师傅们脱下绝缘服和绝缘手套全身湿透时，就

萌生了研发这样一个机器人的想法。”该项目研

发团队负责人、国网天津滨海公司运维检修部配

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回忆说，全自主配网带电作

业机器人，不仅能让机器人代替人在配电网上做

“微创手术”，还可以大幅提高作业效率，同时也

把危险降到最低。

从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

家陆续开展了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相关技术研

究，主要采用液压臂主从作业方式，体积和重量

较大，精细化和智能化程度不高，无法实现户外

复杂环境下的自主定位、规划及控制等功能，适

用性受到一定限制；国内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起

步晚，技术尚不成熟，且成本高、推广困难，未实

现产业化应用。

“我们研发的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要从根本

上解决上述问题，但相比一般室内作业机器人，

也面临很多技术挑战。”张黎明介绍说，机器人在

户外开展带电作业，主要受强光、空间狭小、平台

抖动、运动特性约束、干扰源复杂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设计上要解决机器人精准定位、自主规

划、智能控制、安全防护设计等四大难题，才能实

现机器人的自主作业。

带电作业是配电网上的“微创手术”

2017 年底，利用传感、识别、认知等人工智

能技术，第一代机器人研发成功。

“这代机器人基本可以在室内理想环境下完

成作业基本动作。但存在电磁兼容及绝缘、智能

程度低、作业范围受限、灵活度不高、效率低等问

题，不能完全实现自主作业。”项目技术负责人、

机器人四次迭代解决四大难题

2019 年 8 月 23 日，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在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期间首次正

式亮相，为残运会供电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后这

些“超级电工”开始正式“上岗”，在全国很多地方

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目前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及成套装备已

经在天津、北京、山西、山东、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重庆、陕西、青海、宁夏、西藏等 18 个省

（区、市）进行规模化推广应用，累计开展带电

接引线、断引线、加装接地环等实际作业 12000

余次。

2019 年 11 月 21 日，国家电网公司还打造

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配网带电作业机

器人产业平台。建立了电力作业机器人高端

制造基地，建设了生产中心、试验中心和实训

中心，年产量达 200 台以上，具备研发、制造、

检测、应用和技术服务能力。“随着配电网规

模扩大和带电作业需求增加，全国市场需求

预 计 达 0.5 万 —1 万 台 ，产 业 规 模 达 300 亿

元。”张黎明介绍。

目前，为了促进带电作业标准化、规范化，提

高带电作业质量及效率，减少停电时间，支撑智

能化运检规划实施，项目团队又牵头立项了首个

IEEE国际标准《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导则》。

“由于项目突破的技术涵盖复杂环境三维建

模、目标精准感知与定位、狭小空间机器人运动

规划和智能控制等领域，因此该技术还可以应用

到消防、输电、用电等智能电力机器人装备上。”

张黎明介绍，目前智能充电巡检机器人应用于天

津市津门湖综合充电服务中心与中新天津生态

城泰八路公交充电站。未来，还可进一步推广至

救援、勘探、矿山等其他行业。

未来产业规模可达300亿

带电作业检修高压线带电作业检修高压线
这个这个““超级电工超级电工””看得准看得准、、找得巧找得巧

全自主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进行带电作业全自主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进行带电作业 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供图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供图

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科技环保技术专责胡益

菲介绍。

因此在第二代机器人研发中，为了解决精准

定位的问题，团队采用了激光雷达与多传感器融

合的导航定位系统，让机器人可自动识别主导线

与引流线。

“配电网的电线种类繁多，有时候甚至有几

十种之多，需要机器人分辨出每条电线不同的景

深。同时因为是在户外作业，因此还要解决曝光

的问题，曝光过度，机器人就会‘失明’。此外还

有斗臂车震动的问题。”胡益菲介绍，通过三维建

模、语义识别、目标定位的技术，就可以让机器人

看到并识别出这些复杂的场景。

解决了机器人“看得到”的问题后，下一步就

是“找得到”的问题。配电网上的电线纵横交错，

找到需要进行操作的电线犹如在配电网上穿针

引线地“绣花”。第二代机器人通过应用基于强

化学习的智能路径规划系统，以及双臂协作自主

规划作业路径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难题。

光找到需要作业的位置还不行，还得进行

操作，那么就需要解决“做得到”的问题。“我们

创新研制了成套末端作业工具，实现自动穿刺

搭接功能。”胡益菲说，第二代机器人基本实现

了自主作业，但是所有的操作都不是很精良，

就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徒工，还需要进一步

提升它的本领。

因此第三代机器人着重对这些重要功能进

行了优化。首先优化了多传感器融合算法，增强

双目视觉匹配度，提高识别精度，户外作业定位

误差小于 1 厘米，使机器人“看得准”；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优化机器人路径规划算法，使其路径

规划更科学、更高效，让机器人“找得巧”；创新研

制全自主剥线工具及绝缘型并沟线夹，提高适用

范围，让机器人“做得好”。

在安全性能上，机器人采用绝缘配合与多级

防护技术，特别是在机器人关节部分创新性研发

了“体—臂—腕”绝缘设计，软硬结合进行双保

险。同时通过电磁干扰预测与防护技术，很好地

解决了机器人在复杂电磁环境中被干扰影响接

受指令的难题。

为 了 能 更 好 地 进 行 产 业 化 规 模 化 生 产 ，

2020 年 7 月，第四代人工智能配网带电作业机

器人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体积缩小三分之二，

重量减轻三分之一，充分满足复杂地形和狭小

空间带电作业需求，同时研发了双臂和单臂机

器人以及 13 种系列化末端，形成了配网带电作

业的成套装备，进一步扩大配网带电作业机器

人的使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