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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慧工程理念的水电工程智能安全
管控系统研发与应用

彭 远 川,　彭 显 国,　杨 亚 刚
(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社会环境变化,传统管理模式面临诸多挑战,智慧工程建设正在引领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发

展新潮流,双江口水电站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开发了智能安全管理 APP系统平台,包括安全隐患管理、危险源

管理、设备设施管理、防洪度汛管理四个模块,通过该系统将安全管理业务量化、管理信息数据化,实现了安全管理智能化、

可视化和集成化,促进全面高效的管控工程安全,有效避免安全事故发生,节省了人力成本,提高了安全工作效率.智能安

全管理 APP系统平台在双江口水电站的成功应用,产生了明显的经济与安全效益,具有极大的社会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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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ApplicationofIntelligentSafetyManagementandControlSystem
forHydropowerProjectsBasedontheConceptofIntelligentEngineering

PENGYuanchuan,PENGXianguo,YANGYagang
(DaduRiverCo．,LTD,CHNEnergy,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４１)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andthechangeofsocialenvironment,thetraditionＧ
almanagementmodefacesmanychallenges．Theconstructionofintelligentengineeringisleadingthenew
trendof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in China．
ShuangjiangkouHydropowerStationhasdevelopedanAPPsystemplatformofintelligentsecuritymanageＧ
mentbyusingmobileinternet,bigdataandothertechnologies,whichincluding４modules,thatis,potential
safetyhazardsmanagement,hazardsourcemanagement,equipmentandfacilitymanagement,floodcontrol
management．ByapplyingthissystemtoachievethesafetymanagementbusinessquantifyandmanagementinＧ
formationdigitalization,realizetheintelligent,visualandintegratedsafetymanagement,promotethecompreＧ
hensiveandefficientmanagementandcontrolofengineeringsafety,effectivelyavoidsafetyaccidents,savehuＧ
mancosts,andimprovethesafetyworkefficiency．ThesuccessfulapplicationoftheAPPsystemplatformof
intelligentsecuritymanagementinShuangjiangkouHydropowerStationhasproducedobviouseconomicandseＧ
curitybenefits,andhasgreatsocialapplicationandpromotionvalue．
Keywords:hydropowerproject;intelligentsecuritymanagement;APPsystemplatform;ShuangjiangkouHyＧ
dropowerStation

０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移动终端、人工智能等大批新兴

技术如雨后春笋日新月异,社会发展和企业管理

都在积极适应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主动探索和

实践,力求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引领创新发展新时

尚.面临新的时代潮流,我国传统行业面临重大

变革,转型发展和改革创新成为企业的生存课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１Ｇ１５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终端、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发展让传统企业安全管理发生了诸多变

革[１].安全管理手段从主要依靠制度规定和人工

管控的粗放管理转变为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移

动终端等技术手段进行精细管控,安全管理决策

从依靠专家经验知识和会议讨论转变为管理数据

的采集、分析和系统智能决策辅助,安全管理模式

从冗杂的“金字塔形”多层级、多专业管理转变为

高效的扁平化、智能化管理[２－６].现代企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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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手段更加多样化,管理决策更具科学性,管理

模式更加先进,管理成果更加显著.
智慧企业已成为企业未来发展方向[７].国家

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正在快速建设智慧企业,双
江口水电站智慧工程建设属于智慧大渡河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智慧企业建设引领下,双江口

水电站正在工程建设管理的各方面探索智慧工程

的系统建设和应用.

１　水电安全管理现状

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

复杂工程,具有施工工期长、技术难度大、人员设

备多、作业面广等特点.我国是世界上在建大型

水电工程最多的国家,水电工程项目大多位于高

山峡谷、交通不便、地质条件复杂的区域.在传统

的粗放现场安全管理模式下,仅仅依靠人力管理,
以致管理能力不均衡,管理覆盖面有限,管理效果

受人的因素影响很大,导致水电工程建设管理效

率较低、隐患闭环周期长、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安
全管理形势不容乐观.

双江口水电站是大渡河干流上游的控制性水

库电站工程,地处高寒、高海拔的川西高原地区,
施工区域位于高山狭长地带,面临世界第一高坝

超高环境边坡、大型地下洞室施工和高地应力岩

爆等安全风险因素较多,安全管理面临很多挑战.
双江口水电站为打破传统安全管理模式束缚,解
决工程建设中安全管理的难题,实现高效、便捷的

安全管理,依托双江口水电站枢纽工程研发了智

能安全管理 APP系统平台.

２　智能安全管理 APP系统平台

２．１　研发思路

将“移动互联、物联网、云平台、BIM、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安全管理深度融合,以
“SpringMVC ＋ Bootstrap ＋ mybatis＋ shiro
＋ GoogleGuava”缓存等优秀的框架技术为支

撑,通过对移动客户端“Android”系统的原生系统

开发,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和统一的接口标

准,将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分散的业务信息、施工设

备(设施)、监测设备(设施)资源进行有机整合.
通过对国家及行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规范、标
准及管理要求的提炼,明确水电工程建设主要安

全管理标准、流程及管控模型.根据水电建设工

程的安全管理重点及薄弱点,按照“全生命周期管

理、全方位风险预判、全要素智能调控”的建设目

标,将安全管理业务量化,做到工程安全管理数据

的实时采集、交换、处理、共享、预警和分配,帮助

管理者实时、全面监控工程安全和安全管理人员

履职情况,达到安全管理可视化、智能化和集成化

要求,为安全管理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２．２　技术开发路线

系统总体设计分为应用集成、数据融合以及

信息展现三个层次,以图、文等丰富的媒体展现来

形成直观的业务视图,具有可靠技术架构、高度可

集成性、全面兼容性、充分可扩展性.系统架构分

为应用接入层、接入服务层、数据集成层、展现集

成层和可视化展现层.主要通过数据采集、自动

监测、系统智能预警及分析、人工上报等方式,对
水电工程建设中易出现安全风险的相关资源进行

有序监控,帮助管理者实时、直观、持续的获取现

场安全情况.

２．３　模型设计

智能安全管理 APP系统平台基于安卓系统

而开发,包括移动客户端和互联网 Web端系统.
由安全隐患管理、危险源管控、设备设施管理、防
洪度汛四个模块组成(图１).利用工区移动互联

网和 WiFi无线网络,现场所有的安全告警信息、
危险源等信息都通过手机(平板)APP进行上传,
系统会自动将这些信息按照设定流程分配给不同

的人员进行处理,处理结束经审核验收后,实现安

全管理事件闭合.电脑 Web端网页主要用于批

量上传内外部检查数据和统计、查询、展示数据信

息,监管各单位安全管理履职情况,考评参建单位

安全管理水平,达到安全管理可视化、智能化和集

成化要求(图２).

图１　智能安全管理 APP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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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智能安全管理 APP(Web端)系统界面图

２．４　功能与特点

２．４．１　安全隐患管理模块

隐患管理模块移动客户端界面分为日常检

查、内部检查和外部检查三部分.该模块用于登

记、管理各种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对于

每一项安全隐患,该模块明确了检查编号、检查类

型、隐患部位、隐患基本情况、隐患类型、隐患整改

措施等标准.内外部检查隐患通过系统的批量导

入系统,日常安全巡查隐患通过手机 APP及时上

传至系统,系统具备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现

场拍照、添加备注、上传、推送至责任单位相关人

员、整改落实反馈、生成报表等功能(图３),实现

了自动分配、自动跟踪整改情况,并对即将逾期的

隐患进行预警,对逾期未整改项目进行告警.解

决了传统安全管理模式下依靠人工下发整改通

知,导致的审批流程长,审批环节多,过程耗时长

等问题,节省了人力成本,提高了隐患处理效率,
降低了安全管理风险.

２．４．２　危险源管理模块

危险源管理模块用于登记工程现场的危险源

(点)信息,按照危险源(点)分级管控要求,通过数

据采集、自动监测、系统智能预警及分析、人工上

报等方式,对危险源(点)基本情况和当前状态进

行监控,实现危险源实时动态查询、跟踪、监控和

预警,使各级管理人员能实时、直观、持续的获取

危险源(点)现场情况.危险源管理责任人在现场

通过上传照片、视频等记录巡查情况,做到危险源

按期巡查,监控到位,管理人员可以高效、便捷的

监控各危险源巡查、治理情况,实现了危险源规范

管理,确保危险源(点)可控在控.

２．４．３　设备设施管理模块

图３　安全隐患管理模块运行体系图

　　通过定位及通信网络技术,对施工区域危险

性较大的设备(设施)进行监管,监管对象主要是

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使用的特种设备、脚手架、配
电箱、拌和站等.通过信息采集和二维码扫描等

方式,实时对现场危险性较大设备(设施)的身份

信息、定期检验报告、维护保养记录、运行安全情

况等进行检查,及时上报异常情况,将异常信息推

送至设备责任人处理闭合.该模块实现了及时、
分级预警上报设备设施安全可控状态信息,跟踪

和检查现场处理闭合情况,解决了重大设备设施

安全状态不可控的问题,实现了对设备(设施)安
全状态的实时监控和预警.

２．４．４　防洪度汛管理模块

防洪度汛管理模块分为水情雨情、值班记录、
通信录三部分.该模块６小时和１２小时水情预

报精度达到甲级,通过接入已建成的监测系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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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区土壤含水率、河道水位、流量、降雨量、温
度、湿度、风力等关键监测数据的实测,自动提取

短期、中期、长期的预测值,并与系统中设定的

预警值进行比对,并实时推送至相关管理人员

的手机、电脑等客户端,实现系统自动预警功

能.同时监控各单位防汛值班履职情况,记录

值班信息档案,动态掌握汛期安全情况,落实防

洪度汛安全措施.

３　智能安全管理 APP应用的效果

系统自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上线 运 行 以 来,截 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已累计使用单位２５家,活跃用户３００
余人,排查隐患累计２７９６５条,按期整改闭合

２７８４３条,隐患整改及时率９９．６％.对比系统使

用前数据(表１),隐患排查率提高了２４％,隐患整

表１　应用效果对比分析表

项目
２０１７年

８月前
２０１７年

８月后
效果指标 备注

月平均隐患排查

数量(条) １０２０ １２６５
隐患排查率

提高２４％
单个隐患平均

整改时间(天) ５ ２．５
隐患整改及时率

提高了５０％
发现“三违”行为

数量(条) ６０ ２０
“三违”行为数量

降低６６．７％
年平均事故

伤亡人数(人) １ ０
事故伤亡率

降低了１００％

改及时率提高了５０％,“三违”行为数量降低６６．
７％,事故伤亡率降低了１００％,极大提高了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效率,增强了隐患排查治理的主观

能动性.利用系统发布危险源２３０项,关闭危险

源１５６项,监控危险源７４项,危险源按期巡视率

１００％,危险源按期治理率１００％,监督危险源日

常巡查和管控,落实管控措施,确保危险源可控在

控.枢纽工程特种设备、脚手架、配电箱、空压机

等危险性较大设备设施管理更加规范,设备进场

合格率１００％,设备定检率达到１００％,设备按期

维护保养率达到１００％,设备异常处理更加及时,
设备保持持续安全稳定运行.及时推送水情、雨
情信息,按时记录、展示各参建人员防汛值班履职

情况,防汛值班出勤率１００％,值班在岗率１００％,
水情和雨情信息传达及时、准确,防洪度汛应急管

理积极有效,利用系统成功应对２０１７年２０年一

遇洪水和２０１８年１０年一遇洪水考验,增强了

各参建人员防汛工作责任意识和应急管理意

识.通过系统进一步明确了安全管控重点,公
正客观评判各参建单位安全管理水平和人员履

职情况,形成了“人人管安全、人人抓安全”群防

群治的良好安全监督氛围,实现了安全管理痕

迹化和闭环管理.

４　结　语

通过该智能安全管理 APP系统的建立和运

用,双江口水电站工程建设成功解决了各类安全

管理难题,降低了管理成本,强化了对现场人员、
设备、材料和作业环境的管控,安全管理水平得到

了有效提升,实现了工程建设安全精细化管理和

安全管理业务信息集成化、智能化、可视化管理,
提高了工程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和安全管控效率.
智能安全管理 APP系统平台的成功研发与应用,
是双江口水电站在改革创新和智慧管理中的一次

突破,积累了宝贵经验,具有较强社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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