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象与输电线路缺陷关联分析 

1 项目背景 

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电力系统在能源供用体系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

用，而输电线路是保障电力系统远距离输送能源的重要环节。由于输电线路的组成部件，如

导线、架空地线、绝缘子、金具、杆塔、接地装置等大都暴露在外，随着季节的交替，极端

恶劣的自然灾害的发生，对输电线路造成非常大的危害。本章通过分析气象与输电线路缺陷

间的关系，以期能够实现缺陷预警工作。 

2 项目目标 

（1） 得出不同气象与输电线路缺陷的关系 

（2） 灾害性天气输电线路缺陷预警 

3 项目步骤 

3.1 工程前期准备 

3.1.1 导入数据 

（1） 介绍数据 

在气象灾害的基础上，结合电网生产运行实际情况，归纳定义出电网气象灾害。最常见

的气象要素包括温度、相对湿度、降水量、风力和气压。针对各个天气因素灾害严重程度的

描述，以及电网实际运行环境，定义如下气象指标属于电网灾害性天气见表 3-1 所示。 

表 3-1 电网灾害性天气定义表 

气象因素 灾害天气现象 数值范围 

温度 
极高温 ≥35℃ 

极低温 ≤2℃ 



湿度 
高湿度 ≥90% 

低湿度 ≤50% 

风力 强风力 ≥17.2m/s 

降水量 强降水量（暴雨） >50mm(24h) 

气压 低气压 ≤83.2kPa 

本例选取某市电网 2011-01-01 至 2014-04-30 输电设施的历史缺陷数据，并且选取该时

段的气象数据作为分析的原始数据。 

从电力系统中抽取输电线路的缺陷数据，因系统中缺陷数据包含很多属性，并且存在大

部分字段为空的情况，为了分析目标的需要，通过业务了解，选取与缺陷相关的属性如描述、

缺陷名称、具体位置、最终原因和缺陷具体描述等。 

气象数据来源于某气象站，获取某市 6 个探测点的完整气象数据，其中包含气温、相对

湿度、风速以及气压等属性，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灾害性天气统计表 

月份 极高温 极低温 高湿度 低湿度 强降水量 强风力 低气压 

1 0 115 134 277 0 17 0 

2 0 31 279 56 0 7 0 

3 0 0 381 104 20 54 2 

4 4 0 417 66 143 76 6 

5 18 0 447 5 181 56 5 

6 112 0 276 0 161 69 0 

7 188 0 243 0 111 64 0 

8 316 0 232 0 90 65 1 

9 110 0 183 27 54 70 0 

10 0 0 74 96 43 35 0 

11 0 0 219 62 62 36 3 

12 0 47 163 239 28 16 0 

气象与输电线路数据经过整合，主要拥有 12 个特征，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气象与输电线路数据说明 

名称 数据类型 

位置 离散型 

日期 时间 

缺陷分类 离散型 

电压等级 离散型 

线路名称 离散型 

最高气温 连续型 

最低气温 连续型 

最高湿度 连续型 



最低湿度 连续型 

（2） 上传数据到 Python 数据挖掘建模平台 

在新增数据源上，选择本地上传数据，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地上传数据源 

在本地路径上选择文件，填写在平台新建的目标表名，如图 2 所示。 

 

图 2 本地选择文件上传 

根据文件的数据，可以修改文件的字段名和类型，如图 3 所示。 

 

图 3 字段设置 

上传成功，可以在平台的数据源上查看数据，单击数据源操作的查看按钮如图 4 所示，

数据预览如图 5 所示。 



 

图 4 单击预览数据按钮 

 

图 5 数据预览 

3.1.2 新建空白工程 

右击我的工程，新建一个空白的工程，如图 6 所示。 

 

图 6 新建工程 

填写工程的信息，包括工程名称和工程描述，如图 7 所示。 



 

图 7 填写工程信息 

3.2 模型构建 

读取 hotspotdata 数据，步骤如图 8 所示。 

(1) 选择工程。 

(2) 选择输入源组件。 

(3) 拖入输入源组件。 

(4) 填写数据表名。 

(5) 单击更新按钮，更新出数据。 

 

图 8 输入源组件 



3.2.1 HotSopt关联规则 1 

选择 HotSopt 关联规则，步骤如图 9、图 10、图 11 所示。 

(1) 找到关联规则→HotSopt 关联规则。 

(2) 拖入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将输入源和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更新数据，前项选择 max_humidity、precipitation 字段，后项选

择 defect。 

(4) 选择基础参数，设置最小支持度的值为 0.02，设置最小置信度的值为 0.1。 

(5) 选择高级参数，设置步长的值为 20。 

 

图 9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 1_字段属性 

 

图 10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 1_参数设置 1 



 

图 11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 1_参数设置 2 

(6) 运行完成后，对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HotSopt 关联规则的输

出表结果如图 12 所示。 

 

图 12 HotSopt 关联规则 1 的结果 

3.2.2 HotSopt关联规则 2 

选择 HotSopt 关联规则，步骤如图 13、图 14、图 15 所示。 

(1) 找到关联规则→HotSopt 关联规则。 

(2) 拖入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将输入源和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更新数据，前项选择 max_temperature 字段，后项选择 defect。 



(4) 选择基础参数，设置最小支持度的值为 0.02，设置最小置信度的值为 0.1。 

(5) 选择高级参数，设置步长的值为 5。 

 

图 13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 2_字段属性 

 

图 14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 2_参数设置 1 

 



图 15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 2_参数设置 2 

(6) 运行完成后，对 HotSopt 关联规则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HotSopt 关联规则的输

出表结果如图 16 所示。 

 

图 16 HotSopt 关联规则 2 的结果 

3.2.3 鸟害_记录选择 

选择数据筛选，步骤如图 17、图 18 所示。 

(1) 找到预处理→数据筛选。 

(2) 拖入数据筛选组件，将 HotSopt 关联规则 1 和数据筛选组件连接。 

(3) 单击更新按钮，勾选全部字段作为输出字段。 

(4) 选择参数设置，点击添加项，然后点击刷新，字段选择 right_obj，函数选择 contains，

值填入鸟害。 

(5) 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17 鸟害_记录选择组件_字段属性 

 

图 18 鸟害_记录选择组件_参数设置 

(6) 运行完成后，对鸟害_记录选择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鸟害_记录选择的输出表

结果如图 19 所示。 



 

图 19 鸟害_记录选择结果 

(7) 运行完成后，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重命名为鸟害_记录选择。 

3.2.4 接地装置受损_记录选择 

选择数据筛选，步骤如图 20、图 21 所示。 

(1) 找到预处理→数据筛选。 

(2) 拖入数据筛选组件，将 HotSopt 关联规则 1 和数据筛选组件连接。 

(3) 单击更新按钮，勾选全部字段作为输出字段。 

(4) 选择参数设置，点击添加项，然后点击刷新，字段选择 right_obj，函数选择 contains，

值填入接地装置受损。 

(5) 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20 接地装置受损_记录选择组件_字段属性 

 

图 21 接地装置受损_记录选择组件_参数设置 

(6) 运行完成后，对接地装置受损_记录选择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接地装置受损_

记录选择的输出表结果如图 22 所示。 



 

图 22 接地装置受损_记录选择结果 

(7) 运行完成后，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重命名为接地装置受损_记录选择。 

3.2.5 锈蚀、损伤_记录选择 

选择数据筛选，步骤如图 23、图 24 所示。 

(1) 找到预处理→数据筛选。 

(2) 拖入数据筛选组件，将 HotSopt 关联规则 1 和数据筛选组件连接。 

(3) 单击更新按钮，勾选全部字段作为输出字段。 

(4) 选择参数设置，点击添加项，然后点击刷新，字段选择 right_obj，函数选择 contains，

值填入锈蚀、损伤。 

(5) 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23 锈蚀、损伤_记录选择组件_字段属性 

 

图 24 锈蚀、损伤_记录选择组件_参数设置 

(6) 运行完成后，对锈蚀、损伤_记录选择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锈蚀、损伤_记录

选择的输出表结果如图 25 所示。 



 

图 25 锈蚀、损伤_记录选择结果 

(7) 运行完成后，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重命名为锈蚀、损伤_记录选择。 

3.2.6 部件发热异常_记录选择 

选择数据筛选，步骤如图 26、图 27 所示。 

(1) 找到预处理→数据筛选。 

(2) 拖入数据筛选组件，将 HotSopt 关联规则 2 和数据筛选组件连接。 

(3) 单击更新按钮，勾选全部字段作为输出字段。 

(4) 选择参数设置，点击添加项，然后点击刷新，字段选择 right_obj，函数选择 contains，

值填入部件发热异常。 

(5) 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26 部件发热异常_记录选择组件_字段属性 

 

图 27 部件发热异常_记录选择组件_参数设置 

(6) 运行完成后，对部件发热异常_记录选择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部件发热异常_

记录选择的输出表结果如图 28 所示。 



 

图 28 部件发热异常_记录选择结果 

(7) 运行完成后，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重命名为部件发热异常_记录选择。 

3.2.7 保护区安全隐患_记录选择 

选择数据筛选，步骤如图 29、图 30 所示。 

(1) 找到预处理→数据筛选。 

(2) 拖入数据筛选组件，将 HotSopt 关联规则 2 和数据筛选组件连接。 

(3) 单击更新按钮，勾选全部字段作为输出字段。 

(4) 选择参数设置，点击添加项，然后点击刷新，字段选择 right_obj，函数选择 contains，

值填入保护区安全隐患。 

(5) 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29 保护区安全隐患_记录选择组件_字段属性 

 

图 30 保护区安全隐患_记录选择组件_参数设置 

(6) 运行完成后，对保护区安全隐患_记录选择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保护区安全隐

患_记录选择的输出表结果如图 31 所示。 



 

图 31 保护区安全隐患_记录选择结果 

(7) 运行完成后，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重命名为保护区安全隐患_记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