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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降低变电站工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的电气违规行为发生率ꎬ减少电力事故频次ꎬ
将迁移学习方法、残差网络和 Ｋ最近邻(ＫＮＮ)分类器进行有效结合ꎬ建立了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ＫＮＮ
模型ꎮ 使用图像增强方法对样本进行数据增强扩充ꎬ解决样本数据不足且不均衡的问题ꎻ使用

残差网络完成数据特征向量的提取ꎻ采用 ＫＮＮ 分类器完成变电站人员电气违规行为的识别ꎮ
根据实际电网算例ꎬ该方法与其他网络模型相比较ꎬ具有更好的性能ꎬ可以准确地判断变电站

人员是否有电气违规行为ꎬ准确率达到 ９０.７％ꎮ
关键词:深度学习ꎻ迁移学习ꎻ数据增强ꎻ电气违规ꎻ行为识别ꎻＫＮＮꎻ智能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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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电力生产中ꎬ工作人员必须安全规范地进行电气设备

操作及高空作业ꎬ否则容易发生事故ꎮ 资料表明ꎬ电力系

统事故的发生大部分与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行为有关ꎮ
为了减少不必要事故的发生ꎬ电力企业一方面对工作人员

进行学习教育ꎬ提高个人素质ꎬ另一方面ꎬ在电力生产过程

中配置了视频监控系统ꎮ 但是ꎬ监控系统只能进行事后人

工取证ꎬ不能发挥其主动性和实时性的作用ꎬ无法及时制

止不安全行为的发生ꎬ减少电力事故出现的频次ꎮ 如何有

效地利用视频监控数据ꎬ在电气违规操作发生前或者在发

生过程中及时、有效地发出警示ꎬ降低电力事故的发生率ꎬ
是建设坚强智能电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１－３] ꎮ

行为识别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ꎬ其目的

是对检测的行为进行识别ꎬ比如ꎬ判别哪些行为属于异

常ꎬ哪些行为属于正常ꎮ １９ 世纪的中后期ꎬ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教授使用点模型进行人体的描述开始ꎬ研究人员通过人

工设计的人体特征进行行为识别[４] ꎬ但是ꎬ该类方法泛

化能力不强ꎬ实际应用受到局限ꎮ 此后ꎬ随着技术的发

展ꎬ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为识别方法得到了快速发展ꎬ该方

法省略了特征设计过程ꎬ具有深度神经网络自主学习数

据的特征[５] ꎮ 常用的深度神经网络 有 卷 积 神 经 网

络[６－９] 、循环神经网络[１０－１５]等ꎮ 但是ꎬ研究者发现ꎬ深度

神经网络的性能有时不会随着网络的宽度和深度的增加

而提高ꎬ并且会出现网络退化、计算速度下降及模型过拟

合等问题ꎮ 残差网络的出现缓解了深度学习模型随网络

深度增加模型性能下降的问题ꎬ而且该网络容易优化ꎬ使
其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６] ꎮ

基于深度学习网络行为识别模型的建立需要高质量

的数据集ꎬ它能使深度网络更好地完成识别任务ꎮ 但在实

际电力生产中ꎬ正常行为发生频次较高ꎬ但少有被记录下

来ꎻ违规行为发生的频次相对较低ꎬ但多被记录下来ꎻ这导

致样本数据中正样本和负样本不平衡ꎮ 而且ꎬ数据采集设

备质量参差不齐ꎬ高质量的数据很难获得ꎮ 如何在数据质

量差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深度学习方法ꎬ在电力生产过程

中进行有效且准确的变电站工作人员违规行为识别是电

力安全管控中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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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数据集的不均衡和样本少ꎬ文中采用图像增强的

方法生成数据ꎬ实现数据的均衡ꎻ使用深度残差网络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进行迁移学习ꎬ减弱数据质量对评估性能的影

响ꎻ使用 Ｋ最近邻(Ｋ－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ꎬ ＫＮＮ)分类器提升

模型识别能力ꎮ 文中以某电网实际数据为基础ꎬ采用文中

所提方法ꎬ能够准确识别变电站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ꎬ评
估准确率达到 ９０.７％ꎮ

１　 残差网络算法

残差网络(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ＲｅｓＮｅｔ)一经提出ꎬ就影

响了深度学习在各个领域的发展ꎮ 残差网络借助跳跃结

构ꎬ减少了深度学习模型逐层特征提取过程中的信息损

失ꎬ可以显著解决深度网络训练过程中的梯度消失和梯度

爆炸问题ꎬ从而保证良好的模型性能ꎮ 它是由多个残差块

连接一起而构成的ꎬ残差块由残差部分和直接映射两部分

组成ꎬ其结构如图 １所示ꎮ
第 ｉ 个残差单元可表示为:

ｘｉ＋１ ＝ ｆ Ｆ(ｘｉꎬＷｉ)＋ｈ(ｘｉ)( ) (１)
式中:ｘｉ、ｘｉ＋１和 Ｗｉ分别表示第 ｉ 个残差单元的输入、输出

和权重矩阵ꎻｆ( ×)是 ＲｅＬＵ 非线性激活函数ꎻｈ( ｘｉ)是直接

映射部分ꎻＦ( ×)为残差映射部分ꎮ

Weight 

Weight 

+

+1

ReLU -���G�!���G�

ReLU

xi

xi

图 １　 残差网络块结构示意图

２　 基于残差网络的违规行为识别

２.１　 电气违规行为识别的思路

为了实现变电站人员电气违规行为的识别ꎬ文中使用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ＫＮＮ模型建立变电站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图

像数据同其行为类别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关系ꎬ图 ２为电气

违规行为识别的模型设计框架ꎮ

２.２　 训练数据增强

原始数据集来自某实际电网ꎬ该数据有两个特点:第
一ꎬ由于受到成像设备和环境以及成像对象本身特点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ꎬ大多数图片都存在光照不均ꎬ图像色彩偏

暗ꎬ图像质量不佳等特性ꎻ第二ꎬ图像数据样本有限ꎬ且不

均衡ꎬ“行为正常”(正样本)占比较少ꎬ行为异常与行为正

常的样本数量的比例达到 ９ ∶ ２ꎮ 以上特点ꎬ均会导致训

练出来的模型预测性不佳ꎮ 为了获得较高的预测准确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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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电气违规行为识别的模型框架

对图像数据进行了增强与扩充ꎮ
文中使用图像增强技术[１７－１８]对原始图像进行增强ꎬ

减少环境噪声对评估模型性能的影响ꎮ 在此基础上ꎬ将去

雾算法、对比度增强、降噪等方法进行耦合ꎬ对原始数据进

行数据扩充ꎬ使得数据中的“行为正常”和“行为违规”样
本比例基本达到 １ ∶ １ꎮ

图 ３(ａ)和图 ３(ｂ)分别是原始图像以及数据增强后

的图像ꎬ可以明显看出数据得到了增强ꎮ

 
(a) 	�� 

 
(b) ����
,� 

图 ３　 图像增强

２.３　 迁移学习模型

从深度学习的角度来说ꎬ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有利于提

高所建模型准确度ꎮ 但是ꎬ在很多情况下ꎬ特别是针对某

个特定的应用场景ꎬ都不可能找到绝对充分的数据样本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文中将残差网络和迁移学习相结合ꎬ
大大缓解数据源不足的问题ꎮ 迁移学习可以将某个领域

中已经学习好的模式或者知识充分应用到不同但有一定

关系度的领域或者问题中ꎬ实现目标领域的学习任务ꎮ 文

中使用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网络进行迁移学习ꎬ其结构和参数可参

考文献[１６]ꎮ

２.４　 ＫＮＮ 分类器

文中使用 ＫＮＮ 分类器对提取的特征进行分类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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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ꎮ 距离 ｄ 用来衡量不同数据的特征值之间的相关程度:

ｄｉ ＝ ‖Ｘｏ － Ｘｉ‖２ ＝ ∑
ｎ

ｊ ＝ １
(ｘ ｊｏ － ｘ ｊｉ) ２ (２)

式中 :Ｘｉ和 Ｘｏ都为 ｎ 维向量ꎬ且 Ｘｏ为目标向量ꎬＸｉ为第 ｉ
个数据向量ꎻｄｉ为数据 ｉ 的距离ꎮ

２.５　 模型的评价指标

文中采用混淆矩阵ꎬ以正确率和 Ｆ１ 度量 ( Ｆ１ －
Ｍｅａｓｕｒｅ)作为评价指标ꎬ综合评估模型性能的优劣ꎮ 混淆

矩阵如表 １ 所示ꎬ其中ꎬＴＰ 和 ＦＮ 分别为真阳性和伪阳

性ꎬ表示为行为违规样本被正确或错误评估的数目ꎻＦＰ 和

ＴＮ 分别为伪阴性和真阴性ꎬ表示行为正常样本被错误或

正确评估的数目ꎮ

表 １　 混淆矩阵

评估结果
真实结果

违规 正常

违规 真阳性(ＴＰ) 伪阴性(ＦＰ)

正常 伪阳性(ＦＮ) 真阴性(ＴＮ)

　 　 根据混淆矩阵ꎬ可以计算模型的准确率和 Ｆ１ 度量ꎬ
其数学表达分别为:

准确率＝ ＴＰ＋ＴＮ
ＴＰ＋ＴＮ＋ＦＰ＋ＦＮ

×１００％ (３)

Ｆ１＝ ２ＴＰ
２ＴＰ＋ＦＰ＋ＦＮ

(４)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数据集分析

文中数据均来自实际现场ꎬ违规行为表现形态多样ꎬ
有未带安全帽、未使用保险绳、未设置隔离栅栏等ꎮ 总数

据为 １６５个ꎬ其中“行为违规”数据 １３５个ꎬ“行为正常”数
据 ３０个ꎮ 数据增强后ꎬ训练验证数据 ７５８ 个ꎬ其中“行为

正常”数据为 ３８０个ꎬ“行为违规”数据 ３７９ 个ꎮ 训练验证

数据集 ８０％数据进行训练ꎬ２０％数据进行验证ꎻ测试数据

３２２个ꎬ其中“行为正常”数据 １６０ 个ꎬ“行为违规”数据

１６２个ꎮ

３.２　 迁移学习有效性分析

采用文献[１６]所示的网络结构和参数ꎬ对网络进行

训练ꎮ 图 ４为训练过程图ꎬ训练结果收敛且验证准确率较

高ꎬ达到 ８８％ꎬ验证了迁移学习的可行性和有效性ꎮ

３.３　 不同迁移学习模型的特征提取能力

分析

　 　 文中使用扩充后的数据进行迁移学习ꎬ将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同其他预训练模型 ＡｌｅｘＮｅｔ 网络、 ＳｑｕｅｅｚｅＮｅｔ 和
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 网络的识别能力进行了比较ꎬ测试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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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训练过程图

表 ２　 评估结果

模型 准确率 / (％) Ｆ１度量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８９.８ ０.８９

ＡｌｅｘＮｅｔ ７３.６ ０.７１

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 ８５.４ ０.８４

ＳｑｕｅｅｚｅＮｅｔ ７８.９ ０.７５

　 　 测试结果表明ꎬ从准确率指标和 Ｆ１ 度量指标上来

看ꎬＲｅｓＮｅｔ － １８ 网络的性能要远远高于 ＡｌｅｘＮｅｔ 网络、
ＳｑｕｅｅｚｅＮｅｔ网络和 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 网络ꎬ准确率指标分别高

１６.２％、４.４％和 １０.９％ꎻＦ１ 度量指标分别高 ０.１８、０.０５ 和

０.１４ꎮ 为更加直观体现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的性能ꎬ文中使用类激

活可视化(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ꎬ ＣＡＭ)方法将表中性能最

好的两个神经网络进行可视化ꎬ色标值越高意味该区域对

识别结果影响越大ꎬ如图 ５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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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sNet-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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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原图和不同模型类激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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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与自动化 白景涛ꎬ等基于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ＫＮＮ的变电站人员电气违规行为识别

图 ５(ａ)为一张设置隔离栅栏的照片ꎬ理想的关注区

域应该为人和栅栏所在区域ꎮ 由图 ５(ｂ)、图 ５(ｃ)可知ꎬ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网络的关注区域相比于 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ꎬ更接近人们

理想的关注区域ꎬ说明该模型更接近人类智能ꎬ特征提取

能力强ꎮ
为进一步提升模型的性能ꎬ本文使用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网络

进行 特 征 提 取ꎬ 然 后 使 用 ＫＮＮ 进 行 分 类ꎬ 建 立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ＫＮＮ模型ꎮ

３.４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ＫＮＮ 模型能力分析

原始数据由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特征提取的特征向量为

５１２维ꎬ形成 ７５８ ´５１２ 的训练数据集ꎻ３２２ ´５１２ 的测试验

证集ꎮ 文中使用 ５折交叉验证的方法训练 ＫＮＮ 分类器ꎬ
并将它与支持向量机(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ꎬ ＳＶＭ)和决

策树(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ꎬ ＤＴ)分类器做了对比ꎬ评估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评估结果

模型 准确率 / (％) Ｆ１度量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ＫＮＮ ９０.７ ０.９１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８９.８ ０.８９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ＳＶＭ ８４.２ ０.８２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ＤＴ ６２.１ ０.５９

　 　 由表 ３ 可知ꎬ相比于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ＳＶＭ 和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ＤＴꎬ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ＫＮＮ的准确率指标和 Ｆ１度量

分别高 ０. ９％、６. ５％、２８. ６％和 ０. ０２、０. ０９、０. ３２ꎮ 这说明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ＫＮＮ模型拥有很好的性能ꎬ可以准确识别变

电站人员行为是否违规ꎮ

４　 结语

本文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变电站人员电气违规行为

的识别方法ꎮ 运用迁移学习和数据增强技术解决了数据

样本不足且数据样本类别不均衡的问题ꎮ 利用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进行迁移学习ꎬ完成原始数据特征提取ꎻ利用 ＫＮＮ分

类器完成变电站人员电气违规行为的识别ꎮ 实验结果表

明ꎬ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ＫＮＮ 模型的准确性和 Ｆ１ 较高ꎬ可以准确

识别变电站人员是否有违规行为ꎮ 该模型具有很强的应

用价值ꎬ可以及时发出预警ꎬ减少违规事件的发生ꎮ 本文

后续研究工作将丰富更多电力行为相关场景ꎬ扩充更多的

样本信息ꎬ更好地实现电力系统变电站的安全智能管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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