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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进行电网自然灾害风险预警，减少自然灾害对

电网的影响，研究了基于区块链 (block chain，BC)技术的

电网灾害预警决策系统。首先，根据电网与自然灾害之间

的耦合作用关系，挖掘电网智能设备采集数据及自然气象

等信息资源，搭建了区块链支持的电网灾害预警决策系统

的总体架构。然后，以电网冰灾为例，根据气象预报和微

地形等信息，利用模型预测控制 (model prediction control，
MPC)算法修正了电网输电线路覆冰模型，建立了由线路

覆冰过重、舞动以及绝缘子闪络引发的线路故障概率模型。

最后，通过 MPC算法求解输电线路覆冰预警模型，实现了

线路故障预警。以某市西北部和中部几条 220kV线路为例

进行覆冰预测分析，验证了提出的基于区块链的电网灾害

预警决策系统对覆冰厚度进行预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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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early  warning  of  natural
disaster risk for power grid and furthest reduce the affect of nat-
ural  disaster  on  power  grid,  a  block  chain  technology  based
power grid disaster early war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system
was  researched.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grid  and  natural  disaster,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such  as  the  data  collected  by  power  grid  intelligent
devices and natural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so on were
mined  to  construct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power  grid
disaster  early  war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system  supported
by  block  chain.  Secondly,  taking  the  ice  disaster  occurred  in
power grid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weather forecast, microto-
pography information  and  so  on  and  by  use  of  model   predic-
tion  control  (MPC)  algorithm  the  ice-coated  model  of  power
network  transmission  line  was  revised,  and  the  probabilistic
model  of  transmission  line  fault  caused  by  overweight  of  ice-
coating,  transmission  lines  galloping  and  insulator  flashover
was established. Finally, the early warning model of ice-coated

transmission  line  was  solved  by  MPC algorithm to  realize  the
early  warning  of  transmission  line.  Taking  several  220  kV
transmission line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west regions
of a certain city for example, the predicted analysis on ice-coat-
ing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util-
izing the proposed block chain based power grid disaster early
war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system for the forecasting of the
ice-coated thickness on transmission line are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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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剧烈，恶劣天气和极

端自然灾害频发给电力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造成了电网大规模停电和输变电等相关设备损坏，

使得在极端自然灾害下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及

相应的灾害预警防灾策略得到广泛研究 [1]。电网

预警防灾的重点在于降低设备故障发生的概率和

频率，随着现在设备制造工艺水平和设备运行维

护水平的提高，电网故障率主要由雷电、山火、

冰灾等气象因素造成，因此，现在电网预警决策

研究应重点关注极端自然气象灾害致灾 [2-3]。

如何实现电网在极端自然灾害条件下的故障

预警，相关专家做了诸多研究。文献 [4]分析了极

端冰雪灾害下电力系统安全评估研究现状和技术

需求，设计考虑冰雪灾害影响的电网安全评估框

架，提出了气象–电气混合仿真的概念并讨论混

合仿真实现的途径。文献 [5]针对降雨诱发滑坡

灾害下输电杆塔的预警，提出了滑坡影响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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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分级方法，并基于双因素分级叠合法分别构

建输电杆塔的风险预警方法。文献 [6]分析了冻

雨影响电网故障率的相关规律，通过线路实测信

息在线评估输电线故障率的变化，根据潮流转移

的电气及系统崩溃的动力学规律，建立冰灾停电

风险的早期预警模型。文献 [7]根据山火造成电

力设备故障的途径和机理，将山火信息与地理环

境、气象信息相结合，预报输电线故障率的时空

分布，提高电网停电防御系统对山火灾害的预警

能力。文献 [8]通过分析灾害的成因和过程，根

据先进科学研究与历史资料探索，建立知识平台、

数据探勘及综合管理机制，构建了防灾预警与救

灾决策支持系统。文献 [9]系统整合了专业气象

数据、雷电数据、电网生产运行等信息资源，采

用 B/S分层框架设计模式，结合 J2EE等跨平台

技术，实现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电网气象预警防

灾应用功能。诸多学者对于自然灾害下电网大规

模停电亦提出了较多相关预防措施，仍然无法完

全避免该类事故的发生 [10-11]。综合以上研究文献

可以看出，诸多学者已经对自然灾害下电网的预

警决策技术、方法以及相关的系统进行了研究，

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1）对于灾害数据缺少分

布式存储、管理、分析、共享的机制，各类灾害

之间相互独立，导致电网灾害预警决策方面未能

对已有的信息资源进行充分挖掘；2）电网和自

然灾害之间缺少耦合作用关系的分析，未能制定

灾害发生全过程、系统性的预警决策解决方案。

区块链 (block chaint，BC)技术因其安全性、

可追溯、具有良好的共享机制等优点在电力系统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12-15]。基于以上问题，本文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电网自然灾害预警决策系统，

设计了基于区块链的电网自然灾害预警决策的总

体框架，并根据系统测得的实时信息对电网故障

进行预警，修正了配电网线路覆冰预测模型，并

基于该模型构建了由线路覆冰、舞动以及绝缘子

闪络引发的线路故障概率模型，提高了预警决策

系统的预警能力和准确率。 

1    电网灾害预警决策系统总体设计
 

1.1    电网与自然灾害耦合作用关系

电网自然灾害主要是指电网（承灾体）设备

和系统主体与自然环境（孕灾环境）综合作用下，

由致灾因子对电网产生破坏性影响的现象和过程[16]。

孕灾环境主要作用是孕育产生致灾因子和作为载

体承载传递灾害，可将孕灾环境划分为气象环境、

地质地貌环境、植被环境等常规孕灾环境，及走

廊微地形和走廊微气象等电网特有孕灾环境。孕

灾因子是由孕灾环境发生异变产生，不能独立存

在，孕灾因子不断演变的过程会改变所处环境和

电网承灾体的时空特性，其影响将会反作用于孕

灾环境，各要素间相互影响和转化关系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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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网自然灾害各要素之间生态关系图

Fig. 1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elementary factors of
power grid natural disasters

 

  

1.2    基于区块链的电网灾害预警决策系统

区块链支持的电网灾害预警决策系统应该满

足以下几点实际需求：1）针对灾害发生点进行

数据采集、存储、管理；2）就灾害发展态势进

行实时计算分析，准确有效地发出预测预警信号；

3）对灾害现场能实现全景信息可视化；4）加强

灾害预警决策过程中各部门工作人员的信息共享

和协同。

基于电网与自然灾害耦合作用关系及系统需

求，本文将区块链技术与边缘计算 (edge computing，
EC)结合来设计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的架构。EC主

要是贴近灾害发生点对现场信息数据进行采集，

为区块链提供实时计算和对灾情演化进行分析预

测，利用区块链技术将计算分析结果进行分布式

存储管理，弥补 EC在存储和设备管理上的不足，

二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 [17]。考虑到系统中设备

异构性和分布式管理等问题，为有效实现数据信

息共享和决策的快速共识，本文采用图 2所示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 EC 工业物联网架构 (block chaint-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BC-IIoT)，区块链的哈

希算法、非对称加密算法和共识机制等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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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架构等基础内容不再赘述 [18-20]。

1）设备层：主要是电网中的感知和测量等

边缘设备，通过能量管理系统（energy management
system，EMS）和广域测量系统（wide area measure-
ment system，WAMS）采集电网模型参数以及实

时设备运行工况信息，常规的气象和灾害等信息

通过提供的数据端口进行采集，并将采集的信息

相应的存储到 BC-1、BC-2等区块中，该层区块

链为系统提供数据支持和文件服务工程，以供其

他结构层读取和存储信息数据。

2）容器层：架设了具备数据缓存和本地计

算能力的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IoT）网关，

该种数据传输终端将分散布置的边缘设备与网络

服务器以分布式点对点 (peer to peer, P2P) 结构桥

接起来，实现点对点交流并一同封装到容器中进

行虚拟化成为功能发布到中间层。这样将不同设

备进行组合有利于资源整合，同时数据经过容器

层处理以后得到精简，使得核心网络的传播数据

大大降低，有利于预警决策系统高效运行和信息

的实时共享。

3）中间层：在 BC-IIoT架构上开发子区块链

系统及其应用功能，为外部环境信息提供接口和

进行交互管理；对多源环境数据的预处理和修正，

提高环境数据精度；计算外部环境数据和电网设

备的关联结果；封装可视化基础应用程序等。

4）应用层：主要将中间层所提供的功能和

服务根据不同的需求实现多层次应用。分析预警

区块链能够在线评估灾害引发设备故障率；并根

据采集的灾害现场实时数据自动生成预想事故集；

对群发性故障进行仿真和安全性评估等。控制决

策区块链将预警区块链计算得到的预警结果进行

汇总分析，除了常规情况下的安全稳定预防控制

和校正辅助决策外，还可以根据环境对电网设备

产生的影响在线识别调节范围和调节代价，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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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网自然灾害预警决策系统总体架构

Fig. 2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power grid natural disaster early war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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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控制决策空间。在电网发生大面积停电时，

启动紧急状态下校正辅助控制帮助调度人员迅速、

安全、经济地恢复供电，应用层的设计能有效地

规避恢复过程中的停电风险，提高预警决策的效

率和电网的智能化水平。

5）用户层：主要包括管理人员（负责管理

服务器和设备）、分析人员（负责分析灾情发展

态势）、操作人员（负责设备控制操作）以及安

全监督人员（负责监督系统异常数据）这 4种类

型的用户，不同的用户拥有不同的管理权限，可

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增加或删除用户类型。 

2    线路覆冰预测预警模型

山火、泥石流、覆冰、雷电、地震等极端自

然灾害对电网设备或系统主体造成直接性或间接

性的破坏，其中覆冰灾害影响范围最广，破坏程

度较深，诸多学者也对覆冰灾害进行了研究 [21-24]。

在构建的区块链电网自然灾害预警决策系统

的支持下，自然灾害预测预警模型能实时获取电

网设备和自然环境等信息，弥补以往预测预警模

型在获取全局信息方面的不足，本文接下来将以

线路覆冰灾害为例，结合模型预测控制 (model
prediction control，MPC)算法 [25] 构建覆冰厚度预

测模型，改进覆冰过重、舞动、绝缘子闪络等因

素引发线路故障率模型，提高预测预警准确度。 

2.1    构建基于 MPC 的覆冰预测模型

MPC主要包括 3个特点：预测模型、滚动优

化和反馈校正，其预测控制原理如图 3所示，横

坐标轴为时间轴，纵坐标轴表示输出值，坐标原

点 k 处表示当前所在的时刻，原点左侧代表代表

过去的状态、右侧代表未来的状态，M、P 分别

表示了控制步长和预测步长（通常 M>P）。ys 为

设定值，yr(k)期望值不断逼近设定值。预测控制

算法通过计算当前及未来预测 M 个时刻内的控制

量 u(k)使得预测值 ym(k)逼近于期望值，从而使

误差最小。简而言之，就是根据被控系统模型、

当前状态和约束条件，在线反复的求出最优的控

制序列的过程。MPC的数学模型为：

输入变量：

x[k+1] = z[x(k),u(k|k),k ⩾ 0] (1)

滚动优化函数：

minR[x(k),u] =
P−1∑
i=0

Z[x(k+ i |k ),u(k+ i |k )]+

V[x(k+P |k )] (2)

约束条件：

s.t.


x(k+ i+1 |k ) = l[x(k+ i |k ),u(k+ i |k )]

x(k+ i+1 |k ) ∈ X

u(k+ i |k ) ∈ U

(3)

u (k |k )

式中：R()为性能指标函数；V()为滚动变量函数；

X 为系统状态集合； 为被控对象的第一个输

入量；U 为系统控制输入集合；通过性能指标函

数求出的最优控制集合表示为 U*，并取 U*的第

一个元素作用于被控系统。

在输电线路覆冰形成的过程中，风向、风速、

湿度、温度、气压 5个气象因素对输电线路覆冰

厚度影响最大，其形成条件一般需要满足设备表

面温度在 0 ℃ 以下、空气湿度在 85%以上且风

速大于 1 m/s。文献 [26]构建了冻雨滴在物体上

形成均匀覆冰的厚度预测模型：

L(ti+1) = L(ti)+
w ti+1

ti

√
ρ(t)2θ2+0.033124v(t)2 p(t)1.76

π ρ︸                                      ︷︷                                      ︸
∆L

dt

(4)

ρ

θ ∆L

式中：L 为覆冰厚度；p 为降水量； 为覆冰密度；

v 为风速； 为空气相对湿度； 为覆冰厚度增量。

min M = µ1

A∑
t=1

∣∣∣∣∣∣∣∣∣∣∣∣
v1

t − v2
t

v1
t︸  ︷︷  ︸
∆v

∣∣∣∣∣∣∣∣∣∣∣∣+µ2

A∑
t=1

∣∣∣∣∣∣∣∣∣∣∣∣∣
p1

t − p2
t

p1
t︸   ︷︷   ︸
∆p

∣∣∣∣∣∣∣∣∣∣∣∣∣
+

µ3

A∑
t=1

∣∣∣∣∣∣∣∣∣∣∣∣
θ1t − θ2t
θ1t︸  ︷︷  ︸
∆θ

∣∣∣∣∣∣∣∣∣∣∣∣+µ4

A∑
t=1

∣∣∣∣∣∣∣∣∣∣∣∣
F1

t −F2
t

F1
t︸   ︷︷   ︸
∆F

∣∣∣∣∣∣∣∣∣∣∣∣
(5)

v1
t v2

t式中： 、 分别为 t 时刻风速预测值和风速修正

 

过去

y

ys
yr(k)

ym(k)

kk t

u(k)

k+Pk+Mk+1

未来

y(k)

图 3    MPC 原理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M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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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t p2

t

θ1t θ2t

F1
t F2

t

µi (i = 1、2、3、4)

值； 、 分别为降水量预测值和降水量修正值；

、 分别为空气相对湿度预测值和相对湿度修

正值； 、 分别为温度预测值和温度修正值；

为权重系数；A 为一天内的预测

时段数。

为了使得预测模型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具有

更准确的预测值，需要基于 BC-IIoT架构构建的

智能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经过区域全局统筹分析，

对给定的参考值 Ls 进行跟踪，使得预测误差达到

最小，其误差优化准则为

minZ(k) = [Y(k)−Y′(k)]2+ρ∆u2(k) (6)

Y(k) Y′(k)

ρ ∆u (k)

式中： 为预测输出序列； 为期望输出序

列； 为加权控制系数； 为控制变量向量。

θt

∆v ∆p ∆θ ∆F

∆L
Ls y(k)

根据 2.1小节的预测模型，选取 vt、pt、 、

Ft 构成状态变量 x(k)，以 、 、 、 构成控

制变量 u(k)，以覆冰厚度超短期预测增量 构成

扰动变量 d (k)，以 构成输出变量 ，建立多输

入、多输出的状态模型为{
x(k+∆t) = H1x(k)+H2u(k)+H3d(k)
y(k) = [Ls(k)]T (7)

H1 H2 H3式中 、 、 为系数矩阵。

为进一步优化式（7）滚动预测过程，假设

在滚动预测的时段内，测得 tk 时刻之前 n 个时刻

的覆冰厚度参考值，在滚动预测时间段内 tk 时刻

之后 n 个覆冰厚度预测值，则通过超短时段内参

考值与预测值的吻合度来进一步校正覆冰厚度预

测模型，其吻合度表达式为

α(kn) =
1

n−1

n∑
j=2

Ls(tk j )−Ls(tk j−1 )

L(tk j )−Ls(tk j−1 )
(8)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修正后的覆冰厚度预测模

型为
L(tk+i+1) = L(tk)+

α(kn)
w tk+i+1

tk+i

√
ρ(t)2θ2+0.033124v(t)2 p(t)1.76

π ρ︸                                      ︷︷                                      ︸
∆L

dt (9)

 

2.2    覆冰引发输电线路故障率计算

覆冰线路故障引发因素主要包括线路覆冰过

重、线路舞动、绝缘子污秽，本文将输电线路按

照地形、地貌和污染程度等周边环境特征跨档分

成不同的线段。假设同一划分线段覆冰厚度、风

力和污秽程度均相同，其中一档的覆冰荷载表达

式为

I = 10−6πρg0Ld (Ld+D) Li (10)

g0 Ld Li式中： 为重力加速度； 为线路覆冰厚度；

为该档线路长度；D 为线路截面等效直径。

考虑微地形因素对线路在垂直方面的风荷载

的影响，构建风荷载表达式为

Wa =
va

2 (2Ld+D) Li

1600
,a = 1,2 (11)

式中：a=1表示垂直风荷载；a=2表示水平风荷

载。该档输电线路自重 G 的表达式为

G =
10−3πD2ρlg0Li

4
(12)

ρl式中 为输电导线的密度。

由此得出，该档导线在冰冻灾害下的冰风总

比载的表达式为

f =
[(I+G+W1)2+W2

2]1/2

πD2Li/4
(13)

Pice σmax

采用指数函数拟合覆冰过重导致线路断线故

障概率 与导线承受最大承受力 之间的关系

表达式 [6] 为

Pice =

A1e
σmax

B1 ,σmax < λσs

0.01 ,σmax ⩾ λσs

(14)

σs λ

A1 B1

式中： 为导线设计承受力； 为线路安全系数；

和 为常数。

参照式（14）得出杆塔倾倒故障率表达式为

Pd =

A2e
∆F
B2 ,∆F < ηFT

0.01 ,∆F ⩾ ηFT

(15)

∆F

η A2

B2

式中： 为杆塔两侧不平衡拉力，其具体表达式

如式（16）所示； 为杆塔设计的安全系数； 和

为常数。

∆F=
hπ D2

4
[σ1

2+σ2
2−2σ1σ2 cosθz]1/2 (16)

σ1 σ2 θz

h

式中： 、 分别为杆塔两侧水平拉力； 为杆

塔两侧线路夹角； 为杆塔两侧输电线路数量。

通过该档线路进行受力分析，线路主要是由

于风力与导线的自重力形成的合力导致舞动，其

线路舞动幅值表达式为

D = cDmax sin
2π
λ

sinϖt (17)

c Dmax

ϖ λ

式中： 为舞动点到终端点的距离； 为舞动最

大幅值； 为舞动频率； 为舞动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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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7）可以看出，舞动的幅值仅与舞动

频率、舞动夹角和线路舞动点到终端点的距离有

关，因此文章近似认为舞动幅值引发线路故障呈

线性关系，其故障率表达式用分段函数表示为

Pwd =


0, D < D1

D−D1

D2−D1
, D1 < D < D2

1, D > D2

(18)

D1 D2式中： 、 为与线路长度、覆冰厚度、水平拉

力等相关的系数。

影响绝缘子闪络电压 U 的因素主要包括覆冰

前绝缘子盐密、绝缘子类型、海拔高度、覆冰重

量等，文章采用绝缘子闪络电压 U 表达式为

U =Cρ −e
SSDσ

−d
20◦C

(
1− Hins

45.1

)3.216(
1− GI−wei

45.1

)4.36
(19)

C ρSSD

σ20 Hins

GI−wei

式中： 和 d 为绝缘子相关参数； 为覆冰前绝

缘子盐密； 为 20 ℃ 时覆冰水电导率； 为

海拔高度； 为覆冰重量；e 为污染特征指数。

参照式（14）的形式得出绝缘子闪络故障率

的表达式为

Pins =

A3e
U0−U

B3 ,U > U0

0.01 ,U ⩽ U0

(20)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计算第 i 条线路的第 j 档
的故障率，文章假设不同故障类型之间相互独立，

则 j 档线路故障率表达式为

Pi j = 1− (1−Pi j,ice)(1−Pi j,d)(1−Pi j,wd)(1−Pi j,ins) (21)

第 i 线路总的故障率表达式为

Pi = 1−
n∏

j=1

(1−Pi j) (22)

式中 n 为第 i 线路档个数。 

3    预测预警模型的求解方法

实时 MPC算法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并且对

模型的精确性要求不高，文章利用实时 MPC算

法对预测预警模型进行求解。从区块链智能预测

预警系统的设备层读取天气环境、地理环境和电

网设备运行工况等信息，并按照地理环境特征对

输电线路进行分段。通过构建的覆冰预测预警状

态空间模型对覆冰厚度进行预测，进而对覆冰过

重引发的线路断线、杆塔倾倒、线路舞动和绝缘

子闪络等故障率进行评估，区块链支持的 MPC

预测模型求解流程如图 4所示。
 
 

开始

按照地理环境信息将输

电线路分段

从区块链智能预测预警系
统读入地形、地貌等静态

地理环境信息

从预测预警系统读入风速、温

度、相对湿度等实时信息

构建多输入、多输出的状态空

间预测模型(式(7))

获取时段tk系统的实时

状态变量x(k)

更新确定最大预测时长     

 时间内线路覆冰厚度增量

将模型预测控制算法中的实时滚
动优化转化为混合整数非线性规

划问题，目标函数为式（6）

求解控制变量c(k)和

输出变量y(k)

是否完成周期优    

化？

进行k+1 Δt时段

的滚动优化

N

输出输电线路的预

测覆冰厚度

Y

评估覆冰过重引发输

电线路断线故障率

评估覆冰过重引发杆

塔倾倒故障率

评估输电线路覆冰

舞动引发故障率

评估输电线路覆冰

闪络引发故障率

综合评估输电线路由覆

冰灾害引发的故障率

将输电线路按照故障

率大小进行排序

结束

 

图 4    区块链支持的覆冰灾害引发线路

故障率评估方法流程图

Fig. 4    Flowchart of block chain supported method to
assess line failure rate caused by ice-coating disaster

  

4    算例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搭建的基于区块链的电网自然

灾害预测预警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选取某市

西北部和中部几条 220 kV线路进行覆冰预测分析。

某市 1条 220 kV北发线某档线路在连续 5天

时间里覆冰厚度实际测量数据见表 1。由 1月 6
日早间开始覆冰变化，随着未来 5天内的降雨量

的增加，线路覆冰厚度也随之增加，但覆冰变化

情况也根据风速和温度的变化不尽相同。

以表 1实测数据作为基准参照，比较原系统

与本文系统对该线路覆冰厚度预测值，如图 5所

示。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本文预警系统对覆冰厚

度预测的相对误差最大值为 2.14%，相对误差最

小值为 0.41%，而原系统测得覆冰厚度值的相对

误差最大值为 7.46%，相对误差最小值为 1.36%。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本文研究的预测预警系统能

够有效地提高覆冰预测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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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给出了 70号、60号、09号和 83号线路

段覆冰故障率与降雨量之间的变化趋势图。由图 6
可以看出，4条线路段故障率变化的总体趋势均

为随降雨量的增加而上升，但不同线路段因所处

地理环境因素、风速和温度等气象因素的影响而

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进一步对比修正后模型与未修正模型对冰

灾引发线路故障率的预测效果，本文选取了 6条

架空线路段进行预测分析，并且按照故障严重程

度进行排序，其预测对比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

知，经 MPC算法修正后的覆冰灾害故障率比未

修正时预测准确度更高，且更符合实际情况。其

中，37号线路段、26号线路段和 67号线路段覆

冰灾害发生故障率较高，主要因为这 3条线路段

与风向所成夹角均约为 90°，较易形成覆冰，11
号线路段与风向所成夹角很小，不易形成覆冰。

58号线路段与 67号线路段同属于 1条输电线路，

2个线路分段引发的故障率存在着较大差别，主

要是因为两分段线路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由此

可以看出微地形、微地貌对线路覆冰具有较大影

响。本文基于区块链智能预测预警系统将线路进

行分段分析具有实际意义。 

5    结论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飞速发展，电网企业愈加

重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本文基于区块链技术构

建了电网自然灾害预测预警系统。以覆冰灾害为

例，利用 MPC方法修正了覆冰厚度预测模型，

提高了覆冰预测模型的准确度，验证了基于区块

链预测预警系统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接下来，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山火、

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预测预警功能，增强该系统应

对自然灾害的预测预警能力，为区块链技术在电

网自然灾害预警和防范等方面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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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修正前后覆冰灾害故障率预测值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forecasted failure rate of ice-

coating disaster before and after the correction
 

线路
段名

修正前故障
概率值

修正后故障
概率值

修正前
排序

修正后
排序

实际
排序

11号 0.0251 0.0347 6 6 6

37号 0.0412 0.0459 2 3 3

26号 0.0375 0.0467 4 2 2

58号 0.0427 0.0385 1 4 4

67号 0.0382 0.0471 3 1 1

101号 0.0273 0.0362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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