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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

试分析平台及检测方法，该平台包括：各类测试

仪器，其与测试分析计算机连接，用于传输各项

测试相关数据；测试分析计算机，主要包含检测

系统、数据库系统、历史记录系统三部分；检测系

统可接收相关数据，自动进行数据校核、自动测

试与分析，最终得到测试结果并生成满足国标格

式的测试报告；检测系统分为离线模式和在线模

式两种工作模式；数据库系统提供数据储存功

能，并可对数据进行增、删、改、查等操作；历史记

录系统提供了查看历史报告和历史数据导出功

能。本发明的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及检测方法能够

实现并网性能测试的自动化，大幅提高了现场测

试、分析数据、生成报告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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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测试仪器和测试分析计

算机；测试仪器与场站测试点二次侧相连，读取新能源并网性能数据，同时将读取的并网性

能各项数据传输给测试分析计算机；

测试分析计算机设有自动测试分析平台，该平台包括检测系统、数据库系统、历史记录

系统；

检测系统接收并网性能测试相关数据，记录测试信息，自动进行数据校核、测试与分

析，最终得到测试结果并生测试报告，并将测试信息、测试数据、测试结果发送到数据库系

统中进行存储；

数据库系统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刷选，按数据表的形式分别进行存储，并向历史记录系

统发送历史测试的相关信息和数据；

历史记录系统将历史测试信息逐条在系统界面中显示供用户查看和导出相应历史测

试的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系

统包括模式选择模块、信息填写模块、站点选择模块、数据分析模块和报告生成模块；

模式选择模块选择当前测试的模式类型；

信息填写模块用于填写测试的基本信息，并向数据库写入相应的信息进行保存；

站点选择模块用于选择测试所在的站点，若预先填写好信息的站点中没有用户想要选

择的站点，需添加新的站点，并向数据库传输和更新相应的站点信息；

数据分析模块用于对测试仪器传入的数据进行处理，筛选出需要的数据，计算各项测

试的参数，并绘制出相应的图表，并将生成的结果和图表储存到数据库中；

报告生成模块根据数据分析模块中计算得出的数据和图表，按用户要求的各项测试报

告格式生成可编辑的报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式选

择模块包括模式选择单元、离线数据读取单元、在线数据连接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

模式选择单元选择当前测试是在离线模式或是在线模式下进行；

离线数据读取单元在离线模式下读取测试设备的离线数据包，根据不同的测试设备用

不同格式对数据进行读取；

在线数据连接单元与现场设备通过数据线直接连接，自动与现场设备建立通讯通道，

在每次测试完成后自动下载测试数据；

数据处理单元将离线模式和在线模式读取的数据转化为平台规定的数据格式。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填

写模块包括测试类型选择单元、基本信息填写单元和测试点图片单元；

测试类型选择单元选择当前测试的测试类型，并将选择的测试类型以数据标号的形式

存入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的数据库中；

基本信息填写单元在信息填写界面填写本次测试的测试基本信息，并将选择的基本信

息以存入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的基本信息表中；

测试点图片单元从本地文件中上传测试点图片，并在界面中显示出来，供用户判断上

传图片是否正确，并填写相应的测试点补充说明，并将图片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存入数据

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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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新能源

测试包括：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性能测试、风电场/光伏电站的电能质量

测试、风电场/光伏电站功率调节测试、风电场/光伏电站的高/低电压穿越能力测试和风电

场/光伏电站的电能质量接入评估。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数据

分析模块包括数据识别单元、分析计算单元、

数据识别单元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各个测试数据的不同特点，判断出该段数

据进行了何种测试、几次测试，根据判别结果对数据进行分段，并将分段后的数据导入分析

计算单元中；

分析计算单元对数据识别单元传输的分段数据，按照各项测试的要求计算各参数值，

并判断是否符合标准，将检测进度和检测结果实时传输给结果显示单元；

检测项进度条单元接收分析计算单元检测进度实时情况，并以百分比进度条的形式显

示出来，供用户进行查看；

结果显示单元在结果显示界面中显示分析计算单元中计算完成的各测试项目参数结

果，并弹出提醒窗口，告知用户该项测试是否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将结果信息存储到各

测试项目结果数据表中；

绘图单元根据导入的数据，采用GDI+技术绘制出相应的图像，便于用户能直观的观察

到数据情况，并对图像进行放大、缩小、坐标定位操作，以观察数据细节部分的具体情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库

系统包括信息储存模块、信息修改模块和数据更新模块；

信息储存模块储存检测系统中相应的数据和图表；

信息修改模块对存储的信息进行增、删、改、查操作，并在界面中显示出来；

数据更新模块对不同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进行更新操作，数据更新主要是将本地计算机

中的数据库通过网络与服务器数据库进行对比，下载本地数据库中缺少的数据，上传本地

数据库中新添加的或经过修改的数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更

新模块包括服务器数据库、数据下载单、数据传输单元；

服务器数据库对所有计算机本地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汇总、更新、备份；通过数据下载

单元和数据传输单元与离线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交互；

数据下载单元根据需求下载服务器数据库中各数据表的数据；

数据对比单元从服务器数据库中下载的数据与本地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判

断本地数据库中是否有新更新的数据或是缺失了服务器数据库中的某些数据；

数据传输单元根据数据对比单元的结果，分别对服务器数据库和本地数据库的数据进

行更新。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历史记

录系统包括历史报告模块和数据导出模块；

历史报告模块传输数据库中历史测试的结果和图表数据，并将此数据在历史报告显示

界面中显示出来让用户进行查看；

数据导出模块用于在用户从历史报告模块中确定要导出何次测试何次结果的数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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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库中以用户要求的格式导出相应的数据。

10.一种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选择模式选择模块，根据当前测试是否是现场测试，选择在线模式或离线模式

进行数据导入；

步骤S2：选择信息填写模块，填写本次测试的基本信息，并将基本信息导入信息存储模

块中进行保存，并在测试类型选择单元选择具体测试类型；

步骤S3：选择站点选择模块，选择测试所在的站点；

步骤S4：依据选择的测试类型，利用数据识别单元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

分段，并将分段后的数据导入分析计算单元中；

步骤S5：对数据识别单元传输的分段数据，按照各项测试的要求计算各参数值，并判断

是否符合标准；将符合标准的测试数据存储到信息存储模块的测试数据表中，并将分析结

果导入到结果显示单元；

步骤S6：在结果显示界面中，绘制出相应的图像，并显示分析计算单元中计算完成的各

测试项目参数结果；将结果信息存储到信息存储模块的各测试项目结果数据表中；

步骤S7：报告生成模块根据测试单位提供的测试报告模板，将测试数据图表，分析结果

导入到模板，生成最终报告。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测试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在线模式数据

导入的方法包括：

步骤S11：根据所采用的测试仪器的特定解析软件解析数据；

步骤S12：根据对应解析软件解析过程，利用编程语言控制对应解析软件Windows  API

机制，控制软件句柄解析过程，实现数据解密，解析；

步骤S13：将解析后的数据导入到统一格式EXCEL或者TXT中备用。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测试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测试数据存储

方法包括：根据不同的测试类型数据，在数据库中建立对应的测试数据表；将统一维度数据

压缩成一个字符串，其中以逗号分隔开，存入对应栏的数据格子中；每有一个新的同类型测

试，则新建一行数据，如此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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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并网测试与运行分析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能源并网性能自

动测试分析平台及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资源与环境带来的问题愈加突出，可再生能源技术得到了持续的关

注与研究，促进了新能源发电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大量的新能源接入配电网工程。为保证

安全消纳这部分能源，接入配电网之前要对新能源站进行入网评估。接入后，要对该部分能

源站定期进行并网性能测试与运行分析。

[0003] 随着每年接入配电网的新能源场站的增多，每年的测试次数逐步递增，并且测试

需要依据《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3-2011）；《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  12325-2008）；《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4-2012）等国家标准

进行全面测试，最后需要出具一份完备的测试结果报告。现阶段入网评估和定期测试的数

目已经导致测试部门人员工作密集且繁重。

[0004] 目前的测试工作主要是由测试人员亲自到场站上，安排场站人员进行倒闸操作

后，通过测量仪器采集数据，将数据进行导出，使用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绘图，然后人工

分析，校核。确定数据无误后，对下一测试项进行操作，直至全部项测试完毕后，收集全部数

据后撰写报告。全部流程进行一次需要一周时间。并且期间因测试项目要求，需要使不同的

测量仪器和软件，较为繁琐。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

台及检测方法，能够极大简化对新能源并网性能测试的步骤，有效解决了人工提取数据，分

析数据，撰写报告的低效率和低精度问题。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包括测试仪器和测试分析计算机；

测试仪器与场站测试点二次侧相连，读取新能源并网性能数据，同时将读取的并网性

能各项数据传输给测试分析计算机；

测试分析计算机设有自动测试分析平台，该平台包括检测系统、数据库系统、历史记录

系统；

检测系统接收并网性能测试相关数据，记录测试信息，自动进行数据校核、测试与分

析，最终得到测试结果并生测试报告，并将测试信息、测试数据、测试结果发送到数据库系

统中进行存储；

数据库系统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刷选，按数据表的形式分别进行存储，并向历史记录系

统发送历史测试的相关信息和数据；

历史记录系统将历史测试信息逐条在系统界面中显示供用户查看和导出相应历史测

试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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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的，所述检测系统包括模式选择模块、信息填写模块、站点选择模块、数据

分析模块和报告生成模块；

模式选择模块选择当前测试的模式类型；

信息填写模块用于填写测试的基本信息，并向数据库写入相应的信息进行保存；

站点选择模块用于选择测试所在的站点，若预先填写好信息的站点中没有用户想要选

择的站点，需添加新的站点，并向数据库传输和更新相应的站点信息；

数据分析模块用于对测试仪器传入的数据进行处理，筛选出需要的数据，计算各项测

试的参数，并绘制出相应的图表，并将生成的结果和图表储存到数据库中；

报告生成模块根据数据分析模块中计算得出的数据和图表，按用户要求的各项测试报

告格式生成可编辑的报告。

[0007] 更进一步的，所述模式选择模块包括模式选择单元、离线数据读取单元、在线数据

连接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

模式选择单元选择当前测试是在离线模式或是在线模式下进行；

离线数据读取单元在离线模式下读取测试设备的离线数据包，根据不同的测试设备用

不同格式对数据进行读取；

在线数据连接单元与现场设备通过数据线直接连接，自动与现场设备建立通讯通道，

在每次测试完成后自动下载测试数据；

数据处理单元将离线模式和在线模式读取的数据转化为平台规定的数据格式。

[0008] 更进一步的，所述信息填写模块包括测试类型选择单元、基本信息填写单元和测

试点图片单元；

测试类型选择单元选择当前测试的测试类型，并将选择的测试类型以数据标号的形式

存入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的数据库中；

基本信息填写单元在信息填写界面填写本次测试的测试基本信息，并将选择的基本信

息以存入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的基本信息表中；

测试点图片单元从本地文件中上传测试点图片，并在界面中显示出来，供用户判断上

传图片是否正确，并填写相应的测试点补充说明，并将图片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存入数据

库中。

[0009] 更进一步的，  所述的新能源测试包括：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性

能测试、风电场/光伏电站的电能质量测试、风电场/光伏电站功率调节测试、风电场/光伏

电站的高/低电压穿越能力测试和风电场/光伏电站的电能质量接入评估；

更进一步的，所述的数据分析模块包括数据识别单元、分析计算单元、检测项进度条单

元、结果显示单元；

数据识别单元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各个测试数据的不同特点，判断出该段数

据进行了何种测试、几次测试，根据判别结果对数据进行分段，并将分段后的数据导入分析

计算单元中；

分析计算单元对数据识别单元传输的分段数据，按照各项测试的要求计算各参数值，

并判断是否符合标准，将检测进度和检测结果实时传输给结果显示单元；

检测项进度条单元接收分析计算单元检测进度实时情况，并以百分比进度条的形式显

示出来，供用户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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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单元在结果显示界面中显示分析计算单元中计算完成的各测试项目参数结

果，并弹出提醒窗口，告知用户该项测试是否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将结果信息存储到各

测试项目结果数据表中；

绘图单元根据导入的数据，采用GDI+技术绘制出相应的图像，便于用户能直观的观察

到数据情况，并对图像进行放大、缩小、坐标定位操作，以观察数据细节部分的具体情况。

[0010] 更进一步的，所述数据库系统包括信息储存模块、信息修改模块和数据更新模块；

信息储存模块储存检测系统中相应的数据和图表；

信息修改模块对存储的信息进行增、删、改、查操作，并在界面中显示出来；

数据更新模块对不同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进行更新操作，数据更新主要是将本地计算机

中的数据库通过网络与服务器数据库进行对比，下载本地数据库中缺少的数据，上传本地

数据库中新添加的或经过修改的数据。

[0011] 更进一步的，所述数据更新模块包括服务器数据库、数据下载单、数据传输单元；

服务器数据库对所有计算机本地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汇总、更新、备份；通过数据下载

单元和数据传输单元与离线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交互；

数据下载单元根据需求下载服务器数据库中各数据表的数据；

数据对比单元从服务器数据库中下载的数据与本地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判

断本地数据库中是否有新更新的数据或是缺失了服务器数据库中的某些数据；

数据传输单元根据数据对比单元的结果，分别对服务器数据库和本地数据库的数据进

行更新。

[0012] 更进一步的，所述历史记录系统包括历史报告模块和数据导出模块；

历史报告模块传输数据库中历史测试的结果和图表数据，并将此数据在历史报告显示

界面中显示出来用用户进行查看；

数据导出模块用于在用户从历史报告模块中确定要导出何次测试何次结果的数据后，

从数据库中以用户要求的格式导出相应的数据。

[0013] 一种分布式能源及大功率负荷并网性能测试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选择模式选择模块，根据当前测试是否是现场测试，选择在线模式或离线模式

进行数据导入；

步骤S2：选择信息填写模块，填写本次测试的基本信息，并将基本信息导入信息存储模

块中进行保存，并在测试类型选择单元选择具体测试类型；

步骤S3：选择站点选择模块，选择测试所在的站点；

步骤S4：依据选择的测试类型，利用数据识别单元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

分段，并将分段后的数据导入分析计算单元中；

步骤S5：对数据识别单元传输的分段数据，按照各项测试的要求计算各参数值，并判断

是否符合标准；将符合标准的测试数据存储到信息存储模块的测试数据表中，并将分析结

果导入到结果显示单元；

步骤S6：在结果显示界面中，绘制出相应的图像，并显示分析计算单元中计算完成的各

测试项目参数结果；将结果信息存储到信息存储模块的各测试项目结果数据表中；

步骤S7：报告生成模块根据测试单位提供的测试报告模板，将测试数据图表，分析结果

导入到模板，生成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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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1中，在线模式数据导入的方法包括：

步骤S11：根据所采用的测试仪器的特定解析软件解析数据；

步骤S12：根据对应解析软件解析过程，利用编程语言控制对应解析软件Windows  API

机制，控制软件句柄解析过程，实现数据解密，解析；

步骤S13：将解析后的数据导入到统一格式EXCEL或者TXT中备用。

[0015] 更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5中，测试数据存储方法包括：根据不同的测试类型数据，

在数据库中建立对应的测试数据表；将统一维度数据压缩成一个字符串，其中以逗号分隔

开，存入对应栏的数据格子中；每有一个新的同类型测试，则新建一行数据，如此循环。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功能模块实现了数据格式的统一化，高效的数

据分析、直观的数据显示，自动化的检测报生成等，对测试分析过程实现了自动化控制，有

效解决了手动处理分析测试数据的低效率，简化了多仪器操作的复杂性；能够极大简化对

及大功率电力电子负荷并网性能测试的步骤，有效解决了人工提取数据，分析数据，撰写报

告的低效率和低精度问题。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用于分布式能源及大功率电力电子负荷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

台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模式选择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信息填写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数据分析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数据更新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一种用于新能源并网性

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自动测试分析平台的结构示意图，该检测平

台包括：测试仪器1和测试分析计算机2。

[0023] 测试仪器1与场站测试点二次侧0和测试分析计算机2相连接，其用于读取场站测

试点二次侧的电压电流信号，然后对信号进行计算处理，转化为各项测试所需要的数据发

送给测试分析计算机2，但测试仪器在使用之前需要人工在现场进行校对连接通讯等是否

正确。

[0024] 测试分析计算机2主要包括检测系统、数据库系统、历史记录系统三部分，可接收

测试仪器的相关数据，自动进行数据校核、自动测试与分析，最终得到测试结果并生成满足

国标格式的测试报告，并且分为离线模式和在线模式两种工作模式，可在现场直接连接测

试仪器操作，也可以在测试仪器取回后读取离线数据包进行测试分析。

[0025] 测试仪器1是一种场站电压电流信号接受装置，将读取电压电流数据自动进行计

算和处理，转化为各项测试需要的数据，例如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三相不平衡、闪变、频率、

总谐波畸变率等参数数据。测试仪器1包括不同数据格式的各类仪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仪

器：

表1测试仪器及对应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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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仪器 数据格式

1 Fluke1760 .def .nfs

2 电力士PX5 .DDB

3 G4500 .txt

4 德威创 .d7d

5 EIG .dml .lcc

6 优特奥科 压缩包

7 日置 .csv

该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可识别以上不同仪器的不同数据格式的数据，并对其进行相应的

处理，转化为平台需要的数据格式。

[0026] 测试分析计算机2，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系统：检测系统3，用于接收并网性能测试

相关数据，记录测试信息，自动进行数据校核、测试与分析，最终得到测试结果并生成满足

国标格式的测试报告，并将测试信息、测试数据、测试结果等发送到数据库系统4中进行存

储；数据库系统4，其与检测系统3连接，用于接收相应的测试信息，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刷选，

按数据表的形式分别进行存储，并可根据要求对存储的信息进行增、删、改、查等操作，同时

还与历史记录系统5连接，用于发送历史测试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历史记录系统5，其与数据

库系统连接4，用于接收历史测试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并将历史测试信息逐条在系统界面中

显示供用户查看和导出相应历史测试的数据。

[0027] 检测系统3包括：模式选择模块31，用于选择此次测试是在离线模式或是在线模式

下进行；信息填写模块32，用于填写测试的基本信息，并与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41相

连接，用于向数据库写入相应的信息进行保存；站点选择模块33，用于选择测试所在的站

点，站点可从事先填写好信息的站点中进行选择，可查看和修改该站点的信息，并与数据库

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41相连接，用于向数据库传输和更新相应的站点信息；数据分析模块

34，用于对测试仪器传入的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各项测试的参数，并使用GDI+技术绘制出相

应的图表，并可对数据图表进行编辑删、改等操作，并与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相连接

41，将生成的结果和图表储存到数据库中；报告生成模块35，其与数据分析模块34相连接，

根据数据分析模块中计算得出的数据和图表，按用户要求的各项测试报告格式生成可编辑

的报告。

[0028] 数据库系统4包括：信息储存模块41，其与检测系统中的信息填写模块32、站点选

择模块33、数据分析模块相连34，用于储存检测系统中相应的数据和图表；信息修改模块

42，其与信息储存模块41相连，用于对存储的信息进行增、删、改、查等操作，并在界面中显

示出来；数据更新模块43，其与信息储存模块41相连，用于对不同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进行更

新操作。

[0029] 历史记录系统5包括：历史报告模块51，其与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41相连

接，用于传输数据库中历史测试的结果和图表数据，并将此数据在历史报告显示界面中显

示出来用用户进行查看；数据导出模块52，其与历史报告模块和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

块41相连接，当用户从历史报告模块中确定要导出何次测试何次结果的数据后，从数据库

中以用户要求的格式导出相应的数据。

[0030]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的模式选择模块的结构示意图，模式选择模块31包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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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单元311，和离线数据读取单元312及在线数据连接单元313相连，用于选择此次测试是

在离线模式或是在线模式下进行；离线数据读取单元312，用于在离线模式下读取测试设备

的离线数据包，根据不同的测试设备用不同格式对数据进行读取；在线数据连接单元313，

用于与现场设备通过数据线直接连接，自动与现场设备建立通讯通道，在每次测试完成后

自动下载测试数据；数据处理单元314，和离线数据读取单元312及在线数据连接单元313相

连，用于将离线模式和在线模式读取的数据转化为平台规定的数据格式。

[0031] 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信息填写模块的结构示意图，信息填写模块32包括：测试

类型选择单元321，用来选择本次测试的测试类型，并存入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的数

据库41中；基本信息填写单元322，用来在信息填写界面填写本次测试的测试基本信息，并

存入数据库系统的信息存储模块41的基本信息表中；测试点图片单元323，用来从本地文件

中上传测试点图片，在界面中显示出来，并填写相应的测试点补充说明，并将图片以二进制

代码的形式存入信息存储模块41。

[0032] 如图4所示，为本发明的数据分析模块的结构示意图，数据分析模块34包括：数据

识别单元341，其用来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各个测试数据具有不同特点，对数据进

行分段，并将分段后的数据导入分析计算单元中342；分析计算单元342，其用来对数据识别

单元341传输的分段数据，按照各项测试的要求进行计算各参数值，该单元与检测项进度条

单元343相连接，将检测进度实时传输，在检测完成后，将检测结果提交给结果显示单元

344；检测项进度条单元343，其用来接收分析计算单元检测进度实时情况，并以百分比进度

条的形式显示出来，供用户进行查看；结果显示单元344，用来在结果显示界面中显示分析

计算单元中计算完成的各测试项目参数结果，并将结果信息存储到信息存储模块41中；绘

图单元345，根据导入的数据，使用GDI+技术绘制出相应的图像，使用户能直观的观察到数

据情况，并且用户可对图像进行放大、缩小、坐标定位等操作，是用户能够观察到数据细节

部分的具体情况，并将图片存储到信息存储模块41中。

[0033] 如图5所示，为本发明的数据更新模块的结构示意图，数据更新模块43包括：服务

器数据库430，其用来对所有计算机本地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汇总、更新、备份，通过数据下

载单元431和数据传输单元433，与离线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交互；数据下载单元431，其与

服务器数据库430相连，根据需求下载服务器数据库中各数据表的数据；数据对比单元432，

其与数据下载单元431和信息储存模块41相连，将从服务器数据库中下载的数据与本地数

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判断本地数据库中是否有新更新的数据或是缺失了服务器数

据库中的某些数据；数据传输单元433，其与服务器数据库430和信息储存模块41相连，根据

数据对比单元的结果，分别对服务器数据库和本地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更新。

[0034] 一种用于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方法，场站测试点二次侧通过新能源测试

分析平台进行测试，该测试分析方法基于所述的检测系统3，其包括：

步骤S1：选择模式选择模块31，根据此次测试是否是现场测试，选择对应的模式。一般

都为站点现场测试，选择在线模式即可。

[0035] 在线模式的数据导入方法包括：

步骤S11：不同的测试仪器所采集数据的封装或者加密格式不同，需要利用该测试仪器

的特定解析软件解析数据。

[0036] 步骤S12：根据不同测试仪器的解析软件解析过程，利用编程语言控制对应解析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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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Windows  API机制，控制软件句柄解析过程，实现数据解密，解析。

[0037] 步骤S13：将解析后的数据导入到统一格式EXCEL或者TXT中备用。

[0038] 为适应处理不同的测试仪器，将不同仪器的数据解析软件的解析过程记录下来，

通过调用其windows句柄的方式，获取到软件内部的解析子句柄，从而导出可查询监视的数

据格式。

[0039] 步骤S2：选择信息填写模块32，填写本次测试的基本信息，例如报告基本信息、测

试时间、测试点位置、测试项目、测试设备信息等。并将基本信息导入信息存储模块41中进

行保存，并在测试类型选择单元321选择具体测试类型。

[0040] 步骤S3：选择站点选择模块33，选择测试所在的站点。站点信息一般事先已经填写

完毕，现场测试时主要是核对和修改该站点的信息。

[0041] 步骤S4：依据选择的测试类型，利用数据识别单元341，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分析，对

数据进行分段，并将分段后的数据导入分析计算单元中342。

[0042] 测试类型主要为新能源测试，主要包括：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SVG/SVC）性能测试，风电场/光伏电站的电能质量测试、风电场/光伏电站功率调节测试，

风电场/光伏电站的高/低电压穿越能力测试，风电场/光伏电站的电能质量接入评估。

[0043] 不同的测试类型有不同的国家规定测试标准及分析标准，后面模块均根据测试类

型对应的国标来编写。

[0044] 步骤S5：对数据识别单元341传输的分段数据，按照各项测试的要求进行计算各参

数值，并根据国家标准判断是否符合标准。将符合标准的测试数据存储到信息存储模块41

的测试数据表中，并将分析结果导入到结果显示单元344。

[0045] 其中，测试数据存储方法包括：

步骤S51：根据不同的测试类型数据，在数据库中建立对应的测试数据表。

[0046] 步骤S52：同一测试类型中，有各维度数据，如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流，电压，谐

波，三相不平衡等等。

[0047] 步骤S53：将统一维度数据压缩成一个字符串，其中以逗号分隔开，存入对应栏的

数据格子中。每有一个新的同类型测试，则新建一行数据，如此循环。

[0048] 步骤S6：在结果显示界面中，使用GDI+技术绘制出相应的图像，是用户能直观的观

察到数据情况。并显示分析计算单元中342计算完成的各测试项目参数结果。将结果信息存

储到信息存储模块41的各测试项目结果数据表中。

[0049] 图像绘制方法包括：

步骤S61：根据数据维数，选定时间维度和多种纵坐标维度，绘制出基本图像，在绘制出

的图像中，标注并显示对应的分析结果。

[0050] 步骤S62：设定图像的键鼠操作模式，使用户可对图像数据进行放大、缩小、平移，

坐标定位等操作，从而观察到数据细节部分的具体情况。

[0051] 步骤S63：最终确定的数据图像将被存储到数据库中，作为测试报告的重要素材。

[0052] 步骤S7：报告生成模块35，根据测试单位提供的测试报告模板，将测试数据图表，

分析结果导入到模板，一键式生成最终报告。

[0053]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用于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分析平台及检测方法，解决了

手动处理分析新能源并网性能自动测试数据效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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