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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

包括CPU、FPGA、录波存储器、电压电流采集模块

及供电用的电源模块，电压电流采集模块连接至

FPGA，录波存储器搭载在FPGA上，FPGA连接至

CPU；电压电流采集模块包括互感器、调理电路、

高速AD模块，互感器经调理电路及高速AD模块连

接至FPGA；其中，互感器获取的模拟故障行波信

号经调理电路处理后输入高速AD模块处理，调理

电路先后进行电阻分压处理、变压器差分处理及

RC低通滤波处理。本发明由互感器获取线路上的

故障电压电流行波，将6路模拟量的电压电流信

号通过高速AD模数转换变为数字信号送入FPGA，

其搭载的SDRAM用于存放行波信号，CPU读取缓冲

区行波信号数据并进行处理计算出故障距离。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12页  附图13页

CN 113281610 A

2021.08.20

CN
 1
13
28
16
10
 A



1.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CPU、FPGA、录波存储器、电压电流采

集模块及供电用的电源模块，所述电压电流采集模块连接至FPGA，所述录波存储器搭载在

FPGA上，所述FPGA连接至CPU；所述电压电流采集模块包括互感器、调理电路、高速AD模块，

所述互感器经调理电路及高速AD模块连接至FPGA；其中，互感器获取的模拟故障行波信号

经调理电路处理后输入高速AD模块处理，调理电路先后进行电阻分压处理、变压器差分处

理及RC低通滤波处理；

其中FPGA控制程序包括以下内容：

ALTLVDS_RX模块：该模块是IP核工具接收，该模块输入为高速AD模块输出的LVDS串行

信号，输出为串转并后的数据；

Package_ctrl模块：该模块将接收到的6通道数据按照规定的帧格式进行打包，并将数

据通过FIFO缓存发送给CPU；该模块的输入为LVDS接收IP核输出的数据，输出为打包后的数

据和rx_data_align信号；

Ad_ctrl模块：该模块用于控制高速AD模块，使其按要求输出测试码用于同步测试；输

入为CPU的控制信号，输出为高速AD模块的控制信号；

Main_ctrl模块：该模块是所有数据的中转，起到各接口之间的协调与控制功能；该模

块输入包括：打包后的AD采样数据、存储器读出数据和接收到的来自于CPU的读数控制信

号；该模块输出包括：打包后发送给存储器缓存的AD采样数据、存储器的控制信号和存储器

中读出并发送给CPU的数据；

Sdram_ctrl模块：该模块用于控制存储器；该模块输入包括：主控模块发送的读写控制

信号、读出的数据；该模块输出包括：存储器的读写控制信号、写入存储器的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压电流采集

模块还包括低速AD模块及多路模拟开关电路，互感器、低速AD模块及多路模拟开关电路构

成18路电压电流数据采集通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路模拟开关

电路采用ADG409芯片，采用3组ADG409芯片扩展成18路模拟信号；低速AD模块采用AD7656芯

片，18路模拟信号经滤波电路处理后输入AD7656芯片，滤波电路先利用并联的电容和运放

构成的低通滤波器进行处理，再采用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进行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速AD模块采

用AD9257BCPZ‑40芯片，互感器获取的模拟故障行波信号经调理电路处理后输入

AD9257BCPZ‑40芯片处理，调理电路先后进行电阻分压处理、射频变压器ADT4‑1WT差分处理

及RC低通滤波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FPGA采用

EP4CE10F17C8N芯片，其电路配置采用JTAG模式及主串行模式，其所搭载的录波存储器采用

SDR  MT48LC16M16A2B4‑6A存储器；CPU为ARM+DSP双核处理器OMPL_138，其上搭载有DDR2 

MT46H32M16LFBF‑6存储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采用

开关稳压电源TPS54620芯片转换提供±12V、5V、3.3V、2.5V、1.8V、1.2V电压，采用线性稳压

电源ADP1706ARDZ‑1.8‑R7芯片转换提供1.8V电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上位主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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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连接的显示屏，CPU还连接有定位模块及无线网络传输模块，CPU通过无线网络传输模

块与上位主机通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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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对电力系统的测量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系统中的输电线路故障直接影响着整个供电系统，第一时间快速修复，可减

少因断电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快速精准的定位故障点，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0003] 快速精准的判断线路故障点位置，能够有效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同时，精确的

定位能够减轻传统人工巡线的负担，并能够减少因线路故障而造成的损失，具有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04] 目前故障测距方法主要有：按测距原理的不同，分为阻抗法和行波法；后者相对于

前者，具有测距精度高、误差小、适应性高等优点。按测距所需的信息获取方式不同，分为单

端法和双端法；采用单端法，实现简易，成本较低，且支持多种不同线路现状；而采用双端

法，可靠性低，且对通信要求很高，时钟要精确同步。

[0005] 如上述，在此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本申请提供一种采用单端电气量测量法进行行

波故障测距。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采用单

端电气量测量法进行行波故障测距，具有很高的精度和可靠度，不会受到故障电阻和线路

类型的影响。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包括CPU、FPGA、录波存储器、电压电流采集模块及供

电用的电源模块，电压电流采集模块连接至FPGA，录波存储器搭载在FPGA上，FPGA连接至

CPU；电压电流采集模块包括互感器、调理电路、高速AD模块，互感器经调理电路及高速AD模

块连接至FPGA；其中，互感器获取的模拟故障行波信号经调理电路处理后输入高速AD模块

处理，调理电路先后进行电阻分压处理、变压器差分处理及RC低通滤波处理；

[0009] 其中FPGA控制程序包括以下内容：

[0010] ALTLVDS_RX模块：该模块是IP核工具接收，该模块输入为高速AD模块输出的LVDS

串行信号，输出为串转并后的数据；

[0011] Package_ctrl模块：该模块将接收到的6通道数据按照规定的帧格式进行打包，并

将数据通过FIFO缓存发送给CPU；该模块的输入为LVDS接收IP核输出的数据，输出为打包后

的数据和rx_data_align信号；

[0012] Ad_ctrl模块：该模块用于控制高速AD模块，使其按要求输出测试码用于同步测

试；输入为CPU的控制信号，输出为高速AD模块的控制信号；

[0013] Main_ctrl模块：该模块是所有数据的中转，起到各接口之间的协调与控制功能；

该模块输入包括：打包后的AD采样数据、存储器读出数据和接收到的来自于CPU的读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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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该模块输出包括：打包后发送给存储器缓存的AD采样数据、存储器的控制信号和存储

器中读出并发送给CPU的数据；

[0014] Sdram_ctrl模块：该模块用于控制存储器；该模块输入包括：主控模块发送的读写

控制信号、读出的数据；该模块输出包括：存储器的读写控制信号、写入存储器的数据。

[0015] 作为一选项，电压电流采集模块还包括低速AD模块及多路模拟开关电路，互感器、

低速AD模块及多路模拟开关电路构成18路电压电流数据采集通道。优选地，多路模拟开关

电路采用ADG409芯片，采用3组ADG409芯片扩展成18路模拟信号；低速AD模块采用AD7656芯

片，18路模拟信号经滤波电路处理后输入AD7656芯片，滤波电路先利用并联的电容和运放

构成的低通滤波器进行处理，再采用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进行处理。低速AD用于保护测

量时的数据采集，18路模拟信号在送入AD7656进行数据采集之前，还需要对信号进行滤波

调理，调理电路主要由运放组成；由于输出的是电容两端的电压值，因此构成了一个低通滤

波器，后接一个运放构成了深度负反馈的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

点，隔离了信号源和负载。

[0016] 作为一选项，高速AD模块采用AD9257BCPZ‑40芯片，互感器获取的模拟故障行波信

号经调理电路处理后输入AD9257BCPZ‑40芯片处理，调理电路先后进行电阻分压处理、射频

变压器ADT4‑1WT差分处理及RC低通滤波处理。高速AD用于故障行波信号的采集，由于输入

信号是单端的，而AD9257的输入是差分的，所以要对输入信号要进行单端转差分变换；采取

的方法是先经过电阻分压，在送入射频变压器ADT4‑1WT中，将幅值压缩4倍，且转为差分信

号，后跟一个RC低通滤波电路，得到满足要求的输入信号。

[0017] 作为一选项，电源模块采用开关稳压电源TPS54620芯片转换提供±12V、5V、3.3V、

2.5V、1.8V、1.2V电压，采用线性稳压电源ADP1706ARDZ‑1.8‑R7芯片转换提供1.8V电压。开

关稳压电源采用TPS54620芯片转换成3.3V、2.5V、1.8V、1.2V电压，同时为了得到稳定的

1.8V电源供给高速AD9257，采用线性稳压电源ADP1706ARDZ‑1.8‑R7芯片。

[0018] 作为一选项，该测距系统还包括上位主机及与其连接的显示屏，CPU还连接有定位

模块及无线网络传输模块，CPU通过无线网络传输模块与上位主机通信连接。如上述，将

CPU、FPGA、录波存储器及电压电流采集模块等组成的测距系统定义为测距终端，而上位主

机及显示屏等组成上位终端，如此，至少1个的测距终端的CPU可与上位终端的上位主机基

于IP协议的互联网通信连接，将数据实时传输至上位主机上。

[0019]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的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由互感器获取线路上的故障电压电流行

波，将6路模拟量的电压电流信号通过高速AD模数转换变为数字信号送入FPGA，其搭载的

SDRAM用于存放行波信号，CPU读取缓冲区行波信号数据并进行处理计算出故障距离。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系统框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硬件设计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CPU晶振电路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CPU配置电路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CPU  BOOT启动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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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6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EPM3128ATC100模块电路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SDRAM存储电路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低速AD模块电路图。

[0029] 图9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多路模拟开关电路图。

[0030] 图10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滤波电路的电路图。

[0031] 图11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数据缓冲电路的电路图。

[0032] 图12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高速AD模块电路图。

[0033] 图13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调理电路的电路图。

[0034] 图14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FPGA主串配置电路图。

[0035] 图15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开光量输入电路图。

[0036] 图16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开光量输出电路图。

[0037] 图17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TPS54620电源转换电路图。

[0038] 图18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ADP1706ARDZ‑1.8‑R7电源转换电路图。

[0039] 图19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电源滤波电路的电路图。

[0040] 图20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FPGA程序设计原理框图。

[0041] 图21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串并转换框架图。

[0042] 图22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乒乓缓存模块框图。

[0043] 图23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SDRAM控制流程。

[0044] 图24是本发明的实例1的FPGA与DSP之间引脚连接图。

[0045] 图25是本发明的实例2的系统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实施例

[0047] 参见图1‑图2，本实例1的一种电力行波故障测距系统，包括CPU、FPGA、录波存储

器、电压电流采集模块及供电用的电源模块，电压电流采集模块连接至FPGA，录波存储器搭

载在FPGA上，FPGA连接至CPU；电压电流采集模块包括互感器、调理电路、高速AD模块，互感

器经调理电路及高速AD模块连接至FPGA；其中，互感器获取的模拟故障行波信号经调理电

路处理后输入高速AD模块处理，调理电路先后进行电阻分压处理、变压器差分处理及RC低

通滤波处理。

[0048] 参见图25，本实例2的测距系统还包括上位主机及与其连接的显示屏，CPU还连接

有定位模块及无线网络传输模块，CPU通过无线网络传输模块与上位主机通信连接；如上

述，将CPU、FPGA、录波存储器及电压电流采集模块等组成的测距系统定义为测距终端，而上

位主机及显示屏等组成上位终端，如此，至少1个的测距终端的CPU可与上位终端的上位主

机基于IP协议的互联网通信连接，将数据实时传输至上位主机上。下述将进行具体说明。

[0049] CPU为OMPL_138由DSP+ARM双核构成，主要用于测距算法的实现。FPGA主要用于高

速数据采集及存储。

[0050] OMPL_138芯片是基于达芬奇(DaVinci)技术的ARM+DSP双核处理器。采用精简指令

集的32位ARM926EJ‑S系统控制核心以及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C6748  DSP数据为计算核心。

OMPL_138处理器芯片采用的是非对等的异构双核设计模式，ARM和DSP的通讯采用共享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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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ARM核作为通用处理器(GPP)，用于负责整个系统的硬件管理部分，是

系统的主控核心。DSP核作为协处理器，逻辑上可以认为是ARM的一个外设。ARM可通过内部

总线对DSP进行数据读写操作，这种结构使得数据传输速率高，且出错率小。此外，TI的

OMPL_138将两个处理器核心集成于同一块处理器上，大大简化了硬件电路设计人员的开发

工作。同时OMPL_138芯片内置的C6748  DSP核支持双浮点运算，比单浮点的数字处理器运算

结果精确更高。由于采用了哈佛结构，可以同时对指令和数据进行读取操作，同时配合

C6748  DSP专用的硬件乘法器，使得计算效率大幅度提高，为系统的性能及实时性要求提供

了硬件支撑。

[0051] 芯片除了具有双处理核外，还配备了丰富的外设资源。串行通信方面，同时配备了

支持McBSP ,I2C，SPI及UART等串行通信协议的串行通信接口；通用并行端口(uPP)；支持

USB2.0OTG及USB1.1控制接口；集成了MDIO模块的10/100Mb/s  EMAC以太网通信接口；SATA

控制器、LCD控制器接口；配备DDR2存储控制器，EMIFA闪存接口等，方便存储扩展。ARM和DSP

核可独立进行访问操作这些外设。OMPL_138处理器芯片的这些优点，使其应用市场前景广

阔。本系统OMPL_138模块中的晶振、配置电路、BOOT启动电路分别如图3‑图5所示。

[0052] 参见图6，EPM3128ATC100模块电路。本系统使用ALTER公司的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EPM3128ATC100芯片，包含2500个逻辑门，128个宏单元,80个

IO输入输出端口，共有100个引脚。EPM3128ATC100模块用于处理低速AD7656转换的数字量，

并用于控制16遥信输入，10路控制输出以及测频，如开始检测等。下载电路与上述的OMAP‑

L138配置电路相似，此处不再进行说明。可编程逻辑器件PLD(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通过特定的软件开发工具编程实现某个数字系统的逻辑功能，具有功耗小、速度

快、容量大、可靠性高等特点。

[0053] 参见图7是搭载在OMPL_138上的SDRAM存储电路原理图，主要用于保护测量时的数

据存储。SDRAM即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与SRAM相比，具有容量大、价格低等优点，保密性和

可靠性很好 ，且存储密度高。测量保护用的 存储芯片采 用的 美光 M i c r o n的

DDR2MT46H32M16LFBF‑6，1.8V供电，4个BANK块，拥有高达512Mb的数据存储容量，足够保护

测量用。

[0054] 搭载在FPGA上的SDRAM同样采用的是美光的SDR  MT48LC16M16A2B4‑6A，3.3V供电，

256Mb的存储容量。主要用于高速AD采集的故障行波信号的存储录波，且存储容量较高，能

够满足系统要求。该款SDR  MT48LC16M16A2B4‑6A电路连接方式与上文SDRAM相似。

[0055] 参见图8是低速AD7656电路模块，系统中的低速ADC用于保护测量时的数据采集，

采用的是ADI(亚德诺)的AD7656芯片，64个引脚，LQFP封装，低功耗逐次逼近型(SAR)ADC。±

12V双电源进行供电，6通道独立ADC，真双极性模拟输入。测量可选范围：±10V、±5V。

250KSPS吞吐速率，典型功耗140mW。AD7656内置了一个2.5V片内基准电压源。在CS控制线的

下降沿有效时，由CONVST脉冲启动转换，对输入信号开始进行采样。CONVSTA、CONVSTB、

CONVSTC引脚相连，可使输入V1‑6(六个通道)同时采样。当BUSY信号线有效为低电平时，用

以表明AD转换结束。RESET为复位引脚。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值，确定此系统中低速A7656选用

±10V的测量范围。

[0056] 参见图9是多路模拟开关电路的原理图，整个系统需要18路低速采集通道，用于模

拟信号的输入，主要测量三相电流及电压、电池电压以及储能电容电压等。但每片AD7656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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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个通道输入，因此需要加上三组多路模拟开关电路ADG409扩展通道。ADG409使用±12V

双电源供电，通过2位二进制地址线A0和A1确定地址，将输入端的4路差分输入对中的其中

一对切换至公共差分输出端进行输出。ADG409的EN输入端相当于一个开关，用来禁用或使

能该器件，禁用时关断所有通道。系统中，EN端连接至正12V  VDD上，使能所有通道。3组

ADG409可扩展成18路通道，满足系统要求。

[0057] 如图10所示调理电路，18路模拟信号在送入AD7656进行数据采集之前，还需要对

信号进行滤波调理，主要由运放组成。由于输出的是电容两端的电压值，因此构成了一个低

通滤波器，后接一个运放构成了深度负反馈的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

特点，隔离了信号源和负载。

[0058] 如图11所示缓冲电路。本系统中作为一个16位的总线收发器，OMPL_138和CPLD之

间要进行通讯，数据需要经过缓冲。AD转换后的并行16位数据已经占用了上述的CPLD 

EPM3128ATC100芯片的16个引脚。EPM3128ATC100总共100脚，其中只有80个IO输入输出端

口，为了节省引脚，要对AD转换后的并行16位数字量占用的引脚进行复用，用来与OMPL_138

通讯。选用飞利浦的74LVCH162245A  16位的总线收发器作为多路模拟开关，起到总线隔离

作用。OE是使能端，低电平有效。DIR的高低电平决定总线的数据传输方向。芯片有两个DIR

控制引脚，使得其可作为两个8位的总线收发器，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16位的总线收发器。

[0059] 图12是AD9257模块的电路图，系统中的高速AD用于故障行波信号的采集，采用的

是ADI的AD9257芯片，8通道、14位、40MSPS/65MSPS模数转换器(ADC，64引脚LFCSP封装。芯片

内置了片内采样保持电路，专门针对低成本、低功耗、小尺寸以及易用性等目标而设计。转

换速率最高可达65MSPS，具有低功耗特性与杰出的动态性能，采用1.8V单电源供电，支持各

通道单独进入省电状态。禁用所有通道时，典型功耗低于2mW。AD9257差分输出符合ANSI_

644LVDS标准，便于与定制ASIC和FPGA中的LVDS接收器接口进行连接。还内置了一个稳定、

精确的1.0V基准电压源。通过前人大量研究可知，暂态行波信号的频谱一般分布于10～

350kHz范围内。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可知，采样频率需大于等于两倍的信号最高频率，理

论上AD的采样频率至少为700kHz。但在实际应用中挑选AD时，AD的采样速率要远远大于理

论数值。选用的AD9257高达65MSPS，使用时用20MHz的晶振，满足系统要求。

[0060] 如图13是一路高速AD9257前端的信号调理电路，由于输入信号是单端的，而

AD9257的输入是差分的，所以要对输入信号要进行单端转差分变换。差分输入电压2V  Vpp，

共模电压0.9V。但是CT获取的模拟故障行波信号幅值很大，经过处理降压到3.53V有效值，

还是不能直接送入AD9257直接采集，要对前端信号进行调理衰减，降低信号幅值满足

AD9257的输入要求。采取的方法是先经过电阻分压，在送入射频变压器ADT4‑1WT中，将幅值

压缩4倍，且转为差分信号，后跟一个RC低通滤波电路，得到满足要求的输入信号。

[0061] 本系统采用AL T E R A公司的Cy c l o n e  I V系列的FPG A芯片，产品型号为

EP4CE10F17C8N。BGA封装，256个引脚。它具有10320个逻辑单元；CLB(Configure  Logic 

Blocks)阵列数量为645块；支持最大用户I/O数量为179个；总RAM位数为423936位。配置

flash为M25P128，外部晶振频率设置为20MHZ。具备可直接接收LVDS标准信号的功能以及强

大的数据处理功能。Cyclone  IV系列芯片主要由输入输出单元IOB、可配置逻辑块CLB、数字

时钟管理器DCM以及Block  RAM组成。

[0062] (1)输入输出接口I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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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输入输出单元IOB是FPGA内部与外接电路之间的物理接口，在不同电气特性下，完

成输入和输出的驱动和匹配。FPGA内部的I/O口可被分成若干组(BANK)，每组(BANK)可单独

配置不相同的I/O标准。I/O标准由VCCIO和VREF接不同的电压决定。

[0064] (2)可配置逻辑块CLB

[0065] CLB是FPGA芯片内部的基本逻辑单元，用于实现各类逻辑功能，由许多高度灵活的

开关矩阵构成，具有可配置性。开关矩阵包含4个输入、多路复用开关、以及触发器。可实现

大部分的组合、时序电路的逻辑功能，配置相关寄存器。

[0066] (3)数字时钟管理器DCM

[0067] 通过FPGA内部时钟管理器DCM和PLL锁相环配置得到满足系统要求的输出频率，

DCM还可调整时钟输出相位，提供精确的时钟综合以及降低时钟的抖动。

[0068] (4)嵌入式块RAM(Block  RAM)

[0069] FPGA内部嵌入了多个嵌入式块RAM，拓展了FPGA的应用范围及提高了灵活性。通过

调用后，可配置为单双口的RAM、内容地址存储器(CAM)以及缓存FIFO等一些常见的存储器

结构。此外，还可将多个嵌入式块RAM级联起来，获得更大的RAM空间，扩展容量，方便使用，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0070] 本系统中的FPGA选择EP4CE10F17C8N芯片，基于RAM工艺，具有断电易失性。当系统

上电重启后，片内RAM会重新配置，初始化电路。随后FPGA会进入到用户工作模式，执行电路

的逻辑功能。

[0071] 本系统中，协处理器FPGA电路配置采用两种方式来实现：1、JTAG模式，2、主串行模

式。JTAG模式配置方式跟主CPU和CPLD相似，此处不再累赘。这里的主串行模式选用的配置

芯片是M25P128，可以通过JTAG口先将程序固化到M25P128中，系统上电后，M25P128对FPGA

进行配置。图14是其主串配置模式下的电路图。

[0072] 参见图15是开关量输入模块的部分原理图，拥有16路的遥信开关量输入，用于接

收执行主站遥控命令以及接受主站对时命令。当DIx等于高电平时，使得三极管Q导通，输入

CPLD的DI_x下拉到低电平。如图16是开关量输出模块的原理图。拥有10路的开关量控制输

出，用来手动分合闸，自动重合闸实现保护功能。控制输出采用光耦进行光电隔离，当CPLD

的输出控制端DO_x输出低电平时，左边发光二极体通过电流而发光，光敏元件受到光照后

产生电流，使得CE端即输出端导通。

[0073] 电源在整个系统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给电路各个模块进行供电。一旦电源

电路出现了问题，没有供电或供电不足，将导致整个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过电压还会烧

毁芯片。因此电源性能优劣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与效率。根据调整管的状态差

异，DC‑DC的转换电源包括两种，即开关稳压电源和线性稳压电源。

[0074] 本系统中提供给核心板的电源是±12V和5V。由功能板24V供电电源经过变压而

来。核心板上包含了多组电源：主CPU  OMPL_138芯片需要3.3V、1.8V及1.2V；协处理器FPGA

芯片需要多组供电电压，如3.3V、2.5V及1.8V，以及1.2V的内核供电电压；AD7656和ADG409

芯片则需要±12V进行供电；SDRAM存储芯片也需要1.8V。为了满足本系统对电压的需求，需

要对外部提供的电源进行转换，将高电压转为低电压。

[0075] 在本系统设计中，为了得到上述的稳定的供电电源，将功能板提供的电源转换为

所需的较低电压，给各模块供电。从效率、功耗、抗干扰性、输出电流等多方面综合考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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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转换模块。最终，根据系统的需求，一部分采用开关稳压电源，另一部分采用线性稳压

电源。开关稳压电源采用TPS54620芯片转换成3.3V、2.5V、1.8V、1.2V电压，同时为了得到稳

定的1.8V电源供给高速AD9257，采用线性稳压电源ADP1706ARDZ‑1.8‑R7芯片。利用这两款

电压转换芯片，得到满足本系统所需的各种电压，为系统正常工作提供保障。

[0076] 开关电源芯片TPS54620的主要特点是：最高输出电流可达6A、输入电压范围很广，

可输入4.5V‑17V的电压、降至2uA低关断静态电流、过载保护等。其电路图如图17所示。

[0077] 降压芯片TPS54620输出电压值可以通过调节输出端的分压电阻R来改变，系统中

通过TPS54620输出3.3V、2.5V、1.8V、1.2V，公式为：

[0078]

[0079] 其中VREF＝0.8V；

[0080] 根据上述公式，为了得到所需的3.3V，将电阻R1设置为1K，电阻R2设置为3.24K，其

他电压同理，不再累赘。在降压芯片的输入输出端都接上去耦电容，用于滤波，防止干扰，以

提供所需的稳定电压。

[0081] 线性稳压电源芯片ADP1706ARDZ‑1.8‑R7的主要特点是：快速瞬态响应、极佳的线

路和负载调节，并且具有宽输入电压范围，低静态电流、低噪声、高PSRR。1.8V输出，最大1A

输出，±2.5％精确度，其原理图如图18所示。

[0082] 由于输电线中噪声干扰较大，为了得到更加稳定的电压给各个模块供电，要对电

源进行滤波处理。故在电路的各模块电源处放置一个0.1uF的小电容和一个10uF的大电容，

小电容用于滤除高频杂波，大电容用于滤出低频杂波。部分电源滤波电路如图19所示。

[0083] 本系统在测距过程中各种逻辑功能的实现，即在CPU及FPGA等对数据处理过程采

用常规的既有技术即可实现。当然，也可采用后述方案。

[0084] 本系统中，FPGA主要完成数据采集及存储，并将数据传送到主CPU，并在主CPU中进

行测距算法的实现。整个FPGA开发流程在ALTERA公司的Quartus  II开发环境下完成。

[0085] AD9257为高速AD转化芯片，主要用作数据的采集、量化、编码，将数据转化为14bit

的串行数字信号传输给FPGA。系统设计中，FPGA以20MHz采样频率实时采样6通道AD数据。

FPGA内部给出的控制信号用来启动AD9257，进行故障行波数据的录波采集，并充分利用

FPGA高速处理的能力将各路通道采集的数据进行串并转换。缓存的行波数据通过SDRAM实

现不间断的存储，缓冲区大小可保存60ms采样数据。SDRAM分为4个独立的缓冲区，当前缓冲

区由主CPU的IO口决定，如果主CPU改变IO口状态，要求延时30ms后更换缓冲区，并在指定位

置保存缓冲区中最后一个数据的存储地址。编程实现先入先出队列(FIFO)读写模块，用来

确保写入和读出之间互不影响，使得数据不存在差错。

[0086] 对于FPGA控制程序采用模块化设计，其中模块划分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是以功能为

主，有时也按照数据流来做划分。对于本次设计主要以数据流作为考虑因素。本文针对系统

要求高速数据采集技术，建立了如图20所示的FPGA部分软件设计框图。

[0087] 根据数据流的流向对各模块功能进行相应描述如下：

[0088] ALTLVDS_RX：该模块是软件自带的IP核工具，由于高速LVDS信号码率较快，因此普

通的接收方式无法使用。必须通过专门的IP核工具接收。该模块输入为AD9257输出的LV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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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信号，输出为串转并后的数据。

[0089] Package_ctrl：该模块主要功能为将接收到的6通道数据按照规定的帧格式进行

打包，并将数据通过FIFO缓存发送给主控模块。此外，还需对接收到数据进行分析，通过

BITSLIP功能进行，控制接收IP核工具实现接收字同步。该模块的输入为LVDS接收IP核输出

的数据，输出为打包后的数据和rx_data_align信号(IP核输出移位脉冲)。

[0090] Ad_ctrl：该模块主要用于控制AD9257芯片，使其按要求输出测试码用于同步测

试。输入为主控模块的控制信号，输出为AD9257的控制信号。

[0091] Main_ctrl：该模块是所有数据的中转，主要起到各接口之间的协调与控制功能。

该模块的输入主要包括：打包后的AD采样数据、SDRAM读出数据和接收到的来自于主控DSP

的读数控制信号；该模块的输出主要包括：打包后发送给SDRAM缓存的AD采样数据、sdram的

控制信号和sdram中读出并发送给主控DSP的数据等。

[0092] Sdram_ctrl：该模块主要用于控制两片sdram芯片，用于实现技术要求中的缓存

60ms功能和4个分区的要求。该模块主要输入包括：主控模块发送的读写控制信号、读出的

数据；该模块主要输出包括：sdram的读写控制信号、写入sdram的数据。

[0093] FPGA主要用于数据的高速采集，通过控制高速AD9257芯片，将模拟信号进行采样、

量化、编码，最后读取AD输出的数字量信号。

[0094] FPGA芯片和高速ADC之间数据传输采用的是源同步通信技术。AD9257最高采样频

率高达65MHz，本系统中以20MHz的采样率对前端处理好的暂态行波模拟信号进行采集，经

过量化编码转成14bit的串行数据。通过低功耗差分串行接口LVDS发送到FPGA上进行存储。

当采样率为20MHz时，每个串行流的数据速率等于280Mbps，即14×40MHz。若采样率等于

65MHz时，则每个串行流的数据速率高达910Mbps。高速AD9257芯片提供了数据捕获时钟

(DCO)和帧捕获时钟(FCO)，两个输出时钟可更好的对数据进行捕获。FCO用来指示一帧数据

的开始，等于采样时钟速率。DCO用来为每一位输出数据提供时钟，此时钟等于采样时钟的7

倍。数据逐位从AD9257差分输出端输出，且只在DCO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才进行捕捉，DCO同时

也支持双倍速率(DDR)捕捉。

[0095] 由于高速AD9257芯片采用的内部参考电压VREF为1V，采样信号电压幅值范围为：

±1V，且采用了14位的分辨率，则LSB(Least  Significant  Bit)大小约为0.122mV。经过模

数转换后的数据输出格式如下表1所示

[0096] 表1模数转换表

[0097] 模拟信号V 偏移二进制输出模式 二进制补码模式

‑1V 00  0000  0000  0000 10  0000  0000  0000

0V 10  0000  0000  0000 00  0000  0000  0000

1V 11  1111  1111  1111 01  1111  1111  1111

[0098] 芯片输出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输出数据格式选择引脚(DFS)，如果DFS引脚电压接高

电平AVDD，则输出模式为二进制补码的格式，若采用默认方式，芯片的DFS引脚电压接低电

平GND，则输出模式为偏移二进制的格式。本系统接GND(默认)，即采用偏移二进制输出模

式。

[0099] 由于高速AD9257的各通道是串行的数据输出格式，故利用消耗FPGA硬件资源来换

取更高数据吞吐率的方式，用FPGA编程实现常用的串行转化为并行模块，以此来提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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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处理速度，保证数据更好的存储。串并转换部分主要由时钟控制模块以及多个移位寄

存器构成。串并转换框架图如图21。

[0100] 由于高速采集的时钟频率、数据存储以及DSP核读数据速率不同，则必须通过一个

异步FIFO来进行数据缓存。FIFO即先进先出队列(First  In  First  Out)，主要有两个作用：

1、不同时钟域间数据缓存，2、不同数据位宽之间的数据匹配。Altera公司提供了FIFO  IP

核，使得得用户可以快速开发。FIFO核分为SCFIFO、DCFIFO和DCFIFO_MIXED_WIDTHS三种。

SCFIFO(Single  Clock  FIFO)即单时钟先进先出队列。DCFIFO(Double  Clock  FIFO)即双时

钟先进先出队列，其数据位宽相等，同时具有两个时钟输入rdclk和wrclk，rdclk用于同步

读信号，而wrclk用于同步写信号。另外一种是DCFIFO_MIXED_WIDTHS，该FIFO也是双时钟

的，而且输入输出数据位宽可以不等。FIFO由FPGA内部RAM生成。在本设计中采用双时钟IP

核来实现异步FIFO，可以通过quartus  II中的TOOLS工具栏下的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中选择FIFO参数编辑器生成需要的FIFO，DCFIFO的接口信号说明如表2：

[0101] 表2  DCFIFO的接口信号

[0102]

[0103]

[0104] 由前文可知，行波故障录波的数据量非常大，高达到100.8Mb。一般片内存储器很

小，如果仅采用如RAM/FIFO等片内存储器是不够存储的，因此需采用大容量的SDRAM来对数

据进行传输。由于单片SDRAM在同一时刻只能读或写，故为了保持数据完整，需采用两片

SDRAM对数据进行乒乓缓存，这样可以保证系统的实时性要求，连续不断地存储输电线路上

的行波信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丢失数据。

[0105] 图22为乒乓缓存模块，通过兵乓缓存控制器选择“乒乓＝0”或“乒乓＝1”，决定将

输入FIFO1中的数据缓冲到SDRAM1或SDRAM2中，进行交替存储，使得读写互不影响。同理乒

乓缓存控制输出，这样就可以保证数据读写互不影响且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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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SDRAM信号线主要分为地址信号(A0～A12)、数据信号(DQ0～DQ15)和控制信号这

三类。并且驱动时序较为复杂。主要控制线有CLK(时钟信号输入线)、CK(时钟使能线)、CS

(片选信号线)、RAS(行地址选择线)、CAS(列地址选择线)、WE(写使能线)、BA0～BA1(BANK地

址输入信号线)等。目前公认的存储器中的电容数据保存期限最长仅64ms，因此运行期间必

须对电容阵列充放电进行刷新，可以通过指定地址线的方式对指定地址空间进行读写操

作。驱动SDRAM时，时序控制通常会用到命令解码器和模式寄存器这两个十分重要的逻辑控

制单元。操作命令由CS#、RAS#、CAS#、WE#这些控制线输入决定。表3是SDRAM基本操作的命令

集合。

[0107] 表3  SDRAM基本操作的命令集合

[0108]

[0109]

[0110] 模式寄存器(Mode  Register，MR)通过装载模式寄存器命令进行编程，用于保存配

置信息，使得重新编程前或掉电时不丢失数据。MT48LC16M16A2B4‑6A芯片的每页有256个存

储单元，同时可以将L‑Bank的一行中所有存储单元全部从头到尾进行传输。这种方式称为

全页(FullPage)突发传输。

[0111] 本系统的SDRAM控制器驱动时序较为复杂，主要由初始化与配置模块、接口控制模

块、刷新控制模块、地址生成模块以及命令控制模块这五个功能模块组合而成，初始化与配

置模块主要功能是对SDRAM进行初始化及配置操作。接口控制模块主要功能是将CMD命令译

成对应的命令请求，即CMD译码。同时还用于接受刷新模块以及初始化与配置模块发送过来

的命令请求。数据刷新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利用定时器生成刷新命令请求用于刷新数据，定

时可利用计数器来实现。为了使存储器内的数据长时间不丢失，因此必须定时对SDRAM进行

刷新操作。命令控制模块主要用于接收接口控制模块发来的各种命令请求，并按照一定的

优先级原则(LMR>refresh>其他命令请求)进行仲裁，优先执行优先级较高的命令请求。在

当前时刻，最高优先级的命令请求将被译为SDRAM所需要的控制信号，同时通过数据线对数

据的传送。地址生成模块主要完成将外部地址线发来的地址转化为SDRAM读写操作所需要

的行地址、列地址以及BANK地址。

[0112] SDRAM上电后，首先都要对SDRAM进行初始化配置操作，完成模式寄存器的配置，确

保SDRAM能够按照预期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MT48LC16M16A2B4‑6A上电后，需要等待至少

100‑200us，用于配置模式寄存器。等待结束之后，还需要执行一条以上的空操作指令，等待

时间尽量加长，使得SDRAM进入稳定期。如果时间太短，模式寄存器(MR)可能无法配置成功。

由于SDRAM的L‑Bank块是电容结构，电容保存数据的时间上限为64ms，容易掉电，所以要定

时对所有的行列进行刷新，防止数据丢失。稳定启动以后对所有的L‑Bank块进行预充电处

理。等待至少8个预刷新周期以后，对内部模式寄存器进行相关配置。在激活块之后，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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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SDRAM进行读/写操作。SDRAM操作流程图如图23所示。

[0113] 根据系统实时性要求，读写SDRAM时，还需要考虑带宽这个参数。读写数据时需要

的带宽：20M*16*6＝1920Mbits。选取的SDRAM的时钟为166M，位宽是16bit，带宽为166*16＝

2656Mbits>1920Mbits，满足速度要求。

[0114] OMPL_138和FPGA之间数据传输使用的是32位的LOCALBUS即EMIF接口。EMIF接口控

制模块用于将搭载在FPGA上SDRAM中的行波数据传输到OMPL_138的DSP核中处理，计算出线

路中的故障距离。图24是FPGA与DSP之间的连接图。

[0115] EMIF接口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都为16位，分别为EMA_A[15...0]和EMA_D[15...0]。

根据OMAP‑L138  DSP核中EMIF接口的要求，片选空间选取EMA_CS[0]。EMIFA的工作时钟EMA_

CLK高达100MHz，EMA_SDCKE信号用于时钟使能，EMA_RAS信号用于行地址选择，EMA_CAS信号

用于列地址选择，列有8、9、10、11可选，/EMA_WEN_DQM[1]信号为写使能/高八位数据的标志

位。/EMA_WEN_DQM[0]信号为写使能/低八位数据的标志位。/EMA_WE信号为写使能，作为将

FPGA上SDRAM中的数据写入DSP的判别信号。

[0116] DSP向FPGA写入数据需要经过三个步骤：建立(Setup)、写入(Strobe)和保持

(Hold)。片选/EMA_CS[0]下降沿有效到/EMA_WE写使能下降沿有效的时间为建立时间

(setup)。/EMA_WE置低保持一段时间保证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数据传输。两次/EMA_WE信号线

置低的时间间隔为数据的保持时间。读操作时序与写时序大致相似，OMPL_138中DSP核读取

协处理FPGA中数据同样需经过建立、写入以及保持这三个步骤，且各个阶段所需时长与写

时序时几乎一致。

[0117] 在输电线路母线端口安装本系统控制部件，主要用于行波的采集与处理及存储。

线路上的故障电压电流行波由互感器获取，将6路模拟量的电压电流信号通过高速AD模数

转换变为数字信号送入FPGA，搭载的SDRAM用于存放行波信号。主CPU通过32位的LOCAL  BUS

总线读取缓冲区行波信号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出故障距离。并能够通过USB存储设备将数据

发送至外部硬盘进行保存或者通过网络端口发送给上位机进行显示。该系统具备一个低速

的AD芯片，用于测量保护、测频。同时内置了几种电源转换芯片，用来满足各模块不同的供

电要求，使整个系统正常运行。可实现功能如下：

[0118] 1.测量功能：可以测量频率、三相电流及电压、零序电流及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

率、开关状态、电池电压以及储能电容电压等。

[0119] 2.保护功能：具有瞬时速断、限时速断、定时过流、方向过流、单相接地、过电压、低

电压、缺相、控制回路断线告警、PT断线告警以及电容电压低告警等保护功能。

[0120] 3.控制功能：可实现手动分合闸，自动重合闸，接收并执行主站遥控命令，接受主

站对时命令或北斗对时。

[0121] 4.故障定位：采用单端电气量行波故障测距法实现线路故障检测，进行故障定位

测距。

[0122] 5.终端设备定位：安装GPS或北斗卫星导航，可精确定位终端设备所在的位置。

[0123] 6.通讯功能：提供RS232/RS485和RJ  45(水晶头)以太网口；通讯协议可根据需要

进行灵活配置，并支持101、104等多种通讯协议及衍生协议；支持NB‑IOT通讯方式和MQTT物

联网通讯协议。

[0124] 7.参数设置：可设置系统中电流保护定值、时间定值、低电压闭锁、电流方向、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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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CT变比、电压等级、时钟。

[0125] 8.显示功能：显示系统测量数据及其工作状态，同时显示时钟，方便人机交互。

[0126] 9.记录功能：具备故障录波功能以及事件顺序记录功能。当系统发生掉电或通讯

中断等突发事件时，确保数据可以长时间保存，不会丢失。

[0127] 10.电气闭锁：当控制器检测到电压输入端有电，且隔离开关状态处于分闸(接地)

位置时，闭锁控制器合闸功能。具有残压闭锁功能。

[0128] 11 .加密功能：内置了加密芯片，保证系统安全。满足电力系统行业以及信息技术

应用级防火墙安全技术的具体要求。

[0129] 12.具有智能电源监测管理功能，可实时反馈蓄电池电压，还可以监测操作电源的

状态。

[0130] 13.具有自诊断以及自恢复的功能，各功能板件以及核心芯片能够自诊断，当故障

发生时，能传送报警信息，当系统异常时能够自动复位等。

[0131] 上述说明是针对本发明较佳可行实施例的详细说明和例证，但这些描述并非用以

限定本发明所要求保护范围，凡本发明所提示的技术教导下所完成的同等变化或修饰变

更，均应属于本发明所涵盖专利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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