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166129.X

(22)申请日 2017.11.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81833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5.28

(73)专利权人 上海毅昊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01204 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毕升路299弄10号一

楼

(72)发明人 高翔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科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225

代理人 宣慧兰

(51)Int.Cl.

H02H 7/26(2006.01)

H02J 13/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300683 A,2015.01.21

CN 106532932 A,2017.03.22

CN 103001328 A,2013.03.27

CN 104979908 A,2015.10.14

CN 104680020 A,2015.06.03

秦红霞等.智能电网二次设备运维新技术研

讨.《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2015,第43卷(第22

期),

审查员 李文婷

 

(54)发明名称

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

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

能运维策略生成系统及方法，该系统包括：人机

接口模块，用于获取SCD文件并展示运维决策结

果；模型解析模块，用于解析SCD文件获取各个继

电保护系统基于物理设备联接关系的可靠性框

图以及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异常事件集；网络通

信模块，用于获取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实时报文

信息；状态评估模块，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各个继

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以及异常事件集中的

异常事件进行匹配，进而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

范畴；运维决策模块，依据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根

据评估结果推演生成处理异常事件的运维决策

结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现了基于模型

和规则的决策自动生成，为电网的安全运行提供

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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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

人机接口模块(1)：该模块用于获取SCD文件并展示运维决策结果；

模型解析模块(2)：该模块解析SCD文件获取各个继电保护系统基于物理设备联接关系

的可靠性框图，以及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异常事件集；

网络通信模块(3)：该模块用于获取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实时报文信息；

状态评估模块(4)：该模块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以及异

常事件集中的异常事件进行匹配，进而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范畴；

运维决策模块(5)：该模块依据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根据评估结果推演生成处理异常事

件的运维决策结果；

所述的模型解析模块(2)包括：

模型解析单元(21)：用于解析SCD文件并生成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所述的

可靠性框图展示各个继电保护系统中基本元件的物理联接和功能逻辑关系；

事件构建单元(22)：用于构建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异常事件集，所述的异常事件集包

括独立事件和关联事件，所述的独立事件表示如下事件：两个继电保护系统可靠性框图中

的任一基本元件出现异常，这两个继电保护系统最终跳闸的断路器是彼此独立的；所述的

关联事件表示如下事件：两个继电保护系统可靠性框图中的任一基本元件出现异常，这两

个继电保护系统最终跳闸的断路器是同一个断路器；

所述的状态评估模块(4)包括：

静态模型解析单元(41)：该单元连接人机接口模块(1)，静态模型解析单元(41)用于对

人机接口模块(1)获取的SCD文件进行解析得到虚回路静态模型；

报文匹配单元(42)：基于虚回路静态模型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

性框图进行匹配，同时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范围；

所述的运维决策模块(5)包括：

运行原则存储单元(51)：用于存储电网保护应用原则；

智能决策生成单元(52)：该单元依据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根据状态评估模块(4)的评估

结果推演生成处理异常事件的运维决策结果；

所述的人机接口模块(1)包括：

人机操作单元(11)：用于人机交互操作；

数据读入单元(12)：用于读取SCD文件，并将所述的SCD文件发送至模型解析模块(2)；

可视化展示单元(13)：用于运维决策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所述的网络通信模块(3)包括：

网络通信单元(31)：分别与MMS交换机、SV交换机和GOOSE交换机连接，用于获取实时报

文信息，包括MMS报文、SV报文和GOOSE报文；

数据传输单元(32)：用于将获取的实时报文信息发送至状态评估模块(4)。

2.一种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基于权利

要求1所述的系统，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获取SCD文件，解析SCD文件获得保护系统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

(2)基于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构建继电保护系统的异常事件集；

(3)在线获取继电保护系统的实时报文信息，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异常事件集中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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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进行匹配，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继电保护系统及一次设备范畴；

(4)依据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根据异常事件所涉及的继电保护系统及一次设备范畴推

演生成处理异常事件的运维决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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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继电保护智能运维技术，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

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智能电网应用推进，基于IEC61850标准的智能变电站保护获得了广泛的工程

应用。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系统的构成远比常规综自系统复杂，如增加了合并单元、智能终

端、过程层交换机等物理设备，保护出现了“直采直跳”、“直采网跳”、“网采网跳”等不同的

应用模式。与此同时，保护系统的信息具备了通过SV、GOOSE、MMS网络在线获取的可能。因

此，在智能变电站技术背景下，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实现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系统的运维

决策的智能化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基于SCD的继电

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系统及方法。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系统，该系统包括：

[0006] 人机接口模块：该模块用于获取SCD文件并展示运维决策结果；

[0007] 模型解析模块：该模块解析SCD文件获取各个继电保护系统基于物理设备联接关

系的可靠性框图以及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异常事件集；

[0008] 网络通信模块：该模块用于获取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实时报文信息；

[0009] 状态评估模块：该模块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以及异

常事件集中的异常事件进行匹配，进而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范畴；

[0010] 运维决策模块：该模块依据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根据评估结果推演生成处理异常

事件的运维决策结果。

[0011] 所述的人机接口模块包括：

[0012] 人机操作单元：用于人机交互操作；

[0013] 数据读入单元：用于读取SCD文件，并将所述的SCD文件发送至模型解析模块；

[0014] 可视化展示单元：用于运维决策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0015] 所述的模型解析模块包括：

[0016] 模型解析单元：用于解析SCD文件并生成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所述的

可靠性框图展示各个继电保护系统中基本元件的物理联接和功能逻辑关系；

[0017] 事件构建单元：用于构建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异常事件集，所述的异常事件集包

括独立事件和关联事件，所述的独立事件表示如下事件：两个继电保护系统可靠性框图中

的任一基本元件出现异常，这两个继电保护系统最终跳闸的断路器是彼此独立的；所述的

关联事件表示如下事件：两个继电保护系统可靠性框图中的任一基本元件出现异常，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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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继电保护系统最终跳闸的断路器是同一个断路器。

[0018] 所述的网络通信模块包括：

[0019] 网络通信单元：分别与MMS交换机、SV交换机和GOOSE交换机连接，用于获取实时报

文信息，包括MMS报文、SV报文和GOOSE报文；

[0020] 数据传输单元：用于将获取的实时报文信息发送至状态评估模块。

[0021] 所述的状态评估模块包括：

[0022] 静态模型解析单元：该单元连接人机接口模块，静态模型解析单元用于对人机接

口模块获取的SCD文件进行解析得到虚回路静态模型；

[0023] 报文匹配单元：基于虚回路静态模型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

性框图进行匹配，同时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范围。

[0024] 所述的运维决策模块包括：

[0025] 运行原则存储单元：用于存储电网保护应用原则；

[0026] 智能决策生成单元：该单元依据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根据状态评估模块的评估结

果推演生成处理异常事件的运维决策结果。

[0027] 一种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1)获取SCD文件，解析SCD文件获得保护系统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

[0029] (2)基于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构建继电保护系统的异常事件集；

[0030] (3)在线获取继电保护系统的实时报文信息，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异常事件集中的

异常事件进行匹配，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继电保护系统及一次设备范畴；

[0031] (4)依据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根据异常事件所涉及的继电保护系统及一次设备范

畴推演生成处理异常事件的运维决策结果。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解析SCD文件，构建继电保护系统基本元件的可靠性

框图，定义异常事件，在线获取反映保护系统运行状况的实时报文信息，评估实时报文信息

与异常事件的关联性，基于电网运行规则确定异常事件的运维决策，实现了基于模型和规

则的决策自动生成，为电网的安全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系统的结构框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方法的流程图。

[0035] 图中，1为人机接口模块，2为模型解析模块，3为网络通信模块，4为状态评估模块，

5为运维决策模块，11为人机操作单元，12为数据读入单元，13为可视化展示单元，21为模型

解析单元，22为事件构建单元，31为网络通信单元，32为数据传输单元，41为静态模型解析

单元，42为报文匹配单元，51为运行原则存储单元，52为智能决策生成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7] 实施例

[0038]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系统，该系统包括：

[0039] 人机接口模块1：该模块用于获取SCD文件并展示运维决策结果，若有必要补充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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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完整保护系统的补充模型(如过程层交换机、联接光缆等)；

[0040] 模型解析模块2：该模块解析SCD文件获取各个继电保护系统基于物理设备联接关

系的可靠性框图(RBD，Reliability  Block  Diagram)以及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异常事件

集；

[0041] 网络通信模块3：该模块用于获取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实时报文信息，实时报文信

息包括：基于IEC61850标准的保护系统所发出的反映保护运行状态的SV、GOOSE和MMS报文。

SV报文是指：描述电流、电压模拟量的报文；GOOSE报文是指：描述IED之间的联闭锁、跳闸控

制命令，反映信号时序特征的报文；MMS报文是指：采取发布-订阅机制，描述告警、动作事件

等的报文；

[0042] 状态评估模块4：该模块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以及

异常事件集中的异常事件进行匹配，进而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范畴；

[0043] 运维决策模块5：该模块依据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根据评估结果推演生成处理异常

事件的运维决策结果。

[0044] 人机接口模块1包括：

[0045] 人机操作单元11：用于人机交互操作；

[0046] 数据读入单元12：用于读取SCD文件，并将SCD文件发送至模型解析模块2；

[0047] 可视化展示单元13：用于运维决策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0048] 模型解析模块2包括：

[0049] 模型解析单元21：用于解析SCD文件并生成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可靠

性框图展示各个继电保护系统中基本元件的物理联接和功能逻辑关系；

[0050] 事件构建单元22：用于构建所有继电保护系统的异常事件集，异常事件集包括独

立事件和关联事件，独立事件表示如下事件：两个继电保护系统可靠性框图中的任一基本

元件出现异常，这两个继电保护系统最终跳闸的断路器是彼此独立的；关联事件表示如下

事件：两个继电保护系统可靠性框图中的任一基本元件出现异常，这两个继电保护系统最

终跳闸的断路器是同一个断路器。具体地，模型解析模块2将保护系统(如线路保护、母线保

护、变压器保护等)解析成涵盖交流输入(CT/PT次级)及跳闸环节(断路器跳圈、合圈)的继

电保护系统RBD，以确定每个保护系统所对应的跳闸断路器，以及各保护系统RBD之间基本

元件的“独立事件”与“关联事件”组合集。“独立事件”是指：任意两个保护系统RBD中的任一

基本元件出现异常，这两个保护系统最终跳闸的断路器是彼此独立的，可以按照独立异常

事件进行运维决策处理。所述的“关联事件”是指：220kV以上电压等级的采用双重化保护配

置方案的保护RBD，这两个保护系统的RBD最终跳闸断路器是同一个断路器。因此，这两个保

护系统RBD中的任一基本元件出现异常，将构成基于断路器的“关联事件”，需要按照关联异

常事件进行运维决策处理。所述的“关联事件”集是指：基于SCD解析的保护系统RBD最终跳

闸指向同一个断路器，该断路器关联的各自独立的保护RBD(含第一套、第二套；及线路保护

与母线保护等)基本元件构成“关联事件”集。

[0051] 网络通信模块3包括：

[0052] 网络通信单元31：分别与MMS交换机、SV交换机和GOOSE交换机连接，用于获取实时

报文信息，包括MMS报文、SV报文和GOOSE报文；

[0053] 数据传输单元32：用于将获取的实时报文信息发送至状态评估模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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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状态评估模块4包括静态模型解析单元41和报文匹配单元42。

[0055] 静态模型解析单元41：该单元连接人机接口模块1，静态模型解析单元41用于对人

机接口模块1获取的SCD文件进行解析得到虚回路静态模型，具体地：采取SCL(Substation 

Configuration  Language，变电站配置语言)标签搜索技术，解析SCD文件得到IED装置二次

回路及虚端子的静态模型及SV、GOOSE、MMS报文的特征值；SCL标签搜索技术是指：依据SCL

各种标签在SCD文件中的特定位置，将每一个标签设定为一个状态，根据状态的变化寻找所

对应的的模型。所搜索的标签类别，如<IED、>、</IED>，Inputs标签类别：<Inputs、>、</

Inputs>、/>，GSEcontrol标签类别：<GSEControl、>、</GSEControl>，LD标签类别：<

LDevice、>、</LDevice>、/>，LN标签类别：<LN、>、</LN>、/>，Dataset标签类别：<DataSet、>、

</DataSet>、/>等。虚回路静态模型是指：仅包含IED装置虚回路相关的全部信息所表示的

模型，包括GOOSE控制块定义(含Mac地址)、Extref定义、GOOSE控制块中数据集的定义等。

[0056] 报文匹配单元42：基于虚回路静态模型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的可

靠性框图进行匹配，同时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范围。

[0057] 运维决策模块5包括：运行原则存储单元51和智能决策生成单元52。

[0058] 其中，运行原则存储单元51：用于存储电网保护应用原则。电网保护应用原则包

括：①保护系统异常分为三种类型，a)一般缺陷，指暂不影响保护功能实现的缺陷，但需要

提示观测；b)严重缺陷，指部分保护功能失却；保护装置还可以继续运行，需要告警提示缺

陷元件，并对于安排消缺处理；c)危急缺陷，表示保护系统发生严重缺陷，保护不能正常运

行，需要提示告警缺陷元件，并进行保护系统停役操作。由此，根据模型解析单元所构建的

异常事件数据集，可确定保护系统异常的处理策略。②一次设备不能无保护运行，即当双重

化配置的保护系统均出现异常无法正常工作时，必须断开该一次设备所联接的断路器；③

一次设备发生故障，保护跳闸若断路器失灵无法有效隔离故障，必须启动断路器失灵保护，

跳开相邻断路器隔离故障；若不同保护系统异常会造成断路器失灵保护无法启动，则该断

路器必须停役。如线路保护第一套异常，母线保护第二套异常，且这两套保护跳闸均指向同

一断路器。若线路故障时二套线路保护故障跳闸，此时若断路器失灵，由于母线第二套保护

异常，无法通过母线保护隔离相邻断路器断开故障点；④双母线接线方式母线保护停役，因

母线所联接诸多一次元件(如线路、变压器)，一般不能停母线，而采取缩短无母差保护母线

的对侧线路保护或变压器保护的后备保护动作时间。

[0059] 智能决策生成单元52：智能决策单元根据来自状态评估模块4的所涉及的保护系

统及一次设备范畴，采用“与/或”逻辑推演算法推演对于异常事件的运维决策结果，并送至

数据存储单元；数据存储单元保存异常事件及运维决策结果，并接收来自人机接口模块1对

于存储数据的调用。

[0060] 上述继电保护系统是指：以一次设备(线路、变压器、母线等)为保护对象，用于在

被保护的一次设备发生故障时隔离故障点的控制系统，涵盖互感器模拟量采集、动作逻辑

计算判别、隔离断路器的控制命令等环节，如合并单元、保护装置、过程层交换机、智能终

端、联接光缆等。

[0061] 继电保护系统的可靠性框图(RBD)是指：用面向结构的分析方法描述保护系统中

各单元的物理联接和功能逻辑关系图，构建以物理设备为对象且指向具体跳闸断路器的保

护系统工作原理图，如“合并单元+联接光缆+保护装置+联接光缆+过程层交换机+联接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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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断路器跳/合闸线圈”等。基本元件包括：构成保护系统逻辑功能关系的独立物

理形态设备，如合并单元、保护装置、过程层交换机、智能终端、联接光缆等。

[0062] 如图2所示，一种基于SCD的继电保护系统智能运维策略生成方法，该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63] (1)获取SCD文件，解析SCD文件获得保护系统各个继电保护系统(线路、变压器、母

线保护等)的可靠性框图；

[0064] (2)构建保护系统可靠性框图的基本元件(如合并单元、保护装置、过程层交换机、

智能终端、联接光缆等)，进而获得基于基本元件的异常事件集，异常事件集包括独立事件

及关联事件数据集；

[0065] (3)在线获取继电保护系统的实时报文信息，将实时报文信息与异常事件集中的

异常事件进行匹配，确定异常事件所涉及的继电保护系统及一次设备范畴；

[0066] (4)依据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根据异常事件所涉及的继电保护系统及一次设备范

畴推演生成处理异常事件的运维决策结果。

[0067] 由此，完成基于SCD的保护系统智能运维决策。

[0068] 本发明基于SCD的构建保护系统可靠性框图及基本元件，通过在线获取的继电保

护系统的实时报文信息，匹配出现异常事件的继电保护系统，基于电网保护应用原则，推演

发生出现保护异常事件的运维决策，为实现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系统的智能运维提供可靠

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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