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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

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用于对船舶电力推进交直

流供电系统进行在线监测与评估，包括浪涌电

流、电流不平衡度、脉冲负载、跃变负载、谐波分

析、电压偏差、电压跌落、瞬态电压偏差、尖峰电

压、纹波电压、电压变动的相对值、线电压不平衡

度、频率偏差、瞬态频率偏差、瞬态频率恢复时

间、频率周期性变化，具备人机交互、历史数据查

询、波形分析记录、数据通讯，并能够自适应修正

电能品质指标评估权重，实时地给出电能品质综

合评估结果，对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电能品

质特征参数的最小监测持续时间为0.8us、采样

精度可达到2.498mV，在50ms以内完成69个电气

测量通道从采样到数据分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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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用于对船舶的电力推进交直流供

电系统电能品质进行在线监测与评估，实现与能量管理系统、综合控制系统等的实时交互，

对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电能品质特征参数的最小监测持续时间为0.8us、采样精度可

达到2.498mV，可在50ms以内完成69个电气测量通道从采样到数据分析的过程，其特征在

于，包括：

电压转换调理模块，用于对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中供电端的三相电压信号进行二

次转换和信号处理；

电流转换调理模块，用于对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中的发电机组输出三相电流信

号、负载支路的三相电流信号进行二次转换和信号处理；

PXI控制器，集成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析与评估软件，用于对经外围互感器转换调理的

电气量信号的计算、电能品质分析、综合评估、事故判断、报警、记录。

PXI系统，集成PXI控制器和数据同步采集卡，利用数据同步采集卡通过屏蔽电缆获取

电压转换调理模块及电流转换调理模块采集的电压信号以及电流信号，PXI控制器集成电

能品质在线测量分析与评估软件，通过PXI控制器对经外围互感器转换调理的电气量信号

的计算、电能品质分析、综合评估、事故判断、报警、记录，以实现进行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

析与评估，经集成机箱上传至上位机，并通讯到能量管理系统和综合控制系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包括数台主柴油发电机组、配电板、推进负载、线性负载、进

线电网，可实现开环、闭环不同的网络结构，可模拟6脉冲、12脉冲、虚拟24脉冲、AFE推进以

及新能源/干式负载不同负荷在网工况下系统的暂态和稳态特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其特征在于，

有至少5块所述电压转换调理模块，用于至少采集40路电压信号，每块所述电压转换调理模

块包括用于检测电压信号的电压互感器外围电路以及用于将电压互感器外围电路检测到

的电压信号通过所述屏蔽电缆传输至所述数据同步采集卡的继电器驱动电路，电压互感器

外围电路所采用的电压互感器的精度不低于0.1％。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流转换调理模块，用于至少采集56路电流信号，包括5块小电流采样调理模块和2块

大电流采集模块，每块小电流采样调理模块或每块大电流采集模块包括用于检测电流信号

的电流互感器外围电路以及用于将电流互感器外围电路检测到的通过所述屏蔽电缆传输

至所述数据同步采集卡的电流信号数字输入触点驱动电路，电流互感器外围电路所采用的

电流互感器的精度不低于0.1％。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同步采集卡的采样率为1.25MS/s、采样精度为2.498mV；所述控制器采用PXI8135

处理器，能够兼容可视化G语言编程软件；所述集成机箱具有上位机通讯和数据传输功能。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析和评估软件，用于进行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分析和评

估，包括电网的浪涌电流、电流不平衡度、脉冲负载、跃变负载、谐波分析、电压偏差、电压跌

落、瞬态电压偏差、尖峰电压、纹波电压、电压变动的相对值、线电压不平衡度、频率偏差、瞬

态频率偏差、瞬态频率恢复时间、频率周期性变化；所述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析和评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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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样率最高可达25kHz，具备容错自检、实时性测试、人机交互、历史数据查询、波形分析

记录功能；所述电能品质在线测量评估采用基于熵权的电能品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可自

适应修正电能品质指标评估权重，对综合评估结果自适应优化，并能够实时地给出电能品

质综合评估结果，对船舶中压电网的电能品质给出预案及报警，可实现与船舶已有的能量

管理系统和综合控制系统等的数据通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析软件采用改进傅里叶变换以及小波变换分析所有电量的波形

和暂态数据，正确定位时间发生的时间，实时计算网侧和不同支路的电能品质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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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船舶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特别涉及一种电力推进船舶

交直流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综合电力推进船舶具有优良的控制性能、节能减排、布置灵活和经济性好的特点。

绿色低碳是当今船舶的主流趋势，随着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在工程船、科考船、海洋平台及混

合动力船舶上的大量应用，以及多能源的渗入，大量的电力电子装置，如多脉冲整流器、四

象限变频器、风/光/氢/储变换器等弱电功率器件给船舶供电系统的电能品质和电磁兼容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存在一些如下所诉的新的问题。

[0003] 随着电力电子装置的上船，除了电压和频率的稳态偏差外，大容量推进装置的使

用带来了更加突出的暂态扰动以及谐波污染问题，对供电系统的设计带来更大的挑战。

[0004] 船舶电磁干扰来自于各种船舶电气设备，相对于传统船舶，电力推进船舶由于电

气设备容量和电压等级的不断上升，电磁兼容性问题进一步突出，对系统的电磁兼容性提

出了更高的挑战。

[0005] 以往工程船舶入级规范中对电能品质的暂态和稳态仅有少量的偏差要求和供电

端谐波范围要求，对系统的电能品质实时特性未作强制要求，这对绿色低碳船舶的供电质

量和可靠性极为不利。

[0006] 如果能解决系统的电能品质的在线监测及实时评估问题，不仅能确保系统供电端

的电能品质和受电端的供电可靠性问题，而且能为能量管理系统的优化控制，以及系统的

电磁兼容性提供一种良好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对船舶供电系统的电能品质进行在线监测及实时评估，以解决

现有船舶供电系统由于电力电子器件引起的电能品质及电磁兼容问题。

[0008]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

监测与评估装置，用于对船舶的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电能品质进行在线监测与评估，

实现与能量管理系统、综合控制系统等的实时交互，对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电能品质

特征参数的最小监测持续时间为0.8us、采样精度可达到2.498mV，可在50ms以内完成69个

电气测量通道从采样到数据分析的过程，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9] 电压转换调理模块，用于对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中供电端的三相电压信号进

行二次转换和信号处理；

[0010] 电流转换调理模块，用于对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中的发电机组输出三相电流

信号、负载支路的三相电流信号进行二次转换和信号处理；

[0011] PXI系统，集成PXI控制器和数据同步采集卡，利用数据同步采集卡通过屏蔽电缆

获取电压转换调理模块及电流转换调理模块采集的电压信号以及电流信号，PXI控制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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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析与评估软件，通过PXI控制器对经外围互感器转换调理的电气量

信号的计算、电能品质分析、综合评估、事故判断、报警、记录，以实现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

析与评估，经集成机箱上传至上位机，并通讯到能量管理系统和综合控制系统。

[0012] 优选地，所述电力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包括数台主柴油发电机组、配电板、推进负

载、线性负载、进线电网，可实现开环、闭环不同的网络结构，可模拟6脉冲、12脉冲、虚拟24

脉冲、AFE推进以及新能源/干式负载不同负荷在网工况下系统的暂态和稳态特性。

[0013] 优选地，有至少5块所述电压转换调理模块，用于至少采集40路电压信号，每块所

述电压转换调理模块包括用于检测电压信号的电压互感器外围电路以及用于将电压互感

器外围电路检测到的电压信号通过所述屏蔽电缆传输至所述数据同步采集卡的继电器驱

动电路，电压互感器外围电路所采用的电压互感器的精度不低于0.1％。

[0014] 优选地，所述电流转换调理模块，用于至少采集56路电流信号，包括5块小电流采

样调理模块和2块大电流采集模块，每块小电流采样调理模块或每块大电流采集模块包括

用于检测电流信号的电流互感器外围电路以及用于将电流互感器外围电路检测到的通过

所述屏蔽电缆传输至所述数据同步采集卡的电流信号数字输入触点驱动电路，电流互感器

外围电路所采用的电流互感器的精度不低于0.1％。

[0015] 优选地，所述数据同步采集卡的采样率为1.25MS/s、采样精度为2.498mV；所述控

制器采用PXI8135处理器，能够兼容可视化G语言编程软件；所述集成机箱具有上位机通讯

和数据传输功能。

[0016] 优选地，所述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析和评估软件，用于进行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

质在线分析和评估，包括电网的浪涌电流、电流不平衡度、脉冲负载、跃变负载、谐波分析、

电压偏差、电压跌落、瞬态电压偏差、尖峰电压、纹波电压、电压变动的相对值、线电压不平

衡度、频率偏差、瞬态频率偏差、瞬态频率恢复时间、频率周期性变化；所述电能品质在线测

量分析和评估软件的采样率最高可达25kHz，具备容错自检、实时性测试、人机交互、历史数

据查询、波形分析记录功能；所述电能品质在线测量评估采用基于熵权的电能品质模糊综

合评价方法，可自适应修正电能品质指标评估权重，对综合评估结果自适应优化，并能够实

时地给出电能品质综合评估结果，对船舶中压电网的电能品质给出预案及报警，可实现与

船舶已有的能量管理系统和综合控制系统等的数据通讯。

[0017] 优选地，所述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析软件采用改进傅里叶变换以及小波变换分析

所有电量的波形和暂态数据，正确定位时间发生的时间，实时计算网侧和不同支路的电能

品质特征参数。

[001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具有电能品质在

线分析、实时评估、数据通讯和人机交互功能，可实现对供电支路、不同负载支路的暂态和

稳态电能品质特征参数的实时分析和评估，可实现与能量管理系统、综合控制系统等的实

时交互，实现对设备的优化控制，并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上。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的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

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能够对供电支路和不同负载支路的暂态和稳态电能品质特征参数进

行实时分析和评估，可以保证系统供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通过上位机通讯，可以实现与能

量管理系统、综合控制系统的实时交互，实现对设备的优化控制，可以有效解决系统因电能

品质、电磁干扰等引起的功率振荡、谐波污染、共模、差模等问题，实现船舶供电系统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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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的系统框

图；

[0021] 图2为综合评估模块所采用的综合评估模型；

[0022] 图3为本发明电能品质实时分析模型；

[0023] 图4为电能品质在线分析硬件设计的具体实施图；

[0024] 图5A为一路电压采样电路的原理图；

[0025] 图5B为一路继电器驱动电路的原理图；

[0026] 图6A为一路电流采样电路的原理图；

[0027] 图6B为一路外部信号触发电路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的范围。

[002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用于对船舶电力

推进交直流供电系统的电能品质进行在线监测与评估，包括电网的浪涌电流、电流不平衡

度、脉冲负载、跃变负载、谐波分析、电压偏差、电压跌落、瞬态电压偏差、尖峰电压、纹波电

压、电压变动的相对值、线电压不平衡度、频率偏差、瞬态频率偏差、瞬态频率恢复时间、频

率周期性变化等，具备人机交互、历史数据查询、波形分析记录、数据通讯等功能，并能够自

适应修正电能品质指标评估权重，实时地给出电能品质综合评估结果，对电力推进交直流

供电系统电能品质特征参数的最小监测持续时间为0.8us、采样精度可达到2.498mV，在

50ms以内完成69个电气测量通道从采样到数据分析的过程。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船舶供电系统电能品质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由柴

油发电机组、配电板、AFE推进负载、虚拟24脉推进负载、新能源负载、线性负载、电能品质在

线测量一次互感器、电压互感器调理模块、电流互感器调理模块、同步采集卡、控制器、电能

品质在线测量分析和评估软件、人机界面、通讯线等组成。其中，新能源负载为预留接口，本

发明提供的在线监测与评估装置在线测量装置通过电能品质在线测量一次互感器、二次电

压/电流调理电路、采集卡同步装置以及人机交互的软件界面和控制器实现对电能品质特

征参数(包括6台发电机组出口三相电压信号、3个电站母排三相电压信号、以及AFE变频器

反馈至进线电网三相电压信号，如图1中方框所标注；电流信号采集39路，对应6台发电机组

输出三相电流信号、6脉冲变频器支路及其AFE反馈支路三相电流信号、12脉主推进变频支

路及其反馈至进线电网支路三相电流信号以及一路线性负载支路电流信号，如图1中圆圈

标注)的采集、信号处理、软件分析和反馈、硬件同步输出，实现与能量管理系统和综合控制

系统的数据传输。

[0031] 电能品质在线测量分析和评估软件的具体实施：本系统中软件采用模块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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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登陆模块、功能分析模块、事件产生处理模块、综合评估模块。其中功能分析模块主要

分为电压电流采集模块、电压电流信号缓存模块和信号分析模块。信号分析模块又包括有

效值频率功率计算、谐波分析、电压不平衡度分析、电压波动闪变分析和电压暂态分析等。

各模块同时进行分析。①频率、有效值、功率计算分析是最基本的电压电流分析功能。当通

道缓存区有10个周波的电压电流信号后进行信号分析。首先要将采集到的线电压信号转换

为相电压信号，其次需要将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的干扰直流量去除，防止计算不准。还需要

将采集到的电压电流信号进行定标处理，利用定标后的实际值计算设备实际有功、无功和

功率因数。根据IEC标准要求进行每隔10s计算一次波形频率。利用电压电流定标后的实际

波形进行电压电流有效值计算。②谐波分析是电能品质分析的重要指标，10个周波的实时

缓存波形通过电压FFT计算和电流FFT计算获得电压电流波形的谐波信息，根据电压FFT计

算输出的电压频谱信息可以得到2-100次电压谐波幅值，并且利用电压频谱信息计算每一

相电压的总谐波畸变率。同理根据电流FFT计算和THD计算得到电流各次谐波幅值和总谐波

畸变率。③电压不平衡度分析(三相不平衡分析)主要分析三相对称情况，有无零负序电流。

根据10个周波的电压电流缓存信息通过电压FFT计算和电流FFT计算，得到电压电流频谱信

息，然后利用电压电流频谱信息通过电压电流正序负序零序相序分离计算出电压正、负、零

序电压幅值，最后利用电压电流各相序幅值计算出三相电压电流不平衡度。④电压波动闪

变分析，根据10个电压周波信号首先进行瞬时闪变波动计算，根据瞬时闪变计算出的实时

视度值进行短时闪变波动计算。根据短时闪变波动计算结果判断电压波动是否超限，如果

持续波动超限量大于10min，则短时波动指示灯亮，且输出结果用做长时波动的计算输入，

如果没有超过10min则继续判断。长时波动计算是短时波动的继续累加，如果持续波动超过

2小时，则长时波动指示报警。⑤电压暂态分析是将一些瞬时变化的情况检查出来，利用10

个周波标量电压实时缓存量进行电压暂态分析，选择将要分析的ABC三相电压，然后通过离

散小波变换检测到电压波形瞬态扰动点，如果检测到瞬态事件，则报警并且保存瞬态波形。

如果没有检测到则继续判断。⑥事件产生处理模块包括以下内容：当波形分析结果超出电

能品质指标，则需要保存瞬态波形和稳态波形。瞬态事件产生，立即保存当前波形。稳态数

据如电压电流频率和THD超限，判断是否持续超时10秒，如果超时则保存实时波形，如果没

有则继续判断。⑦综合评估模块用于进行电能品质综合评估，根据综合评估系统的监测数

据和生成的报表，对列举的实验和测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建立基于熵权的模糊综合评估

模型，根据单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求得电能品质各指标的目标权重，求得电能品质各指标

的目标权重，综合评估模块所采用的综合评估模型如图2所示。

[0032] 系统电能品质实时性的具体实施：本系统中通过两级电压/电流转换调理，一次互

感器精度控制在0.2级，二次电压/电流调理模块的精度为0.1级以上，通过采样率1.25MS/s

的同步采集卡实现69路电气量的数据同步采集，通过软件实现对设备的电压采集通道和电

流采集通道进行设置，滤波处理和限幅处理，为了分析波形的准确性与实时性，需要对电压

电流信号的每10个周波进行数据缓存、分析计算和定标处理，通过容错机制防止数据丢包。

通过编制的数据实时分析软件，如图3所示，实时计算从采样到数据输出的时间，结果如下：

1)分析时间36-44ms；2)6个通道200个周波的存储容量为2.5M。

[0033] 电能品质在线分析硬件设计的具体实施：如图4所示，采用高性能高速同步采集卡

PXI6358，模拟量采集总通道数为80路，留有一定的通道裕量，采集信号范围为-10V～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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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互感器采集电压转成弱电信号采集，最高采样率1 .25M(25kHz)，采样精度可达

2.498mV，满足大部分尖峰脉冲信号采集分析。信号调理模块由电压采集单元和电流采集单

元组成，电压采集单元由5个电压采样调理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采集8路信号，可以同时转换

至少30路信号。图5A为一路电压采样电路的原理图，图5B为一路继电器驱动电路的原理图，

图6A为一路电流采样电路的原理图，图6B为一路外部信号触发电路的原理图。电流采集单

元由5个小电流采样调理模块和2个大电流采样调理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采集8路信号，可以

满足采集39路电流信号需求。控制器采用2.3GHz基频、3.3GHz(单核Turbo  Boost模式)四核

处理器和双通道1,600MHz  DDR3内存，能够极大地缩减测试时间。机箱配有高带宽背板，可

满足各种高性能测试和测量应用的需求，通过最多4个插槽支持可兼容标准PXI混合总线的

模块，同时集成了最新PXI内置定时与同步特性。

[0034] 与能量管理系统和综合控制系统数据交互的具体实施：本系统电能品质测量分析

软件所得数据通过控制器串口总线通讯实现与上位机，综合控制系统以及能量管理系统的

数据传输，能够将系统电能品质特性作为能量管理和综合控制系统的输入条件，实现系统

能量管理的优化控制和综合利用以及实时监视。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2345878 A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9

CN 112345878 A

9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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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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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图6A

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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