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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

所述方法不需考虑10kV线路及配变参数因素，只

需明确线路与配变归属以及配变与用户归属关

系；采集10kV线路变电站出口侧电流及出线开关

的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采集配变出口侧电压

电流以及停上电事件信息，以及采集用户停电事

件信息；依据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

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配变出口停电

事件生成规则、用户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配

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和配变出口停电事件

漏报校验规则，对采集到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从而实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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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不需考虑10kV线

路及配变参数因素，只需明确线路与配变归属以及配变与用户归属关系；采集10kV线路变

电站出口侧电流及出线开关的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采集配变出口侧电压电流以及停上

电事件信息，以及采集用户停电事件信息；依据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10kV线路

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配变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用户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配变研

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和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规则，对采集到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从而实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利用变电站出口电压、电流采集装置采集10kV线路出线电流；采样间隔为15分钟或

30分钟；同时通过RTU采集出线开关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

(2)利用配变出口电压、电流采集装置采集配变出口侧电压、电流，采样间隔为15分钟

或30分钟；同时通过集中器采集配变停上电事件信息；

(3)利用配变采集器及用户电表采集配变所接带用户停上电事件信息；

(4)对分析期间10kV线路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遍历检查线路所接带

配变是否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若存在，则表示该台配变停电事件没有漏报；若不存在，

则判断线路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该台配变所接带的用户是否有停电事件；

若存在不小于3台的用户停电事件，则判定该台配变停电事件漏报；否则，则判定该台配变

没有停电事件，不存在配变停电事件漏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由变电站出线开关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生成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包含故障停电

及检修停电，简称ckxltdet；字段包括所属地市、运行单位、变电站、线路名称、停电开始时

间、停电结束时间；

根据10kV线路出线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按停

电开始时间进行升序排序，生成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xltdetlist。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10kV线路电流存在不小于两个连续电流小于1A以下采集点，期间未有10kV线路出线停

电事件，则生成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简称ybxltdet；字段包括所属地市、运行单位、变电

站、线路名称、停电开始时间、停电结束时间；

根据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按停

电开始时间进行升序排序，生成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序列ybxltdetlist。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配变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结合配变出口三相电压、电流数据对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进行校验；若配变出口停电事

件在停电期间，三相电压或三相电流中，只要有一相电压或电流采集值连续两个不为零，则

判定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误报，相应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剔除；否则生成校验后的配变出口

停电事件ckpbtdet，字段包括所属地市、运行单位、变电站、所属线路、配变名称、停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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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停电结束时间；

根据配变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按停电开始时

间进行升序排序，生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pbtdetlist。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用户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利用台区集中器及用户电表采集用户出口停电事件ckyhtdet，字段包括所属地市、运

行单位、变电站、所属线路、所属配变、用户名称、停电开始时间、停电结束时间；

根据用户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用户停电事件，按停电开始时间进行升

序排序，生成用户停电事件序列ckyhtdetlist。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配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将用户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yhtdetlist按同一配变，分组生成用户出口停电事件子序

列ckyhtdetlistsub；每组ckyhtdetlistsub按用户出口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升序排序，

每组ckyhtdetlistsub内相邻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相差超过20分钟则判断不处

于同一组，分组生成用户出口停电事件孙序列cky h td e t l i s t s u bs u b；若每组

ckyhtdetlistsubsub内用户户数小于3户，则不生成配变研判停电事件ybpbtdet；否则生成

配变研判停电事件ybpbtdet；每组ybpbtdet内的ckyhtdetlistsubsub用户出口停电事件的

停电开始时间平均值为ybpbtdet停电开始时间，每组ybpbtdet中的ckyhtdetlistsubsub内

用户出口停电事件停电结束时间平均值为ybpbtdet停电结束时间；增加所属地市、运行单

位、变电站、所属线路、配变名称、停电开始时间、停电结束时间、用户停电户次、所接带用户

户次字段，其中所接带用户户次为用户停电户次和未停电用户数之和；

根据配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配变研判停电事件，按停电开始时

间进行升序排序，生成配变研判停电事件序列ybpbtdetlist。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规则如下：

1)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xltdetlist遍历

对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xltdetlist遍历；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

间前后45分钟内，对线路所接带配变遍历；检查是否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若存在，则表

示该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上报没有漏报；若不存在，则判断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

间前后45分钟内该台配变是否存在配变研判停电事件；若存在，则判定该台配变出口停电

事件漏报，并将该次配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配变漏报停电事件lbpbtdet；否则，则判定该台

配变没有出口停电事件，不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

2)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序列ybxltdetlist遍历

对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序列ybxltdetlist遍历；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

间前后45分钟内，对线路所接带配变遍历；检查是否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若存在，则表

示该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上报没有漏报；若不存在，则判断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

间前后45分钟内该台配变是否存在配变研判停电事件；若存在，则判定该台配变停电事件

漏报，并将该次配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配变漏报停电事件lbpbtdet；否则，则判定该台配变

没有出口停电事件，不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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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序列

根据步骤1)、步骤2)生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序列lbpbtdetlist。

9.实现如权利要求1～8所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的一种配变出口停

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系统，为一种计算机设备，包括存储器、处理器及存储在存储器上并在

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时实现以下步骤：

(1)将变电站采集装置采集的线路出口电流数据、出线开关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输

入数据库存储器；将台区采集装置采集的台区出口电压、电流数据、配变停上电事件信息、

用户停电信息输入数据库存储器；

(2)根据出口开关信息生成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序列；根据出口电流生成10kV线路

研判停电事件序列；

(3)生成10kV线路停电事件序列；

(4)遍历检查10kV线路停电事件；

(5)根据配变停上电信息生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序列；根据电流和电压检验，生成最终

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序列；

(6)判别10kV线路停电事件期间是否有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如是，则配变出口停电事件

没有漏报；

(7)如没有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则判别10kV线路停电事件期间是否有配变研判停电事

件；

(8)如没有配变研判停电事件，则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没有漏报；如有配变研判停电事

件，则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

(9)生成配变漏报停电事件；并判别10kV停电事件是否完毕；

(10)如10kV停电事件完毕，则生成配变漏报事件序列；如10kV停电事件未完毕，则继续

检查10kV线路停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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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及系统，属配用电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生成、传输、存储的过程中，因台区采集装置不稳定、网络通

道不稳定等影响，将造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丢失的情况，将无法准确掌握配变出口停电情

况，进而不利于配变停电管理，停电信息未能准确发布到用户，增加用户停电投诉的风险。

[0003] 目前，10kV线路出线通过变电站采集装置及RTU(远程终端单元)完成10kV线路出

线电流、出线开关的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的采集，10kV线路所接带的配变已通过智能电

表和集中器完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及用户出口停电事件的采集，因此可以考虑通过10kV线

路出线停电事件来检验线路所接带配变停电事件漏报情况，但实际情况受10kV线路不停电

转供等影响，10kV线路出口停电，但所接带配变只有部分配变真实发生停电，不能将实际未

发生停电配变未上报停电事件视为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进而影响到校验10kV线路所接

带配变停电事件漏报准确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准确检验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情况，提出一种配变

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及系统。

[0005] 实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所述方法

不需考虑10kV线路及配变参数因素，只需明确线路与配变归属以及配变与用户归属关系；

采集10kV线路变电站出口侧电流及出线开关的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采集配变出口侧电

压电流以及停上电事件信息，以及采集用户停电事件信息；依据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生

成规则、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配变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用户出口停电事件

生成规则、配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和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规则，对采集到数据

进行处理与分析，从而实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

[0006] 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07] (1)利用变电站出口电压、电流采集装置采集10kV线路出线电流；采样间隔为15分

钟或30分钟；同时通过RTU采集出线开关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

[0008] (2)利用配变出口电压、电流采集装置采集配变出口侧电压、电流，采样间隔一般

为15分钟或30分钟；同时通过集中器采集配变停上电事件信息；

[0009] (3)利用配变采集器及用户电表采集配变所接带用户停上电事件信息；

[0010] (4)对分析期间10kV线路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遍历检查线路所

接带配变是否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若存在，则表示该台配变停电事件没有漏报；若不存

在，则判断线路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该台配变所接带的用户是否有停电事

件；若存在不小于3台的用户停电事件，则判定该台配变停电事件漏报；否则，则判定该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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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没有停电事件，不存在配变停电事件漏报。

[0011] 所述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0012] 由变电站出线开关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生成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包含故障

停电及检修停电，简称ckxltdet；字段包括所属地市、运行单位、变电站、线路名称、停电开

始时间、停电结束时间。

[0013] ckxltdet＝{所属地市，运行单位，变电站，线路名称，停电开始时间，停电结束时

间，…}。

[0014] 根据10kV线路出线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

按停电开始时间进行升序排序，生成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xltdetlist。

[0015] ckxltdetlist＝{ckxltdet1,ckxltdet2,ckxltdet3…}。

[0016] 所述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0017] 10kV线路电流存在不小于两个连续电流小于1A以下采集点，期间未有10kV线路出

线停电事件，则生成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简称ybxltdet；字段包括所属地市、运行单位、

变电站、线路名称、停电开始时间、停电结束时间。

[0018] ybxltdet＝{所属地市，运行单位，变电站，线路名称，停电开始时间，停电结束时

间，…}。

[0019] 根据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

按停电开始时间进行升序排序，生成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序列ybxltdetlist。

[0020] ybxltdetlist＝{ybxltdet1,ybxltdet2,ybxltdet3…}。

[0021] 所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0022] 结合配变出口三相电压、电流数据对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进行校验；若配变出口停

电事件在停电期间，三相电压或三相电流中，只要有一相电压或电流采集值连续两个不为

零，则判定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误报，相应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剔除；否则生成校验后的配变

出口停电事件ckpbtdet，字段包括所属地市、运行单位、变电站、所属线路、配变名称、停电

开始时间、停电结束时间。

[0023] ckpbtdet＝{所属地市，运行单位，变电站，所属线路，配变名称，停电开始时间，停

电结束时间，…}。

[0024] 根据配变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按停电开

始时间进行升序排序，生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pbtdetlist。

[0025] ckpbtdetlist＝{ckpbtdet1,ckpbtdet2,ckpbtdet3…}。

[0026] 所述用户出口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0027] 利用台区集中器及用户电表采集用户出口停电事件ckyhtdet，字段包括所属地

市、运行单位、变电站、所属线路、所属配变、用户名称、停电开始时间、停电结束时间。

[0028] ckyhtdet＝{所属地市，运行单位，变电站，所属线路，所属配变，用户名称，停电开

始时间，停电结束时间，…}。

[0029] 根据用户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用户停电事件，按停电开始时间进

行升序排序，生成用户停电事件序列ckyhtdetlist。

[0030] ckyhtdetlist＝{ckyhtdet1,ckyhtdet2,ckyhtdet3…}。

[0031] 所述配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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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将用户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yhtdetlist按同一配变，分组生成用户出口停电事件

子序列ckyhtdetlistsub；每组ckyhtdetlistsub按用户出口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升序排

序，每组ckyhtdetlistsub内相邻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相差超过20分钟则判断

不处于同一组，分组生成用户出口停电事件孙序列ckyhtdetlistsubsub；若每组

ckyhtdetlistsubsub内用户户数小于3户，则不生成配变研判停电事件ybpbtdet；否则生成

配变研判停电事件ybpbtdet；每组ybpbtdet内的ckyhtdetlistsubsub用户出口停电事件的

停电开始时间平均值为ybpbtdet停电开始时间，每组ybpbtdet中的ckyhtdetlistsubsub内

用户出口停电事件停电结束时间平均值为ybpbtdet停电结束时间；增加所属地市、运行单

位、变电站、所属线路、配变名称、停电开始时间、停电结束时间、用户停电户次、所接带用户

户次字段，其中所接带用户户次为用户停电户次和未停电用户数之和；

[0033] 根据配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规则，取分析期间所有配变研判停电事件，按停电开

始时间进行升序排序，生成配变研判停电事件序列ybpbtdetlist。

[0034] ybpbtdetlist＝{ybpbtdet1,ybpbtdet2,ybpbtdet3…}

[0035] 所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规则如下：

[0036] 1)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xltdetlist遍历

[0037] 对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序列ckxltdetlist遍历；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停电开

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对线路所接带配变遍历；检查是否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若存在，

则表示该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上报没有漏报；若不存在，则判断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停电开

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该台配变是否存在配变研判停电事件；若存在，则判定该台配变出口

停电事件漏报，并将该次配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配变漏报停电事件lbpbtdet；否则，则判定

该台配变没有出口停电事件，不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

[0038] 2)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序列ybxltdetlist遍历

[0039] 对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序列ybxltdetlist遍历；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停电开

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对线路所接带配变遍历；检查是否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若存在，

则表示该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上报没有漏报；若不存在，则判断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停电开

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该台配变是否存在配变研判停电事件；若存在，则判定该台配变停电

事件漏报，并将该次配变研判停电事件生成配变漏报停电事件lbpbtdet；否则，则判定该台

配变没有出口停电事件，不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

[0040] 3)生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序列

[0041] 根据步骤1)、步骤2)生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序列lbpbtdetlist。

[0042] 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系统，为一种计算机设备，包括存储器、处理

器及存储在存储器上并在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

程序时实现以下步骤：

[0043] (1)将变电站采集装置采集的线路出口电流数据、出线开关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

息输入数据库存储器；将台区采集装置采集的台区出口电压、电流数据、配变停上电事件信

息、用户停电信息输入数据库存储器；

[0044] (2)根据出口开关信息生成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序列；根据出口电流生成10kV

线路研判停电事件序列；

[0045] (3)生成10kV线路停电事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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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4)遍历检查10kV线路停电事件；

[0047] (5)根据配变停上电信息生成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序列；根据电流和电压检验，生成

最终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序列；

[0048] (6)判别10kV线路停电事件期间是否有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如是，则配变出口停电

事件没有漏报；

[0049] (7)如没有配变出口停电事件；则判别10kV线路停电事件期间是否有配变研判停

电事件；

[0050] (8)如没有配变研判停电事件，则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没有漏报；如有配变研判停电

事件，则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

[0051] (9)生成配变漏报停电事件；并判别10kV停电事件是否完毕；

[0052] (10)如10kV停电事件完毕，则生成配变漏报事件序列；如10kV停电事件未完毕，则

继续检查10kV线路停电事件。

[005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由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和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

件触发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并考虑负荷不停电转供影响，再次校验是否存在配变

研判停电事件，提高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的准确性。本发明充分考虑10kV线路、配

变、用户侧时钟不同步问题，在线路停电事件以停电开始时间为中心增加时间窗以及用户

出口停电事件利用时间差分法，很好的解决了时钟不同步问题，进一步提高配变出口停电

事件漏报校验的准确性。

[0054] 本发明充分利用变电站、配电台区已有电气采集装置，无需新增硬件，通过计算机

可执行程序代码便可实现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校验。

附图说明

[0055] 图1为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一种配变出口停电事件漏报自动检验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57] (1)利用变电站电气采集装置采集10kV线路出口电流，采样间隔一般为15分钟或

30分钟，电压互感器采用电压互感器V/V接法，电流互感器采用不完全星型接法，同时由变

电站RTU装置采集线路出线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号。

[0058] (2)利用台区采集装置采集配变出口侧三相电压、电流值，采样间隔一般为15分钟

或30分钟，电压不加装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采用星型接法，由集中器采集配变停上电事

件。

[0059] (3)利用配变采集器及用户电表采集配变所接带用户停上电事件信息；

[0060] (4)定义以下事件

[0061] 由变电站出线开关分合闸以及保护类信息生成的10kV停电事件定义为10kV线路

出口停电事件，简称ckxltdet。

[0062] 10kV线路电流存在不小于两个连续电流小于1A以下的采集点，期间没有10kV线路

出线停电事件，则生成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简称ybxltdet。

[0063] 10kV线路出口停电事件和10kV线路研判停电事件统称10kV线路停电事件，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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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tdet。

[0064] 由台区集中器上传的停上电事件信息生成的配变停电事件定义为配变出口停电

事件，简称ckpbtdet。

[0065] 利用台区集中器及用户电表采集停上电事件生成的用户停电事件定义为用户出

口停电事件，简称ckyhtdet。

[0066] 利用台区集中器及用户电表采集停上电事件生成的用户停电事件定义为用户出

口停电事件，简称ckyhtdet。

[0067] (5)对分析期间10kV线路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遍历检查线路所

接带配变是否存在配变出口停电事件；若存在，则表示该台配变停电事件没有漏报；若不存

在，则判断线路停电事件停电开始时间前后45分钟内该台配变所接带的用户是否有停电事

件；若存在不小于3台的用户停电事件，则判定该台配变停电事件漏报；否则，则判定该台配

变没有停电事件，不存在配变停电事件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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