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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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197952.2

(22)申请日 2016.12.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84578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6.13

(73)专利权人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地址 200002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京东路181

号

(72)发明人 李晔　顾承昱　陈震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前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760

代理人 陈姗姗

(51)Int.Cl.

G06Q 10/06(2012.01)

G06Q 50/06(2012.01)

(56)对比文件

CN 102518553 A,2012.06.27

US 2004/0024717 A1,2004.02.05

张郁.变电站分析预警系统分析预警系统研

究与实现.《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信息科技辑》.2013,第29-39页.

审查员 白桦

 

(54)发明名称

一种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及其分析

方法

(57)摘要

公开了一种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及

其分析方法，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采用基

于EMS系统的多层架构，所述发电机组运行工况

分析系统包括：数据层(1)，数据层(1)之上是逻

辑层(2)，所述逻辑层(2)包括用于实时数据诊断

的数据诊断模块(3)、数据统计模块(4)以及数据

提取模块(5)；逻辑层(2)之上是提供服务以及服

务调度的服务层(6)，在所述服务层(6)之上是展

现层(11)，展现层(11)基于EMS系统，展现层(11)

包括电厂值班子系统(12)、调度值班子系统

(13)、监控子系统(14)以及对外服务子系统

(15)；负责系统之间数据与服务的共享的服务总

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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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其采用基于EMS系统的多层架构，所

述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包括：

数据层（1），数据层（1）包括数据采集子系统，负责对发电机组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存储,

其中，所述数据采集子系统采集调度日志、发电机组运行日志、发电机组实时数据、电网实

时数据和/或外部资源数据；

数据层（1）之上是逻辑层（2），所述逻辑层（2）包括用于实时数据诊断的数据诊断模块

（3）、数据统计模块（4）以及数据提取模块（5），所述逻辑层（2）对调度日志、电厂运行日志进

行交叉检索；

逻辑层（2）之上是提供服务以及服务调度的服务层（6），所述服务层（6）包括HDFS架构

（7）、Map  Reduce模块（8）、Hbase架构（9）和Spark架构（10）,所述服务层（6）提供的服务包括

诊断分析；

在所述服务层（6）之上是展现层（11），展现层（11）基于EMS系统，展现层（11）包括电厂

值班子系统（12）、调度值班子系统（13）、监控子系统（14）以及对外服务子系统（15）；

负责系统之间数据与服务的共享的服务总线（16），所述服务总线（16）基于IEC61968标

准建立所述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内部的标准接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子系统

（14）包括发电机组运行监测模块（17）、发电机组遥控模块（18）、发电机组故障管理模块

（19）以及发电机组应用模块（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电机组运行

工况分析系统为分布式计算机系统，其包括一个以上服务器和一个以上的客户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为云端

服务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总线（16）

包括电网模型同步接口、历史数据同步接口、实时数据同步接口、设备模型同步接口和外部

信息同步接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子系统包

括经由所述服务层处理后的知识仓库和数据仓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现层（11）包

括用于发出警报的警报模块（2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警报模块（21）

包括扬声器和LED灯。

9.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的分析方法，其

步骤包括：

第一步骤：数据层（1）采集和存储发电机组数据；

第二步骤：逻辑层（2）基于数据层（1）采集的数据进行数据逻辑运算以建立实时数据诊

断和知识提取；

第三步骤：服务层（6）基于逻辑层（2）实现发电机组运行经验积累和运行风险提示；

第四步骤：展现层（11）展示逻辑层（2）和服务层（6）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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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及其分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电机组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及其

分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调度部门对于发电厂和机组的管理都是在调度规程的框架内进行，但是缺乏

信息共享和数据挖掘机制，导致大量的历史数据沉睡在数据库中，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在的

巨大价值。

[0003] 专利文献CN103456136  A公开的物联网构架水利水电工程重大事故安全隐患监测

预警系统由综合信息采集核心平台、系统操作平台和信息管理平台组成，其中：(-)综合信

息采集核心平台，用于对监测部位的安全隐患进行识别和定位，通过自组织方式构成监测

网络覆盖整个监测区域，监测数据沿着传感器节点以逐跳方式进行传输，在传输过程中监

测数据能被多个节点处理，经过多跳后被路由到汇聚节点，最后通过互联网或卫星到达管

理节点，通过管理节点对传感器网络进行配置和管理，发布监测任务以及收集监测数据；该

平台由以下模块组成：安全隐患识别模块，用于发现和识别水利水电工程区域内的安全隐

患并确定其特性，对安全隐患的识别，且对安全隐患性质加以判断；安全隐患定位模块，用

于锁定潜在危险的隐患点或部位的位置；安全隐患类型确定模块，用于根据水利工程施工

方重大安全隐患控制清单确定安全隐患类型；安全隐患等级确定模块，用于对安全隐患进

行等级判定，分为四级，一级：可造成特别重大事故的；二级：可造成特大事故的；三级：可造

成重大事故的；四级：可造成一般事故的；地理位置信息确定模块，用于确定安全隐患点的

经纬度；空间位置信息确定模块，用于在空间位置及电子地图上用数据描述安全隐患点所

在的位置；动态变化信息记载模块，用于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记载安全隐患发展的变化信息；

状态变化信息记载模块，用于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记载安全隐患状态及规模的变化信息；监

测信息传输模块，用于系统的信息通信；场景显示模具地位，用于在区域地图上显示的区域

场景及监测点位置；声光报警模块，用于在区域地图上显示有安全隐患监测点位置的声音

报警和灯光闪烁；预案查询模块，用于根据预先设置的各种安全隐患的评估分析，对潜在的

或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类别和影响程度事先制定的应急处置方案；预案执行模块，用于

对安全隐患发生的类型、等级、动态变化和状态变化执行预先设置的应急方案；告警通知模

块，用于监测到有安全隐患后，告警通知在隐患区域的作业人员；设备控制模块：用于对所

有探测器、报警设备和显示屏进行控制；㈡系统操作平台，用于对综合信息采集核心平台和

信息管理平台进行实际操作运行，形成操作日志，进行信息储存，并对监测对象的类型和等

级进行判定，生成预警信息，形成系统数据库，监管系统运行；该平台由以下模块组成：系统

操作运行模块，用于系统的运行操作；系统操作日志模块，用于在系统运行时生成所有运行

记录及流水记录，且所有运行记录及流水记录无法删除及更改；监测信息储存模块，用于将

探测器监测到的信息存储；隐患信息判定模块，用于根据监测到的信息，通过确认其隐患发

生点地理位置和空间位置，结合一定时间内的动态发展变化情况，对隐患的类型和等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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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判定；预警信息自动生存模块：用于通过判定的隐患信息自动生成预警信息；系统数据库

模块，用于存储整个系统的数据；运行监管模块，用于系统操作时的权限管理；(三)信息管

理平台，用于通过连接综合信息采集核心平台和系统操作平台，接收和处理综合信息采集

核心平台和系统操作平台的实时数据，对隐患信息进行评估，结合历史信息库信息，对安全

隐患的动态变化和状态变化进行分析和预测，生成预警信息，提出预案处置决策，处理信息

反馈，并掌握系统操作平台的运行现状；该平台由以下模块组成：专家库模块：用于提供各

类数据库，所述数据库包括：①政策法规数据库；②企业管理制度、标准数据库；③工艺规范

和工艺操作规程数据库；④应急预案、救援和自救手册数据库；⑤重大安全生产隐患、重大

危险源和危险化学品数据库；⑥重特大事故档案数据库；⑦安全生产专家及安全评价中介

机构数据库；⑧抢险救灾资源数据库；隐患信息评估模块，用于对某一特定安全隐患情况发

生的可能性和后果进行风险评价，评估风险大小以及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状态变化分析

模块，用于根据隐患的动态发展进行风险评价分析；历史信息库模块，用存储工程区域内的

水文、地质、环境和气象的历史数据；动态变化预测模块，用于把由安全隐患导致的事故因

素分解为随工程规模和进展的扩大，工程区域环境的变化以及治理隐患投资规模、风险控

制技术水平所能引起增加事故频数的因素，作为对安全隐患动态变化的预测条件，根据动

态变化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状态变化预测模块，用于从事故应急角度出发了解工程区域

内安全隐患监测目标的安全状态，获取和利用安全隐患的实时状态参数，对安全隐患的发

展进行分析、评价和预测；隐患信息决策模块，用于对安全隐患的信息进行定性；隐患预案

处置模块，用于对预案进行处置；处置信息反馈模块：用于对处置结果反馈到管理部门；事

故档案模块，用于对安全隐患记录和处置方案建立档案。该专利对水利水电工程区域内可

能导致潜在危险事故的安全隐患信息进行识别、定位，确定安全隐患类型、等级，进行安全

隐患的类型判定、等级判定和信息统计，但该专利部件繁多，结构复杂且无法调用EMS系统

或其他数据，无法对数据进行挖掘建立实时数据诊断和知识提取以及无法实现发电机组运

行经验积累和运行风险提示。

[0004] 专利文献CN104156827  A公开的一种电力规划技术协作与动态智能管理系统具有

如下由如下9个系统模块组成：数据管理模块、电网现状分析模块、电力市场分析模块、电力

市场预测模块、项目管理模块、电网规划监督模块、电源规划管理模块、电网规划管理模块

和系统管理模块，其中：基础数据管理模块记录有电网元件信息、电网结构信息、国民经济

信息、气象信息、能源信息、电量信息、大用户情况信息和负荷信息；电网现状分析模块集成

有容载比总体分析、变电站负载率分析、变电站负荷概率分布、变电站持续负荷曲线、变电

站负载率历年对比内容、变电站最大负荷表、线路负载率分析、线损电量各地对比分析、线

损率各地对比分析、电厂发电量分析以及负荷密度各地对比分析各模块；电力市场分析模

块集成有电量分析、负荷分析、国民经济分析、能源分析、综合指标分析、气象环境分析和风

电综合信息管理分析各模块；电力市场预测模块所采用预测分析过程顺次为：策略选择、分

析参考、预测期限、综合模型、置信分析，最后形成信息文件，同时顺次通过反推速度、循环

跳转、计算机控制自定义逆向调节相关因素映射库中的映射数值；项目管理模块的步骤依

次为：规划阶段、可研阶段、前期阶段、文件管理、查询汇总、统计分析；电网规划监督模块具

有上报时间质量考核、监督指标分析跟踪两个模块；电源规划管理模块建立规划电厂信息

库和规划机组信息库共两个库，其中所述规划电厂的信息库包括：所属电网、电厂名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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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发电公司、电厂类型、上网电压等级和规划类型，所述规划机组信息库是为规划好的电厂

添加机组，所述机组的信息包括：所属电厂、机组名称、机组类型、容量、最大抽水/发电电

量、电价、最小出力、规划投资、回收期、强迫停运率、厂用电率、启停费用、固定运行费用、可

变运行费用、投产日期、退役日期和接入变电站信息；电网规划管理模块主要对不能确定的

规划变电站和线路通过生成电网规划方案的方式来管理和评估；系统管理模块主要包括用

户管理、角色管理、参数设置、日志管理。该专利应用专家与智能化相结合的共组工作模式，

但该专利部件繁多，结构复杂且无法调用EMS系统或其他数据，无法对数据进行挖掘建立实

时数据诊断和知识提取以及无法实现发电机组运行经验积累和运行风险提示。

[0005] 专利文献CN103760624  A公开的电网电力灾害性天气短信预警平台包括气象资料

库、灾害识别系统和灾害群发系统，所述气象资料库存储的数据包含气温、降雨量、风向、风

速实时监测数据建立日志数据库，用以存储短信发送情况，供查询统计使用；所述灾害识别

系统，包括气温监控单元，对各行政分区范围区域内的所有气象自动站的气温实况进行逐

时监控，当某个气象自动站测到的气温值超过气温警戒值时，将气温信息以短信的方式发

送给气象自动站所属区域的电力用户；雨量监控单元，对各流域分区面的雨量进行实时监

控，当某个流域分区面的雨量在三小时内的雨量达到或超过雨量警戒值时，将雨量信息以

短信的方式发送给气象自动站所属区域的电力用户；气象灾害监控单元，根据各流域分区

面的电力用户需求，在发生气象灾害时，以人工触发的方式，将对应的气象自动站的逐时观

测数据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给需求的电力用户，观测数据包括气温、雨量、风向和风速；日常

防灾减灾单元，收集全地区的天气概况与各市天气预报，并以手机短信的形式每天定时发

送给各电力用户；所述灾害群发系统将上述的气温监控单元、雨量监控单元、气象灾害监控

单元和日常防灾减灾单元均通过手机短信提交发送模块将集到的需要发送的信息数据生

成标准的手机短信格式，进行提交发送给气象短信发送系统，所述气象短信发送系统发送

短信给电力用户。该专利为水电部门提供非常具有针对性的监测预警信息，但该专利部件

繁多，结构复杂且无法调用EMS系统或其他数据，无法对数据进行挖掘建立实时数据诊断和

知识提取以及无法实现发电机组运行经验积累和运行风险提示。

[0006] 在背景技术部分中公开的上述信息仅仅用于增强对本发明背景的理解，因此可能

包含不构成在本国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的信息。

发明内容

[0007] 鉴于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面向发电企业和调度部门进行一体化服务的一种发

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及其分析方法。该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采用大数据和云计

算技术构建，形成网源协调业务专用的一种具备分布式存储结构的信息共享体系。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9]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一种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采用基于EMS系统的多层架

构，所述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包括：

[0010] 数据层，数据层包括数据采集子系统，负责对发电机组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存储。

[0011] 数据层之上是逻辑层，所述逻辑层包括用于实时数据诊断的数据诊断模块、数据

统计模块以及数据提取模块。

[0012] 逻辑层之上是提供服务以及服务调度的服务层，所述服务层包括HDFS架构、Map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06845780 B

5



Reduce模块、Hbase架构和/或Spark架构。

[0013] 在所述服务层之上是展现层，展现层基于EMS系统，展现层包括电厂值班子系统、

调度值班子系统、监控子系统以及对外服务子系统。

[0014] 负责系统之间数据与服务的共享的服务总线，所述服务总线基于IEC61968标准建

立所述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内部的标准接口。

[0015] 优选地，所述数据采集子系统采集调度日志、发电机组运行日志、发电机组实时数

据、电网实时数据和/或外部资源数据。

[0016] 优选地，所述监控子系统包括发电机组运行监测模块、发电机组遥控模块、发电机

组故障管理模块以及发电机组应用模块。

[0017] 优选地，所述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为分布式计算机系统，其包括一个以上

服务器和一个以上的客户端。

[0018] 优选地，所述服务器为云端服务器。

[0019] 优选地，所述服务总线包括电网模型同步接口、历史数据同步接口、实时数据同步

接口、设备模型同步接口和/或外部信息同步接口。

[0020] 优选地，所述数据子系统包括经由所述服务层处理后的知识仓库和数据仓库。

[0021] 优选地，所述展现层包括用于发出警报的警报模块。

[0022] 优选地，所述警报模块包括扬声器和LED灯。

[0023]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利用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的分析方法的步骤

包括：

[0024] 第一步骤：数据层采集和存储发电机组数据。

[0025] 第二步骤：逻辑层基于数据层采集的数据进行数据逻辑运算以建立实时数据诊断

和知识提取。

[0026] 第三步骤：服务层基于逻辑层实现发电机组运行经验积累和运行风险提示。

[0027] 第四步骤：展现层展示逻辑层和服务层的处理结果。

[0028]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使得本发明的技术手段更加清楚

明白，达到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的程度，并且为了能够让本发明

的上述和其它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明显易懂，下面以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举例

说明。

附图说明

[0029] 通过阅读下文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的详细描述，本发明各种其他的优点和益处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变得清楚明了。说明书附图仅用于示出优选实施方式的目的，

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

其他的附图。而且在整个附图中，用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的部件。

[0030] 在附图中：

[0031]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使用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的分析方法的步

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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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解释。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虽然附图中显示了本发明的

具体实施例，然而应当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发明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例所限

制。相反，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能够更透彻地理解本发明，并且能够将本发明的范围完整

的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0035] 需要说明的是，在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当中使用了某些词汇来指称特定组件。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可以理解，技术人员可能会用不同名词来称呼同一个组件。本说明书及权利

要求并不以名词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组件的方式，而是以组件在功能上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的

准则。如在通篇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当中所提及的“包含”或“包括”为一开放式用语，故应解

释成“包含但不限定于”。说明书后续描述为实施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然所述描述乃以

说明书的一般原则为目的，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所附权利

要求所界定者为准。

[0036] 为便于对本发明实施例的理解，下面将结合附图以具体实施例为例做进一步的解

释说明，且各个附图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

[0037] 为了更好地理解，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的

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一种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采用基于EMS系统的多层架构，

所述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包括。

[0038] 数据层1，数据层1包括数据采集子系统，负责对发电机组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存储。

[0039] 数据层1之上是逻辑层2，所述逻辑层2包括用于实时数据诊断的数据诊断模块3、

数据统计模块4以及数据提取模块5。

[0040] 逻辑层2之上是提供服务以及服务调度的服务层6，所述服务层6包括HDFS架构7、

Map  Reduce模块8、Hbase架构9和/或Spark架构10。

[0041] 在所述服务层6之上是展现层11，展现层11基于EMS系统，展现层11包括电厂值班

子系统12、调度值班子系统13、监控子系统14以及对外服务子系统15。

[0042] 负责系统之间数据与服务的共享的服务总线16，所述服务总线16基于IEC61968标

准建立所述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内部的标准接口。

[0043] 本发明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能够对调度日志、电厂运行日志等进行交叉

检索，针对网源协调和技术监督业务进行需求分析，建立具有自组织功能的业务应用功能，

利用专用的挖掘算法实现历史数据的信息化，形成经验知识库，为信息共享和预警奠定基

础。

[0044]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数据采集子系统采集调度日志、发电机组运行日志、发电机

组实时数据、电网实时数据和/或外部资源数据。

[004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监控子系统14包括发电机组运行监测模块17、发电机组遥

控模块18、发电机组故障管理模块19以及发电机组应用模块20。

[0046]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为分布式计算机系统，其包括

一个以上服务器和一个以上的客户端。

[0047]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服务器为云端服务器。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06845780 B

7



[0048]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服务总线16包括电网模型同步接口、历史数据同步接口、实

时数据同步接口、设备模型同步接口和/或外部信息同步接口。

[0049]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数据子系统包括经由所述服务层处理后的知识仓库和数据

仓库。

[0050]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展现层11包括用于发出警报的警报模块21。

[0051]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警报模块21包括扬声器和LED灯。

[0052] 本发明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也可以说是建立在现有EMS系统能量管理系

统内部的一个嵌入式信息模块，包括企业服务总线、用于数据核对的逻辑层和大数据服务

层，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将调度部门的调度日志和电厂机组运行日志等历史数据接

入，通过如数据挖掘算法等逻辑运算和服务层处理形成知识仓库，基于大数据服务层，建立

实时数据诊断和知识提取两个基本功能，实现机组运行经验积累和运行风险提示两种基本

功能，基于IEC61968等标准建立多个系统间的标准接口体系和服务总线，实现多部门信息

共享，且避免对已有系统进行改造，维持数据来源的稳定性。

[0053] 图2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利用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的分析方法

的步骤示意图。

[0054] 如图2所示，利用所述的发电机组运行工况分析系统的方法包括：

[0055] 第一步骤：数据层1采集和存储发电机组数据。

[0056] 第二步骤：逻辑层2基于数据层1采集的数据进行数据逻辑运算以建立实时数据诊

断和知识提取。

[0057] 第三步骤：服务层6基于逻辑层2实现发电机组运行经验积累和运行风险提示。

[0058] 第四步骤：展现层11展示逻辑层2和服务层6的处理结果。

[0059] 尽管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了描述，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

具体实施方案和应用领域，上述的具体实施方案仅仅是示意性的、指导性的，而不是限制性

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说明书的启示下和在不脱离本发明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

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很多种的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保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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