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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及方

法，包括：数据监测模块，设置监测设备，用于监

测配电网中的电流信息、电压信息；监测数据判

断模块，设定电流值、电压值阈值范围，判断监测

数据是否正常；高压脉冲信号生成模块，如果电

流值超过设定的阈值范围，则生成高压脉冲信

号，注入配电网，同时将电流值、电压值传入匹配

对比模块；故障监测模块，监测配电网中电流是

否包含高压脉冲信号，从而确定配电网是否发生

故障，并将含有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发送至故障

定位模块；故障定位模块，对高压脉冲信号的电

流处理，确定配电网发生故障的位置信息，将位

置信息发送至远程监测中心；远程监测中心根据

位置信息确定配电网故障发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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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监测模块，设置监测设备，用于监

测配电网中的电流信息、电压信息；

监测数据判断模块，设定电流值、电压值阈值范围，判断监测数据是否正常；

高压脉冲信号生成模块，如果电流值超过设定的阈值范围，则生成高压脉冲信号，注入

配电网，同时将电流值、电压值传入匹配对比模块；

故障监测模块，监测配电网中电流是否包含高压脉冲信号，从而确定配电网是否发生

故障，并将含有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发送至故障定位模块；

故障定位模块，对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处理，确定配电网发生故障的位置信息，将位置

信息发送至远程监测中心；

远程监测中心根据位置信息确定配电网故障发生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数据监测模块

中设置的监测设备，包括电流监测表，电压监测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故障定位模块

通过GPRS无线通信网络传送位置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故障信息模

块，所述的故障信息模块用于存储配电网历史故障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匹配对比模

块，用于将电流值、电压值作为待匹配数据，将待匹配数据与故障信息模块中存放的配电网

历史故障数据匹配对比，根据匹配度得出故障类型，将得出的结果传输至远程监测中心。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匹配对比模块中，将

待匹配数据顺序编号，顺序取出待匹配数据，依次匹配故障信息模块中的数据，当待匹配数

据匹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即可直接确定故障类型，若匹配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将匹

配与待匹配数据相似度最高的历史故障数据，以此作为该故障的故障类型。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远程监测中心

还用于接收故障类型信息，根据接收的故障类型信息，评估故障紧急程度，触发报警平台；

报警平台根据故障的紧急程度，向不同级别的应急小组发出报警提醒。

8.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设置监测设备，监测配电网中的电流信息、电压信息的步骤；

S2：设定电流值、电压值阈值范围，判断监测数据是否正常的步骤；

S3：如果电流值超过设定的阈值范围，则生成高压脉冲信号，注入配电网，同时将电流

值、电压值进行匹配对比的步骤；

S4：监测配电网中电流是否包含高压脉冲信号，从而确定配电网是否发生故障，并处理

含有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的步骤；

S5：处理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确定配电网发生故障的位置信息，将位置信息发送至远

程监测中心的步骤；

S6：远程监测中心根据位置信息确定配电网故障发生位置的步骤。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将电

流值、电压值作为待匹配数据，将待匹配数据与存放的配电网历史故障数据匹配对比，根据

匹配度得出故障类型；匹配对比的具体步骤包括，将待匹配数据顺序编号，顺序取出待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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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依次匹配历史故障数据，当待匹配数据匹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即可直接确定故障

类型，若匹配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将匹配与待匹配数据相似度最高的历史故障数据，以

此作为该故障的故障类型。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6中，所述

的远程监控中心连接报警平台，根据故障的紧急程度，向不同级别的应急小组发出报警提

醒；远程监测中心接收故障类型信息，根据接收的故障类型信息，评估故障紧急程度，触发

报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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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配电自动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

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对于各行各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

要，实际供电过程中，会因外界影响因素和内部设备因素，导致供电时出现故障，严重影响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0003] 配电网运行中，常见的故障主要集中在线路接触不良或线路断开，导致线路中电

流或电压改变，对供电设备产生影响，不能正常工作，导致配电网部分瘫痪。目前，对配电网

的故障定位精确度低、定位延迟的情况，故障得不到及时恢复，造成经济损失。此为现有技

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及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

的缺陷，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配电网的故障定位精确度低、存在延

迟的缺陷，提供设计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及方法，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给出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包括：

数据监测模块，设置监测设备，用于监测配电网中的电流信息、电压信息；

监测数据判断模块，设定电流值、电压值阈值范围，判断监测数据是否正常；

高压脉冲信号生成模块，如果电流值超过设定的阈值范围，则生成高压脉冲信号，

注入配电网，同时将电流值、电压值传入匹配对比模块；

故障监测模块，监测配电网中电流是否包含高压脉冲信号，从而确定配电网是否

发生故障，并将含有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发送至故障定位模块；

故障定位模块，对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处理，确定配电网发生故障的位置信息，将

位置信息发送至远程监测中心；

远程监测中心根据位置信息确定配电网故障发生位置。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数据监测模块中设置的监测设备，包括电流监测表，电压监测

表。

[0008] 作为优选，故障定位模块通过GPRS无线通信网络传送位置信息；GPRS覆盖面积广，

数据传输效率高。

[0009] 作为优选，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还包括故障信息模块，所述的故障信息模块

用于存储配电网历史故障信息。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匹配对比模块，用于将电流值、电压值作为待匹配数据，将待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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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数据与故障信息模块中存放的配电网历史故障数据匹配对比，根据匹配度得出故障类

型，将得出的结果传输至远程监测中心，能够将故障定位的同时，分析出故障类型。

[0011] 作为优选，匹配对比模块中，将待匹配数据顺序编号，顺序取出待匹配数据，依次

匹配故障信息模块中的数据，当待匹配数据匹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即可直接确定故障

类型，若匹配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将匹配与待匹配数据相似度最高的历史故障数据，以

此作为该故障的故障类型，制定故障解决方案。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远程监测中心还用于接收故障类型信息，根据接收的故障类型

信息，评估故障紧急程度，触发报警平台；报警平台根据故障的紧急程度，向不同级别的应

急小组发出报警提醒，更科学合理的利用故障应急资源。

[0013] 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设置监测设备，监测配电网中的电流信息、电压信息的步骤；

S2：设定电流值、电压值阈值范围，判断监测数据是否正常的步骤；

S3：如果电流值超过设定的阈值范围，则生成高压脉冲信号，注入配电网，同时将

电流值、电压值进行匹配对比的步骤；

S4：监测配电网中电流是否包含高压脉冲信号，从而确定配电网是否发生故障，并

处理含有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的步骤；

S5：处理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确定配电网发生故障的位置信息，将位置信息发送

至远程监测中心的步骤；

S6：远程监测中心根据位置信息确定配电网故障发生位置的步骤。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1中，设置的监测设备，包括电流监测表，电压监测表。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3中，将电流值、电压值作为待匹配数据，将待匹配数据与存

放的配电网历史故障数据匹配对比，根据匹配度得出故障类型；匹配对比的具体步骤包括，

将待匹配数据顺序编号，顺序取出待匹配数据，依次匹配历史故障数据，当待匹配数据匹配

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即可直接确定故障类型，若匹配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将匹配与待

匹配数据相似度最高的历史故障数据，以此作为该故障的故障类型，制定故障解决方案。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5中，通过GPRS无线通信网络传送位置信息。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6中，所述的远程监控中心连接报警平台，根据故障的紧急程

度，向不同级别的应急小组发出报警提醒；远程监测中心接收故障类型信息，根据接收的故

障类型信息，评估故障紧急程度，触发报警平台。

[0018] 此外，本发明设计原理可靠，结构简单，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0019] 由此可见，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其实施

的有益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具体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原理框图。

[0021] 图2是本具体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方法流程图。

[0022] 其中，1‑数据监测模块，2‑监测数据判断模块，3‑高压脉冲信号生成模块，4‑故障

监测模块，5‑故障信息模块，6‑匹配对比模块，7‑远程监测中心，8‑故障定位模块，9‑报警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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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阐述，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

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所示，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包括：数据监测模块1，设置监测设备，监测

设备包括电流监测表监测电流信息，电压监测表监测电压；监测数据判断模块2，设定电流

值、电压值阈值范围，判断监测数据是否正常；故障信息模块5用于存储配电网历史故障信

息。

[0025] 高压脉冲信号生成模块3，如果电流值超过设定的阈值范围，则生成高压脉冲信

号，注入配电网，同时将电流值、电压值传入匹配对比模块6；故障监测模块4，监测配电网中

电流是否包含高压脉冲信号，从而确定配电网是否发生故障，并将含有高压脉冲信号的电

流发送至故障定位模块8；

故障定位模块8，对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处理，确定配电网发生故障的位置信息，

通过GPRS无线通信网络将位置信息发送至远程监测中心7；远程监测中心7根据位置信息确

定配电网故障发生位置，还用于接收故障类型信息，根据接收的故障类型信息，评估故障紧

急程度，触发报警平台9；报警平台9根据故障的紧急程度，向不同级别的应急小组发出报警

提醒，更科学合理的利用故障应急资源。

[0026] 所述的匹配对比模块6，用于将电流值、电压值作为待匹配数据，将待匹配数据与

故障信息模块5中存放的配电网历史故障数据匹配对比，根据匹配度得出故障类型，将得出

的结果传输至远程监测中心7，能够将故障定位的同时，分析出故障类型；匹配对比模块6

中，将待匹配数据顺序编号，顺序取出待匹配数据，依次匹配故障信息模块5中的数据，当待

匹配数据匹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即可直接确定故障类型，若匹配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

据，将匹配与待匹配数据相似度最高的历史故障数据，以此作为该故障的故障类型，制定故

障解决方案。

[0027] 如图2所示，一种配电网故障定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设置监测设备，监测配电网中的电流信息、电压信息的步骤；

所述步骤S1中，设置的监测设备，包括电流监测表，电压监测表。

[0028] S2：设定电流值、电压值阈值范围，判断监测数据是否正常的步骤；

S3：如果电流值超过设定的阈值范围，则生成高压脉冲信号，注入配电网，同时将

电流值、电压值进行匹配对比的步骤；

所述步骤S3中，将电流值、电压值作为待匹配数据，将待匹配数据与存放的配电网

历史故障数据匹配对比，根据匹配度得出故障类型；匹配对比的具体步骤包括，将待匹配数

据顺序编号，顺序取出待匹配数据，依次匹配历史故障数据，当待匹配数据匹配到相同历史

故障数据，即可直接确定故障类型，若匹配不到相同历史故障数据，将匹配与待匹配数据相

似度最高的历史故障数据，以此作为该故障的故障类型，制定故障解决方案。

[0029] S4：监测配电网中电流是否包含高压脉冲信号，从而确定配电网是否发生故障，并

处理含有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的步骤；

S5：处理高压脉冲信号的电流，确定配电网发生故障的位置信息，将位置信息发送

至远程监测中心的步骤；

所述步骤S5中，通过GPRS无线通信网络传送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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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S6：远程监测中心根据位置信息确定配电网故障发生位置的步骤。

[0031] 所述步骤S6中，所述的远程监控中心连接报警平台，根据故障的紧急程度，向不同

级别的应急小组发出报警提醒；远程监测中心接收故障类型信息，根据接收的故障类型信

息，评估故障紧急程度，触发报警平台。

[0032] 以上公开的仅为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本发明并非局限于此，任何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能思之的没有创造性的变化，以及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所作的若干改进和润

饰，都应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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