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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

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配

变相关数据的获取,所述配变相关数据包括：

10kV线路与配变的对应关系，配变名称、配变地

址码、配变三相电压；B、对步骤A获取的配变出口

电压数据进行预处理；C、根据步骤B预处理的配

变出口电压数据，识别电压突变点，对电压曲线

进行分段；D、根据步骤C的电压曲线分段结果，计

算分段曲线的相似度；E、根据步骤D计算的分段

曲线相似度结果，综合判断两个台区电压曲线的

相似度。通过本发明所提方法可以正确计算有电

压调整措施时的电压曲线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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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A、配变相关数据的获取，所述配变相关数据包括：10kV线路与配变的对应关系、配变名

称、配变地址码、配变三相电压；

B、对步骤A获取的配变出口电压数据进行预处理；

C、根据步骤B预处理的配变出口电压数据，识别电压突变点，对电压曲线进行分段；

D、根据步骤C的电压曲线分段结果，计算分段曲线的相似度；

E、根据步骤D计算的分段曲线相似度结果，综合判断两个台区电压曲线的相似度；

步骤C中所述的识别电压突变点具体为：

1)计算两条曲线对应时刻的电压差值；台区1的配变出口电压为UT1i，台区2的配变出口

电压为UT2i，其中i＝1……96，两个台区对应时刻的电压差值U1i：

U1i＝UT1i-UT2i，i＝1……96

2)然后计算该电压差值的变化量；两个台区电压差值U1i的变化量ΔU1i：

ΔU1i＝U1(i+1)-U1i，i＝1……95

3)通过Kolmogorov-Smirnov对变化量进行正态检验，若服从正态分布，表明没有突变

点；若不服从正态分布，表明有突变点；

4)通过箱体图判断异常点，识别出电压突变点的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B中所述的对步骤A获取的配变出口电压数据进行预处理，具体为：

生产管理系统记录台区一天的三相电压值，每隔一定时间记录一个点，全天共N个点的

数据，A相电压值为Ua1，Ua2……UaN，B相电压值为Ub1，Ub2……UbN，C相电压值为Uc1，Uc2……UcN，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不考虑三相负荷不平衡的影响时配变出口电压Ui：

其中Uai、Ubi、Uci分别为第i点A、B、C三相的电压，i＝1…N，Ui为不考虑三相负荷不平衡的

影响时第i点配变出口电压，通过迭代法可以求得Ui。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D所述的计算分段曲线的相似度，具体为：

假设突变点有两个，突变点位置分别为k1，k2，由于电压曲线共96点，因此根据两个突变

点的位置，将电压曲线分为三段[0,k1) ,[k1,k2) ,[k2,96]，分别计算得到这三段电压曲线的

相似度S1，S2，S3。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E综合判断两个台区电压曲线的相似度，具体为：比较步骤D计算的分段曲线相似度

S1，S2，S3，取最大值作为两个台区的电压曲线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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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配电变压器运行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

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配网运行时，为了降低有功网损、均衡负荷、提高可靠性，需要对配网的网络结构

进行调整，网络结构调整后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中的相关信息可能没有及时更新，通常都是

通过人工的方式去校验和更新相关数据，耗时、耗力。

[0003] 本专 利申 请人提出了一 种配网 拓扑结 构校验 与维 护方法 (公开号 ：

CN107508297A)，通过分析配变出口电压曲线相似度实现配网拓扑结构的自动校验与维护，

其中相似度计算方法为相关系数。但实际运行经验表明，有些台区安装了电压调整设备，其

投入使用时，会导致配变出口电压出现陡升或陡降，此时直接计算两个台区的电压曲线相

似程度会导致计算结果不准确。

[0004] 公开号为CN108564485A的中国专利(发明名称为：基于电压曲线相似性分析的低

压台区用户相位识别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电表电压曲线相似性分析的低压台区用户

相位识别方法，通过计算DTW距离来判断电压曲线的相似程度。公开号为CN104092481A的中

国专利(发明名称为：一种通过电压特征区分台区和相别的方法)，通过将待定节点的电压

曲线与集中器记录的电压曲线进行相似度比较，以确定该节点是否属于本台区，其中相似

度计算方法为相关系数法。上述专利均未涉及有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

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通过该方法

可以正确计算有电压调整措施时的两个台区电压曲线的相似度。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A、配变相关数据的获取，所述配变相关数据包括：10kV线路与配变的对应关系，配

变名称、配变地址码、配变三相电压；

[0009] B、对步骤A获取的配变出口电压数据进行预处理；

[0010] C、根据步骤B预处理的配变出口电压数据，识别电压突变点，对电压曲线进行分

段；

[0011] D、根据步骤C的电压曲线分段结果，计算分段曲线的相似度；

[0012] E、根据步骤D计算的分段曲线相似度结果，综合判断两个台区电压曲线的相似度。

[0013] 进一步的，步骤B中所述的配变出口电压数据预处理，具体为：

[0014] 生产管理系统记录台区一天的三相电压值，每隔一定时间记录一个点，全天共N个

点的数据，A相电压值为Ua1，Ua2……UaN，B相电压值为Ub1，Ub2……UbN，C相电压值为U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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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2……UcN，采用如下公式计算不考虑三相负荷不平衡的影响时配变出口电压Ui：

[0015]

[0016] 其中Uai、Ubi、Uci分别为第i点A、B、C三相的电压，i＝1…N，Ui为不考虑三相负荷不

平衡的影响时第i点配变出口电压，通过迭代法可以求得Ui。

[0017] 进一步的，步骤C中所述的电压突变点识别方法为：

[0018] 1)计算两条曲线对应时刻的电压差值；台区1的配变出口电压为UT1i，台区2的配变

出口电压为UT2i，其中i＝1……96。两个台区对应时刻的电压差值U1i；

[0019] U1i＝UT1i-UT2i，i＝1……96

[0020] 2)然后计算该电压差值的变化量；两个台区电压差值U1i的变化量ΔU1i；

[0021] ΔU1i＝U1(i+1)-U1i，i＝1……95

[0022] 3)通过Kolmogorov-Smirnov对变化量进行正态检验，若服从正态分布，表明没有

突变点；若不服从正态分布，表明有突变点；

[0023] 4)通过箱体图判断异常点，识别出电压突变点的位置。

[0024] 进一步的，步骤D所述的计算分段曲线的相似度，具体为：

[0025] 假设突变点有两个，突变点位置分别为k1，k2，由于电压曲线共96点，因此根据两个

突变点的位置，可以将电压曲线分为三段[0,k1) ,[k1,k2) ,[k2,96]，分别计算得到这三段电

压曲线的相似度S1，S2，S3。

[0026] 进一步的，步骤E综合判断两个台区电压曲线的相似度，具体为：比较步骤D计算的

分段曲线相似度S1，S2，S3，取最大值作为两个台区的电压曲线相似度。

[0027] 本发明基于配变出口电压历史运行数据，对有电压调整措施的台区出口电压曲线

进行突变点识别，根据电压突变点位置对电压曲线进行分段，计算分段曲线相似度，可以确

保有电压调整措施时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的正确性。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所涉及的典型的两个台区出口电压曲线图(通过步骤B预处理后)；

[0030] 图3是本发明所涉及的电压突变点检测的Q-Q图；

[0031] 图4是本发明所涉及的电压突变点检测的箱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中的附图，对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33] 图1是本发明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所述考虑电压调整措施影响的电压曲线相似度计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A、配变相关数据的获取，所述配变相关数据包括：10kV线路与配变的对应关系，配

变名称、配变地址码、配变三相电压；

[0035] B、对步骤A获取的配变出口电压数据进行预处理

[0036] 生产管理系统记录台区一天的三相电压值，每隔一定时间记录一个点，全天共N个

点的数据，A相电压值为Ua1，Ua2……UaN，B相电压值为Ub1，Ub2……UbN，C相电压值为U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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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2……UcN，采用如下公式计算不考虑三相负荷不平衡的影响时配变出口电压Ui：

[0037]

[0038] 其中Uai、Ubi、Uci分别为第i点A、B、C三相的电压，i＝1…N，Ui为不考虑三相负荷不

平衡的影响时第i点配变出口电压，通过迭代法可以求得Ui。

[0039] C、根据步骤B预处理的配变出口电压数据，识别电压突变点，对电压曲线进行分

段；

[0040] 1)计算两条曲线对应时刻的电压差值；台区1的配变出口电压为UT1i，台区2的配变

出口电压为UT2i，其中i＝1……96。两个台区对应时刻的电压差值U1i；

[0041] U1i＝UT1i-UT2i，i＝1……96

[0042] 2)然后计算该电压差值的变化量；两个台区电压差值U1i的变化量ΔU1i；

[0043] ΔU1i＝U1(i+1)-U1i，i＝1……95

[0044] 3)通过Kolmogorov-Smirnov对变化量进行正态检验，若服从正态分布，表明没有

突变点；若不服从正态分布，表明有突变点；

[0045] 4)通过箱体图判断异常点，识别出电压突变点的位置。

[0046] D、根据步骤C的电压曲线分段结果，计算分段曲线的相似度

[0047] 假设突变点有两个，突变点位置分别为k1，k2，由于电压曲线共96点，因此根据两个

突变点的位置，可以将电压曲线分为三段[0,k1) ,[k1,k2) ,[k2,96]，分别计算得到这三段电

压曲线的相似度S1，S2，S3。

[0048] E、根据步骤D计算的分段曲线相似度结果，综合判断两个台区电压曲线的相似度。

比较步骤D计算的分段曲线相似度S1，S2，S3，取最大值作为两个台区的电压曲线相似度。

[0049] 下面以一个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效果进行详细说明：

[0050] 步骤A中，从相关系统中获取了10kV公友亭线所供的两个台区(公友移民新村台

区、下道台区)配变出口电压数据，如下表所示为下道台区配变出口电压值：

[0051] 表1  2018年6月1日下道台区配变出口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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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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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步骤B中，对配变出口电压数据进行预处理，计算不考虑三相负荷不平衡的影响时

配变出口电压如图2所示。

[0055] 步骤C中，1)计算两条曲线对应时刻的电压差值；台区1的配变出口电压为UT1i，台

区2的配变出口电压为UT2i，其中i＝1……96。两个台区对应时刻的电压差值U1i；

[0056] U1i＝UT1i-UT2i，i＝1……96

[0057] 2)然后计算该电压差值的变化量；两个台区电压差值U1i的变化量ΔU1i；

[0058] ΔU1i＝U1(i+1)-U1i，i＝1……95

[0059] 3)通过Kolmogorov-Smirnov对变化量进行正态检验，对电压差值的变化量开展正

态性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p值为0<0.05，表明电压差值的变化量不服从正太分

布，表明两个台区中有一个台区的出口电压有突变值。如图3所示的Q-Q图的结果也显示不

服从正态分布。

[0060] 表2正态性检验结果

[0061]

[0062] 4)通过箱体图判断异常点，识别出电压突变点的位置。通过图4所示的箱体图发

现，有两个突变点，分别为第19和78个数据点(对应原始数据的第20和79个点)，根据突变点

的位置，将电压曲线分成了三段，其中1-19为第一段，20-78为第二段，79-96为第三段。

[0063] 步骤D中，两个突变点位置分别为k1＝20，k2＝79，因此根据两个突变点的位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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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电压曲线分为三段[0,20) ,[20,79) ,[79,96]，分别计算得到这三段电压曲线的相似度

S1，S2，S3，其中通过计算相关系数来代表相似度的大小。

[0064] 表3相关系数分段计算结果

[0065] 计算结果 相关系数

整体 0.077

第一段 0.76

第二段 0.90

第三段 0.93

[0066] 步骤E中，根据步骤D的计算结果，分段相似度中，第三段的相似度最大为0.93，因

此两条曲线的相似度为0.93。

[0067] 若不采用本发明所提的方法计算两个台区电压出口曲线的相似度，直接计算得到

的两个台区电压出口曲线相似度为0.077，计算结果不准确，采用本发明所提的方法计算结

果准确。

[006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属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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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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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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