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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

断平台业务架构，属于水力发电技术领域。为实

现发电集团不同业务、不同管理层级间的互联互

通，统筹开展水电机组的远程诊断工作。本发明

中诊断平台包括厂级、区域级和集团级。业务架

构包括综合展示、状态监测、能效分析、故障诊

断、运行优化和检修决策业务。厂级侧重实现数

据获取、计算分析和监测诊断功能，将数据和分

析结果同步至区域级；区域级侧重实现统计对比

和决策审批功能，将数据和结果同步至集团级；

集团级侧重在区域级应用的基础上，实现对标考

核和监督指导功能。基于本发明能实现发电集团

水电机组远程诊断不同业务、不同管理层间的互

联互通，为机组的运行管理、状态检修提供技术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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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诊断平台包括厂

级、区域级和集团级；所述业务架构包括综合展示、状态监测、能效分析、故障诊断、运行优

化以及检修决策业务；所述厂级实现数据获取、计算分析和监测诊断功能，将数据和分析结

果同步至区域级；所述区域级实现统计对比和决策审批功能，将数据和结果同步至集团级；

所述集团级在区域级应用的基础上，实现对标考核和监督指导功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数据获取包括接入电站计算机监控、设备状态在线监测、水调自动化、电能量和超声波流量

计系统的机组在线数据，以及录入机组运行维护、检测试验、检修技改记录以及电站设备设

施基础信息离线数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综合展示包括水电概况、电站分布、运行指标以及保护动作停机信号展示；运行指标包括发

电量、耗水率、蓄能、水位、主汛期等效可用系数、故障停机次数和故障停机时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状态监测包括机组运行状态展示，机组健康状态评价和展示，动作于停机的保护信号状态

展示；机组运行状态分为发电、停机、检修和故障4种状态；机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注意、异

常和危险4种状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能效分析包括机组能效指标计算和展示，机组能效状态评价和展示；能效指标包括机组效

率、水能利用率、耗水率、导叶漏水率和引水损失率；能效状态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较差4

种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故障诊断包括故障分析、故障停机判断和故障库管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运行优化包括可用状态、经济状态、运行优先级评价及展示；可用状态分为长期、短期、短时

和不宜4种状态；经济状态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较差4种状态。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检修决策包括检修建议，检修计划，检修历史查询；检修建议包括大修、小修、季节性检修和

故障性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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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属于水力发电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水电技术以及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在水电领域的不断应

用，水电运行管理体制也在不断改进，逐步推行远程集控、少人维护的运行模式，实现了设

备水电机组的远程控制、远程监测，并结合故障诊断技术，开展设备远程诊断工作，如申请

号为201510718785.0的中国专利。同时水电机组检修管理模式也在不断改进，推行设备状

态检修，在规范开展维护保养和技术监督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设备劣化趋势分析和能效评

估，结合设备运行特点，统筹兼顾成本因素，合理确定维修方式、周期。

[0003] 对于新模式下的大型发电集团水电机组的生产管理工作，具体包括机组的状态监

测、能效分析、故障诊断、运行优化、检修决策等业务，同时又涉及了电厂（站）、区域公司、集

团公司不同的管理层级。为解决发电集团不同业务、不同管理层级间的互联互通，统筹开展

水电机组的远程诊断工作，亟待一种发电集团级水电设备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发电集团水电机

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基于此平台业务架构实现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不同业

务、不同管理层间的互联互通，为机组的运行管理、状态检修提供技术支撑。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

业务架构，其特征在于，首先将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诊断平台分成了三级，分别是厂级、区域

级和集团级。

[0006] 业务架构包括综合展示、状态监测、能效分析、故障诊断、运行优化以及检修决策6

项业务。

[0007] 厂级侧重实现数据获取、计算分析和监测诊断功能，将数据和分析结果同步至区

域级；区域级侧重实现统计对比和决策审批功能，将数据和结果同步至集团级；集团级侧重

在区域级应用的基础上，实现对标考核和监督指导功能。

[0008] 数据获取包括接入电站计算机监控、设备状态在线监测、水调自动化、电能量和超

声波流量计系统的机组在线数据，以及录入机组运行维护、检测试验、检修技改记录以及电

站设备设施基础信息离线数据。

[0009] 综合展示包括水电概况、电站分布、运行指标以及保护动作停机信号展示；运行指

标包括发电量、耗水率、蓄能、水位、主汛期等效可用系数、故障停机次数和故障停机时间。

[0010] 状态监测包括机组运行状态展示，机组健康状态评价和展示，动作于停机的保护

信号状态展示；机组运行状态分为发电、停机、检修和故障4种状态；机组健康状态分为健

康、注意、异常和危险4种状态。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407634 A

3



[0011] 能效分析包括机组能效指标计算和展示，机组能效状态评价和展示；能效指标包

括机组效率、水能利用率、耗水率、导叶漏水率和引水损失率；能效状态分为优秀、良好、中

等和较差4种状态。

[0012] 故障诊断包括故障分析、故障停机判断和故障库管理。

[0013] 运行优化包括可用状态、经济状态、运行优先级评价及展示；可用状态分为长期、

短期、短时和不宜4种状态；经济状态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较差4种状态。

[0014] 检修决策包括检修建议，检修计划，检修历史查询；检修建议包括大修、小修、季节

性检修和故障性检修。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本发明提出的水电机组诊断平台

业务架构及业务组合方法，解决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不同应用、不同管理层间

的互联互通，能够实现信息的共享，并形成规程的业务流程。通过该架构，使得组合业务具

有较高工作效率和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综合展示业务流程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状态监测业务流程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能效分析业务流程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故障诊断业务流程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运行优化业务流程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检修决策业务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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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0024] 实施例。

[0025] 参见图1，一种发电集团水电机组远程诊断平台业务架构，所述诊断平台包括厂

级、区域级和集团级。

[0026] 业务架构包括综合展示、状态监测、能效分析、故障诊断、运行优化以及检修决策6

项业务。

[0027] 厂级实现数据获取、计算分析和监测诊断功能，将数据和分析结果同步至区域级；

区域级实现统计对比和决策审批功能，将数据和结果同步至集团级；集团级在区域级应用

的基础上，实现对标考核和监督指导功能。

[0028] 数据获取包括接入电站计算机监控、设备状态在线监测、水调自动化、电能量和超

声波流量计系统的机组在线数据，以及录入机组运行维护、检测试验、检修技改记录以及电

站设备设施基础信息离线数据。

[0029] 参见图2，本实施例中的综合展示包括水电概况、电站分布、运行指标以及保护动

作停机信号展示；运行指标包括发电量、耗水率、蓄能、水位、主汛期等效可用系数、故障停

机次数和故障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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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厂级根据运行数据计算机组运行指标，展示电厂概况、运行指标、保护动作停机信

号报警。

[0031] 区域级统计计算下辖厂站运行指标，展示区域概况、电站分布、运行指标、保护动

作停机信号报警。

[0032] 集团级统计计算下辖区域运行指标，展示区域概况、电站分布、运行指标、保护动

作停机信号报警。

[0033] 参见图3，本实施例中的状态监测包括机组运行状态展示，机组健康状态评价和展

示，动作于停机的保护信号状态展示；机组运行状态分为发电、停机、检修和故障4种状态；

机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注意、异常和危险4种状态。

[0034] 厂级根据在线监测状态量和机组故障对机组健康状态进行评价，根据运行数据和

健康状态评价结果，展示电厂机组运行状态、健康状态、动作停机保护信号状态。

[0035] 区域级统计、对比、展示下辖厂站机组运行状态、健康状态、动作停机保护信号状

态。

[0036] 集团级统计、对比、展示下辖区域机组运行状态、健康状态、动作停机保护信号状

态。

[0037] 参见图4，本实施例中的能效分析包括机组能效指标计算和展示，机组能效状态评

价和展示；能效指标包括机组效率、水能利用率、耗水率、导叶漏水率和引水损失率；能效状

态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较差4种状态。

[0038] 厂级根据运行数据计算机组能效指标，根据能效指标对机组能效状态进行评价，

并展示电厂机组能效指标、能效状态。

[0039] 区域级统计、对比、展示下辖厂站机组能效指标、能效状态。

[0040] 集团级统计、对比、展示下辖区域机组能效指标、能效状态。

[0041] 参见图5，本实施例中的故障诊断包括故障分析、故障停机判断和故障库管理。

[0042] 厂级根据故障模型和在线监测状态量分析机组是否故障和故障原因，并展示、查

看机组诊断故障；根据运行数据判断机组是否发生故障停机，展示、查看故障事件；通过故

障库管理查看、新增、删除、修改故障模型。

[0043] 区域级展示、查看、对比下辖厂站机组诊断故障、故障停机事件。

[0044] 集团级展示、查看、对比下辖区域机组诊断故障、故障停机事件。

[0045] 参见图6，本实施例中的运行优化包括可用状态、经济状态、运行优先级评价及展

示；可用状态分为长期、短期、短时和不宜4种状态；经济状态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较差4

种状态。

[0046] 厂级根据机组健康状态、运行数据对机组可用状态进行评价，根据机组能效状态、

上网电价对机组经济状态进行评价，根据可用状态、经济状态对电厂厂内机组的运行优先

级进行排序评价，展示机组可用状态、经济状态、运行优先级。

[0047] 区域级展示下辖厂站机组可用状态、经济状态、运行优先级。

[0048] 集团级展示下辖区域机组可用状态、经济状态、运行优先级。

[0049] 参见图7，本实施例中的检修决策包括检修建议，检修计划，检修历史查询；检修建

议包括大修、小修、季节性检修和故障性检修。

[0050] 厂级根据机组运行数据、健康状态、能效状态、机组故障提出检修建议并展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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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检修建议发起检修计划，查询历史检修记录。

[0051] 区域级展示下辖厂站机组检修建议，审核检修计划，查询历史检修记录。

[0052] 集团级展示下辖区域机组检修建议，审核检修计划，查询历史检修记录。

[0053] 虽然本发明以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任何熟悉

该项技术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构思和范围内所作的更动与润饰，均应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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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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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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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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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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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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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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