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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

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包括：线路状态监测设备，

安装在配电网线路上，用于监测配电网线路的状

态；线路状态汇集设备，安装在电杆上，用于线路

故障分析、反演及溯源；远程管理平台，能够对线

路状态汇集设备的遥测、摇信、总召数据的实时

采集以及展示。有益效果在于：采用小电流感应

取电、高精度录波，高精度对时、大数据的智能综

合监测系统等技术相结合，实现了铁路配电网运

行状态的智能监测和分析，有效地解决了铁路配

电网故障类型判断与故障定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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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线路状态监测设备，该线路状态监测设备安装在配电网线路上，用于监测配电网线路

的状态；

线路状态汇集设备，该线路状态汇集设备安装在电杆上，用于线路故障分析、反演及溯

源；

远程管理平台，该远程管理平台能够对线路状态汇集设备的遥测、摇信、总召数据的实

时采集以及展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线路状态监测设备由自供电模块、数据采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和无线传输发射模块

组成；

其中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通过自身的罗氏线圈及后续的积分处理电路采集电力线的电

流，通过电压弹片采集电力线的电压，并经过数据采集模块自身的CPU进行AD采样后，将采

样值通过无线传输发射模块发送到线路状态汇集设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线路状态汇集设备由电源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无线接收模块和GPRS通信模块组

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远程管理平台的大数据架构由数据接入层、数据缓冲层、数据处理层、数据存储层和

web端数据操控展示层组成；

其中，所述数据接入层将线路状态汇集设备上传的现场数据转存到数据缓冲层；

所述数据缓冲层用于临时存储自数据接入模块上传的数据；

所述数据处理层将存储在数据缓冲层的现场数据进行抽查、转换和加载，形成平台可

视化数据并保存在数据存储层；

所述数据存储层用于存储和检索经过数据处理层处理完成的现场数据，为web端数据

操控展示层提供查询数据；

所述web端数据操控展示层用于为操作者提供可视化操作界面，使操作着进行数据查

询及设备管理。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远程管理平台的功能模块由全景监控模块、综合分析模块、统计报告模块和系统管理

模块组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综合分析模块由线路事件子模块和负荷分析子模块组成，所述线路事件子模块用于线

路发生故障时，系统会记录故障发生时间、事件类型、故障分析结果和处理状态；所述负荷

用于对配电网上安装的监控点所采集到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提供相应的图谱分析结

果；

所述统计报告模块由故障统计子模块、负荷统计子模块、在线统计子模块和流量统计

子模块组成；所述故障统计子模块用于对线路发生故障的数量及类型情况进行统计；所述

负荷统计子模块用于对配电网上安装的监控点所采集的信息进行负荷统计并提供相应的

报表和图表；所述在线统计子模块用于对安装的监控点进行在线和离线情况进行记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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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统计子模块是对安装的监控点产生的数据流量进行记录；

所述系统管理模块由接线图管理子模块、监测点管理子模块、监测终端管理子模块、安

装诊断子模块、用户管理子模块、系统告警子模块、系统日志子模块、系统任务子模块和故

障订阅子模块组成；

所述接线图管理子模块用于编辑配电网线路走向、配电网线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在配

电网线路上监测点位的名称；

所述监测点管理子模块即线路状态监测设备的管理子模块用于对线路状态监测设备

在配电网上的安装位置和业务类型进行设置；

所述监测终端管理子模块即线路状态汇集设备的管理用于对线路状态汇集设备的类

型、安装位置、业务状态和网络地址等进行设置；

所述安装诊断子模块用于对监控点位的所有设备进行健康诊断；

所述用户管理子模块用于创建和编辑系统登录用户的身份信息；

所述系统告警子模块用于系统监测到配电网出现非正常运行状态或跳闸时，给出故障

提示，协助现场作业人员快速排查故障；

所述系统日志子模块用于对操作用户使用系统软件登录的相关操作进行记录；

所述系统任务子模块用于记录操作用户通过系统软件对现场监测点的所有设备进行

配制操作；

所述故障订阅子模块用于创建和编制能够接收来自系统发出故障信息的作业人员相

关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线路状态监测设备和线路状态汇集设备采用短距无线传输方式；所述线路状态汇集设

备和远程管理平台采用长距的无线传输方式。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无线传输发射模块采用433m无线模块。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无线接收模块采用433Mhz无线接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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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铁路配电网状态管理系统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

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铁路配电网作为铁路电力系统运行的重要环节，专门负责为铁路信号系统和车站

辅助系统、特别是列车运营信号供电，直接关系着铁路行车的安全，对整个铁路系统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铁路配电网一旦发生故障就会影响铁路的正常营运，严重时还会造成重大

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当铁路配电网发生故障时，快速可靠的判别故障具有重要的意义。目

前我国在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监测、故障诊断和排查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特别是故障分

析和处理主要依靠调度运行人员的判断，从而影响故障处理和系统恢复供电的速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

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的智能监测和分析，有效地解决了铁路配电

网故障类型的判断与故障定位的问题。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包括：

线路状态监测设备，该线路状态监测设备安装在配电网线路上，用于监测配电网线路

的状态；

线路状态汇集设备，该线路状态汇集设备安装在电杆上，用于线路故障分析、反演及溯

源；

远程管理平台，该远程管理平台能够对线路状态汇集设备的遥测、摇信、总召数据的实

时采集以及展示。

[0005] 作为本案重要的技术方案，所述线路状态监测设备由自供电模块、数据采集模块、

信号处理模块和无线传输发射模块组成；

其中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通过自身的罗氏线圈及后续的积分处理电路采集电力线的电

流，通过电压弹片采集电力线的电压，并经过数据采集模块自身的CPU进行AD采样后，将采

样值通过无线传输发射模块发送到线路状态汇集设备。该线路状态监测设备具备强大的信

号处理和微机运算能力，可自动确定故障电流报警动作值，有效防止负荷波动、合闸励磁涌

流等导致的误动、拒动，并具有反时限动作特性，可最大限度配合变电站保护动作特性，避

开瞬时扰动，确保动作正确。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线路状态汇集设备由电源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无线接收模块

和GPRS通信模块组成。该线路状态汇集设备采用低功耗CPU  和工业级无线通讯模块，通过

使用特殊的编程技术和短距无线授时技术，使线路状态监测设备获得±100us  精度的精确

绝对时标，同时通过三相合成获取暂态零序电流、电场信号，可实现接地故障就地精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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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位，借助GPRS网络可将故障时刻线路状态采集设备录波波形上传至远程管理平台，用

于线路故障分析、反演及溯源。

[0007] 作为优选，所述远程管理平台的大数据架构由数据接入层、数据缓冲层、数据处理

层、数据存储层和web端数据操控展示层组成；

其中，所述数据接入层将线路状态汇集设备上传的现场数据转存到数据缓冲层；

所述数据缓冲层用于临时存储自数据接入模块上传的数据；

所述数据处理层将存储在数据缓冲层的现场数据进行抽查、转换和加载，形成平台可

视化数据并保存在数据存储层；

所述数据存储层用于存储和检索经过数据处理层处理完成的现场数据，为web端数据

操控展示层提供查询数据；

所述web端数据操控展示层用于为操作者提供可视化操作界面，使操作着进行数据查

询及设备管理。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远程管理平台的功能模块由全景监控模块、综合分析模块、统计报

告模块和系统管理模块组成。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综合分析模块由线路事件子模块和负荷分析子模块组成，所述线

路事件子模块用于线路发生故障时，系统会记录故障发生时间、事件类型、故障分析结果和

处理状态；所述负荷用于对配电网上安装的监控点所采集到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提供

相应的图谱分析结果；

所述统计报告模块由故障统计子模块、负荷统计子模块、在线统计子模块和流量统计

子模块组成；所述故障统计子模块用于对线路发生故障的数量及类型情况进行统计；所述

负荷统计子模块用于对配电网上安装的监控点所采集的信息进行负荷统计并提供相应的

报表和图表；所述在线统计子模块用于对安装的监控点进行在线和离线情况进行记录。流

量统计子模块是对安装的监控点产生的数据流量进行记录；

所述系统管理模块由接线图管理子模块、监测点管理子模块、监测终端管理子模块、安

装诊断子模块、用户管理子模块、系统告警子模块、系统日志子模块、系统任务子模块和故

障订阅子模块组成；

所述接线图管理子模块用于编辑配电网线路走向、配电网线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在配

电网线路上监测点位的名称；

所述监测点管理子模块即线路状态监测设备的管理子模块用于对线路状态监测设备

在配电网上的安装位置和业务类型进行设置；

所述监测终端管理子模块即线路状态汇集设备的管理用于对线路状态汇集设备的类

型、安装位置、业务状态和网络地址等进行设置；

所述安装诊断子模块用于对监控点位的所有设备进行健康诊断；

所述用户管理子模块用于创建和编辑系统登录用户的身份信息；

所述系统告警子模块用于系统监测到配电网出现非正常运行状态或跳闸时，给出故障

提示，协助现场作业人员快速排查故障；

所述系统日志子模块用于对操作用户使用系统软件登录的相关操作进行记录；

所述系统任务子模块用于记录操作用户通过系统软件对现场监测点的所有设备进行

配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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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故障订阅子模块用于创建和编制能够接收来自系统发出故障信息的作业人员相

关信息。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线路状态监测设备和线路状态汇集设备采用短距无线传输方式；

所述线路状态汇集设备和远程管理平台采用长距的无线传输方式。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无线传输发射模块采用433Mhz无线模块。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无线接收模块采用433Mhz无线接收模块。

[0013] 综上，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采用小电流感应取电、高精度录波，高精度对时、大

数据的智能综合监测系统等技术相结合，实现了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的智能监测和分析，

有效地解决了铁路配电网故障类型的判断与故障定位的问题，特别是在进行接地故障检测

时，不依赖稳态零序电流，而是通过接地故障发生瞬时的高频暂态零序电流进行故障判断

和定位，尽管高频暂态零序电流持续时间短，但是其幅值较大，特征显著，用短时高频暂态

零序电流波形进行接地故障检测，完全不受接地方式影响，而且具备反应灵敏、定位准确的

特性。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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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系统组成结构图；

图2是本发明远程管理平台的大数据架构；

图3是本发明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图。

[0016]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1、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01、A相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02、B相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03、C

相线路状态监测设备；2、线路状态汇集设备；3、远程管理平台；301、数据接入层；302、数据

缓冲层；303、数据处理层；304、数据存储层；305、web端数据操控展示层；4、无线专网、VPN或

互联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18] 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铁路配电网运行状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包

括：

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该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安装在配电网线路上，用于监测配电网线

路的状态；通过配电网线感应取电，平时在电流大于2A时通过能量管理收集技术及最大功

率点跟踪技术保持自身的正常工作，在配电网线路无电流通过时采用电池供电及超级电容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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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该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安装在电杆上，用于线路故障分析、反

演及溯源；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供电采用主备电源的方式进行，主电源为太阳能电源板，备

用电源为免维护长寿命可充电蓄电池，保证供电的可靠性。

[0020] 远程管理平台3，该远程管理平台3能够对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的遥测、摇信、总召

数据的实时采集以及展示，并且能够向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发送遥控指令，可以改变可操作

设备的状态，可以对召唤终端的历史数据文件、录波文件进行相应的展示。当配电网发生故

障时，平台能进行故障定位并以短信形式将故障信息推送给相关线路运维人员指导巡线。

[0021] 作为本案优选的实施例，所述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由自供电模块、数据采集模块、

信号处理模块和无线传输发射模块组成；所述无线传输发射模块采用433m无线模块。其中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通过自身的罗氏线圈及后续的积分处理电路采集电力线的电流，通过电

压弹片采集电力线的电压，并经过数据采集模块自身的CPU进行AD采样（把模拟量转化为数

字量）后，将采样值通过无线传输发射模块发送到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该线路状态监测设

备1具备强大的信号处理和微机运算能力，可自动确定故障电流报警动作值，有效防止负荷

波动、合闸励磁涌流等导致的误动、拒动，并具有反时限动作特性，可最大限度配合变电站

保护动作特性，避开瞬时扰动，确保动作正确。

[0022] 所述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由电源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无线接收模块和GPRS通

信模块组成。该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采用低功耗CPU  和工业级无线通讯模块，通过使用特殊

的编程技术和短距无线授时技术，使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获得±100us  精度的精确绝对时

标，同时通过三相合成获取暂态零序电流、电场信号，可实现接地故障就地精准检测、定位，

借助GPRS网络可将故障时刻线路状态采集设备录波波形上传至远程管理平台3，用于线路

故障分析、反演及溯源。所述无线接收模块采用433Mhz无线接收模块。

[0023] 如图2所示，所述远程管理平台3的大数据架构由数据接入层301、数据缓冲层302、

数据处理层303、数据存储层304和web端数据操控展示层305web组成；

其中，所述数据接入层301将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上传的现场数据转存到数据缓冲层

302；

所述数据缓冲层302用于临时存储自数据接入模块上传的数据；

所述数据处理层303将存储在数据缓冲层302的现场数据进行抽查、转换和加载，形成

平台可视化数据并保存在数据存储层304；

所述数据存储层304用于存储和检索经过数据处理层303处理完成的现场数据，为web

端数据操控展示层305web提供查询数据；

所述web端数据操控展示层305web用于为操作者提供可视化操作界面，使操作着进行

数据查询及设备管理。

[0024] 所述远程管理平台3的功能模块由全景监控模块、综合分析模块、统计报告模块和

系统管理模块组成。

[0025] 所述综合分析模块由线路事件子模块和负荷分析子模块组成，所述线路事件子模

块用于线路发生故障时，系统会记录故障发生时间、事件类型、故障分析结果和处理状态；

所述负荷用于对配电网上安装的监控点所采集到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提供相应的图谱

分析结果；

所述统计报告模块由故障统计子模块、负荷统计子模块、在线统计子模块和流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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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模块组成；所述故障统计子模块用于对线路发生故障的数量及类型情况进行统计；所述

负荷统计子模块用于对配电网上安装的监控点所采集的信息进行负荷统计并提供相应的

报表和图表；所述在线统计子模块用于对安装的监控点进行在线和离线情况进行记录。流

量统计子模块是对安装的监控点产生的数据流量进行记录；

所述系统管理模块由接线图管理子模块、监测点管理子模块、监测终端管理子模块、安

装诊断子模块、用户管理子模块、系统告警子模块、系统日志子模块、系统任务子模块和故

障订阅子模块组成；

所述接线图管理子模块用于编辑配电网线路走向、配电网线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在配

电网线路上监测点位的名称；

所述监测点管理子模块即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的管理子模块用于对线路状态监测设备

1在配电网上的安装位置和业务类型进行设置；

所述监测终端管理子模块即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的管理用于对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的

类型、安装位置、业务状态和网络地址等进行设置；

所述安装诊断子模块用于对监控点位的所有设备进行健康诊断；

所述用户管理子模块用于创建和编辑系统登录用户的身份信息；

所述系统告警子模块用于系统监测到配电网出现非正常运行状态或跳闸时，给出故障

提示，协助现场作业人员快速排查故障；

所述系统日志子模块用于对操作用户使用系统软件登录的相关操作进行记录；

所述系统任务子模块用于记录操作用户通过系统软件对现场监测点的所有设备进行

配制操作；

所述故障订阅子模块用于创建和编制能够接收来自系统发出故障信息的作业人员相

关信息。

[0026] 所述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和线路状态汇集设备2采用短距无线传输方式；所述线路

状态汇集设备2和远程管理平台3采用长距的无线传输方式。

[0027] 综上，如图2所示，铁路配网线路智能化监测系统能够对铁路配网的运行状态进行

监测，并采用短距和远距相结合的无线传输方式，该无线传输方式可以为无线专网4、VPN或

互联网VPN，将现场监测数据传至远程管理平台3。远程管理平台3能够对线路电流、线路负

荷等线路状态进行分析，使电力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掌握配电网线路的运行工况。当线路发

生故障时，系统能够精准识别线路故障类型并快速定位故障区段，并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

将线路故障情况发送至远程管理平台3和现场作业人员，从而缩短线路故障的判断、响应和

处理时间，该系统实现了铁路配电网线路的智能化监测，有助于提升使铁路配电网的供电

能力和供电可靠性，而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可设置3GE  ,分别为A相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01、B

相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02、C相线路状态监测设备103，用于监测A相、B相和C相线路。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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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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