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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工况识别的电气化

铁路功率因数计量方法，它包括：步骤1、通过过

零点识别一个周波，并对周波数据进行电能量计

算；步骤2、计算完电能量后进行工况识别；步骤

3、分别计算各种工况下产生的无功占比、基波无

功与希尔伯特无功差异百分比；步骤4、分别进行

分类功率因数计算；现有技术对电气化铁路功率

因数的计量存在的无法定位到产生功率因数低

的原因，造成用户对其准确性产生质疑，不能起

到有效的引导作用；现有功率因数计量数据简

单，缺乏针对性等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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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工况识别的电气化铁路功率因数计量方法，它包括：

步骤1、通过过零点识别一个周波，并对周波数据进行电能量计算；步骤1所述对周波数

据进行电能量计算，包括全波有功电能计算、希尔伯特无功电能计算、矢量视在电能计算和

有效视在电能计算；

步骤2、计算完电能量后进行工况识别；

步骤2所述工况识别的方法包括：

步骤2.1、先进行电压电流基波有效值及功率的计算、基波无功电能的计算；

步骤2.2、判断总基波有功功率是否超过阀值；否则执行步骤2.4；是则执行步骤2.3；

步骤2.3、总功率为正时，工况为机车发电状态，新增基波无功电能累加到机车发电无

功电能寄存器；总功率为负时，工况为机车用电状态，新增基波无功电能累加到机车用电无

功电能寄存器；

步骤2.4、工况为无机车状态，新增基波无功电能累加到无机车无功电能寄存器；

步骤2.5、计算完成返回步骤2.1；

步骤3、分别计算各种工况下产生的无功占比、基波无功与希尔伯特无功差异百分比；

步骤4、分别进行分类功率因数计算；步骤4所述分类功率因数计算包括：计算基于有效

视在的功率因数、计算基于矢量视在的功率因数、计算基于矢量视在正向功率因数和计算

基于矢量视在反向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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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工况识别的电气化铁路功率因数计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工况识别的电气化铁路功率因数计量方法，属于电能表计量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交直交型电力机车和动车组快速的推广，新的无功补偿装置的大量应用，电

气化铁路的功率因数考核已经出现“扭亏为盈”。

[0003] 但是西部不发达地区仍存在功率因数低的问题。而且不同计量点功率因数差异非

常大。当前功率因数计量方式为整个计量周期内基于有功无功增量计算的单一功率因数，

无法定位到产生功率因数低的原因，造成用户对其准确性产生质疑，不能起到有效的引导

作用。以贵州某牵引站为例，该牵引站地处山区，制动产生无功非常高，其功率因数相对其

它同类型机车及电网环境下的要低很多，仅从电力部门提供的单一功率因数说服用户，使

得用户不认可计量数据的正确性，发生纠纷。

[0004] 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电气化铁路在支撑西部建设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由

于受经济条件限制及地理条件恶劣，功率因数普遍偏低，长期受功率因数考核罚款的影响，

造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现有功率因数计量数据简单，缺乏针对性，使得优惠政策难以制

定。

[0005] 建立一套能对电气化铁路不同工况进行自动识别计量，产生适合不同应用的功率

因数及功率因数分析数据，有利于用户对比实际工况分辨出计量的合理个性，有利于用户

通过分析数据有针对性的进行改进，有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良性优惠政策。

[0006] 造成电气化铁路功率因数低的原因有：

[0007] 1)新建线路及偏远线路，低载运行高压电缆充电无功功率占比大，照成功率因数

低。

[0008] 2)电力机车为交直型输出功率因数低。

[0009] 3)电力机车制动时输出功率因数低，特别是四川贵州等偏远山区制动产生的影响

非常大。

[0010] 4)照明线路功率因数低。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工况识别的电气化铁路功率因数计量

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对电气化铁路功率因数的计量存在的无法定位到产生功率因数低的

原因，造成用户对其准确性产生质疑，不能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现有功率因数计量数据简

单，缺乏针对性等技术问题。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13] 一种基于工况识别的电气化铁路功率因数计量方法，它包括：

[0014] 步骤1、通过过零点识别一个周波，并对周波数据进行电能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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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步骤2、计算完电能量后进行工况识别；

[0016] 步骤3、分别计算各种工况下产生的无功占比、基波无功与希尔伯特无功差异百分

比；

[0017] 步骤4、分别进行分类功率因数计算。

[0018] 步骤1所述对周波数据进行电能量计算，包括全波有功电能计算、希尔伯特无功电

能计算、矢量视在电能计算和有效视在电能计算。

[0019] 步骤2所述工况识别的方法包括：

[0020] 步骤2.1、先进行电压电流基波有效值及功率的计算、基波无功电能的计算；

[0021] 步骤2.2、判断总基波有功功率是否超过阀值；否则执行步骤2.4；是则执行步骤

2.3；

[0022] 步骤2.3、总功率为正时，工况为机车发电状态，新增基波无功电能累加到机车发

电无功电能寄存器；总功率为负时，工况为机车用电状态，新增基波无功电能累加到机车用

电无功电能寄存器；

[0023] 步骤2.4、工况为无机车状态，新增基波无功电能累加到无机车无功电能寄存器；

[0024] 步骤2.5、计算完成返回步骤2.1。

[0025] 步骤4所述分类功率因数计算包括：计算基于有效视在的功率因数、计算基于矢量

视在的功率因数、计算基于矢量视在正向功率因数和计算基于矢量视在反向功率因数。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通过识别电气化铁路不同工况，并对其产生的功率因数及无功进行分类计

算。

[0028] 本发明通过识别电流波动和功率来识别无机车状态、机车发电状态、机车用电状

态，分状态计量无功，计算各种状态无功电量的占比。用户通过各种工况的功率因数和无功

占比数据能快速识别出哪一种工况需要改进，无功的组成是否与实际一致，帮助用户改进

对应的工况和识别计量的正确性；也可以用于用户对改进效果进行评估。

[0029] 本发明对比无功采用基波无功可以避免因谐波含量不同和算法不同引起的计量

误差，采用基波无功也是从补偿治理的角度出发引导用户改进。

[0030] 由于不同厂家的无功算法不同，本发明对比基波无功与希尔伯特无功差异，为电

力部门评估无功算法带来的差异提供依据。

[0031] 由于当前电力部门采用的是基于矢量视在的功率因数算法，不能体现因不平衡带

来的电网损耗；本发明分别提供基于基于矢量视在和有效视在的功率因数，为电力部门评

估用户对电网实际损耗提供依据，为与客户协商提供依据。

[0032] 由于地理条件造成功率因数低，具有地域特殊性的情况，本发明分别计算基于矢

量视在正向功率因数和基于矢量视在反向功率因数，电力部门可以制定基于这两个功率因

数的计费机制，能兼容引导功率因数改进同时解决实际矛盾。

[0033] 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对电气化铁路功率因数的计量存在的无法定位到产生功

率因数低的原因，造成用户对其准确性产生质疑，不能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现有功率因数

计量数据简单，缺乏针对性等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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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0035] 图2是计量模块流程图

[0036] 图3是分析模块流程图

[0037] 具体实施方法：

[0038] 从图1可以看出本发明在具体实施时可分为计量模块和分析模块；计量模块包括

实时工况识别和电能量计量两个模块。分析模块有分类无功计量方法和分类功率因数计算

方法两个模块。计量模块将实时工况分类计算的电能量传递给分析模块，分析模块进行累

加统计计算。

[0039] 从图2中可以看出计量模块通过过零点识别一个周波，并对周波数据进行电能量

计算，包括有：全波有功电能计算、希尔伯特无功电能计算、矢量视在电能计算、有效视在电

能计算。

[0040] 从图2中可以看出计量模块计算完电能量后进行工况识别，其方法是：

[0041] 步骤2.1、先进行电压电流基波有效值及功率的计算、基波无功电能的计算；

[0042] 步骤2.2、判断总基波有功功率是否超过阀值；否则执行步骤2.4；是则执行步骤

2.3；

[0043] 步骤2.3、总功率为正时，工况为机车发电状态，新增基波无功电能累加到机车发

电无功电能寄存器；总功率为负时，工况为机车用电状态，新增基波无功电能累加到机车用

电无功电能寄存器；

[0044] 步骤2.4、工况为无机车状态，新增基波无功电能累加到无机车无功电能寄存器；

[0045] 步骤2.5、计算完成返回步骤2.1。

[0046] 从图3中可以看出分析模块根据结算周期计算分类无功计算和分类功率因数计

算。其中分类无功计算包括：计算三种工况下产生的无功占比、计算基波无功与希尔伯特无

功差异百分比。其中分类功率因数计算包括：计算基于有效视在的功率因数、计算基于矢量

视在的功率因数、计算基于矢量视在正向功率因数计算基于矢量视在反向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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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6

CN 109116102 B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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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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