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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了一种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和检测方法。该检测装置包括：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10) 的输入
端与智能变电站后台 （13 ) 的输出端连接；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 的输入端与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10 ) 的
输出端连接；数字信号发生器 （12 ) 分别与智能设备采集卡 （20 ) 和智能操作箱 （30 ) 连接；智能设备采集
卡 （20 ) 的输出端依次与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 （14 ) 、工业交换机 （15 ) 连接；智能操作箱 （30 ) 的输出端
与工业交换机 （15 ) 连接；工业交换机 （15 ) 的输 出端与光 电转换器 （16 ) 的输入端连接；光 电转换器
( 16 ) 的输出端与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的输入端连接。该技术方案可全面检测整个变电站的二次回路连接

性能，保障变电站二次设备动作的准确性，为变电站 自动化系统和二次设备的验收、改造、改进等提供技术
依据，有利于电网安全生产和稳定运行。



一种智能变电站二次虚 回路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智能变电站的检测领域 ，具体是一种智能变电站二次

虚 回路检 测装置及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电力系统的电气设备分为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 。一次设备是构成

电力系统的主体 ，它是直接生产 、输送和分配电能的设备 ，包括发 电

机 、电力变压器、断路 器、隔离开关、电力母线 、电力电缆和输 电线

路等。二次设备是对一次设备进行控制 、调节、保护和监测的设备 ，

它包括测量仪表 、继 电器、操作开关、按鈕 、自动控制设备 、计算机 、

信号设备 、控制 电缆以及提供这些设备 能源的一些供 电装置(如蓄 电

池 、硅整流器等)。二次设备通过 电压互感器和 电流互感器与一次设

备取得 电气上的联 系。 由一次设备相互连接构成发 电、输 电、配电

或进行其他生产 的电气回路 ，称为一次回路或一次接线。由二次设备

互相连接 ，构成对一次设备进行监 测、控制 、调节和保护的电气回路

称为二次回路 。二次回路 包括发 电厂和变电所一次设备 的控制 、调节、

继 电保护和 自动装置、测量和信号回路 以及操作 电源系统等。

继 电保护是 电力 系统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担 负着控制 电力系

统平稳运行 、保 障电力 系统安全的重任 ；而二次回路是继 电保护的核

心组成部分 ，俗称 电力系统的"神经 系统" ，它和继 电保护装置一起构

成 了完整的保护 网络。



随着智能变电站技术的不断推广，以光纤替代现有的二次回路作

为信息传递的方式对现有的调试手段带来了新的挑战。智能变电站的

二次回路不再像以前传统变电站那样看得见摸得着，而是转变成为请

求和回复的方式，所有 的信 息传递变成 了变电站智能电子设备

( 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 IED ) 间的逻辑连线。对于变电站二

次虚回路的正确性直接关系到电网子站内 （本地 ）、调度 （异地 ）运

行操作的正确性，以及对事故及时的准确分析和判断处理。

现有智能变电站配置由每个集成商基于 IEC61850 协议的应用后

台数据库生成，然而现阶段针对集成商所配置的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没

有通用的检测方法，无法保证变电站二次虚回路的正确性，对智能变

电站的安全运行带来隐患。

发明内容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可

以全面地检测变电站二次虚回路的技术性能，从而保障变电站四遥准

确性。

一种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包括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数字信号发生器、智能变电站后台、标准设计回

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虚回路检测模块，

配置文件读取模块的输入端与智能变电站后台的输出端连接，

用于读取智能变电站后台导出的 SCD 文件；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的输入端与配置文件读取模块的输出端连

接，用于解析配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的 SCD 文件，将 SCD 文件中的



配置数据解析后生成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的输 出端和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

块的输出端分别与虚回路检测模块连接 ，所述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

读取模块用于读取设计院提供的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虚回路检测

模块针对每个 IED 的输入输出虚回路分别对照配置文件解析模块解

析 出的变电站全站二 次 回路配置表和设计院提供的标准设计回路数

据文件是否一一对应，得 出静态检测报告；

所述数字信号发生器用于在智能设备采集卡上加载遥测信号以

及在智能操作箱上加载 GOOSE 艮文，所述智能变电站后台用于发 出

需检查 IED 设备的 GOOSE 跳闸命令，智能设备采集卡上加载遥测信

号经过 A/D 转换、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处理后输出 IEC61 850 9-2 ¾

文，然后经过工业交换机 、光电转换器后发送至虚回路检测模块，

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闸命令经过工业交换机、光电转换器后发

送至虚回路检测模块，虚回路检测模块根据接收的 IEC61850 9-2 报

文、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闸命令与配置文件解析模块解析 出的

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进行比对，输出动态检测报告。

一种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配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智能变电站后 台导出的 SCD 文件；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解析配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的 SCD 文件，将

SCD 文件中的配置数据解析后生成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

静态检测步骤：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设计院给 出

的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针对每个 IED 的输入输出虚回路分别对



照配置文件解析模块解析 出的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和设计院

给出的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是否—— 对应，得 出静态检测报告；

动态检测步骤：数字信号发生器在智能设备采集卡上加载遥测信

号以及在智能操作箱上加载 GOOSE 报文，所述智能变电站后 台发 出

需检查 IED 设备的 GOOSE 跳闸命令，智能设备采集卡上加载的遥测

信号经过 A/D 转换、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处理后输出 IEC61850 9-2

报文，然后经过工业交换机光电转换器后发送至虚回路检测模块，

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闸命令经过工业交换机、光电转换器后发

送至虚回路检测模块，虚回路检测模块根据接收的 IEC61850 9-2 报

文、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闸命令与配置文件解析模块解析 出的

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进行比对，输出动态检测报告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和方法，能

够测试指定的二次虚回路的准确性和信息正确性，可以全面的检测整

个变电站的二次回路连接性能，从 而保障变电站二次设备动作的准确

性，可 以为变电站 自动化系统和二次设备的验收、改造、改进等提供

技术依据，有利于电网安全生产和稳定运行。

附图说明

图 1是本发明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明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明中设计院提供的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中智能变

电站的 GOOSE 虚回路图；

图 4 是本发明中设计院提供的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中智能变



电站的遥 测信号虚 回路 图。

图中： 10 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 11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 12—

数字信号发生器 ， 13— 智能变电站后 台， 14一 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 ，

15_ 工业 交换机 ，16 光 电转换 器 ，17—虚 回路检 测模块 ，18—检 测

报告输 出模块 ，19 标准设计 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 ，20— 智能设备

采集卡 ，30 智能操作 箱。

具体 实施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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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1 所示为本发 明智能变电站二次虚 回路检 测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所述智能变电站二次虚 回路检 测装置 包括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10 、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数字信号发生器 12、智能变电站后 台 13、标

准设计 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 19、虚 回路检 测模块 17。

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10 的输入端与智能变电站后 台 13 的输 出端连

接 ，用于读取 智能变电站后 台 13 导 出的变电站配置描述 （Substation

Configuration Description , SCD ) 文 件 ， 以 变 电站 配 置 描 述 语 言

( Substation Configuration description Language , SCL ) 语 言的 SCD

文件描述 了特定变电站 的模型 、就逻辑节点而言的变电站智能电子设

备 （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 IED ) 功能、以及通信连接 。

SCD 文件 包括 (1) 开关站命名和拓朴描述 、（2)IED 配置描述 (就逻

辑节点而言的功能)、（3)开关站与 IED 功能之 间的关系、（4)通信 网络

描述 。 IEC61850-6 规 定 了变电站配置描述语 言 （SCL ) , 变电站配置



描述语言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得通信系统配置数据可在不同制造商提

供的智能电子设备和系统配置工具之间相互交换。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的输入端与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10 的输出端

连接，用于解析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10 读取的 SCD 文件，将 SCD 文

件中的配置数据解析后生成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配置文件解

析模块 11的输出端和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 19 的输出端分

别与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连接。

所述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 19 用于读取设计院提供的

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针对每个 IED 的输入输

出虚回路分别对照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 解析出的变电站全站二次回

路配置表 （即集成商的设计 ) 和设计院给出的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

( 即设计院给出的标准设计 ）是否一一对应，给出静态检测报告，从

而完成静态虚回路检查工作。图 3 和图 4 所示分别为设计院给出的标

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中智能变电站的遥测信号虚回路图和 GOOSE 虚

回路图，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可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提供，预先

保存在数据库中，所述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 19 从数据库

中直接读取即可。

所述数字信号发生器 12 分别与智能设备采集卡 20和智能操作箱

30连接，智能设备采集卡 20 的输出端依次与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 14、

工业交换机 15 连接，智能操作箱 30 的输出端与工业交换机 15 连接，

工业交换机 15 的输出端与光电转换器 16 的输入端连接，光电转换器

16 的输出端与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的输入端连接。



其中，所述数字信号发生器 12 用于在智能设备采集卡 20 上加载

遥测信号以及在智能操作箱 30 上加载遥信信号上传面向通用对象的

变电站事件 ( Generic Object Oriented Substation Event, GOOSE ) 报

文 （以下筒称 GOOSE 报文 ），所述智能变电站后 台 13 用于发 出需检

查 IED 设备的 GOOSE 跳 闸命令 ，智能设备采集卡 20 上加载遥测信

号经过 A/D 转换 、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 14 处理后输 出 IEC61 850 9-2

报文，然后经过工业交换机 15、光电转换器 16 后发送至虚回路检测

模块 17, 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 闸命令经过工业交换机 15、光电

转换器 16 后发送至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根据接

收的 IEC61850 9-2 报文、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 闸命令与配置文

件解析模块 11 解析 出的变电站全站二 次 回路配置表进行比对 ，输 出

动态检测报告。

具体的，所述数字信号发生器 12 用于在智能设备采集卡 20 上加

载遥测信号，智能设备采集卡 20 对加载的遥测信号通过 A/D 转换后

形成 FT3 ( 全光纤电流互感器数据通信协议 ）格式报文，通过光纤传

送至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 14, 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 14 对 FT3 格式报

文经过数据处理输 出 IEC61850 9-2 艮文，IEC61850 9-2 艮文经工业交

换机 15 传送到光电转换器 16, 光电转换器 16 将 IEC61850 9-2 报文

经过光电转换后通过以太网口输入到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例如计算

机 ），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读取 IEC6 1850 9-2 报文中各个通道数据和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 从 SCD 文件 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MAC 地址、APPID 以及加载信号量的正确性，完成二次虚回路 IED



虚回路检测。

所述数字信号发生器 12 还用于在智能操作箱 30上加载遥信信号

上传面向通用对象的变电站事件 ( Generic Object Oriented Substation

Event, GOOSE ) 报文 （以 下筒称 GOOSE 报文 ），GOOSE 报文通过

工业交换机 15、光电转换器 16 输入到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例如计算

机 ) , 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读取 GOOSE 报文中的通道数据和配置文件

解析模块 11 从 SCD 文件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IED 设备

的 MAC 地址、APPID 加载信号量的正确性，完成遥信虚回路的比对

检测。

所述智能变电站后台 13 用于发 出需检查 IED 设备的 GOOSE 跳

闸命令，GOOSE 跳闸命令通过工业交换机 15、光电转换器 16 输入

到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例如计算机 ），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读取 GOOSE

跳闸命令中的通道数据和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从 SCD 文件中解析 出

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GOOSE 跳闸命令，完成 GOOSE 虚回路检测。

所述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还可包括检测报告输 出模

块 18, 所述检测报告输出模块 18 与所述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的输 出

短连接，用于根据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的检测结果生成检测报告 （例

如 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生成检测 艮告 ) 后输出。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方法，如图

2 所示，所述检测方法包括静态检测和动态检测两个部分，包括如下

步骤：

步骤 A : 配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智能变电站后台导出的变电站配



置描述文件 （筒称 SCD 文件 )。

配置文件读取模块还可对读取 的 SCD 文件进行合 法性检 查 ，若

判断为是则进行 下一步骤 ，若判断为否则返 回步骤 A , 继续进行 SCD

文件 的读取 。

步骤 B :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解析 配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 的 SCD

文件 ，将 SCD 文件 中的配置数据解析后生成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 配

置表 。

下面为静 态检 测步骤 ：

步骤 C : 标准设计 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设计 院给 出的标准

设计 回路数据文件 ，针对每个 IED 的输入输 出虚 回路分别对 照配置

文件解析模块解析 出的变 电站全站二 次 回路 配置表 （即集成 商的设

计 ）是否一一对应 ，得 出静 态检 测报告 。具体 的，所述标准设计 回路

数据文件预先保存在数据库 中，所述标准设计 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

从所述数据库 中读取所述标准设计 回路数据文件 。

下面为动 态检 测步骤 ：数字信号发生器在智能设备采集卡上加载

遥测信号以及在智能操作箱上加载 GOOSE 报文 ，所述智能变电站后

台发 出需检 查 IED 设备 的 GOOSE 跳 闸命令 ，智能设备采集卡上加载

的遥 测 信 号 经 过 A/D 转 换 、智 能 变 电站 合 并 单 元 处 理 后 输 出

IEC61850 9-2 报文 ，然后经过工业交换机光 电转换 器后发送至虚 回路

检 测模块 ，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 闸命令经过工业交换机 、光 电

转 换 器后 发 送 至虚 回路 检 测模 块 ，虚 回路 检 ' 模 块 根 据 接 收 的



IEC61850 9-2 报文、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闸命令与配置文件解

析模块解析 出的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进行比对，输出动态检测

报告。

所述动态检测具体为三个步骤，需要说明的是，每个步骤之间无

先后次序，可先后进行，也可同时进行，具体介绍如下：

步骤 D : 使用数字信号发生器在智能设备采集卡上加载遥测信

号，智能设备采集卡对加载的遥测信号通过 A/D 转换后形成 FT3 ( 全

光纤电流互感器数据通信协议 ) 格式报文，通过光纤传送至智能变电

站合并单元，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对 FT3 格式报文经过数据处理输

出 IEC61850 9-2 艮文，IEC61850 9-2 艮文经工业交换机传送到光电转

换器，光电转换器将 IEC61850 9-2 报文经过光电转换后通过以太网

口输入到虚 回路检 测模块 （例如计算机 ），虚 回路检 测模块读取

IEC61850 9-2 报文中各个通道数据和配置文件解析模块从 SCD 文件

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MAC 地址、APPID 以及加载信号量

的正确性，完成二次虚回路 IED 虚回路检测。

步骤 E : 使用数字信号发生器在智能操作箱上加载遥信信号上传

GOOSE 报文，GOOSE 报文通过工业交换机、光电转换器输入到虚

回路检测模块 （例如计算机 ），虚回路检测模块读取 GOOSE 报文中

的通道数据和配置文件解析模块从 SCD 文件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

道，比对 IED 设备的 MAC 地址、APPID 加载信号量的正确性，完成

遥信虚回路的比对检测。

步骤 F : 智能变电站后台发 出需检查 IED 设备的 GOOSE 跳闸命



令 ，GOOSE 跳 闸命令通过工业交换机 、光电转换器输入到虚 回路检

测模块 （例如计算机 ），虚 回路检测模块读取 GOOSE 跳 闸命令 中的

通道数据和和配置文件解析模块从 SCD 文件 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

道 ，比对 GOOSE 跳 闸命令 ，完成 GOOSE 虚 回路检测。

上述步 D 、E、F 经过虚 回路检 测后生成动态检 测报告 。

可将静 态检测报告和动态检测报告 以 EXCEL 文件 的形式输 出，

同时将解析 出的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 配置表 中的数据进行存储 ，便 于

后续使用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 回路检测装置和方法，能

够测试指定的二次虚 回路 的准确性和信 息正确性 ，可以全面的检测整

个变电站的二次回路连接性能，从 而保 障变电站二次设备动作 的准确

性 ，可 以 为变电站 自动化 系统和二次设备 的验收 、改造 、改进等提供

技术依据 ，有利于电网安全生产和稳定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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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应该 以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智能变电站二次虚 回路检 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配

置文件读取模块（10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11 )、数字信号发生器（12 )、

智能变电站后 台 （13 )、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 （19 )、虚 回

路检测模块 （17 ) ,

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10 ) 的输入端与智能变电站后 台 （13 ) 的

输 出端连接 ，用于读取智能变电站后 台 （13 ) 导 出的 SCD 文件 ；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 ) 的输入端与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 10 )

的输 出端连接 ，用于解析配置文件读取模块 ( 10 ) 读取 的 SCD 文件 ，

将 SCD 文件 中的配置数据解析后生成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 ；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 ) 的输 出端和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

取模块 ( 19 ) 的输 出端分别与虚 回路检 测模块 ( 17 ) 连接 ，所述标准

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 （19 ) 用于读取设计 院提供 的标准设计回

路数据文件 ，虚 回路检 测模块 （17 ) 针对每个 IED 的输入输 出虚 回

路分别对照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 11 ) 解析 出的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

置表和设计院提供 的标准设计 回路数据文件是否一一对应 ，得 出静 态

检测报告 ；

所述数字信号发生器 （12 ) 用 于在智能设备采集卡 （20 ) 上加

载遥测信号以及在智能操作箱 （30 ) 上加载 GOOSE 报文 ，所述智能

变电站后 台 （13 ) 用于发 出需检查 IED 设备 的 GOOSE 跳 闸命令 ，智

能设备采集卡 （20 ) 上加载遥测信号经过 A/D 转换 、智能变电站合



并单元 （14 ) 处理后输 出 IEC61850 9-2 艮文，然后经过工业交换机

( 15 )、光电转换器 （16 ) 后发送至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 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闸命令经过工业交换机 （15 )、光电转换器 （16 )

后发送至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 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根据接收的

IEC61850 9-2 报文、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闸命令与配置文件解

析模块 ( 11 ) 解析 出的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进行比对，输出动

态检测报告。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预先保存在数据库中，所述标准

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 ( 19 ) 从所述数据库中读取所述标准设计

回路数据文件。

3、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其特

征在于：智能设备采集卡 （20 ) 对加载的遥测信号通过 A/D 转换后

形成 FT3 格式报文，通过光纤传送至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 （14 ) , 智

能变电站合并单元（14 )对 FT3 格式报文经过数据处理输出 IEC61 850

9-2 报文，IEC61850 9-2 报文经工业交换机 （15 ) 传送到光电转换器

( 16 ) , 光电转换器 （16 ) 将 IEC61850 9-2 报文经过光电转换后通过

以太网口输入到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 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读取

IEC61850 9-2 报文中各个通道数据和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 )从 SCD

文件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MAC 地址、APPID 以及加载信

号量的正确性，完成二次虚回路 IED 虚回路检测。

4、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其特



征在于： GOOSE 报文通过工业交换机 （15 )、光电转换器 （16 ) 输

入到虚回路检测模块 ( 17 ) , 虚回路检测模块 ( 17 ) 读取 GOOSE 报

文中的通道数据和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11 ) 从 SCD 文件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IED 设备的 MAC 地址、APPID 加载信号量的正

确性，完成遥信虚回路的比对检测。

5、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智能变电站后台发 出的 GOOSE 跳闸命令通过工业交换

机 （15 )、光电转换器 （16 ) 输入到虚回路检测模块 （17 ) , 虚回路检

测模块 ( 17 ) 读取 GOOSE 跳闸命令中的通道数据和配置文件解析模

块 （11 ) 从 SCD 文件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GOOSE 跳闸

命令，完成 GOOSE 虚回路检测。

6、 一种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配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智能变电站后 台导出的 SCD 文件；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解析配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的 SCD 文件，

将 SCD 文件中的配置数据解析后生成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

静态检测步骤：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读取设计院

给出的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针对每个 IED 的输入输出虚回路分

别对照配置文件解析模块解析 出的变电站全站二 次回路配置表和设

计院给 出的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是否—— 对应 ，得 出静态检测报

告 .

动态检测步骤：数字信号发生器在智能设备采集卡上加载遥



测信号以及在智能操作箱上加载 GOOSE 艮文，所述智能变电站后台

发 出需检查 IED 设备的 GOOSE 跳闸命令，智能设备采集卡上加载的

遥测信号经过 A/D 转换、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处理后输 出 IEC61850

9-2 报文，然后经过工业交换机光电转换器后发送至虚回路检测模块，

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闸命令经过工业交换机、光电转换器后发

送至虚回路检测模块，虚回路检测模块根据接收的 IEC61850 9-2 报

文、GOOSE 报文和 GOOSE 跳闸命令与配置文件解析模块解析 出的

变电站全站二次回路配置表进行比对，输出动态检测报告。

7、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标准设计回路数据文件预先保存在数据库中，所述标准

设计回路数据文件读取模块从所述数据库中读取所述标准设计回路

数据文件。

8、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智能设备采集卡对加载的遥测信号通过 A/D 转换后形成 FT

式报文，通过光纤传送至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智能变电站合并单元

对 FT3 格式报文经过数据处理输出 IEC61850 9-2 报文，IEC61850 9-2

报文经工业交换机传送到光电转换器，光电转换器将 IEC61850 9-2

报文经过光电转换后通过以太网口输入到虚回路检测模块，虚回路检

测模块读取 IEC61850 9-2 报文中各个通道数据和配置文件解析模块

从 SCD 文件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MAC 地址、APPID 以

及加载信号量的正确性，完成二次虚回路 IED 虚回路检测。

9、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虚回路检测模块读取 GOOSE 报文中的通道数据和配置文件

解析模块从 SCD 文件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IED 设备的

MAC 地址、APPID 加载信号量的正确性，完成遥信虚回路的比对检

测。

10、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智能变电站二次虚回路检测方法，其

特征在于：虚回路检测模块读取 GOOSE 跳闸命令中的通道数据和和

配置文件解析模块从 SCD 文件 中解析 出的 IED 设备通道，比对

GOOSE 跳闸命令，完成 GOOSE 虚回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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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检索时查阅的电子数据库(数据库的名称，和使用的检索词 （如使用 ））

数据库：WPI; EPODOC; CNPAT; CNKI

检索词：变电站，回路，检测，检査，测量，测试，配置表，transformer, loop, detect, exam, test, goose, message, confi gure

table, transformer substation

C. 相关文件

类 型 用文件，必要时，指明相关段落 相关的权利要求

A CN101969229A ( 广东电网公司茂名供 电局等 ） 1-10

09.2 月 201 1 ( 09.02.201 1) 见全文

A CN101741 139A ( 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16.6 月 2010 ( 16.06.2010) 1-10

见全文

A CN101546922A ( 西北 电网有限公司等 ） 1-10

30.9 月 2009 ( 30.09.2009) 见全文

□ 其余文件在 C 栏的续页中列出。 见同族专利附件 。

* 引用文件 的具体类型： "Τ" 在 申请 日或优先权 日之后公布，与 申请不相抵触，但为了

"A" 认为不特别相关的表示了现有技术一般状态的文件 理解发明之理论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国际申请日的¾ ¾ ¾ 公布 先申请或 "X" 特 别相关的文件 ，单独考虑该文件 ，认定要求保护的

"L" 可能对优先权要求构成怀疑的文件 ，或为确定另一篇 发 明不是新颖的或不具有创造性

引用文件 的公布 日而引用 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 由而引 "Υ" 特 别相关的文件 ，当该文件与另一篇或者多篇该类文件

用 的文件 （如具体说 明的） 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显而易见时，

"Ο" 涉及 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其他方式公开的文件 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

"Ρ" 公布 日先于国际 申请 日但迟于所要求的优先权 日的文件 "&" 同族专利的文件

国际检索实际完成的日期 国际检索报告邮寄 日期
15.5 月 2012 ( 15.05.2012) 14.6 月 2012 (14.06.2012)

ISA/CN 的名称和邮寄地址： 受权官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蓟 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100088 王艳

传真号： （86-10)62019451 电话号码：(86-10) 6241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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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号国际检索报告 PCT/CN20 11/082521
关于同族专利的信息

检索报告中引用的 公布日期 同族专利 公布 日期
专利文件

CN101969229A 09.02.201 1 无

CN101741 139A 16.06.2010 无

CN101546922A 30.09.2009 CN101546922B 07.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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