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251209.0

(22)申请日 2016.12.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68483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17

(73)专利权人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461000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1298

号

    专利权人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许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嘉兴供电公

司　

国家电网公司

(72)发明人 李宝伟　裘愉涛　金全仁　樊占峰　

倪传坤　王松　王振华　周富强　

李旭　李文正　程天保　冯秋芳　

戚宣威　董新涛　方正　席颖颖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1119

代理人 陈浩

(51)Int.Cl.

H02H 7/26(2006.01)

审查员 宋宇程

 

(54)发明名称

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和继电保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和继

电保护方法，电力系统的相关数据信息分别传输

给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启动控制模块根

据接收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启动逻辑判别，主

控制模块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保护

逻辑判别和启动逻辑判别；当启动控制模块和主

控制模块进行的启动逻辑判别均动作，且保护逻

辑判别动作时，输出保护动作信号。该继电保护

方式相较于直接进行保护逻辑判断这种继电保

护方式，降低了就地化保护误动作的可能性，从

而可以满足就地化保护在极端恶劣的运行环境

中仍可满足继电保护高可靠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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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所述

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上均设置有用于接收一路电力系统的相关数据信息的数据接

收端口；所述启动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启动逻辑判别，所述主控

制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保护逻辑判别和启动逻辑判别；所述就地化继

电保护控制装置还包括控制信号出口模块，所述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输出连接所述

控制信号出口模块，所述控制信号出口模块用于：当启动控制模块和主控制模块进行的启

动逻辑判别均动作，且主控制模块进行的保护逻辑判别动作时，输出保护动作信号，所述控

制信号出口模块包括一条线路，该线路上串设有两个控制开关，一个出口控制元件的驱动

回路通过由串设有这两个控制开关的线路连接至出口正电源，出口控制元件由主控制模块

控制，两个控制开关分别由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独立控制；

所述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均为集成有FPGA的CPU芯片；

所述启动控制模块与变电站GOOSE网络通信连接，用于收发GOOSE信号；所述主控制模

块与启动控制模块通过以太网连接，主控制模块发出的GOOSE信号通过启动控制模块发送

到所述变电站GOOSE网络中；

所述启动控制模块根据启动判别逻辑结果决定是否将主控制模块发送来的动作信号

发送到GOOSE网络中：主控制模块上电初始化期间通过通信命令向启动控制模块下发出口

位掩码，如果启动控制模块的启动逻辑启动，那么将主控制模块的动作信号与出口位掩码

相与后进行出口；如果启动控制模块启动逻辑未启动，那么将出口位掩码取反，然后将主控

制模块的动作信号与取反后的出口位掩码相与后进行出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包括两

个数据采样模块，均用于采集所述电力系统的相关数据信息，第一数据采样模块输出连接

所述主控制模块，第二数据采样模块输出连接所述启动控制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的就地化继电保护方法，其特征在

于，电力系统的相关数据信息分别传输给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主控制模块和启动

控制模块均只接收一路数据；所述启动控制模块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启动逻辑

判别，主控制模块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保护逻辑判别和启动逻辑判别；当启动

控制模块和主控制模块进行的启动逻辑判别均动作，且保护逻辑判别动作时，输出保护动

作信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就地化继电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两个数据采样模块来

采集电力系统的相关数据信息，其中，第一数据采样模块采集到的一路数据信息传输给所

述主控制模块，第二数据采样模块采集到的一路数据信息传输给所述启动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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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和继电保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和继电保护方法，属于电力系统就地化继电

保护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继电保护装置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证系统安全运行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它在系统发生故障时切除故障设备、对系统安全运行做出贡献，但继电保护的不正

确动作对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继电保护装置要求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快速性

的统一，其中可靠性是继电保护装置最为重要的要求。

[0003] 就地化保护装置直接安装于开关场或与一次设备集成安装，由于直接采用户外无

防护安装方式，运行环境条件恶劣，同时由于安装于一次设备附近或直接与一次设备集成

安装，对其机械性能的要求相对于常规继电保护装置更高。就地化保护采用即插即用的设

计，采用更换式检修方式，能够大大提升变电站的建设施工和运维检修效率，为了便于携带

和安装，要求就地化保护装置采用小型化设计。综上，就地化保护装置的要求防护等级高、

抗干扰能力强、体积小、装置功耗低、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宽，因此对就地化保护装置的可靠

性设计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但是常规的继电保护方式可靠性较低，无法应用在就地化保护

装置中。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和继电保护方法，用以解决常规的

继电保护方法可靠性较低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方案包括一种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包括主控制

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所述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上均设置有用于接收一路电力系统

的相关数据信息的数据接收端口；所述启动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

启动逻辑判别，所述主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保护逻辑判别和启动

逻辑判别；所述控制装置还包括控制信号出口模块，所述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输出

连接所述控制信号出口模块，所述控制信号出口模块用于：当启动控制模块和主控制模块

进行的启动逻辑判别均动作，且主控制模块进行的保护逻辑判别动作时，输出保护动作信

号。

[0006] 所述控制装置包括两个数据采样模块，均用于采集所述电力系统的相关数据信

息，第一数据采样模块输出连接所述主控制模块，第二数据采样模块输出连接所述启动控

制模块。

[0007] 所述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均为集成有FPGA的CPU芯片。

[0008] 所述启动控制模块与变电站GOOSE网络通信连接，用于收发GOOSE信号。

[0009] 所述主控制模块与启动控制模块通过以太网连接，主控制模块发出的GOOSE信号

通过启动控制模块发送到所述变电站GOOSE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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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一种就地化继电保护方法，电力系统的相关数据信息分别传输给主控制模块和启

动控制模块，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均只接收一路数据；所述启动控制模块根据接收

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启动逻辑判别，主控制模块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据信息进行保护逻

辑判别和启动逻辑判别；当启动控制模块和主控制模块进行的启动逻辑判别均动作，且保

护逻辑判别动作时，输出保护动作信号。

[0011] 利用两个数据采样模块来采集电力系统的相关数据信息，其中，第一数据采样模

块采集到的一路数据信息传输给所述主控制模块，第二数据采样模块采集到的一路数据信

息传输给所述启动控制模块。

[0012] 所述启动控制模块与变电站GOOSE网络通信连接，以收发GOOSE信号。

[0013] 所述主控制模块与启动控制模块通过以太网连接，主控制模块发出的GOOSE信号

通过启动控制模块发送到所述变电站GOOSE网络中。

[0014] 本发明提供的就地化保护方式中，设置有两个完全独立的控制模块，主控制模块

和启动控制模块中均进行相应的逻辑判别，其中，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中均进行启

动逻辑判别，而且主控制模块中还进行保护逻辑判别，只有两个启动逻辑判别动作、且保护

逻辑判别也动作，才输出保护动作信号。该继电保护方式由两层逻辑判断组成，首先需要满

足两个启动逻辑判别动作，只有在这两个启动逻辑判别动作之后才会根据保护逻辑判别来

输出保护动作信号。相较于直接进行保护逻辑判断这种继电保护方式，本发明提供的继电

保护方式降低了就地化保护误动作的可能性，从而可以满足就地化保护在极端恶劣的运行

环境中仍可满足继电保护高可靠性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的控制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7]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就地化继电保护控制装置包括两个完全独立的控制模

块，针对各自的功能作用，将这两个控制模块分别称为主控制模块和启动控制模块，在本实

施例中，这两个控制模块为在一块板卡上设置的两套完全独立的CPU系统，相应地，这两套

CPU系统分别称为主CPU和启动CPU。

[0018] 为节省空间，这两套独立的CPU系统中的CPU为高集成度低功耗的CPU芯片，比如芯

片ZYNQ7020，内部均集成有FPGA，各CPU芯片的外设RAM、Flash等设备也均完全独立。采用集

成度高的芯片，在满足继电保护高可靠性的基础上，还能够保证整个控制装置具有较小的

尺寸。

[0019] 由于这两个CPU内部均进行相应的逻辑判别，因此，这两个CPU均输入有相应的电

力系统数据信息。各CPU根据对应的数据信息进行逻辑判别，因此，该控制装置包括有数据

采样模块。在本实施例中，电力系统数据信息为常规电磁式互感器检测的模拟量信号，相应

地，数据采样模块就为AD采样系统。

[0020] AD采样系统的个数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两个。当AD采样系统的个数是一个时，主

CPU和启动CPU共用该AD采样系统采集的数据，即该AD采样系统采集到的模拟量信号，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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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和电流等，将模拟量信号转换为数字量采样信号之后分为两路，一路传输给主CPU，另

一路传输给启动CPU，以供逻辑判别。另外，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独立性，本实施例中使用两

套独立的AD采样系统。第一套AD采样系统只输出连接主CPU，第二套AD采样系统只输出连接

启动CPU。这两套独立的AD采样系统为：如图1所示，除装置内部电压或电流变换器外，低通

滤波、AD芯片和AD采样控制回路均完全独立。同时，采用多片AD并行采集模拟量信号，电压

和电流分别连接至不同的AD芯片。由于AD采样系统属于常规技术，这里不再对其具体结构

进行描述。所以，不管AD采样系统的个数是多少，主CPU和启动CPU均只接收一路数据，就拿

两个AD采样系统为例，不存在这两个AD采样系统均输出连接主CPU和启动CPU的情况。

[0021] 这两个CPU还可以采用内部集成的FPGA控制AD采样系统的数据采样时刻、AD数据

的读取和缓存。

[0022] 主CPU的功能包括有启动逻辑判别、保护逻辑判别和与站控层设备通信等，启动

CPU的功能包括有启动逻辑判别和与过程层设备通信等。

[0023] 以下对主CPU和启动CPU的逻辑判别的功能进行详细描述。

[0024] 主CPU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字量采样信号分别进行保护逻辑判别和启动逻辑判

别，启动CPU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字量采样信号进行启动逻辑判别。其中，保护逻辑判别为

常规的继电保护动作判断，继电保护的种类为现有技术，比如有：差动保护、距离保护、过流

保护等，关于这些继电保护的判定策略同样属于常规技术，这里就不再具体描述，而该主

CPU中进行的继电保护的种类视具体的应用对象而定。启动逻辑判别具体为判别运行状态

是否发生突变，比如：根据采集到的电流信息判断电流是否发生突变，或者根据采集到的电

压信息判断是否存在尖峰电压。另外，不同的保护逻辑判别和启动逻辑判别需要的参数可

能是不同的，但是，由于保护逻辑判别和启动逻辑判别属于常规技术，那么根据相应的数字

量采样信号进行相应的保护逻辑判别或者启动逻辑判别也属于常规技术，本实施例就不再

具体说明。

[0025] 该控制装置的继电保护控制策略为：主CPU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字量采样信号分

别进行保护逻辑判别和启动逻辑判别，同时，启动CPU根据接收到的相应数字量采样信号进

行启动逻辑判别；当主CPU和启动CPU进行的启动逻辑判别均动作，且主CPU进行的保护逻辑

判别动作时，输出保护动作信号。也就是说，只有在两路启动逻辑判别均动作的基础上，如

果保护逻辑判别也动作，那就输出保护动作信号。所以，有如下情况时是不输出保护动作信

号的，比如：至少一路启动逻辑判别没有动作；或者保护逻辑判别不动作。

[0026] 上述控制策略还可以通过一个控制信号出口模块来实现，该控制信号出口模块接

收主CPU和启动CPU输出的判别结果，并对这些判别结果进行处理，处理过程就为上述控制

策略，即当主CPU和启动CPU进行的启动逻辑判别均动作，且主CPU进行的保护逻辑判别也动

作时，控制信号出口模块输出保护动作信号。

[0027] 该控制信号出口模块可以是控制芯片，内部加载有根据上述控制策略转换的软件

程序，根据该软件程序对主CPU和启动CPU的输出信号进行处理。当然，该控制信号出口模块

还可以是具体的硬件结构，在本实施例中，给出一个该硬件结构的具体实施方式。该硬件结

构包括一条线路，该线路上串设有两个控制开关，一个出口控制元件的驱动回路通过由这

两个控制开关构成的串联线路连接至出口正电源。其中，出口控制元件为出口继电器，由主

CPU控制，两个控制开关分别由主CPU和启动CPU独立控制。当启动逻辑判别判定为动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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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相应地控制开关闭合，所以，这两个控制开关可以是电控型开关器件，比如IGBT，还可

以是继电器的触点。本实施例中，这两个控制开关为继电器的触点，相应地，该硬件结构还

包括两个启动控制元件，这两个启动控制元件为两个继电器的控制线圈，分别与上述两个

触点相对应。这两个启动控制元件分别由主CPU和启动CPU独立控制，如图1所示，这两个继

电器的触点用于开放出口控制元件的驱动信号。

[0028] 主CPU和启动CPU分别进行启动逻辑判别，当满足动作条件时，驱动启动控制元件，

使对应的触点闭合；主CPU进行保护逻辑判别，当满足动作条件时，驱动出口控制元件。所

以，当主CPU和启动CPU进行的启动逻辑判别均符合动作条件时，对应的两个触点闭合。这

时，如果主CPU进行的保护逻辑判别也符合动作条件，在两个触点闭合的基础上，出口控制

元件的驱动线圈才得电，出口控制元件才可以出口，即才能够输出继电保护动作信号。也就

是说，只有主CPU和启动CPU进行的启动逻辑判别均动作的基础上，如果主CPU进行的保护逻

辑判别也动作，那么，才输出继电保护动作信号。

[0029] 另外，主CPU和启动CPU之间通过以太网通信连接，实现动作信号以及其他的信号

的交互。并且，启动CPU与变电站的GOOSE网络之间也进行通信连接。主CPU发出的动作信号

可以分为多路，在本实施例中，分为两路，一路用于正常的继电保护的跳闸动作控制，另一

路通过以太网传输至启动CPU，启动CPU用于将动作信号传输到变电站的GOOSE的网络中。

[0030] 而且，本实施例中，启动CPU根据启动判别逻辑结果决定是否将主CPU发送来的动

作信号发送到GOOSE网络中，具体如下：主CPU上电初始化期间通过通信命令向启动CPU下发

出口位掩码，如果启动CPU的启动逻辑启动，那么将主CPU的动作信号与出口位掩码相与后

进行出口；如果启动CPU启动逻辑未启动，那么将出口位掩码取反，然后将主CPU的动作信号

与取反后的出口位掩码相与后进行出口。

[0031] 以上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不局限于所描述的实施方式。本发明的基

本思路在于上述继电保护的基本控制策略，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基于该基本控制

策略，针对相关的技术特征，给出优化地实施方式，并不需要花费创造性劳动。在不脱离本

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进行的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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