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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故障电网调度端信息抽取技术

领域，具体涉及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

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及系统；该方法包括实

时采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信息数据；将采集的各

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

分类管理；检测与分析II区录波专网与III区企

业办公网之间的通信连接故障、分析通信异常原

因、监测故障录波装置异常时钟信号；分类统计

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

入率、在线率，为其它单位提供数据支持；故障波

形分析模型编辑、故障单端双端测距分析；根据

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

息；本发明能够准确地掌握电网故障信息，提高

故障处理速度及事故分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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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包括：

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

信息数据；

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管理；

检测与分析II区录波专网与III区企业办公网之间的通信连接故障、分析通信异常原

因、监测故障录波装置异常时钟信号；

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线率，为其它单位提

供数据支持；

故障波形分析模型编辑、故障单端双端测距分析；

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集各录波

装置的各类信息数据包括：通过录波专网远程操作录波器启动录波；通过录波专网自动定

时获取各录波装置采集生成的录波文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管理包括：

向本地用户提供操控及数据处理功能；向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检索、调取站内录波装置

的信息数据的功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线率，为其

它单位提供数据支持包括：根据其它单位的请求查询相关统计结果信息；向其它单位输出

台账报表、接入率、在线率等统计结果。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包括：

控制访问权限，画面、数据及报警事项的访问权限与人员相匹配,对不同人员、用户分

配Web浏览、报文查询等权限；

内外网通讯中断、Web历史数据丢失或未存储时，由内网自动追补和人工追补，保证系

统内外网历史数据的一致性；

web浏览器实时显示通信状态、历史通信状态曲线、设备接入率统计、设备在线率统计；

解析录波文件生成的数据模型并在界面中显示故障波形、故障分析报告；

响应用户的请求传输Web客户端应用程序、历史数据或报表。

6.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

包括：

信息采集模块，用于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

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信息数据；

信息存储模块，用于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

管理；

通信检测模块，用于检测与分析II区录波专网与III区企业办公网之间的通信连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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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分析通信异常原因、监测故障录波装置异常时钟信号；

数据统计模块，用于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

线率，为其它单位提供数据支持；

故障波形分析模块，用于故障波形分析模型编辑、故障单端双端测距分析；

WEB发布模块，用于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远程控制单元，用于通过录波专网远程操作录波器启动

录波；录波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通过录波专网自动定时获取各录波装置采集生成的录波文

件。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存储模块包括：本地服务单元，用于向本地用户提供操控及数据处理功

能；系统服务单元，用于向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检索、调取站内录波装置的信息数据的功

能。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数据统计模块包括：查询单元，用于根据其它单位的请求查询相关统计结果

信息；台账报表输出单元，用于向其它单位输出台账报表、接入率、在线率等统计结果。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WEB发布模块包括：

用户控制单元，用于控制访问权限，画面、数据及报警事项的访问权限与人员相匹配,

对不同人员、用户分配Web浏览、报文查询等权限；

数据维护单元，用于内外网通讯中断、Web历史数据丢失或未存储时，由内网自动追补

和人工追补，保证系统内外网历史数据的一致性；

浏览统计单元，用于web浏览器实时显示通信状态、历史通信状态曲线、设备接入率统

计、设备在线率统计；

WEB显示单元，用于解析录波文件生成的数据模型并在界面中显示故障波形、故障分析

报告；

文件下载单元，用于响应用户的请求传输Web客户端应用程序、历史数据或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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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及

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故障电网调度端信息抽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

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网规模的日益扩大，变电站距离市区越来越远，电网故障发生时需要到各

变电站内调取故障录波波形来判断故障原因及测距，这对故障处理速度有非常大的影响，

效率很低下，特别是在特高压交直流工程的陆续投产、区域电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形

势下，对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事故异常处理的要求相应提高；为了让继电保护、调度人员

能及时准确地掌握电网故障情况，提高故障分析水平和处理速度，从而促进电网运行管理

水平的发展，增强电网运行的经济性，将一个地区范围内的故障录波器信息联网，并通过故

障录波器网络实现对相关故障波形数据的实时调阅浏览，保障对输变电设备故障的快速分

析和应急处置，是大电网环境下亟需解决的问题；电网故障发生后，将在相互有联系的多个

变电站产生大量的录波数据，同时上送的录波数据容易导致主子站通信网络中断，故障频

发，设备死机，也会造成调度员判断的困惑，需逐台调阅录波数据，操作繁琐、效率不高，同

时，故障的展示方式较为单一，不便于整体上进行判断、分析，因此，研发便于电力运维部门

快速准确地处理系统故障，减缓调度数据网的通信压力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

信息抽取的方法和辅助决策系统是很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操作使用方便，能够准确

地掌握电网故障信息，提高故障处理速度及事故分析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维成本的

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及系统。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

策方法，它包括：

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

信息数据；

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管理；

检测与分析II区录波专网与III区企业办公网之间的通信连接故障、分析通信异常原

因、监测故障录波装置异常时钟信号；

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线率，为其它单位提

供数据支持；

故障波形分析模型编辑、故障单端双端测距分析；

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

[0005] 所述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集各录波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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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各类信息数据包括：通过录波专网远程操作录波器启动录波；通过录波专网自动定时

获取各录波装置采集生成的录波文件。

[0006] 所述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管理包括：

向本地用户提供操控及数据处理功能；向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检索、调取站内录波装置

的信息数据的功能。

[0007] 所述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线率，为其

它单位提供数据支持包括：根据其它单位的请求查询相关统计结果信息；向其它单位输出

台账报表、接入率、在线率等统计结果。

[0008] 所述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包括：

控制访问权限，画面、数据及报警事项的访问权限与人员相匹配,对不同人员、用户分

配Web浏览、报文查询等权限；

内外网通讯中断、Web历史数据丢失或未存储时，由内网自动追补和人工追补，保证系

统内外网历史数据的一致性；

web浏览器实时显示通信状态、历史通信状态曲线、设备接入率统计、设备在线率统计；

解析录波文件生成的数据模型并在界面中显示故障波形、故障分析报告；

响应用户的请求传输Web客户端应用程序、历史数据或报表。

[0009] 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系统，它包括：

信息采集模块，用于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

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信息数据；

信息存储模块，用于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

管理；

通信检测模块，用于检测与分析II区录波专网与III区企业办公网之间的通信连接故

障、分析通信异常原因、监测故障录波装置异常时钟信号；

数据统计模块，用于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

线率，为其它单位提供数据支持；

故障波形分析模块，用于故障波形分析模型编辑、故障单端双端测距分析；

WEB发布模块，用于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

[0010] 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远程控制单元，用于通过录波专网远程操作录波器启动

录波；录波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通过录波专网自动定时获取各录波装置采集生成的录波文

件。

[0011] 所述信息存储模块包括：本地服务单元，用于向本地用户提供操控及数据处理功

能；系统服务单元，用于向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检索、调取站内录波装置的信息数据的功

能。

[0012] 所述数据统计模块包括：查询单元，用于根据其它单位的请求查询相关统计结果

信息；台账报表输出单元，用于向其它单位输出台账报表、接入率、在线率等统计结果。

[0013] 所述WEB发布模块包括：

用户控制单元，用于控制访问权限，画面、数据及报警事项的访问权限与人员相匹配,

对不同人员、用户分配Web浏览、报文查询等权限；

数据维护单元，用于内外网通讯中断、Web历史数据丢失或未存储时，由内网自动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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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工追补，保证系统内外网历史数据的一致性；

浏览统计单元，用于web浏览器实时显示通信状态、历史通信状态曲线、设备接入率统

计、设备在线率统计；

WEB显示单元，用于解析录波文件生成的数据模型并在界面中显示故障波形、故障分析

报告；

文件下载单元，用于响应用户的请求传输Web客户端应用程序、历史数据或报表。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利用成熟、可靠的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

提供的联网功能，实现站内故障录波装置的集中、统一管理，在向本地用户提供丰富操控及

数据处理功能的同时，具备向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检索、调取站内录波装置的信息数据

的功能；本发明可在不影响录波装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实现对不同厂家型号录波器的各

类信息的实时数据采集、故障分析、存储、WEB发布、通信异常原因分析、台账报表输出等功

能，以便让继电保护、调度人员及时准确地掌握电网故障信息，提高故障处理速度及事故分

析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维成本，从而促进电网运行管理水平的发展，提高电网运行

的经济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的流程

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使用的网络系统的框架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中WEB显示界面的WEB登陆界面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中WEB显示界面的首页界面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中WEB显示界面的故障查询界面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中WEB显示界面的通断查询界面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中WEB显示界面的通断统计界面的示意图。

[0022] 图8为本发明中WEB显示界面的设备台账界面的示意图。

[0023] 图9为本发明中WEB显示界面的启动统计界面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实施例1

如图1-9所示，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它包括：

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

信息数据；

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管理；

检测与分析II区录波专网与III区企业办公网之间的通信连接故障、分析通信异常原

因、监测故障录波装置异常时钟信号；

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线率，为其它单位提

供数据支持；

故障波形分析模型编辑、故障单端双端测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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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

[0026] 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系统，它包括：

信息采集模块，用于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

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信息数据；

信息存储模块，用于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

管理；

通信检测模块，用于检测与分析II区录波专网与III区企业办公网之间的通信连接故

障、分析通信异常原因、监测故障录波装置异常时钟信号；

数据统计模块，用于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

线率，为其它单位提供数据支持；

故障波形分析模块，用于故障波形分析模型编辑、故障单端双端测距分析；

WEB发布模块，用于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

[0027] 本发明使用的网络系统采用的是“采集站—主站”两级结构，“采集站”即为各电压

等级厂站的站内录波网。如果站内组网录波器超过1台，采集站将使用以太网交换机汇接站

内所有录波装置，对于不提供以太网远传接口的装置，需通过串口/以太网接口转换器实现

组网，汇接交换机或录波器最终将被连至站内传输设备为录波网提供的2M上行通道或站内

电力调度数据网非实时交换机(Ⅱ区交换机)，从而实现录波器与电力系统通信网(以下简

称”录波器数据网”)的连接。

[0028] 架设在调度端的采集服务器同样与录波器数据网相连，并通过该网络实现对所有

联网录波装置之各类信息的实时采集、运行工况的监视以及远程操作；录波数据信息的综

合分析、存储及故障推送由数据服务器负责；故障录波、装置工况、统计分析报表等信息数

据在Ⅲ区的发布由办公网Web发布服务器实现。

[0029] 综上，数据中心采集服务器通常部署在Ⅱ区，可以根据接入量和冗余要求灵活配

置成1-4台服务器，办公网WEB发布服务器部署在Ⅲ区，通常为1台服务器，在Ⅱ区和Ⅲ区之

间要加上单向传输隔离装置，保证系统的安全。

[0030] 本发明利用成熟、可靠的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

现站内故障录波装置的集中、统一管理，在向本地用户提供丰富操控及数据处理功能的同

时，具备向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检索、调取站内录波装置的信息数据的功能；本发明可在

不影响录波装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实现对不同厂家型号录波器的各类信息的实时数据采

集、故障分析、存储、WEB发布、通信异常原因分析、台账报表输出等功能，以便让继电保护、

调度人员及时准确地掌握电网故障信息，提高故障处理速度及事故分析水平，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运维成本，从而促进电网运行管理水平的发展，提高电网运行的经济性。

[0031] 实施例2

如图1-9所示，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方法，它包括：

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

信息数据；

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管理；

检测与分析II区录波专网与III区企业办公网之间的通信连接故障、分析通信异常原

因、监测故障录波装置异常时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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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线率，为其它单位提

供数据支持；

故障波形分析模型编辑、故障单端双端测距分析；

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

[0032]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

实时采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信息数据包括：通过录波专网远程操作录波器启动录波；通过

录波专网自动定时获取各录波装置采集生成的录波文件；通过远程控制和集中定时获取的

方式，可根据需要按照一定规律分时获取各录波装置的录波数据，防止大量录波数据同时

上传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加强对电网故障信息的掌握。

[0033]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

一分类管理包括：向本地用户提供操控及数据处理功能；向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检索、调

取站内录波装置的信息数据的功能；集中管理各地的录波装置获取相关录波数据并进行存

储分析后，可为本地和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应用支持，提高本方法的实用性。

[0034]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

率、在线率，为其它单位提供数据支持包括：根据其它单位的请求查询相关统计结果信息；

向其它单位输出台账报表、接入率、在线率等统计结果；根据其它单位的需要为其提供查询

和结果输出支持，提高本方法的实用性。

[0035]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包

括：

控制访问权限，画面、数据及报警事项的访问权限与人员相匹配,对不同人员、用户分

配Web浏览、报文查询等权限；

内外网通讯中断、Web历史数据丢失或未存储时，由内网自动追补和人工追补，保证系

统内外网历史数据的一致性；

web浏览器实时显示通信状态、历史通信状态曲线、设备接入率统计、设备在线率统计；

解析录波文件生成的数据模型并在界面中显示故障波形、故障分析报告；

响应用户的请求传输Web客户端应用程序、历史数据或报表；通过web端为用户提供各

种实用的查询、阅览、下载等功能，如图3-9所示，可方便对各等级厂站录波信息的查询和处

理，及时进行分析和应急处置，提高工作效率，保障电网的安全运行。

[0036] 基于电网故障情况下调度端关键信息抽取的辅助决策系统，它包括：

信息采集模块，用于利用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时采

集各录波装置的各类信息数据；

信息存储模块，用于将采集的各类录波信息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服务器中，统一分类

管理；

通信检测模块，用于检测与分析II区录波专网与III区企业办公网之间的通信连接故

障、分析通信异常原因、监测故障录波装置异常时钟信号；

数据统计模块，用于分类统计全地区、个别地区的通断异常台账报表输出、接入率、在

线率，为其它单位提供数据支持；

故障波形分析模块，用于故障波形分析模型编辑、故障单端双端测距分析；

WEB发布模块，用于根据用户的请求发布或显示相关录波统计及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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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远程控制单元，用于通过录波专网远程

操作录波器启动录波；录波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通过录波专网自动定时获取各录波装置采

集生成的录波文件；通过远程控制和集中定时获取的方式，可根据需要按照一定规律分时

获取各录波装置的录波数据，防止大量录波数据同时上传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加强对电网

故障信息的掌握。

[0038]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信息存储模块包括：本地服务单元，用于向本地用户提供操

控及数据处理功能；系统服务单元，用于向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检索、调取站内录波装置

的信息数据的功能；集中管理各地的录波装置获取相关录波数据并进行存储分析后，可为

本地和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应用支持，提高本方法的实用性。

[0039]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数据统计模块包括：查询单元，用于根据其它单位的请求查

询相关统计结果信息；台账报表输出单元，用于向其它单位输出台账报表、接入率、在线率

等统计结果；根据其它单位的需要为其提供查询和结果输出支持，提高本方法的实用性。

[0040]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WEB发布模块包括：

用户控制单元，用于控制访问权限，画面、数据及报警事项的访问权限与人员相匹配,

对不同人员、用户分配Web浏览、报文查询等权限；

数据维护单元，用于内外网通讯中断、Web历史数据丢失或未存储时，由内网自动追补

和人工追补，保证系统内外网历史数据的一致性；

浏览统计单元，用于web浏览器实时显示通信状态、历史通信状态曲线、设备接入率统

计、设备在线率统计；

WEB显示单元，用于解析录波文件生成的数据模型并在界面中显示故障波形、故障分析

报告；

文件下载单元，用于响应用户的请求传输Web客户端应用程序、历史数据或报表；通过

web端为用户提供各种实用的查询、阅览、下载等功能，如图3-9所示，可方便对各等级厂站

录波信息的查询和处理，及时进行分析和应急处置，提高工作效率，保障电网的安全运行。

[0041] 本发明使用的网络系统采用的是“采集站—主站”两级结构，“采集站”即为各电压

等级厂站的站内录波网。如果站内组网录波器超过1台，采集站将使用以太网交换机汇接站

内所有录波装置，对于不提供以太网远传接口的装置，需通过串口/以太网接口转换器实现

组网，汇接交换机或录波器最终将被连至站内传输设备为录波网提供的2M上行通道或站内

电力调度数据网非实时交换机(Ⅱ区交换机)，从而实现录波器与电力系统通信网(以下简

称”录波器数据网”)的连接。

[0042] 架设在调度端的采集服务器同样与录波器数据网相连，并通过该网络实现对所有

联网录波装置之各类信息的实时采集、运行工况的监视以及远程操作；录波数据信息的综

合分析、存储及故障推送由数据服务器负责；故障录波、装置工况、统计分析报表等信息数

据在Ⅲ区的发布由办公网Web发布服务器实现。

[0043] 综上，数据中心采集服务器通常部署在Ⅱ区，可以根据接入量和冗余要求灵活配

置成1-4台服务器，办公网WEB发布服务器部署在Ⅲ区，通常为1台服务器，在Ⅱ区和Ⅲ区之

间要加上单向传输隔离装置，保证系统的安全。

[0044] 本发明利用成熟、可靠的以太网、TCP/IP技术以及录波装置所提供的联网功能，实

现站内故障录波装置的集中、统一管理，在向本地用户提供丰富操控及数据处理功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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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具备向远方调控信息系统提供检索、调取站内录波装置的信息数据的功能；本发明可在

不影响录波装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实现对不同厂家型号录波器的各类信息的实时数据采

集、故障分析、存储、WEB发布、通信异常原因分析、台账报表输出等功能，以便让继电保护、

调度人员及时准确地掌握电网故障信息，提高故障处理速度及事故分析水平，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运维成本，从而促进电网运行管理水平的发展，提高电网运行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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