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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电压变换趋势交叉顺

序差分检测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故障识别方

法，属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领域。首先读取

由量测端的高速采集装置获取的故障电压数据；

其次对所获取的电压数据进行交叉顺序差分SOD

变换；当经SOD变换的故障电压Su(n)小于整定值

100时，判断发生区外故障，当Su(n)大于整定值

100时，判断发生区内故障。本发明经过4阶交叉

顺序差分变换后的电压Su(n)理论上加强了变化

程度，滤去了低频信号，有利于消除噪声，可以更

好的区分区内和区外故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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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电压变换趋势交叉顺序差分检测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故障识别方法，其

特征在于：首先读取由量测端的高速采集装置获取的故障电压数据；其次对所获取的电压

数据进行交叉顺序差分SOD变换；当经SOD变换的故障电压Su(n)小于整定值100时，判断发

生区外故障，当Su(n)大于整定值100时，判断发生区内故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电压变换趋势交叉顺序差分检测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故障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第一步、当输电系统发生故障时，在测量点获取初始故障电压uM；

第二步、截取2ms时窗内的故障电压数据，对该数据进行4阶交叉顺序差分变换，获取Su

(n)；

Su(n)＝uM(n)-4×uM(n-1)+6×uM(n-2)-4×uM(n-3)+uM(n-4)     (1)

式中，uM表示测量端的电压，n表示的是采样点的个数；

第三步、利用SOD变换后的值Su(n)形成故障识别判据：

当Su(n)小于整定值100时，判断为区外故障；

当Su(n)大于整定值100时，判断发生区内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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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电压变换趋势交叉顺序差分检测的特高压直流输电

线路故障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电压变换趋势交叉顺序差分检测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故

障识别方法，属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直流输电线路保护的关键在于线路故障的准确可靠识别。直流线路两侧由平波电

抗器和直流滤波器构成的物理实体边界对于故障引起暂态电气量具有高频阻塞作用，使得

在线路内、外部故障下线路观测终端暂态电气量高频成分差别迥异，此为直流线路保护判

据设置的核心依据，基于此可构建各种基于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内、外部故障波形高频含

量差异性刻画和表征算法的线路内部故障识别元件。

[0003] 现行SIEMENS直流线路的保护方案是以电压、电流变化率为核心判据的行波保护，

该保护中du/dt既作为启动判据，又作为线路内部故障的动作方程。这样，若既要保证线路

内部故障情况下线路保护动作的灵敏性，又要保证线路外部故障下线路保护的可靠不动

作，此两者往往很难兼顾好，尤其对于远端高阻故障。因此，借鉴交流系统保护的成功经验，

本文将故障启动元件、故障选极元件与主保护功能分设，独立配置，以改善SIEMENS行波主

保护的性能。当输电线路发生故障时，故障点将产生沿线向两侧母线传播的故障行波，du/

dt的主保护是对波形做了一次微分运算，但当远端发生接地故障时，电压变化率与区外故

障时电压变化率很接近，很难求取故障识别判据。倘若能放大故障特征，尽可能消除噪声，

则可对远端高阻故障的识别大有裨益。交叉顺序差分变换即SOD变换即可满足此要求。SOD

用提取的故障初始电压数据进行交叉顺序差分变换，进而快速的检测故障初始电压，且SOD

变换只需提取故障电压信号的前几个采样点便可进行。其是对故障特征量值的加强，而不

是单纯关注相位特征化。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电压变换趋势交叉顺序差分检测的特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故障识别方法，用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电压变换趋势交叉顺序差分检测的特高压直流输

电线路故障识别方法，首先读取由量测端的高速采集装置获取的故障电压数据；其次对所

获取的电压数据进行交叉顺序差分SOD变换；当经SOD变换的故障电压Su(n)小于整定值100

时，判断发生区外故障，当Su(n)大于整定值100时，判断发生区内故障。

[0006] 具体步骤为：

[0007] 第一步、当输电系统发生故障时，在测量点获取初始故障电压uM；

[0008] 第二步、截取2ms时窗内的故障电压数据，对该数据进行4阶交叉顺序差分变换，获

取Su(n)；

[0009] Su(n)＝uM(n)-4×uM(n-1)+6×uM(n-2)-4×uM(n-3)+uM(n-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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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式中，uM表示测量端的电压，n表示的是采样点的个数；

[0011] 第三步、利用SOD变换后的值Su(n)形成故障识别判据：

[0012] 当Su(n)小于整定值100时，判断为区外故障；

[0013] 当Su(n)大于整定值100时，判断发生区内故障。

[0014] 本发明中采样率为10kHz。

[0015] 本发明的原理是：由量测端的高速采集装置获取故障电压，直流线路两侧由平波

电抗器和直流滤波器构成的物理实体边界对于故障引起暂态电气量具有高频阻塞作用，使

得在线路内、外部故障下线路观测终端暂态电气量高频成分差别迥异，此为直流线路保护

判据设置的核心依据。SOD用提取的故障初始电压数据进行交叉顺序差分变换，进而快速的

检测故障初始电压，且SOD变换只需提取故障电压信号的前几个采样点便可进行。其是对故

障特征量值的加强，而不是单纯关注相位特征化。根据故障电压进行SOD变换后的值来判别

区内故障和区外故障。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当远端发生接地故障时，电压变化率与区外故障时电压变化率很接近，很难求

取故障识别判据。而SOD变换能放大故障特征，对远端高阻故障的识别大有好处。SOD用提取

的故障初始电压数据进行交叉顺序差分变换，进而快速的检测故障初始电压，且SOD变换只

需提取故障电压信号的前几个采样点便可进行。其是对故障特征量值的加强，而不是单纯

关注相位特征化。

[0018] 2、经过4阶交叉顺序差分变换后的电压Su(n)理论上加强了变化程度，滤去了低频

信号，有利于消除噪声，可以更好的区分区内和区外故障曲线。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结构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距M端800km处正极线路故障电压原始波形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距M端800km处正极线路故障电压SOD变换波形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整流侧ABC三相接地故障电压原始波形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整流侧ABC三相接地故障电压SOD变换波形图；

[0024]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2中距M端400km处正极线路故障电压原始波形图；

[0025]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2中距M端400km处正极线路故障电压SOD变换波形图；

[0026]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2中整流侧AB两相接地故障电压原始波形图；

[0027]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2中整流侧AB两相接地故障电压SOD变换波形图；

[0028]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3中距M端200km处正极线路故障电压原始波形图；

[0029] 图11是本发明实施例3中距M端200km处正极线路故障电压SOD变换波形图；

[0030] 图12是本发明实施例3中整流侧A单相接地故障电压原始波形图；

[0031] 图13是本发明实施例3中整流侧A单相接地故障电压SOD变换波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3] 实施例1：准东-华东±11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结构图如图1所示，其线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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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直流输电线路全长为3300km。

[0034] (1)根据说明书中的第一步在测量点获取故障电压数据。

[0035] (2)根据说明书中的第二步取2ms时窗内的故障电压数据，对故障电压数据进行交

叉顺序差分变换，得到Su(n)。

[0036] (3)根据说明书的第三步利用(2)中得到的SOD变换后的值Su(n)形成故障识别判

据。由图3可知故障发生后Su(n)明显大于整定值100，而图5中故障发生后Su(n)明显小于整

定值100。以下是两种故障情况的分析。

[0037] (4)故障位置：距M端800km处正极线路发生故障；故障开始时刻为0.7s；采样频率

为10kHz。

[0038] (5)故障位置：整流侧ABC三相接地故障；故障开始时刻为0.7s；采样频率为10kHz。

[0039] 实施例2：准东-华东±11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仿真模型如图1所示，其线路参

数如下：直流输电线路全长为3300km。

[0040] (1)根据说明书中的第一步在测量点获取故障电压数据。

[0041] (2)根据说明书中的第二步取2ms时窗内的故障电压数据，对故障电压数据进行交

叉顺序差分变换，得到Su(n)。

[0042] (3)根据说明书的第三步利用(2)中得到的SOD变换后的值Su(n)形成故障识别判

据。由图7可知故障发生后Su(n)明显大于整定值100，而图9中故障发生后Su(n)明显小于整

定值100。以下是两种故障情况的分析。

[0043] (4)故障位置：距M端400km处正极线路发生故障；故障开始时刻为0.7s；采样频率

为10kHz。

[0044] (5)故障位置：整流侧AB两相接地故障；故障开始时刻为0.7s；采样频率为10kHz。

[0045] 实施例3：准东-华东±11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仿真模型如图1所示，其线路参

数如下：直流输电线路全长为3300km。

[0046] (1)根据说明书中的第一步在测量点获取故障电压数据。

[0047] (2)根据说明书中的第二步取2ms时窗内的故障电压数据，对故障电压数据进行交

叉顺序差分变换，得到Su(n)。

[0048] (3)根据说明书的第三步利用(2)中得到的SOD变换后的值Su(n)形成故障识别判

据。由图11可知故障发生后Su(n)明显大于整定值100，而图13中故障发生后Su(n)明显小于

整定值100。以下是两种故障情况的分析。

[0049] (4)故障位置：距M端200km处正极线路发生故障；故障开始时刻为0.7s；采样频率

为10kHz。

[0050] (5)故障位置：整流侧A相接地故障；故障开始时刻为0.7s；采样频率为10kHz。

[0051]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

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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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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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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