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730384.2

(22)申请日 2021.06.29

(71)申请人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570100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

32号

(72)发明人 容斌　李天楚　黄开来　吴达雷　

黄珏　杨娴　戚斌　陈龙瑾　吴民　

伍智鹏　李科得　方铭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颜希文

(51)Int.Cl.

H02J 13/00(2006.01)

H02J 3/00(2006.01)

G01R 23/1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谐波监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谐波监测系统，所述系统包

括智能量测终端、通讯模块、谐波检测仪和数据

库，所述智能量测终端通过通讯模块与数据库建

立通信连接，所述数据库用于管理和存储智能量

测终端所有的数据交互，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

数据采集模块、台区线损分析模块、台区供电质

量分析模块、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模块和台区故

障研判模块，通过智能量测终端的各个模块之间

数据交互，实现了对配电网台区中谐波造成配电

网台区电力设备故障的监测，针对谐波的监测电

网运维人员可以及时采取改进措施，减少了谐波

对配电网台区设备的影响。该系统提高了配电网

台区中对于谐波的监测工作效率，保证了配电网

台区的电力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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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谐波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智能量测终端、通讯模块、谐波检测

仪和数据库，所述智能量测终端通过通讯模块与数据库建立通信连接，所述数据库用于管

理和存储智能量测终端所有的数据交互，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数据采集模块、台区线损

分析模块、台区供电质量分析模块、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模块和台区故障研判模块，所述数

据采集模块用于获取设置在台区、家庭用户表和台区三相总表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数

据，所述谐波检测仪通过通讯模块与智能量测终端建立通信连接，所述台区线损分析模块

通过边缘计算对设置在台区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谐波数据进行台区线损分析，所述台

区供电质量分析模块通过边缘计算对设置在家庭用户表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谐波数

据进行供电质量分析，所述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模块通过SVM算法将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

谐波数据进行非线性分析，并且依据线性相关度进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所述台区故障

研判模块将台区线损分析、供电质量分析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的结果作为参数建立起神

经网络故障分析模型，并且通过神经网络故障分析模型进行台区故障的分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谐波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谐波检测仪采用型号为

GDDN‑500C的在线式谐波检测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谐波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定时

模块，所述定时模块用于将谐波检测仪进行分时段谐波监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谐波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台区三相总表上设有无

功补偿装置，所述无功补偿装置用于当台区出现线损时进行无功补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谐波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台区

拓扑模块，所述台区拓扑模块基于神经网络故障分析模型对台区故障的分析结果，进行台

区不同层级用电拓扑结构的选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谐波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库包括本地数据库

和云端数据库，所述本地数据库和云端数据库均通过通讯模块与智能量测终端建立通信连

接，所述云端数据库用于在本地数据库的容量数据出现溢满时，通过通讯模块通信连接到

智能量测终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谐波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数据

溢满识别模块，所述数据溢满识别模块用于识别本地数据库的容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谐波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溢满识别模块包括

数据删除模块，所述数据删除模块用于在本地数据库的数据出现溢满时，云端数据库通信

连接到智能量测终端之后，进行本地数据库内历史数据的删除。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谐波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数据

库恢复模块，所述数据库恢复模块用于在数据删除模块删除本地数据库内的历史数据之

后，断开云端数据库进行本地数据库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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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谐波监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配电网台区监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谐波监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配电网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配电网建设投

入不断加大，配电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然而谐波对于配电网中精度设备的影响是巨大的，

例如电磁感应式电能表的设计是按基波情况考虑的，在负荷电压、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当频

率变化时，由于电压线圈阻抗的变化，会导致电压工作磁通发生改变，同时由于转盘阻抗的

变化会使电流磁通也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电能表的测量精度。

[0003] 当电力系统中有谐波分量存在时，谐波与基波相叠加，波形就会发生畸变，而由于

电压、电流铁芯导磁率的非线性，在电压、电流波形发生畸变时，磁通并不能相应地线性变

化。从电工基础知识和电能表工作原理可知，只有同频率的电压和电流相互作用才会产生

平均功率，电能表也只有同频率的电压和电流产生的磁通之间相互作用才能产生转矩，畸

变的波形通过电磁元件以后，由于磁通不与波形对应变化，导致转矩不能与平均功率成正

比而产生附加误差。

[0004] 目前的谐波监测系统一般都是采用手持谐波检测仪器进行监测，在对监测数据进

行分析，其监测过程可能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监测数据存在误差的问题，而且其监测过程还

需要付出极大的劳动力，在配电网台区中由于监测数据的不准确可能会导致无法准确判断

配电网中的设备是否正常计量，如果计量不准确则严重损害了供电系统和非谐波源用户的

利益。

发明内容

[0005] 鉴以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谐波监测系统，以至少解决以上问题。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谐波监测系统，所述系统包括智能量测终端、通讯模块、谐波检测仪和数据

库，所述智能量测终端通过通讯模块与数据库建立通信连接，所述数据库用于管理和存储

智能量测终端所有的数据交互，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数据采集模块、台区线损分析模块、

台区供电质量分析模块、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模块和台区故障研判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

块用于获取设置在台区、家庭用户表和台区三相总表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数据，所述

谐波检测仪通过通讯模块与智能量测终端建立通信连接，所述台区线损分析模块通过边缘

计算对设置在台区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谐波数据进行台区线损分析，所述台区供电质

量分析模块通过边缘计算对设置在家庭用户表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谐波数据进行供

电质量分析，所述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模块通过SVM算法将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谐波数据

进行非线性分析，并且依据线性相关度进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所述台区故障研判模块

将台区线损分析、供电质量分析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的结果作为参数建立起神经网络故

障分析模型，并且通过神经网络故障分析模型进行台区故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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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所述谐波检测仪采用型号为GDDN‑500C的在线式谐波检测仪。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定时模块，所述定时模块用于将谐波检测仪进

行分时段谐波监测。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台区三相总表上设有无功补偿装置，所述无功补偿装置用于当台

区出现线损时进行无功补偿。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台区拓扑模块，所述台区拓扑模块基于神经网

络故障分析模型对台区故障的分析结果，进行台区不同层级用电拓扑结构的选择。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数据库包括本地数据库和云端数据库，所述本地数据库和云端数

据库均通过通讯模块与智能量测终端建立通信连接，所述云端数据库用于在本地数据库的

容量数据出现溢满时，通信连接到智能量测终端。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数据溢满识别模块，所述数据溢满识别模块用

于识别本地数据库的容量。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数据溢满识别模块包括数据删除模块，所述数据删除模块用于在

本地数据库的数据出现溢满时，云端数据库通信连接到智能量测终端之后，进行本地数据

库内历史数据的删除。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数据库恢复模块，所述数据库恢复模块用于在

数据删除模块删除本地数据库内的历史数据之后，断开云端数据库进行本地数据库的连

接。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本发明提供一种谐波监测系统，通过设置在台区、家庭用户表和台区三相总表上

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数据，该数据通过通讯模块传输到智能量测终端，再通过智能量测

终端的台区线损分析模块、台区供电质量分析模块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模块得到的台区

线损分析、供电质量的分析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的结果，并且将台区线损分析、供电质量

的分析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的结果作为参数构建起神经网络故障分析模型，通过该模型

判断出谐波对配网台区设备造成的损坏程度，依据设备损坏程度电网运维人员可以进行相

应设备的更换或者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保证配电网台区设备的精确运行，从而保证了配

电网电力的平稳运行。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001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谐波监测系统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列举实施例只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21] 参照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谐波监测系统，所述系统包括智能量测终端、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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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检测仪和数据库，所述通讯模块可以采用4G或者5G通信的方式进行通信，所述智能量

测终端通过通讯模块与数据库建立通信连接，所述数据库用于管理和存储智能量测终端所

有的数据交互，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数据采集模块、台区线损分析模块、台区供电质量分

析模块、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模块和台区故障研判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用于获取设置

在台区、家庭用户表和台区三相总表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数据，所述谐波检测仪通过

通讯模块与智能量测终端建立通信连接，所述台区线损分析模块通过边缘计算对设置在台

区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谐波数据进行台区线损分析，所述台区供电质量分析模块通过

边缘计算对设置在家庭用户表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谐波数据进行供电质量分析，所述

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模块通过SVM算法将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谐波数据进行非线性分析，

并且依据线性相关度进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所述台区故障研判模块将台区线损分析、

供电质量分析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的结果作为参数建立起神经网络故障分析模型，并且

通过神经网络故障分析模型进行台区故障的分析。

[0022] 示例性地，通过设置在台区、家庭用户表和台区三相总表上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

的数据，该数据通过通讯模块传输到智能量测终端，再通过智能量测终端的台区线损分析

模块、台区供电质量分析模块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模块得到的台区线损分析、供电质量

的分析和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的结果，并且将台区线损分析、供电质量的分析和台区三相

不平衡分析的结果作为参数构建起神经网络故障分析模型，该线损分析、供电质量分析可

以通过对谐波检测仪检测到的台区电路和家庭用户表上的电流真有效值、谐波有效值和电

压真有效值进行边缘计算,并且将计算结果作为线损判断和供电质量分析的依据，例如，通

过边缘计算，计算台区线路和用家庭户表电路中的电流、电压真有效值与正常电流、电压值

不一致时，则表明台区的线路受到损坏、家庭用户表供电出现误差，正常电流由设置在台区

线路上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检测得到；该台区三相不平衡分析通过SVM算法对设置

在三相总表上到的谐波检测仪监测到的三相不平衡度和总畸变率进行非线性计算，例如，

当三相总表中的电流真有效值进行非线性计算得到的结果与设定的阈值不一致时，则表明

三相不平衡，阈值由电网运维人员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自主设定，通过该模型判断出谐波对

配网台区设备造成的损坏程度，损坏程度由模型中的线损分析、供电质量分析和三相不平

衡分析曲线变化得到，依据设备损坏程度电网运维人员可以进行相应设备的更换或者在设

备上设置滤波装置，从而保证配电网台区设备的精确运行，从而保证了配电网电力的平稳

运行。

[0023] 所述谐波检测仪采用型号为GDDN‑500C的在线式谐波检测仪，该在线式谐波检测

仪在线进行检测，可以减少人力劳动成本的支出，还可以快速的得到检测数据。

[0024] 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定时模块，所述定时模块用于将谐波检测仪进行分时段谐

波监测，通过分时段的对配电网台区进行谐波的监测，可以更加准确的判断谐波对配电网

设备的损坏程度，从而电网运维人员可以进行开启滤波装置消除谐波对设备损坏的影响。

[0025] 所述三相总表上设有无功补偿装置，所述无功补偿装置用于当台区出现线损时进

行无功补偿，当三相总表出现三相不平衡时，可以利用无功补偿装置进行无功补偿，确保三

相总表的平稳运行。

[0026] 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台区拓扑模块，所述台区拓扑模块基于神经网络故障分析

模型对台区故障的分析结果，进行台区不同层级用电拓扑结构的选择，示例性地，针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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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故障，则利用不同层级拓扑结构进行电力运行，可以保障电力的平稳运行，例如，当

故障是线损时，则选用线损层级的拓扑结构进行电力运行。

[0027] 所述数据库包括本地数据库和云端数据库，所述本地数据库和云端数据库均通过

通讯模块与智能量测终端建立通信连接，所述云端数据库用于在本地数据库的容量数据出

现溢满时，通信连接到智能量测终端，由于谐波的影响，可能会导致配电网台区中的设备出

现损坏的问题，从而导致某一设备超负荷运行，进而导致连接该设备的数据库无法正常使

用，则连接其他设备的数据库的容量就会受到影响，因此需要设定本地数据库和云端数据

库保证系统的平稳运行，示例性地，本地数据库可以正常的存储和管理数据，云端数据库可

以在本地服务器出现容量溢满时，通过通讯模块连接到云端数据库，通过云端数据库可以

保证系统中的数据正常存储，避免出现系统崩溃的问题。

[0028] 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数据溢满识别模块，所述数据溢满识别模块用于识别本地

数据库的容量，示例性地，通过数据溢满的识别，保证本地数据库的容量处于相对稳定状

态，进而维持系统的平稳运行。

[0029] 所述数据溢满识别模块包括数据删除模块，所述数据删除模块用于在本地数据库

的数据出现溢满时，云端数据库通信连接到智能量测终端之后，进行本地数据库内历史数

据的删除，示例性地，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删除可以空出本地数据局的容量，提高存储空间。

[0030] 所述智能量测终端包括数据库恢复模块，所述数据库恢复模块用于在数据删除模

块删除本地数据库内的历史数据之后，断开云端数据库进行本地数据库的连接，示例性地

通过本地数据库与云端数据库的切换，保证电力系统的平稳运行。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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