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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

障测距方法及装置，该装置是在变电站内设置有

信息处理子站，在主干线的各分段开关上均安装

有馈线终端装置（FTU），在每条分支线的首端安

装有故障指示器（FI），同时在变电站及主干线末

端各安装有一台同步相量测量装置（PMU），两侧

的PMU均通过GPS接收器与卫星进行实时通讯并

将故障前后的电气量信息传输到信息处理子站，

FTU和FI通过无线通信通道与变电站子站相连

接。本发明在先定段后测距的基础上，采用了基

于PMU的混合故障测距法来进行配电网精确的故

障测距，即将基于PMU的双端同步相量法和单端

阻抗法结合，排除了伪故障点的问题，实现较高

精度的故障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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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配电网的各个分支首端安

装故障指示器（FI），在主干线各个分段开关安装馈线终端装置（FTU），在变电站和主干线末

端各安装一台同步相量测量装置（PMU），通过基于GPS信号的PMU对配电网故障前后电压、电

流进行同一时标下的量测，并提供时标统一的相位和幅值信息，得到全网任意两个节点之

间的相角差；这样，当配电网发生故障时，故障回路中各个分段开关处的FTU和FI会有故障

电流流过而产生报警信号，并将该报警信号上传到变电站子站，再通过逻辑判断得出相应

的故障区段或故障分支，若故障区段在变电站与N母线之间，则采用基于变电站和N处同步

量测的双端同步相量法测量出故障点到变电站的距离；若故障发生在分支馈线，则采用基

于双端PMU的单端阻抗法测量出故障点到变电站的距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

干线的故障测距是基于变电站和N处安装的PMU测量得到的故障前后同步电气量，利用对称

分量法进行故障前后电气量的相模变换，得到相互独立的三序相分量，将PMU测得的故障后

电气量减去正常情况下的电气量得到故障分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双

端同步相量法是直接利用正序故障分量即可实现所有故障类型的故障定位，并不需要事先

知道故障发生相，且不受故障电阻的影响，保证了主干线故障测距的精确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单

端阻抗法是利用故障时故障区段上游节点处的电压和电流三序分量即可实现所有故障类

型定位。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故障类型包括单相接地短路故障、两相相间短路故障、两相接地短路故障和三相短路故障。

6.一种由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构建的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装

置，包括变电站、与变电站连接的主干线以及连接在主干线上的分支线，其特征在于：在变

电站内设置有信息处理子站，在主干线的各分段开关上均安装有馈线终端装置（FTU），在每

条分支线的首端安装有故障指示器（FI），同时在变电站和主干线末端处安装有同步相量测

量装置（PMU），两侧的PMU通过GPS  与卫星进行实时通讯并将故障前后的电气量信息传输到

信息处理子站，同时FTU和FI通过无线通信通道与信息处理子站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装置，其特征在于：对于10KV

多分支的辐射型配电网络，只需在变电站和主干线末端各装设一台同步相量测量装置PMU

即可实现配电馈线精确的故障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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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方法及装置，属于电网故障测距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2011年，科技部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先进能源技术领域部署的

智能电网重大项目研究全面展开。作为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配电网是推动智能

电网发展的源头和动力，也是智能电网建设的关键技术领域。智能配电网运行控制的典型

特征是实现自愈控制，智能配电网自愈控制的关键技术之一是实现故障情况下的故障定

位、网络重构与供电恢复，以自愈为特征的智能配电网是未来电网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配

电网作为电力网的末端，直接反映着用户在电能安全、优质、经济等方面所提出的要求。随

着我国配电网络的不断发展，用户对供电的可靠性和供电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配

电网络出现故障，应尽快找出故障发生的位置并采取隔离，提出应对策略恢复对用户的供

电，故故障精确定位显得尤为重要。

[0003] 目前，国外对同步相量测量装置(PMU)在配电网上的应用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并

且有了实际的应用。在配电网的诊断上面，PMU的应用包括故障定位与检测、孤岛检测、状态

估计、电压稳定性监测以及电能质量监测和事故后分析。在控制方面的应用包括对配电网

的保护与控制、电压无功优化、微电网协调以及电力系统恢复等。因此，将PMU应用到配电网

中，不仅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是未来配电网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国内，国家电网公司在

关于“十一五”期间加强电网调度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在330千伏及以上主网架和网内主力

电厂部署PMU，实现国家、区域、省三级广域相量测量系统的联网，提高电网动态测量水平，

但对PMU在配电网上应用的研究较少。而故障指示器FI技术较为成熟，并且其工作可靠，成

本低，已有大量产品应用于电力系统。

[0004] 配电网短路故障定位技术包括故障选线、区段定位和故障测距，其技术难度逐级

递增。目前，国内外故障定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多是针对110KV及以上的高压输电线路，而

中低压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技术尚处于研究阶段。基于PMU的故障定位研究多数集中在输

电系统，没有关于在配电网短路故障定位方面的研究。

[0005] 目前，适用于配电网的短路故障测距的方法有：行波法、阻抗法和基于配电网自动

化系统的定位方法。行波法难以区分波阻抗不连续点产生的折反射波，并且没有性价比合

适的行波检测设备；基于配电网自动化系统的定位方法只能实现故障区段定位，并且对配

电网自动化水平要求较高，同时其次重合闸对系统冲击较大，易造成大范围停电；阻抗法所

需的测量端少，易于实现，能够适用于只有单端测量条件的配电网。因此利用阻抗法对于实

现庞大配电网的故障定位是实际可行的。单端阻抗法的故障测距仅需要单端电压、电流作

为输入量，且适用于大电流接地系统的各种类型的故障，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测距技术之一，

且该技术成本较低，易于实施，适用于规模庞大的配电系统。双端同步相量测距法响应速度

快，测距精度高，适用于故障条件下的相量测量。然而，上述方法中仍然没有一种能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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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故障类型、故障电阻、故障距离等多种不确定因素下，实现较高精度的故障测距。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易于实现、精度高、避免伪故障点干扰的基于PMU的配

电网混合故障测距方法及装置，该方法将基于PMU的双端同步相量法和单端阻抗法结合，排

除了伪故障点，在不同短路故障类型、故障电阻、故障距离等多种不确定因素下依然可行有

效，能够实现较高精度的故障测距。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方法，在配电网的各个分

支首端安装故障指示器FI，在主干线各个分段开关安装馈线终端装置FTU，在变电站和主干

线末端各安装一台同步相量测量装置PMU，通过基于GPS信号的PMU对配电网故障前后电压、

电流进行同一时标下的量测，并提供时标统一的相位和幅值信息，得到全网任意两个节点

之间的相角差；这样，当配电网发生故障时，故障回路中各个分段开关处的FTU和FI会有故

障电流流过而产生报警信号，并将该报警信号上传到变电站子站，再通过逻辑判断得出相

应的故障区段或故障分支，若故障区段在变电站与N母线之间，则采用基于变电站和N处同

步量测的双端同步相量法测量出故障点到变电站的距离；若故障发生在分支馈线，则采用

基于双端PMU的单端阻抗法测量出故障点到变电站的距离。

[0008] 上述方法中，所述的主干线的故障测距是基于变电站和N处安装的PMU测量得到的

故障前后同步电气量，利用对称分量法进行故障前后电气量的相模变换，得到相互独立的

三序相分量，将PMU测得的故障后电气量减去正常情况下的电气量得到故障分量。

[0009] 上述方法中，所述的双端同步相量法是直接利用正序故障分量即可实现所有故障

类型的故障定位，并不需要事先知道故障发生相，且不受故障电阻的影响，保证了主干线故

障测距的精确性。

[0010] 上述方法中，所述的单端阻抗法是利用故障时故障区段上游节点处的电压和电流

三序分量即可实现所有故障类型定位。

[0011] 上述方法中，所述的故障类型包括单相接地短路故障、两相相间短路故障、两相接

地短路故障和三相短路故障。

[0012] 一种由上述方法构建的基于PMU的配电网混合故障测距装置，包括变电站、与变电

站连接的主干线以及连接在主干线上的分支线，在变电站内设置有信息处理子站，在主干

线的各分段开关上均安装有馈线终端装置FTU，在每条分支线的首端安装有故障指示器FI，

同时在变电站和主干线末端处安装有同步相量测量装置PMU，两侧的PMU通过GPS与卫星进

行实时通讯并将故障前后的电气量信息传输到信息处理子站，同时FTU和FI通过无线通信

通道与信息处理子站连接。

[0013] 上述装置中，对于10KV多分支的辐射型配电网络，只需在变电站和主干线末端各

装设一台PMU即可实现配电馈线精确的故障测距。

[0014]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在先定段后测距的基础上，采

用了基于同步相量测量装置(PMU)的混合故障测距法来进行配电网精确的短路故障测距，

即将基于PMU的双端同步相量法和单端阻抗法结合，排除了伪故障点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短

路故障类型、故障电阻、故障距离等多种不确定因素下依然能够实现较高精度的故障测距。

此外，本发明根据相模变换原理很好地克服了输配电线路参数实际上的不平衡对故障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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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的影响，既适用于不换位线路，也适用于各种换位线路，而且本发明采用的双端基频电

气量故障定位方法不受故障类型和接地电阻的影响，可实现较高精度的故障测距。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中10KV配电系统结构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中PMU装置结构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中FTU硬件总体框架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中TMS320LF  2407与RS—232通信接口电路；

[0019] 图5为本发明中故障指示器FI的基本结构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中简单辐射型配电线系统单线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中配电网故障定位的总体流程框图；

[0022] 图8为本发明中测距算法仿真验证单线图；

[0023] 图9为本发明中基于PMU的双端测距误差曲线图；

[0024] 图10为本发明中基于PMU的单端测距误差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6] 本发明的实施例：图1是10KV配电系统结构图，BRK表示变电站出线断路器，S1～S4

表示主干线上装有馈线终端装置(FTU)的分段开关，S5～S7表示分支馈线不装馈线终端装

置(FTU)的分段开关，FI1～FI3表示装设在分支配电馈线首端的故障指示器(FI)，变电站和

主干馈线末端各装设一台同步相量测量装置(PMU)，且变电站作为信息处理子站。PMU1和

PMU2通过GPS接收器提供一个秒脉冲信号和一个时间标签，时间可以是当地时间，也可以是

国际标准时钟时间，脉冲信号通过锁相晶振器分割得到需要的模拟信号采样脉冲，模拟信

号是经过变压器和滤波器处理后的电压电流信号。同时FTU和FI检测的故障电流信息通过

高速通信通道电缆或光纤上传到信息处理子站。鉴于FI低成本高可靠性的特点，利用其来

实现配电网中存在的大量分支馈线的故障定位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比较经济的。按照本发

明提出的PMU、FTU和FI的测距装置组合进行10KV配电系统定点安装，在保证配电网故障较

高定位精度外，亦能实现三种装备配置的经济性。PMU的装置结构如图2所示，PMU采用功能

模块化的设计思想，这样有利于提高装置硬件的通用性，即不同功能的装置可以由相同的

各功能组件按需要组合配置，实现了功能模块的标准化。该装置主要可分为相量测量模块、

功角测量模块、GPS定时模块、开关量测量模块、本地数据交换控制模块、数据管理模块、相

位集中器以及人机界面等几部分组成，每部分对应一个装置插件。此外，还有负责提供电源

以及信号转换的电源插件、AC插件等，该类插件不含CPU，称为非智能插件。电源插件通过背

板总线上的电源线为装置的各个插件提供电源。除非智能插件外的其它模块上均有一个复

杂的可编程逻辑电路(CPLD)产生采样脉冲和20ms中断，GPS对时模块接收卫星发来的秒脉

冲(lpps)和世界标准时间(UTC)，并通过背板上的信号线为将秒脉冲输出到其他模块的

CPLD，以同步各模块的20ms中断，各模块在20ms中断到来时对采样脉冲进行同步。这样所有

的装置采样信号都被秒脉冲同步，也就是不同地点的装置都是同步采样的。各模块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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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利用双口RAM。PMU的基本功能是利用GPS信号对电压、电流同步测量，进行分析，提供频

率、相位和幅值信息，得到全网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相角差，这为精确的双端同步测距提供

了技术支持。图3为FTU的硬件结构总体框架图，采用DSP芯片TMS320LF2407作为FTU的核心

处理器，该芯片是一种高性能的16位定点DSP，供电电压为3.3V，减少了功耗；定点运算

30M1Ps的执行速度使指令周期缩短到33ns，提高了实时控制能力。LF2407具有丰富的片内

资源，10位16通道片内A/D转换器，转换速度达到500ns，LF2407还具有6个八位标准I/O口。

在通信部分，利用DSP内置的串行通信接口SCI通过RS232/485接口，可以实现FTU与子站之

间的数据传输。图4是TMS320LF  2407与RS—232通信接口电路，利用DSP内置的串行通信接

口SCI通过RS232/485接口来实现FTU与子站之间的信息传递。假设有故障电流流过，其会向

子站报送故障电流信息。图5是故障指示器(FI)的基本结构图，一旦发生故障，故障回路中

所安装的故障指示器均会有故障电流流过而产生报警信号，通过逻辑判断即可得出相应的

故障区段或故障分支。本发明利用基于FTU进行主干线区段定位，利用FI排除了分支故障情

况下单端阻抗法带来的伪故障点问题。通过图6中母线M和N处安装的PMU测量得到故障前后

的高精度的同步电气量，利用对称分量法进行故障前后电气量的相模变换，得到相互独立

的三相分量，将PMU处测得的故障后电气量减去正常情况下的电气量得到故障分量，实现三

相线路之间的完全解耦，其变换矩阵为：

[0027]

[0028] 上式中， 称为旋转因子。在配电网三序分量网络下，用基于M和N

处PMU的双端同步相量法实现主干线MN之间的各种短路故障测距。图7给出了配电网故障定

位的总体流程框图，基本思想是先定段，后测距。为表明该发明的可行有效性，基于MATLAB

搭建如图8所示的仿真模型，所构建的测试系统包括一个等值电源G、降压变压器ZT～ZT3、

节点MN之间的配电主干馈线和分支线路HL。仿真参数设置如下：电压源端电压为35KV,降变

压ZT额定电压为35KV/10.5KV，降变压ZT1～ZT3额定电压为10.5KV/0.4KV。线路参数如下：

r1＝0.45Ω/km，r0＝0.74Ω/km；x1＝0.293Ω/km，x0＝1.296Ω/km；b1＝0.0707μF/km，b0＝

0.0478μF/km。线路模型采用了分布参数的等值线路模型，避免了由线路参数的不确定带来

的测距误差。负荷采用了静态电压负荷模型，通过故障前的稳态电压和电流求解出各个负

荷阻抗常数。误差计算采用IEEE标准下基于主干线全长(LMN＝18km)的相对误差公式，图9表

示在故障电阻为30Ω时，基于双端PMU的混合故障测距算法的测距误差精度曲线，图例表示

的是故障区段，其他接地电阻下的测距精度与图9相差不大。图10表示故障电阻分别为30Ω

和100Ω时，基于PMU的单端阻抗测距精度误差曲线，随着故障电阻的增大，测距虽然误差也

在增大，但仍保持较高精度。对比图9和图10可知，双端法的测距精度较高，保障了主干线故

障时能够快速定位到故障点，有利于提高供电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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