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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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29308.3

(22)申请日 2018.09.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03466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18

(73)专利权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地址 100017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

    专利权人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范洁　李新家　陈霄　赵勇　

易永仙　尹飞　徐述　李敏　李平　

刘述波　赵芮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钟山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2252

代理人 戴朝荣

(51)Int.Cl.

G06Q 10/06(2012.01)

G06Q 10/00(2012.01)

G06Q 50/06(2012.01)

(56)对比文件

CN 204348052 U,2015.05.20

CN 106872856 A,2017.06.20

CN 108173263 A,2018.06.15

CN 102034026 A,2011.04.27

US 2016124452 A1,2016.05.05

审查员 宋静婧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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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

拓扑大数据辨识系统及方法，包括配电变压器、

并联于配电变压器出线端的M个一级分支箱、并

联于一级分支箱出线端的N个二级分支箱以及并

联于二级分支箱出线端的K个电能表表箱；还包

括安装于配电变压器出线处的配变监测终端、安

装于一级分支箱进线处的一级监测终端、安装于

二级分支箱进线处的二级监测终端以及安装于

电能表表箱进线处的表箱监测终端。本发明是基

于配电台区负荷突变感知能力，采用大数据分析

技术，自动辨识及维护配电台区拓扑结构关系，

提升电力公司用户档案管理、线损管理、故障检

修等运维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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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识方法，适用于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

识系统，所述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识系统包括配电变压器、并联于配电变压器出线端的M

个一级分支箱、并联于所述一级分支箱出线端的N个二级分支箱以及并联于所述二级分支

箱出线端的K个电能表表箱；还包括安装于所述配电变压器出线处的配变监测终端、安装于

所述一级分支箱进线处的一级监测终端、安装于所述二级分支箱进线处的二级监测终端、

安装于所述电能表表箱进线处的表箱监测终端以及一组设置在配变监测终端内分别对应

每条拓扑结构路径的计数器；

所述配变监测终端、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表箱监测终端分别含有信息采

集模块和信息存储模块；所述配变监测终端还含有信息处理模块；所述配变监测终端通过

通讯线采集一级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二级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以及表箱监测终

端的信息存储模块中存储的信息；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采集基础数据

所述配变监测终端、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表箱监测终端按照秒级间隔分

别采集配电变压器出线处、一级分支箱进线处、二级分支箱进线处、电能表表箱进线处的实

时功率数据并存储于相应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

第二步、搜集和汇总基础数据

所述配变监测终端按照每日一次依次分别和各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表箱

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建立通信，且分别采集各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表箱

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前一日存储的实时功率数据并汇总成大数据存储于配变监测终

端信息存储模块的历史功率数据储存区；

第三步、拓扑结构分析辨识

以日为单位对配变监测终端存储的大数据进行逐秒分析辨识，具体步骤如下：

第3.1步骤、配变监测终端逐一判断对应预定时间的表箱监测终端功率数据是否发生

达到预定时长的突变，如未发现则加预定时间间隔更新预定时间，重复本步骤；如发现则记

录该突变电能表表箱编号后进行下一步骤；

第3.2步骤、配变监测终端逐一判断预定时间的二级分支箱终端功率数据是否发生达

到预定时长的突变，若发现则将该突变二级分支箱终端判断为对应突变电能表表箱的二级

分支箱，记录该二级分支箱编号后进行下一步骤；若未发现，则加预定时间间隔更新预定时

间，返回第3.1步骤；

第3.3步骤、配变监测终端逐一判断预定时间的一级分支箱终端功率数据是否发生达

到预定时长的突变，若发现则将该突变一级分支箱终端判断为对应突变二级分支箱的一级

分支箱，记录该一级分支箱编号后进行下一步骤；若未发现，加预定时间间隔更新预定时

间，返回第3.1步骤；

第3.4步骤、根据记录的电能表表箱编号、二级分支箱编号、一级分支箱编号建立经辨

识的拓扑关系；

第3.5步骤、每日按照预定时间重复第3.1步骤～第3.4步骤，直至供电网络所有拓扑结

构辨识完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识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3.3步骤之后，配变监测终端判断自身功率数据是否发生达到预定时长的突变，若是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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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突变支路上的计数器加  1，进行计数判断；如否则返回第3.1步骤；

所述计数判断为判断计数器累积是否大于5,如是则进行第3.4步骤，如否则返回第3.1

步骤。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定时长为10秒。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识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第3.1、3.2、3.3步骤中，所述预定时间间隔为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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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识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负荷突变的配电台区拓扑结构大数据辨识系统及方法，属于

电力信息自动化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长期以来，由于用电负荷、新增用户不断增长等原因，配电台区供电网络拓扑结构

混乱，配电变压器、一级分支箱、二级分支箱以及电能表表箱的拓扑关系经常发生变化；线

路地埋、线路交叉、施工图纸丢失等情况也时而发生；配变负载率严重超载导致的烧毁、三

相负载严重不平衡导致配变损坏等等问题也会发生。所以，工作人员很难掌握配电区真实

的运行情况，需要人工逐项进行排查分析，效率低、耗时及成本高；配电台区供电网络拓扑

结构信息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给电力公司线损管理、故障报修、主动运维带来很多困

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基于负荷突变感

知，采用大数据分析的高效率、行之有效的配电拓扑结构自动辨识系统及方法。

[0004]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

识系统，包括配电变压器、并联于配电变压器出线端的M个一级分支箱、并联于所述一级分

支箱出线端的N个二级分支箱以及并联于所述二级分支箱出线端的K个电能表表箱；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安装于所述配电变压器出线处的配变监测终端、安装于所述一级分支箱进线

处的一级监测终端、安装于所述二级分支箱进线处的二级监测终端以及安装于所述电能表

表箱进线处的表箱监测终端。

[0005] 所述配变监测终端、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表箱监测终端分别含有信

息采集模块和信息存储模块；所述配变监测终端还含有信息处理模块；所述配变监测终端

通过通讯线采集一级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二级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以及表箱监

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中存储的信息。其中，M、N、K均为自然数。

[0006] 本发明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为：还包括一组设置在配变监测终端内对应于每条

拓扑结构路径设置的计数器。

[0007] 本申请还涉及上述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识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8] 第一步、采集基础数据

[0009] 所述配变监测终端、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表箱监测终端按照秒级间

隔分别采集配电变压器出线处、一级分支箱进线处、二级分支箱进线处、电能表表箱进线处

的实时功率数据并存储于相应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

[0010] 第二步、搜集和汇总基础数据

[0011] 所述配变监测终端按照每日一次依次分别和各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034666 B

4



表箱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建立通信，且分别采集各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

表箱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前一日存储的实时功率数据并汇总成大数据存储于配变监

测终端信息存储模块的历史功率数据储存区；

[0012] 第三步、拓扑结构分析辨识

[0013] 以日为单位对配变监测终端存储的大数据进行逐秒分析辨识，具体步骤如下：

[0014] 以日为单位对配变监测终端存储的大数据进行逐秒分析辨识，具体步骤如下：

[0015] 第3.1步骤、配变监测终端逐一判断对应预定时间的表箱监测终端功率数据是否

发生达到预定时长的突变，如未发现则加预定时间间隔更新预定时间，重复本步骤；如发现

则记录该突变电能表表箱编号后进行下一步骤；

[0016] 第3.2步骤、配变监测终端逐一判断预定时间的二级分支箱终端功率数据是否发

生达到预定时长的突变，若发现则将该突变二级分支箱终端判断为对应突变电能表表箱的

二级分支箱，记录该二级分支箱编号后进行下一步骤；若未发现，则加预定时间间隔更新预

定时间，返回第3.1步骤；

[0017] 第3.3步骤、配变监测终端逐一判断预定时间的一级分支箱终端功率数据是否发

生达到预定时长的突变，若发现则将该突变一级分支箱终端判断为对应突变二级分支箱的

一级分支箱，记录该一级分支箱编号后进行下一步骤；若未发现，加预定时间间隔更新预定

时间，返回第3.1步骤；

[0018] 第3.4步骤、根据记录的电能表表箱编号、二级分支箱编号、一级分支箱编号建立

经辨识的拓扑关系；

[0019] 第3.5步骤、每日按照预定时间重复第3.1步骤～第3.4步骤，直至供电网络所有拓

扑结构辨识完毕。

[0020] 本发明基于高频大数据分析的配电拓扑结构的自动辨识方法进一步限定的技术

方案为：第3.3步骤之后，配变监测终端判断自身功率数据是否发生达到预定时长的突变，

若是则将相应突变支路上的计数器加1，进行计数判断；如否则返回第3.1步骤；

[0021] 所述计数判断为判断计数器累积是否大于5,如是则进行第3.4步骤，如否则返回

第3.1步骤。

[0022] 进一步的，所述预定时长为10秒。

[0023] 进一步的,在第3.1、3.2、3.3步骤中，所述预定时间间隔为1秒。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是本发明是基于配电台区负荷突变感知能力，采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自动辨识及维护配电台区拓扑结构关系，提升电力公司用户档案管理、线

损管理、故障检修等运维工作的效率。能够对配电区的真实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和排查，给电

力公司线损管理、故障报修、主动运维提供了更好的系统支撑，可有效支撑电力公司日常快

速高效的运维检修工作。另外，本发明为了增加每条拓扑结构路径的辨识可靠性，对同一条

拓扑结构路径进行延时及多次辨识确定。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配电台区拓扑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配电台区电路原理框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配电台区拓扑结构辨识方法的逻辑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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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负荷突变的低压电网拓扑大数据辨识系统，如图1‑2所

示：是以1个配电变压器为例，包括并联于该配电变压器出线端的M个一级分支箱、并联于每

个一级分支箱出线端的N个二级分支箱以及并联于每个二级分支箱出线端的K个电能表表

箱；本实施例中还包括安装于配电变压器出线处的配变监测终端、安装于每个一级分支箱

进线处的一级监测终端、安装于每个二级分支箱进线处的二级监测终端以及安装于每个电

能表表箱进线处的表箱监测终端。

[0031] 配变监测终端、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表箱监测终端分别含有信息采

集模块和信息存储模块；配变监测终端还含有信息处理模块以及对应于每条拓扑结构路径

设置的计数器；配变监测终端通过通讯线，采集一级分支箱的一级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

块、二级分支箱的二级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以及表箱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中存储

的信息。

[0032]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上述基于负荷突变的配电拓扑结构的大数据辨识方法，如图3

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33] 第一步、采集基础数据

[0034] 所述配变监测终端、一级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表箱监测终端按照秒级间

隔分别采集对应的配电变压器出线处、一级分支箱进线处、二级分支箱进线处、电能表表箱

进线处的实时功率数据，以日为单位，按照时间先后，依此记录在各监测终端内部的实时功

率数据存储区，存储格式如下：

[0035]

[0036] 第二步、搜集和汇总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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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所述配变监测终端按照每日一次间隔，在第二日0点5分，依此和所有一级监测终

端、所有二级监测终端、所有表箱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建立通信，分别采集所有的一级

监测终端、二级监测终端以及表箱监测终端的信息存储模块上一日存储的实时功率数据并

汇总成大数据存储于配变监测终端信息存储模块的历史功率数据储存区；汇总生成包括配

电变压器、一级分支箱、二级分支箱、电能表表箱在内的总及各分支线路的负荷功率大数

据，存储方式如下：

[0038]

[0039] 第三步、拓扑结构分析辨识

[0040] 针对配变监测终端的历史功率数据存储区，以日为单位，进行功率数据逐秒分析，

分析时标置为00:00:00，具体步骤如下：当分析时标T<23:59:00，则依次执行下述步骤，当

分析时标T>＝23:59:00，则停止分析；

[0041] 第3.1步骤，配变监测终端逐一判断表箱监测终端功率数据，如在时标T＝T’时，发

现某一个表箱监测终端功率数据突然提高或降低100W，其它表箱监测终端功率数据没有变

化，配变监测终端才记录该电能表表箱编号K’，然后执行下一步骤；如未发现则T加1秒的预

定时间间隔更新时标，重复本步骤；为了增加监测数据的可靠性，本实施例设定突变时长必

须持续超过10秒后，才记录突变对应设备编号。

[0042] 第3.2步骤，配变监测终端逐一判断时标T＝T’时的二级分支箱终端的功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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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现某二级分支箱终端功率数据同步提高或降低100W，同样，时间持续超过10秒，而其它

二级分支箱终端功率数据没有变化，则初步判断电能表表箱K’是该二级分支箱的分支线

路，记录该二级分支箱编号N’，然后执行下一步骤；若未发现，则T累加1秒，返回执行第3.1

步骤；

[0043] 第3.3步骤，配变监测终端逐一判断时标T＝T’时的一级分支箱终端的功率数据，

若发现某一级分支箱终端功率数据同步提高或降低100W，且时长持续超过10秒而其它一级

分支箱终端功率数据没有变化，则初步判断电能表表箱K’、二级分支箱N’是该一级分支箱

的分支线路，记录该一级分支箱编号M’，然后执行下一步骤；若未发现，则T累加1秒，返回执

行3.1步骤；

[0044] 第3.4步骤，若配变监测终端发现在时标T＝T’时系统内唯一配变监测终端功率数

据提高或降低100W，且时长持续超过10秒，则初步判断表箱监测终端K’、二级分支箱N’、一

级分支箱M’是该配电变压器的分支线路，根据记录的电能表表箱编号K’、二级分支箱编号

N’、一级分支箱编号M’建立经辨识的拓扑关系；若未发现配变监测终端功率数据提高或降

低100W，则T累加1秒，然后继续分析时标T是否小于23:59:00；

[0045] 第3.5步骤、每日按照预定时间重复第3.1步骤～第3.4步骤，直至供电网络所有拓

扑结构辨识完毕。

[0046] 另外，为了增加每条拓扑结构路径的辨识可靠性，本实施例在配变监测终端内对

应每条支路设置了一个计数器C’；在3.4步骤第一次建立经辨识的拓扑关系后，T+10秒，计

数器C’加1，每天辨识一次，如果连续6天该拓扑支路被辨识，则最终判断表箱监测终端K’、

二级分支箱N’、一级分支箱M’属于该配电变压器的分支线路。

[0047]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发明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

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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