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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

方法及系统，通过对电流采集单元和电压采集单

元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全周波傅里叶变换求出初

相角，对初相角根据工频的变化进行修正，然后

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求得各相电流信号和

各相关母线电压信号的最终初相角和频率，消除

了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夹角发生的周期性变化，解

决了现有避雷器在线监测数据处理方法存在的

干扰性差，结果不准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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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同步采集避雷器各相电流信号和母线电压信号，对采集到的至少两个周波的信号每

隔N个采样点进行一次全周波傅里叶运算；

2)根据步骤1)运算结果计算各相电流和母线电压的幅值和初相角；

3)对步骤2)运算得到的各相电流信号和母线电压信号的初相角进行修正，用后k+1次

计算得到的初相角α[k+1]减去k次初相角α[k]，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其中k＝1,2,3,...，β与工频和工频变化的最高频率有关；

4)对于各组k与α[k]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y＝ax+b，求得系数a、b，b为各相

电流和各相关母线电压的最终初相角，信号频率由a求得，所述信号频率包括电压频率和电

流频率，且信号频率等于所述系数a与工频数值大小相乘后再除以一个变化周期内相邻两

次全周波傅里叶运算所对应的角度变化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5)，

判断电流电压有效运行定值，通过频率、相位关系计算介质损耗值的稳定性后，计算避雷器

各相电流与母线电压的相位差，然后根据所述相位差计算阻性电流，所述阻性电流的大小

等于全电流乘以所述相位差的余弦。

3.一种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系统，包括电流采集单元、电压采集单元、处理器和存

储器，所述处理器接收所述电流采集单元和电压采集单元的信号；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

执行存储在存储器中以实现如下方法步骤的指令：

1)同步采集避雷器各相电流信号和母线电压信号，对采集到的至少两个周波的信号每

隔N个采样点进行一次全周波傅里叶运算；

2)根据步骤1)运算结果计算各相电流和母线电压的幅值和初相角；

3)对步骤2)运算得到的各相电流信号和母线电压信号的初相角进行修正，用后k+1次

计算得到的初相角α[k+1]减去k次初相角α[k]，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其中k＝1,2,3,...，β与工频和工频变化的最高频率有关；

4)对于各组k与α[k]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y＝ax+b，求得系数a、b，b为各相

电流和各相关母线电压的最终初相角，信号频率由a求得，所述信号频率包括电压频率和电

流频率，且信号频率等于所述系数a与工频数值大小相乘后再除以一个变化周期内相邻两

次全周波傅里叶运算所对应的角度变化值。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5)，

判断电流电压有效运行定值，通过频率、相位关系计算介质损耗值的稳定性后，计算避雷器

各相电流与母线电压的相位差，然后根据所述相位差计算阻性电流，所述阻性电流的大小

等于全电流乘以所述相位差的余弦。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

信号同步采集的通讯综合管理单元。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283385 B

2



一种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避雷器在线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方

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避雷器是电网中保护电力设备免受过电压危害的重要电气设备，其运行的可靠性

将直接影响电力系统的安全。近年来，变电站运行中的交流无间隙氧化物避雷器由于阀片

老化使电气性能变坏从而引起的爆炸事故时有发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给电网

安全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对避雷器实施在线监测，可有效及时地监测避雷器内部缺陷，

及早发现和排除故障，避免发生避雷器爆炸，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0003] 为了监测交流无间隙氧化物避雷器的阀片的非线性电阻特性，最好的方法是监测

阻性电流。要获得精确的阻性电流，需要同步采集避雷器的全电流和母线电压。现有通常采

用傅里叶变换，最小二乘法拟合的方式进行计算，频率，相角。但是由于避雷器电流与实际

承受电压频率是不同的，造成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夹角发生周期性变化，以及频率的不断波

动，导致计算出的结果不够准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方法及系统，以解决现有避

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方法计算结果不准确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同步采集避雷器各相电流信号和各相关母线电压信号，对采集到的至少两个周

波的信号每隔N个采样点进行一次全周波傅里叶运算；

[0008] 2)根据步骤1)运算结果计算各相电流和各相关母线电压的幅值和初相角；

[0009] 3)对步骤2)运算得到的各相电流信号和各相关母线电压信号的初相角进行修正，

用后k+1次计算得到的初相角α[k+1]减去k次初相角α[k]，

[0010]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0011]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0012] 其中k＝1,2,3...，β与工频和工频变化的最高频率有关；

[0013] 4)对于各组k与α[k]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y＝ax+b，求得系数a、b，b为

各相电流和各相关母线电压的最终初相角，信号频率由a求得。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系统，包括电流采集单元、电压采

集单元、处理器和存储器，所述处理器接收所述电流采集单元和电压采集单元的信号；所述

处理器执行存储在存储器中以实现如下方法步骤的指令：

[0015] 1)同步采集避雷器各相电流信号和各相关母线电压信号，对采集到的至少两个周

波的信号每隔N个采样点进行一次全周波傅里叶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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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2)根据步骤1)运算结果计算各相电流和各相关母线电压的幅值和初相角；

[0017] 3)对步骤2)运算得到的各相电流信号和各相关母线电压信号的初相角进行修正，

用后k+1次计算得到的初相角α[k+1]减去k次初相角α[k]，

[0018]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0019]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0020] 其中k＝1,2,3...，β与工频和工频变化的最高频率有关；

[0021] 4)对于各组k与α[k]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y＝ax+b，求得系数a、b，b为

各相电流和各相关母线电压的最终初相角，信号频率由a求得。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通过对电流采集单元和电压采集单元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全周波傅里叶变换求出

初相角，对初相角根据工频的变化进行修正，然后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求得各相电流

信号和各相关母线电压信号的最终初相角和频率，消除了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夹角发生的周

期性变化，解决了现有避雷器在线监测数据处理方法计算结果不准确的问题。

[0024] 进一步的，还包括步骤5)，判断电流电压有效运行定值，根据通过频率、相位关系

计算介质损耗值的稳定性后，根据计算避雷器电流与该母线电压的各相相位差，然后根据

相位差计算阻性电流，所述阻性电流的大小等于全电流乘以电流电压相位差的余弦。

[0025] 进一步的，系统还包括用于信号同步采集的通讯综合管理单元。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方法信号两个周波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方法两个周波初相角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方法初相角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后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的基于串口总线避雷器在线监测装置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1]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的具体实施步骤为：

[0032] 如图1所示，电流采集单元和电压采集单元一次同步采集2个周波共512个采样点，

对两个周波每隔16个采样点进行一次全波傅里叶运算，512个采样点共可得到16个计算结

果。全周波傅里叶变换，计算电流和电压的幅值，进而计算电流和电压的初相角，得到电流

的初相角如图2所示，共可得到16个计算结果。

[0033] 对运算得到的各相电流信号和各相关母线电压信号的初相角进行修正，用后k+1

次计算得到的初相角α[k+1]减去k次初相角α[k]，

[0034]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0035] 若α[k+1]‑α[k]＜‑β，则α[k+1]＝α[k+1]+360°；

[0036] 其中k＝1,2,3...，β与工频和工频变化测量的最高频率有关；工频为50Hz，即一个

周期为0.02s，在一个周期内角度变化360°，当频率为65Hz时，一个周期时间为0.01538s对

应角度变化360°，在65Hz情况下0.02/16s对应的角度为β等于0.02s/16与360乘积再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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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38得29.25°，近似为30°。

[0037] 如图3所示，利用最小二乘法关于各组k与α[k]的数据，拟合直线y＝ax+b，求得各

相电流和各相关母线电压的最终初相角b和信号频率，

[0038] 其中信号频率由直线斜率a求得f＝a×50÷22.5，信号频率包括电压频率和电流

频率。

[0039] 通信综合管理单元轮询采集单元收到报文，处理器对报文进行解析得到相应数

据，按避雷器实际1个间隔ABC三相电流采集单元分别在与电压单元采样同步序号一致的条

件下，判断电流电压有效运行定值，根据通过频率、相位关系计算介质损耗值的稳定性后，

根据计算避雷器电流与该母线电压的各相相位差，阻性电流大小等于全电流乘以电流电压

相位差的余弦，由此判断避雷器的劣化程度。

[004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避雷器监测数据在线处理系统，系统包括电流采集单元、电

压采集单元、处理器、存储器和通讯管理单元。如图4所示，系统的通讯管理单元通过RS485

总线对电压采集单元和各避雷器电流采集单元下发同步采集命令，采集单元FPGA收到命令

触发AD7606采样。然后对上述采集单元轮询报文中加入同步序号字节，采集单元上送的报

文也带同步序号字节，同步序号用于区分是第几次下发的同步采集命令。

[0041] 通信综合管理单元轮询采集单元收到报文，处理器对报文进行解析得到相应数

据，按避雷器实际1个间隔ABC三相电流采集单元分别在与电压单元采样同步序号一致的条

件下，根据电压ABC三相初相角，电流三相的初相角，计算与对应母线电压的相位差，从而最

终计算出阻性电流。

[0042] 通讯综合管理单元通过MMS与站端监控平台通讯，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避雷器监

测数据在线处理系统的参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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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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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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