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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

方法，属于电力技术领域，在各个变电站安装采

集终端，采集终端采集变电站内各段母线电压，

采集终端通过光纤以太网将各实时母线电压传

送给网络备投主机，网络备投主机根据备投充电

判据、无压启动判据和合闸判据来完成对应于各

个备投开关的备投元件的控制，解决了在进行备

投装置的核心控制判据的判断时，用备用电源的

母线电压替代备用进线的线路电压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能简化备投系统的外部接线，提升系统可

靠性，降低设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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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在各个变电站安装采集终端，采集终端采集变电站内各段母线电压，采集终端

通过光纤以太网将各实时母线电压传送给网络备投主机；

步骤2：网络备投主机根据备投充电判据、无压启动判据和合闸判据来完成对应于各个

备投开关的备投元件的控制，备投充电判据、无压启动判据和合闸判据的判据逻辑流程如

下：

备投充电判据：设定备投充电判据的条件包括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备用电压大于预

设值、开关处于跳位、投备投、闭锁、弹簧未储能、开关位置异常、母线电压小于预设值和备

用电压小于预设值，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开关处于跳位和投备投相

与后的结果为结果A，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和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相或后，再延迟15s的结

果为结果B，闭锁、弹簧未储能、开关位置异常和结果B相或非后的结果为结果C，结果A和结

果C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D,那么结果D经过大于充电时间的延迟后的结果被作为备投充电

判据；

无压启动判据：设定无压启动判据的条件包括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母线电压小于预

设值和备投充电，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母线电压小于预设值和备投充电相与后的结果被

作为无压启动判据；

合闸判据：合闸判据包括第一备投合闸判据和第二备投合闸判据，合闸判据的条件包

括母线电压小于预定值、满足同期条件、备投充电完成、备用电源有压、备用开关在跳位、主

供线路故障、主线两端重合放电和上一级母线故障，设定优先级包括优先级1、优先级2、优

先级3和优先级4；

母线电压小于预定值和满足同期条件相或后的结果为结果E，备投充电完成、备用电源

有压、备用开关在跳位和结果E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F；

主供线路故障和主线两端重合放电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G，结果G和上一级母线故障相

或后的结果为结果H，结果H与结果F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I；

结果F与优先级1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J，结果F与优先级2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K，结果F

与优先级3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L，结果F与优先级4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M；

结果I延迟Thjs后的结果为结果I1，结果J延迟Th1后的结果为结果J1，结果K延迟Th2后

的结果为结果K1，结果L延迟Th3后的结果为结果L1，结果M延迟Th4后的结果为结果M1，结果

I1、结果J1、结果K1、结果L1和结果M1相或后被作为第一备投合闸判据；

结果I延迟Thjs+后的结果为结果I2，结果J延迟Th1+后的结果为结果J2，结果K延迟Th2+

后的结果为结果K2，结果L延迟Th3+后的结果为结果L2，结果M延迟Th4+后的结果为结果M2，

结果I2、结果J2、结果K2、结果L2和结果M2相或后被作为第二备投合闸判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备用电压为

备用电源的母线电压。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其特征在于:母线电压、备用

电压、开关状态、备投状态、闭锁状态、弹簧储能状态、开关位置状态、备投充电状态、备用电

源电压、备用开关状态、主供线路工作状态、主线两端重合放电状态和上一级母线状态均由

采集终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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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变电站通常采用备投装置来提高供电可靠性。

[0003] 备投装置的核心控制判据由备投充电判据、无压启动判据和备投合闸出口判据等

构成。

[0004] 由于备投装置通常按单个变电站配置，上述判据常采用母线电压和线路电压，对

于由多条备用进线的变电站，须引入每条备用进线的线路电压，会导致接线相对复杂，系统

可靠性也会相对降低，采用多个PT亦会增加一次设备投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解决了在进行备投装置的

核心控制判据的判断时，用备用电源的母线电压替代备用进线的线路电压的技术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1：在各个变电站安装采集终端，采集终端采集变电站内各段母线电压，采集

终端通过光纤以太网将各实时母线电压传送给网络备投主机；

[0009] 步骤2：网络备投主机根据备投充电判据、无压启动判据和合闸判据来完成对应于

各个备投开关的备投元件的控制，备投充电判据、无压启动判据和合闸判据的判据逻辑流

程如下：

[0010] 备投充电判据：设定备投充电判据的条件包括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备用电压大

于预设值、开关处于跳位、投备投、闭锁、弹簧未储能、开关位置异常、母线电压小于预设值

和备用电压小于预设值，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开关处于跳位和投备

投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A，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和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相或后，再延迟15s

的结果为结果B，闭锁、弹簧未储能、开关位置异常和结果B相或非后的结果为结果C，结果A

和结果C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D,那么结果D经过大于充电时间的延迟后的结果被作为备投

充电判据；

[0011] 无压启动判据：设定无压启动判据的条件包括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母线电压小

于预设值和备头充电，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母线电压小于预设值和备头充电相与后的结

果被作为无压启动判据；

[0012] 合闸判据：合闸判据包括第一备投合闸判据和第二备投合闸判据，合闸判据的条

件包括母线电压小于预定值、满足同期条件、备投充电完成、备用电源有压、备用开关在跳

位、主供线路故障、主线两端重合放电和上一级母线故障，设定优先级包括优先级1、优先级

2、优先级3和优先级4；

[0013] 母线电压小于预定值和满足同期条件相或有的结果为结果E，备投充电完成、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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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有压、备用开关在跳位和结果E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F；

[0014] 主供线路故障和主线两端重合放电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G，结果G和上一级母线故

障相或后的结果为结果H，结果H与结果F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I；

[0015] 结果F与优先级1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J，结果F与优先级2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K，

结果F与优先级3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L，结果F与优先级4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M；

[0016] 结果I延迟Thjs后的结果为结果I1，结果J延迟Th1后的结果为结果J1，结果K延迟

Th2后的结果为结果K1，结果L延迟Th3后的结果为结果L1，结果M延迟Th4后的结果为结果M1，

结果I1、结果J1、结果K1、结果L1和结果M1相或后被作为第一备投合闸判据；

[0017] 结果I延迟Thjs+后的结果为结果I2，结果J延迟Th1+后的结果为结果J2，结果K延迟

Th2+后的结果为结果K2，结果L延迟Th3+后的结果为结果L2，结果M延迟Th4+后的结果为结果

M2，结果I2、结果J2、结果K2、结果L2和结果M2相或后被作为第二备投合闸判据。

[0018] 所述备用电压为备用电源的母线电压，若选定相邻母线作为备用电源，通过母联

备投，相邻母线的母线电压即为备用电压；若通过备用线路，选定相邻变电站的母线作为备

用电源，该母线电压即为线路备投开关的备用电压，备用电压和母线电压均由各自的智能

采集终端采集，通过光纤网络以IEC61850协议传给网络备投装置。

[0019] 母线电压、备用电压、开关状态、备投状态、闭锁状态、弹簧储能状态、开关位置状

态、备头充电状态、备用电源电压、备用开关状态、主供线路工作状态、主线两端重合放电状

态和上一级母线状态均由采集终端采集。

[0020]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解决了在进行备投装置的核心控

制判据的判断时，用备用电源的母线电压替代备用进线的线路电压的技术问题，本发明能

简化备投系统的外部接线，提升系统可靠性，降低设备投资。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判据逻辑流程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无压启动判据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备投合闸出口判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图3所述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5] 步骤1：在各个变电站安装采集终端(所述采集终端为现有技术，固不详细叙述)，

采集终端采集变电站内各段母线电压，采集终端通过光纤以太网将各实时母线电压传送给

网络备投主机；

[0026] 步骤2：网络备投主机根据备投充电判据、无压启动判据和合闸判据来完成对应于

各个备投开关的备投元件的控制，备投充电判据、无压启动判据和合闸判据的判据逻辑流

程如下：

[0027] 备投充电判据：设定备投充电判据的条件包括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备用电压大

于预设值、开关处于跳位、投备投、闭锁、弹簧未储能、开关位置异常、母线电压小于预设值

和备用电压小于预设值，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开关处于跳位和投备

投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A，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和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相或后，再延迟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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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为结果B，闭锁、弹簧未储能、开关位置异常和结果B相或非后的结果为结果C，结果A

和结果C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D,那么结果D经过大于充电时间的延迟后的结果被作为备投

充电判据；

[0028] 无压启动判据：设定无压启动判据的条件包括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母线电压小

于预设值和备头充电，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母线电压小于预设值和备头充电相与后的结

果被作为无压启动判据；

[0029] 合闸判据：合闸判据包括第一备投合闸判据和第二备投合闸判据，合闸判据的条

件包括母线电压小于预定值、满足同期条件、备投充电完成、备用电源有压、备用开关在跳

位、主供线路故障、主线两端重合放电和上一级母线故障，设定优先级包括优先级1、优先级

2、优先级3和优先级4；

[0030] 母线电压小于预定值和满足同期条件相或有的结果为结果E，备投充电完成、备用

电源有压、备用开关在跳位和结果E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F；

[0031] 主供线路故障和主线两端重合放电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G，结果G和上一级母线故

障相或后的结果为结果H，结果H与结果F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I；

[0032] 结果F与优先级1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J，结果F与优先级2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K，

结果F与优先级3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L，结果F与优先级4相与后的结果为结果M；

[0033] 结果I延迟Thjs后的结果为结果I1，Thjs为合闸的加速度，结果J延迟Th1后的结果

为结果J1，结果K延迟Th2后的结果为结果K1，结果L延迟Th3后的结果为结果L1，结果M延迟

Th4后的结果为结果M1，结果I1、结果J1、结果K1、结果L1和结果M1相或后被作为第一备投合闸

判据；Th1、Th2、Th3、Th4均为根据合闸时间设定的时间值；

[0034] 结果I延迟Thjs+后的结果为结果I2，结果J延迟Th1+后的结果为结果J2，结果K延迟

Th2+后的结果为结果K2，结果L延迟Th3+后的结果为结果L2，结果M延迟Th4+后的结果为结果

M2，结果I2、结果J2、结果K2、结果L2和结果M2相或后被作为第二备投合闸判据。

[0035] Thjs+表示大于Thjs的值，Th1+表示大于Th1的值，Th2+表示大于Th2的值，Th3+表

示大于Th3的值，Th4+表示大于Th4的值。

[0036] 所述备用电压为备用电源的母线电压，若选定相邻母线作为备用电源，通过母联

备投，相邻母线的母线电压即为备用电压；若通过备用线路，选定相邻变电站的母线作为备

用电源，该母线电压即为线路备投开关的备用电压，备用电压和母线电压均由各自的智能

采集终端采集，通过光纤网络以IEC61850协议传给网络备投装置。

[0037] 备用电源有压和满足同期条件这两个判据是根据备用电源的母线电压进行判断

的。

[0038] 母线电压、备用电压、开关状态、备投状态、闭锁状态、弹簧储能状态、开关位置状

态、备头充电状态、备用电源电压、备用开关状态、主供线路工作状态、主线两端重合放电状

态和上一级母线状态均由采集终端采集。

[0039] 开关状态包括开关处于跳位和开关不处于跳位，备投状态包括投备投和未投备

投，闭锁状态包括闭锁和未闭锁，弹簧储能状态包括弹簧储能和弹簧未储能，开关位置状态

包括开关位置正常和开关位置异常，备头充电状态包括备头正在充电和备头充电完毕，备

用开关状态包括备用开关在跳位和备用开关不在跳位，主供线路工作状态包括主供线路故

障和主供线路正常，上一级母线状态包括上一级母线正常和上一级母线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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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所述闭锁为外部闭锁输入，母线电压大于预设值、备用电压大于预设值、开关处于

跳位、投备投、闭锁、弹簧未储能、开关位置异常、母线电压小于预设值和备用电压小于预设

值均为外部开入信号。

[0041]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不需要线路电压的备投方法，解决了在进行备投装置的核心控

制判据的判断时，用备用电源的母线电压替代备用进线的线路电压的技术问题，本发明能

简化备投系统的外部接线，提升系统可靠性，降低设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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