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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

障定位系统及方法，包括故障指示单元，用于采

集和监测配电线路的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

并将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通过无线局域通信

网传送到故障监测单元；故障监测单元，用于接

收配电故障指示单元的传送的负荷信息、线路故

障信息，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发送遥测报文及

故障信息短信报文至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移

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用于与配电故障监测单元

进行信息交互，实现监测配电线路，执行故障定

位策略实现故障区段定位，并根据拓扑图定位及

显示故障信息。本发明有故障及时告警和显示故

障定位区段，提醒检修人员及时处理，便于故障

的快速抢修，大大提高了运维效率，具有良好的

应用前景。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6443345 B

2019.08.16

CN
 1
06
44
33
45
 B



1.一种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故障指示单元、故障监测

单元和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

所述故障指示单元，为多个，且分布安装在架空配电线路上，用于采集和监测配电线路

的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并将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通过无线局域通信网传送到故障

监测单元；

所述故障监测单元，为多个，用于接收无线局域通信网内多个故障指示单元传送的负

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并具有数据远传功能，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发送遥测报文或故障

信息短信至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

所述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为多个，提供给多个工作人员同时使用，用于与故障监测

单元进行信息交互，实时监测配电线路，当接收到故障信息短信后，进行关键字检索，执行

故障定位策略实现故障区段定位，并根据拓扑图定位及显示故障信息；

所述无线局域通信网、无线广域通信网络组成无线通信网络，所述无线局域通信网用

于多个故障指示单元与对应的故障监测单元之间的数据传输，所述无线广域通信网络用于

各故障监测单元、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之间的数据传输；

所述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包括登陆模块、图形配置模块、策略配置模块、主界面模

块、短信信息窗模块、遥测实时信息窗模块、故障告警信息窗模块和历史信息窗模块，

所述登陆模块，用于安全认证，具有权限人员能够使用和操作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

所述图形配置模块，用于架空配电网的配电拓扑图的导入和编辑，故障指示单元和故

障监测单元的配置信息录入，故障定位策略的录入，形成并保存配电拓扑信息库，配电节点

信息库；

所述策略配置模块，用于故障定位策略的导入和编辑，形成并保存故障定位策略库；

所述主界面模块，用于显示架空配电网的配电拓扑信息和故障指示单元、故障监测单

元信息；

所述短信信息窗模块，用于显示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接收的故障信息短信；

所述遥测实时信息窗模块，用于显示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接收的实时遥测报文信

息；

所述故障告警信息窗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故障信息短信，通过故障信息短信对配电

拓扑图信息进行匹配，识别故障信息点位置，显示故障告警信息；

所述历史信息窗模块，用于根据时间段或者线路编号，查询历史故障告警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多个故障指

示单元，分布安装在架空配电线路的A相、B相、C相上，并将多个故障指示单元分组，每组包

括三个故障指示单元，所述三个故障指示单元分别安装在架空配电线路相同位置处的A相、

B相、C相上，每组故障指示单元与一个故障监测单元通过无线局域通信网实现信息的交互，

各故障监测单元与一个或者多个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实现信息

的交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策略配

置模块，包括标准策略库配置模块和在线策略库配置模块，所述标准策略库配置模块支持

标准策略库的导入和编辑，采用JAVA脚本语言，保存后生成标准策略库模板；所述在线策略

库配置模块，支持策略配置模式，根据架空配电网的拓扑，选择自动导入模式或者手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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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其中自动导入模式，支持从标准的策略库导入及编辑策略库，保存后生成在线策略

库；手动配置模式，支持手动输入故障定位策略，采样JAVA脚本语言，保存后生成在线策略

库。

4.基于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的故障定位实

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各故障指示单元采集和监测配电线路的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若监测到

配电线路故障，故障指示单元翻牌显示，告警灯闪烁，同时将故障信息发送给对应的故障监

测单元；

步骤(B)，故障监测单元接收到故障指示单元的故障信息，解析故障信息，并形成故障

信息短信，将故障信息短信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发送给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故障信

息短信包括故障发生的时间、杆塔号、故障指示单元组编号、相别号、故障电压电流值，所述

相别号包括A相、B相、C相；

步骤(C)，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接收到故障信息短信后，检索故障信息短信，得到杆

塔号、故障指示单元组编号、相别号、故障电压电流值、故障发生的时间；

步骤(D)，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根据杆塔号、故障指示单元组编号、相别号，遍历保存

的配电节点信息库，匹配及定位故障指示单元的位置；

步骤(E)，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执行在线策略库配置模块生成的在线策略库的脚本

实现故障区段的定位；

步骤(F)，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将故障定位区段在配电线路拓扑图上通过故障告警

信息窗模块进行告警显示，点击告警显示点查看故障的具体信息；

步骤(G)，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在故障定位信息窗模块上推出故障区段定位的定位

信息，用于提示检修人员进行快速处理故障；

步骤(H)，以月或者周为时间间隔进行历史故障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并存储在历史信息

窗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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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配电系统故障定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

定位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配电系统中，尤其针对架空配电线路，当发生短路故障或接地故障时，需要准确

定位故障线路区段，断开故障区段，从而及时恢复无故障区段的供电，可节约大量的工作时

间，减少停电时间和停电范围。

[0003] 目前，现有的故障定位系统分为人工故障定位和故障定位系统两种方式，具体如

下：

[0004] 人工故障定位方式是当检测到故障时，故障指示单元翻牌和告警，靠人工巡线进

行故障区段的定位，但是，人工巡线速度慢，造成停电时间长；

[0005] 故障主机定位方式是当检测到故障时，故障指示单元翻牌和告警，并将告警信息

通过通信网络传送至故障定位系统，故障定位系统接收到故障信息后进行显示，故障定位

系统安装在值班室，需要值班人员对其24小时监控，费时费力，占用人力资源。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的架空配电网故障定位系统所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用

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及方法，设置有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小巧，轻便，可24

小时随身携带，可实现对配电线路测量信息的实时监视和快速的故障定位，有故障及时告

警和显示故障定位区段，提醒检修人员及时处理，便于故障的快速抢修，大大提高了运维效

率，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故障指示单元、故障监

测单元和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

[0009] 所述故障指示单元，为多个，且分布安装在架空配电线路上，用于采集和监测配电

线路的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并将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通过无线局域通信网传送到

故障监测单元；

[0010] 所述故障监测单元，为多个，用于接收无线局域通信网内多个故障指示单元传送

的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并具有数据远传功能，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发送遥测报文或

故障信息短信至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

[0011] 所述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为多个，提供给多个工作人员同时使用，用于与故障

监测单元进行信息交互，实时监测配电线路，当接收到故障信息短信后，进行关键字检索，

执行故障定位策略实现故障区段定位，并根据拓扑图定位及显示故障信息；

[0012] 所述无线局域通信网、无线广域通信网络组成无线通信网络，所述无线局域通信

网用于多个故障指示单元与对应的故障监测单元之间的数据传输，所述无线广域通信网络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6443345 B

4



用于各故障监测单元、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之间的数据传输。

[0013] 前述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包括登陆模块、图形配置模块、策略配置模块、主

界面模块、短信信息窗模块、遥测实时信息窗模块、故障告警信息窗模块和历史信息窗模

块，

[0014] 所述登陆模块，用于安全认证，具有权限人员能够使用和操作移动智能故障定位

终端；

[0015] 所述图形配置模块，用于架空配电网的配电拓扑图的导入和编辑，故障指示单元

和故障监测单元的配置信息录入，故障定位策略的录入，形成并保存配电拓扑信息库，配电

节点信息库；

[0016] 所述策略配置模块，用于故障定位策略的导入和编辑，形成并保存故障定位策略

库；

[0017] 所述主界面模块，用于显示架空配电网的配电拓扑信息和故障指示单元、故障监

测单元信息；

[0018] 所述短信信息窗模块，用于显示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接收的故障信息短信；

[0019] 所述遥测实时信息窗模块，用于显示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接收的实时遥测报文

信息；

[0020] 所述故障告警信息窗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故障信息短信，通过故障信息短信对

配电拓扑图信息进行匹配，识别故障信息点位置，显示故障告警信息；

[0021] 所述历史信息窗模块，用于根据时间段或者线路编号，查询历史故障告警信息。

[0022] 前述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多个故障指示单元，分布

安装在架空配电线路的A相、B相、C相上，并将多个故障指示单元分组，每组包括三个故障指

示单元，所述三个故障指示单元分别安装架空配电线路相同位置处的A相、B相、C相上，每组

故障指示单元与一个故障监测单元通过无线局域通信网实现信息的交互，各故障监测单元

与一个或者多个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实现信息的交互。

[0023] 前述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所述策略配置模块，包括标准策略库

配置模块和在线策略库配置模块，所述标准策略库配置模块支持标准策略库的导入和编

辑，采用JAVA脚本语言，保存后生成标准策略库模板；所述在线策略库配置模块，支持策略

配置模式，根据架空配电网的拓扑，选择自动导入模式或者手动配置模式，其中自动导入模

式，支持从标准的策略库导入及编辑策略库，保存后生成在线策略库；手动配置模式，支持

手动输入故障定位策略，采样JAVA脚本语言，保存后生成在线策略库。

[0024] 基于上述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的故障定位实现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步骤(A)，各故障指示单元采集和监测配电线路的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若监

测到配电线路故障，故障指示单元翻牌显示，告警灯闪烁，同时将故障信息发送给对应的故

障监测单元；

[0026] 步骤(B)，故障监测单元接收到故障指示单元的故障信息，解析故障信息，并形成

故障信息短信，将故障信息短信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发送给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故

障信息短信包括故障发生的时间、杆塔号、故障指示单元组编号、相别号、故障电压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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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相别号包括A相、B相、C相；

[0027] 步骤(C)，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接收到故障信息短信后，检索故障信息短信，得

到杆塔号、故障指示单元组编号、相别号、故障电压电流值、故障发生的时间；

[0028] 步骤(D)，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根据杆塔号、故障指示单元组编号、相别号，遍历

保存的配电节点信息库，匹配及定位故障指示单元的位置；

[0029] 步骤(E)，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执行在线策略库配置模块生成的在线策略库的

脚本实现故障区段的定位；

[0030] 步骤(F)，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将故障定位区段在配电线路拓扑图上通过故障

告警信息窗模块进行告警显示，点击告警显示点查看故障的具体信息；

[0031] 步骤(G)，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在故障定位信息窗模块上推出故障区段定位的

定位信息，用于提示检修人员进行快速处理故障；

[0032] 步骤(H)，以月或者周为时间间隔进行历史故障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并存储在历史

信息窗模块。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及方法，包括

可无线通信的故障指示单元、故障监测单元、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

端小巧，轻便，可24小时随身携带，可实现对配电线路测量信息的实时监视和快速的故障定

位，有故障及时告警和显示故障定位区段，提醒检修人员及时处理，便于故障的快速抢修，

大大提高了运维效率，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框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的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的系统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7]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包括故障指示单元、故

障监测单元和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

[0038] 所述故障指示单元，为多个，且分布安装在架空配电线路上，用于采集和监测配电

线路的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并将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通过无线局域通信网传送到

故障监测单元；

[0039] 所述故障监测单元，为多个，用于接收无线局域通信网内多个故障指示单元传送

的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并具有数据远传功能，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发送遥测报文或

故障信息短信至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

[0040] 所述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小巧，方便，可24小时随身携带，用于与故障监测单

元进行信息交互，实时监测配电线路，当接收到故障信息短信后，进行关键字检索，根据拓

扑图定位及显示故障信息，并执行故障定位策略实现故障区段定位；

[0041] 所述无线局域通信网、无线广域通信网络组成无线通信网络，所述无线局域通信

网用于多个故障指示单元与对应的故障监测单元之间的数据传输，所述无线广域通信网络

用于各故障监测单元、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之间的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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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多个故障指示单元，分布安装在架空配电线路的A相、B相、C相上，并将多个故障指

示单元分组，每组包括三个故障指示单元，三个故障指示单元分别安装在架空配电线路相

同位置的A相、B相、C相上，每组故障指示单元与一个故障监测单元通过无线局域通信网实

现信息的交互，多个故障监测单元与一个或者多个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通过无线广域通

信网络实现信息的交互。

[0043] 如图2所示，所述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为多个，提供给多个工作人员同时使用，

包括登陆模块、图形配置模块、策略配置模块、主界面模块、短信信息窗模块、遥测实时信息

窗模块、故障告警信息窗模块和历史信息窗模块，

[0044] 所述登陆模块，用于安全认证，具有权限人员能够使用和操作移动智能故障定位

终端；

[0045] 所述图形配置模块，用于架空配电网的配电拓扑图的导入和编辑，故障指示单元

和故障监测单元的配置信息录入，故障定位策略的录入，形成并保存配电拓扑信息库，配电

节点信息库；

[0046] 所述策略配置模块，用于故障定位策略的导入和编辑，形成并保存故障定位策略

库；

[0047] 所述主界面模块，用于显示架空配电网的配电拓扑信息和故障指示单元、故障监

测单元信息；

[0048] 所述短信信息窗模块，用于显示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接收的故障信息短信；

[0049] 所述遥测实时信息窗模块，用于显示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接收的实时遥测报文

信息；

[0050] 所述故障告警信息窗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故障信息短信，通过故障信息短信对

配电拓扑图信息进行匹配，识别故障信息点位置，显示故障告警信息；

[0051] 所述历史信息窗模块，用于根据时间段或者线路编号，查询历史故障告警信息。

[0052] 所述策略配置模块，包括标准策略库配置模块和在线策略库配置模块，标准策略

库配置模块支持标准策略库的导入和编辑，采用JAVA脚本语言，保存后生成标准策略库模

板；在线策略库配置模块，支持灵活方便的策略配置模式，可以根据架空配电网的拓扑，选

择自动导入模式或者手动配置模式，其中自动导入模式，支持从标准的策略库导入及编辑

策略库，保存后生成在线策略库；手动配置模式，支持手动输入故障定位策略，采样JAVA脚

本语言，保存后生成在线策略库；

[0053] 基于上述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的故障定位实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54] 步骤(A)，各故障指示单元采集和监测配电线路的负荷信息、线路故障信息，若监

测到配电线路故障，故障指示单元翻牌显示，告警灯闪烁，同时将故障信息发送给对应的故

障监测单元；

[0055] 步骤(B)，故障监测单元接收到故障指示单元的故障信息，解析故障信息，并形成

故障信息短信，将故障信息短信通过无线广域通信网络，发送给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故

障信息短信包括故障发生的时间、杆塔号、故障指示单元组编号、相别号、故障电压电流值，

所述相别号包括A相、B相、C相；

[0056] 步骤(C)，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接收到故障信息短信后，检索故障信息短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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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杆塔号、故障指示单元组编号、相别号、故障电压电流值、故障发生的时间；

[0057] 步骤(D)，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根据杆塔号、故障指示单元组编号、相别号，遍历

保存的配电节点信息库，匹配及定位故障指示单元的位置；

[0058] 步骤(E)，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对接收到的故障信息短信在配电线路拓扑图上

通过故障告警信息窗模块进行告警显示，点击告警显示点查看故障的具体信息；

[0059] 步骤(F)，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执行在线策略库配置模块生成的在线策略库的

脚本实现故障区段的定位；

[0060] 步骤(G)，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在故障定位信息窗模块上推出故障区段定位的

定位信息，用于提示检修人员进行快速处理故障；

[0061] 步骤(H)，以月或者周为时间间隔进行历史故障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并存储在历史

信息窗模块。

[006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用于架空配电线路的故障定位系统及方法，包括可无线通信

的故障指示单元、故障监测单元、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移动智能故障定位终端小巧，轻

便，可24小时随身携带，可实现对配电线路测量信息的实时监视和快速的故障定位，有故障

及时告警和显示故障定位区段，提醒检修人员及时处理，便于故障的快速抢修，大大提高了

运维效率，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6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及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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