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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基础设施建设与 “双碳” 经济的双重驱动下，坚强智能电网与能源物联网

的蓬勃建设，正在促使中国电力行业实现加速转型，催化了电力世界与数字世界的

有机融合，从而构建了出一个全新的跨电力价值网络的生态体系。英特尔作为算力

和万物互联基础设施的核心贡献者，希望引领风潮，带领 x86 的生态与中国电力价

值网络的生态体系产生充分共鸣，为电力物联网十亿量级的边缘计算设备所筑成的

电力血脉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血液，加速价值网络中的每个组织实现以创新导向的

自我迭代，最终实现更可靠、更实时性的电力价值网络的运行优化，从发电侧，输

配电侧，变电侧到用电侧实现全网络的效能价值提升。”

郭威

英特尔公司销售总监

“英特尔通过将变电站相关的边缘控制和边缘分析架构开源，与中国的电力生态充分

共享，并提供结合英特尔芯片平台的 AI 算法加速，实时性能调优等核心技术支持，

从新基础设施层面来保障电网公司在数字化转型和电网现代化两个主流方向上实现

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物联网，5G，大数据等创新技术一直是英特尔公司与电网集团

合作的着力点，也是技术融合型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重心，通过软件虚拟化技术，

开发具有高度集成网络负载、边缘 AI 负载与实时控制负载能力的融合边缘基础设施

已经成为公认的软件定义坚强智能电网的必要条件。让我们在电网新基建和双碳目

标使命担当的大旗下合作共赢，让算力与电力在变电站的基石上碰撞，迸发出中国

经济成长的双力动能，支撑可持续的双循环新经济。”

李岩

英特尔公司物联网事业部总监

序



4

简介

全球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正从大型集中式的核燃料能源和化石燃料

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随着分布式能源（DER）并网的需求，电

网的传输正在向双向化的进程演进。

如今，电能流动逐渐形成从客户私有场所的可再生发电电源向电

网并入的反向拓扑，这给电网运营商带来了新的挑战。电网公司

领导者迫切需重构电网运营体系，以满足现代化全球能源模式的

需求。

当前用于管理和分配电力的系统不足以应对电网所面临的挑战，

因为传统电力系统的设计初衷只是单向地将电力从电力公司输配

到家庭和企业。

自 20 世纪首批集中式的电网问世以来，几乎所有电力都是由集

中式的大型发电厂通过输配电网输送。作为电网节点功能的变电

站负责确保为电力消费者提供一致的电力服务。

变电站正处于双向电力传输的交汇点，同时也处于电网拓扑架构

历史性变革的转折关口。当分布式电源需要被高效整合并网，并

实现双向电力传输时，传统的配电节点已然成为了瓶颈。在电力

现有大部分的电网拓扑架构都是为了
大型电厂单向输送电力而设计的。“

”

中压配网电力用户

20kV、10kV、6kV、

3kV

低压配网电力用户

220V、380V

输电线路 — 交流电：1000、750、

500、330、220kV

直流电：800、600、500、400kV

电厂

颜色图例：
橙色：发电
黄色：输电
绿色：配电
白色：电力用户

中国的电网架构 — 坚强智能电网

 中压配电线路

（20KV、10KV）

发电升压变压器 输电网电力用户
220kV+

高压配电网电力用户

35kV、66kV、110kV

输电变电站降压器

配电变电站降压器

公用/私有配电室变压器

高压配电线路

（110KV、66k

KV、35KV） 低压配电线路（220V/38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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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边缘分布式电源的智能电网架构

发电

发电变压器

核电 

风力发电 
透平

水力/抽水
蓄能 输电变电所 工商业电力

消费者

配电变电站
电网级储能

风力发电
透平

太阳能

太阳能

微电网

电动汽车

智能电表
恒温器 

电池

住宅电力消费者

变电站智能系统

太阳能

* ** 英特尔并不管控或审计第三方数据。您需要寻求其他信息来源，以评估该描述的准确度。

   ** Marketsandmarkets 2016 和 Newton-Evans 2016。

行业，越来越多的人一致认为，大多数变电站都需

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满足全球对于智能电网日益

增长的呼声，来响应电力消费者和监管机构关于整

合更清洁、更可持续能源的需求。

绝大多数的输电变电站和配电变电站都建造于几十

年前。目前在役的大多数变电站都依赖于专为帮助

电力公司通过电网将电力传输到家庭和企业而设计

的电力系统，它们无法完全满足用于分布式电源向

电网进行电力传输的控制。

目前使用的变电站技术已经严重过时并缺乏灵活

性。数以百计的具有固定功能的电力设备种类（包

括从自动化控制器设备、保护继电器设备到网络设

备和电网安全设备）使用的都是特定厂家的专用硬

件和软件，它们都需要现场维护和升级的干预。

这些传统电力系统旨在支持集中式大型电厂的输配

电任务，但他们并不适合用于构建集成了分布式电

源（DER）的电网所需要的自动化和数据分析能力。

此外，维修和升级变电站中固定功能的电力设备需

要耗费大量成本和时间。每次出现问题或需要升级

时，技术团队都必须赶赴现场，处理安装、调试、

配置、部署和测试等工作。

现代变电站需要标准化体系来构建数据驱动型电

网，并在本地管理电网运营的各方面要素，同时

增强安全性和可管理性。就用于变电站指挥和控制

的基础设施来讲，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但相应的潜在投资回报也是巨大的。Salt  

River 项目高级首席工程师 Anthony Sivesind 表

示，部署软件定义的自动化和控制系统能够将变电

站中的总设备数量减少 50%，并最终导致运营和

维护总成本降低 76%*。

电力公司开始逐渐认识到，有必要使用智慧边缘架

构对变电站进行技改和现代化改造。随着他们使用

标准化通用基础设施来取代传统硬件和软件，变电

站现代化改造市场正以超过 5% 的年复增长率稳步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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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电网将能同时容纳各种传统
发电电源和多种分布式能源。“

”
扁平电网 — 电力基础设施

电网级储能

太阳能电厂

风力发电厂

数据中心

屋顶和停车场
太阳能发电

储能

电动汽车

能源需求四倍率增长

微电网

电网现代化需要将电网边缘的分布式电源与变电站

中的智能系统无缝整合。这个过程首先从部署标准

化硬件平台与实施软件定义的自动化和控制系统

开始。

要实现变电站的工作负载整合，需要使硬件与软件

相互独立，并对整个系统进行标准化，以赋能更快

速、更具创新性和更高效的解决方案。该标准化方

法可以取代自顶向下从开发硬件装置到在变电站部

署专用软件的传统方法。工作负载整合可以避免传

统开发和测试新系统的繁琐流程，而这种传统开发

测试新系统的过程常常会耗费数年时间。

通过基于英特尔的技术来实现变电站现代化，可帮

助电力公司打破传统监控和数据采集（SCADA）系

统的局限。

11重构电网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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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个智能电子设备（IED）可以通过标准化

协议相互通信或者各自与监控中心进行通信。未来

的变电站将通过把负责与多个仪表进行协作的控制

器和负责设备控制功能的控制器，整合到统一的虚

拟 IED 的过程中受益。虚拟化应用和软件可以根据

需要进行升级，这就能让电力公司在扩展变电站基

础设施建设时，仍然保留使用其已有的 IED。

将一次设备与电力自动化系统相连接需要配备具有

远端装置（RTU）的分布式 SCADA 控制系统。这

些由微处理器控制的电子设备将中继遥测数据传送

到一个中央系统，并使用来自该系统的报文来控制

所连接一次设备的物理状态。

为变电站开发开放平台有助于提高电网可靠性、生

产安全性和系统安全性。将工作负载整合并迁移到

符合 IEC-61850 要求的加固型服务器还将帮助电

力公司通过中央系统对相关各子系统实施自动化部

署，并实现系统升级操作，使得各子系统具备了信

息安全的特性。由此获得的系统增强升级，可以让

电力公司不再派遣维护人员前往现场，从而有助于

降低安装、调试、操作和维护成本。

虚拟化技术在数据中心市场经受了相当长时间的考

验和证明。现在，虚拟化技术有望帮助电力公司开

发在可扩展性、安全性、可靠性和效率这四个方面

都更为出色的自动化和控制系统。例如，电力自动

化和电力控制的虚拟化实现也同时意味着不再需要

为了部署新的应用，而每次都必须在变电站中安装

许多新的硬件系统。由此，软件应用能独立于硬件

系统，将不断降低资产投资支出和运营成本。

电网现代化还将帮助电网运营商充分利用强大的计

算能力进行高级监测、诊断和安全增强。变电站自

动化使得在变电站边缘侧进行的数据聚合和治理成

为可能，电力公司也可以实时了解可再生能源对电

网的即时影响，并使用机器学习技术释放数据的价

值，以获取更深刻的洞察。

机器学习技术将成为数字电网的基石，促进在变电

站边缘的实时数据分析和自主化决策。由此产生的

洞察和运营理解，将有助于优化解决由分布式能源

并网供电波动所引起的电网实时供需失衡的问题。

电网现代化的五个基本构建模块包括虚拟保护继电

器（VPR）、微数据中心、配网变电站、风力发电

透平和微电网。电网数字化基础设施是一种基于物

联网（IoT）的新型基础设施，支持各类电力装置

连接到智能电力网络，可帮助用户通过实时数据分

析实现可执行的洞察和自动化的控制。

为变电站开发开放平台有助于提高电网
可靠性、生产安全性和系统安全性。“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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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继电保护将取代老化的，且通常以模拟电路功

能呈现的的机电固态微处理器装置，这些装置的维

护和升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高昂的成本。换句话

说，虚拟化可以减少电力装置数量，从而减少工作

人员往返变电站的频率，并降低运维成本。

通过将构建于标准化硬件设备之上的电力自动化系

统与保护和控制系统进行虚拟化，将有助于增强系

统性整合大量保护和控制应用的能力，并支持自我

诊断来实现优化上线运行时间、集中式的维护和升

级，同时提升系统的灵活性和安全性。

变电站边缘侧的数据整合和治理可以通过增强型分

析来提供给电网运营者更深入的系统性能洞察，从

而由此受益。这些更深入的洞察可以帮助机器学习

算法通过自主学习的控制系统自动地管理电网，以

实现电网运行的持续改进。对于电力公司而言，虚

拟继电保护将有助于提高运营安全性和可靠性，并

降低资产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电力设备制造商

（OEM） 也将能够从以下几方面受益，包括产品

上市时间的加速、开发成本的降低以及软件和服务

收入的提高。

使用集中化的新架构当前架构

虚拟化 IED

虚拟化 IED

虚拟化 IED

安全性

电力加固型边缘服务器

电力加固型边缘服务器

合并单元（MU）

电力加固型边缘服务器

控制

控制

控制

合并单元（MU）

合并单元（MU）
IED 控制

IED 保护

IED 母线

时间同步（TS）

控制

控制

控制

合并单元（MU）

时
间

同
步

电
力

系
统

22利用虚拟化技术实现现
代化的电力保护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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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美约有 7 万多个变电站仍然依靠传统的电

力系统来管理、维护并运行数以千计的电力装置，

而这些电力装置正是构成电力系统运维技术（OT） 

和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变电站迫切

需要摒弃过时的电力系统架构，从由固定功能的电

力装置组成的拓扑集合（如 IED、RTU、PMU、

HMI、防火墙、交换机和路由器），转向采用标准

化新电力融合边缘基础设施的系统架构进行新型电

力系统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重构的电网拓扑架构将

有助于优化和平衡供电，以应对由分布式电源的大

规模并网所造成的电力供需波动所带来的挑战。

33基于微数据中心平台的
电网工作负载整合

新型电力系统 — 下一代变电站自动化和控制架构

电网数据中心

身份管理

目录服务

虚拟机管理器

ADMS/EMS

密码管理器

SEIM

网络安全

日志采集器

NMS

备份

补丁管理

Docker/Kubernetes

FOG SM 管理器

FOG SM

虚拟机

变电站微数据中心

FOG SM

网络安全

防火墙

ADMS 应用

Testman

应用

容器应用

防火墙

HMI/RTU

SCADA

虚拟化管理工具

VSANVSAN

加固型
工业服务器

VSAN

虚拟网络

利用通用管理工具
和服务降低复杂性

和运营费用

虚拟防火墙用于
网络分段并支持在
NERC-CIP 环境中

实施 ESP

用于本地访问
   应用虚拟机，

也可用于测试人员
通过防火墙

访问 IED 的设备

PLC

全球定位系统授时
IBC 15BB - PTP

过程总线网络

北向网络 东西向和南向网络

   变电站局域网，
   也称为站内总线，
   被防火墙隔离，

不可路由到
变电站之外

隔离区管理/
应用网络可以
访问数据中心
和本地网络

服务器必须满足
变电站装置的 

IEC61850-3:2013
标准

北向网络包括面向
电网数据中心的管理和数据网络

用于变电站和虚拟继电保护的边缘微数据中心架构

东西向网络包括隔离区管理/
应用、分布式共享存储网络
和虚拟实时负载迁移网络

    南向网络包括站内总线、
本地访问和本地管理

HMI
瘦客户机

瘦客户机

本地访问

测试人员
高防护笔记本

场域网络（FAN）

合并单元

MU
1A

MU
2A

MU
xA

MU
1B

MU
2B

MU
xB

. . . . . .

虚拟继电保护

vIED

位置 1A

实时虚拟化
管理工具

加固型
工业服务器

虚拟网络

VPR 管理器

. . . . . . . . .

PKI

加固型
工业服务器

加固型
工业服务器

加固型
工业服务器

加固型
工业服务器

实时虚拟化
管理工具

实时虚拟化
管理工具

VPR 管理器 VPR 管理器

vIED

位置 1B

vIED

位置 1C

vIED

位置 2A

vIED

位置 2B

vIED

位置 2C

vIED

位置 xA

vIED

位置 xB

vIED

位置 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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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微数据中心架构的新型电力系统架构正在

得到大力发展，有望大幅度提高电网的可靠性、安

全性和可管理性。变电站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将各种

电力自动化的工作负载，整合到运行了虚拟机的符

合 IEC 61850 标准的加固型服务器中。该微数据中

心可在站内总线层面对变电自动化和 IT 信息化应用

进行虚拟化，并引入虚拟网络技术来隔离虚拟机之

间的流量，从而加强软件化电网装置间的隔离和安

全性。

英特尔及其电力合作伙伴所推动的变电站微数据中

心技术，将以运营技术为核心的应用和以信息技术

为核心的应用融合到集中的、可扩展的电网新基础

设施成为了可能。该融合意味着，从防火墙、路由

器到网络安全系统以及电力系统应用的一切组件，

都可以在在少到两台加固型服务器作为新电力基础

设施的微集群单元上运行。同时，运行在全新虚拟

化微数据中心上的软件定义的新型电力基础设施将

有助于改善电力公司的通信和决策。智能变电站作

为电力和算力的枢纽，将能够处理和分析多个来源

的数据，从而帮助电力公司实时做出本地决策。

新型微电网平台支持在虚拟化环境中
整合各类装置，包括从路由器、交换
机到电力的 SCADA 系统和 IED 等。

“
”

RTU

防火墙

路由器

交换机

PMU

SCADA

安全性

加固型服务器

（符合 IEC - 61850 - 3 class 2

和 ANSI 1613 标准）

环境分区   安全隔离 应用封装   硬件解耦

现今的变电站 新型变电站

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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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网变电站的全新参考架构采用标准化
的设计，应用方案配置却非常灵活。“

”

44配网变电站的 
现代化改造

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电力公司在电网边缘节点使用配

网变电站为电力消费者输送电力，中国的电网拓扑

也是如此。配网变电站负责为家庭和企业供电，其

配网拓扑所覆盖最终用户的数量从几百到几千不等。

全球有超过 2800 万个在役配网变电站运行着大量

的传统硬件设备和应用，在中国，配网变电站（高

压配变、中低压配变）的数量也在 500 万个左右。

由于这些配网变电站物理尺寸的限制，导致为每个

应用添加新硬件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人工更换或升

级每台设备又成本高昂。

智慧电力边缘节点的功能融合能够帮助电力公司实

现配网变电站的硬件标准化。针对此需求，英特尔

与行业合作伙伴形成合作联盟，已经开发出了相关

原型机及标准化设计规范。

电气框图
• 2 个插槽用于安装计算模块（PCM 和 SCM）。PCM 作为主模块
• 所有的系统配置都需要同时具有电力模块（PM）和交换机模块（SM）
• 多达 6 个 I/O 模块可满足各种应用的特定用途
• 通过无源背板来支持以太网（RGMII）的实现

I/
O

 模
块

PCM

无源背板

主要计算模块
（可选）

辅助计算模块

AI 加速卡

通用计算

存储

. . . . .

WAN 模块
（例如蜂窝模块）

GPIO 模块电
力

模
块

交
换

机
模

块

隔离测量模块

特定接口模块

. . . . .

SSP 电力
数据输入

0..6x10 模块

以太网交换机

CPU

内存

大容量存储

系统管理

DC/DC

过流保护

显示器

8x 内部

1..2x 外部

SCM

I/
O

 模
块

I/
O

 模
块

I/
O

 模
块

I/
O

 模
块

I/
O

 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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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软件定义网络 SDN — 虚拟网络和安全性

虚拟化管理工具（类型 1）

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硬件（酷睿® ix 和至强™）

网卡 网卡 网卡 网卡 网卡

消息总线

W
M

09

W
M

08

W
M

07

W
M

06

W
M

05

W
M

04

W
M

03

W
M

02

W
M

01

网
络

安
全

和
应

用
管

理

报
警

和
事

件
管

理

系
统

监
测

与
诊

断

编
排

利用虚拟化技术实现配网变电站的数字化

原型机的外壳针对室外部署、极端温度和湿度的情

况进行了特定的加固和封闭，内含两个用于安装计

算模块的插槽，以及一个电力模块，和一个交换机

模块。该原型机最多可以添加六个额外的 I/O 模块用

来满足各种应用的特定用途，同时可以通过 RGMII 

以太网接口来提供网络支持。

英特尔的配网变电站原型机已经通过各种硬件的

验证要求，包括开机可靠性、高温承受度以及 IEC 

61850-3 变电站标准的合规性。电气装置数量和现

场安装服务需求的减少将有助于降低电力公司的固

定资产成本、运营成本和系统集成成本。

在运营层面，虚拟化的变电站将使得新型应用的部

署和规模化变得更加简单。同时，由于内置的系统

状态监测功能和板级的安全功能，使整体系统的安

全性也得到大幅增强。

标准化和紧凑的硬件形态将能够减少变电站硬件的

固定资产成本，并降低运维成本。同时，虚拟化技

术也将通过支持远程的应用部署能力来进一步降低

运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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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风力发电透平中的
虚拟化技术

风力发电透平中的工作负载整合与变电站中的保护

和控制系统的虚拟化类似。风力发电透平控制器与

变电站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存在着大量的专有的

固定功能的系统，且这些固有装置都锁定特定的供

应商品牌。即使单个发电透平维修，也需要派遣工

作队赶赴现场，并在 295 英尺高的作业场所实施高

空作业。

如今，发电透平控制系统的虚拟化有望简化系统运

维，提升效率并提高系统的安全性。风力发电透平

具有多个控制系统，可以通过分布式的方式在服务

器集群上运行。其中的关键在于，通过在标准化硬

件基础设施上运行虚拟化应用来替换原先六个或更

多的固定功能装置，以提升整体系统的安全性和灵

活性。从发电透平变桨距控制器到 SCADA 和分析

系统，一切皆可在虚拟化环境中实现软件定义的系

统。

举例说明一个用于简化发电透平控制系统的双服务

器系统架构。风力发电透平控制系统可以搭建在支

持按需添加应用的开放架构之上。除了能够降低运

维成本外，虚拟化的风力发电透平控制器还可以支

持更高效地系统数据整合，数据治理，洞察提取并

实施实时分析来最大化发电出力。

此外，标准化还将促进全局自动化的实现，使得风

力电厂运营商可以摆脱风力发电透平 OEM 厂商的

限制，按自己的意愿来部署软件。这一出色的灵活

性意味着运营商可以定制风力发电厂，以满足特定

的性能目标，并轻松实现并网。

风力发电透平的现代化包括运营技术
应用和信息化技术应用的虚拟化实现。“

”
使用虚拟化技术实现风力发电透平控制的数字化

高级风力发电透平控制器

高级变桨距控制器

高级监测和异常检测

高级风场控制和 SCADA 软件

高级风力发电透平发电优化

vFirewall、vRouter、vSwitch、日志分析、安全性

无
源

背
板

I/O 模块

电力模块

交换机模块

PC
M

SC
M

VMware

运营技术为核心的应用

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的应用

I/O 模块

I/O 模块

I/O 模块

I/O 模块

I/O 模块

实时虚拟化软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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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网包括各种发电电源，如太阳能电池板、风力

发电透平、燃料电池、发电机组和储能设备等。这

些发电动力岛可以灵活地与微电网中的主电网进行

并网或单独地独立组网使用。微电网可以降低能源

成本，为关键业务地运营提供弹性供电，并提供清

洁、可持续的能源。

66使用虚拟化技术实现 
微电网的标准化

充分挖掘微电网的全部潜能需要使用
标准化的命令和控制平台，以便在虚

拟化的环境中解耦硬件和软件。

“
”

使用虚拟化技术实现微电网控制的数字化

能源管理器

电网连接

负载管理

资产监测和分析

高级风力发电透平

实时虚拟化软件

vFirewall、vRouter、vSwitch、日志分析、安全性

无
源

背
板

I/O 模块

电力模块

交换机模块

P
C

M
S

C
M

虚拟化软件

运营技术为核心的应用

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的应用

I/O 模块

I/O 模块

I/O 模块

I/O 模块

I/O 模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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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挖掘微电网的全部潜能需要使用标准化的电

力自控平台，以便使用虚拟化技术解耦硬件和软

件，这和为变电站设计的新型的保护和控制平台

非常类似。

微电网平台支持在虚拟化环境中融合各种工作负

载，如发电电源管理、电网拓扑动态连接、电力负

载整形以及电力自控等。

在虚拟化平台的基础上实施标准化，将可以帮助

微电网运营商从更高效的系统管理和控制策略中

获益，并可以动态地根据实时本地数据和公共数

据中获得的洞察及时调整运营策略。此外，标准

化还可以帮助简化控制流程，在可以灵活地使微

电网在并网与独立组网模式之间无缝切换。

现代化的微电网将不再依赖于多个应用分别运行

在互不兼容的硬件平台之上，而是将使用预置了

虚拟化管理工具的标准化硬件来整合多种应用，

并部署运行在由各种服务器所构成的多任务平台

之上。虚拟化技术将支持使用独立的隔离环境，

同时每个应用都能有自己的操作系统（OS），这

将有助于提高系统的整体可靠性和弹性，以应对

个别硬件发生故障的情况。

工作负载整合有助于电力公司开发新型微电网系统

架构，从而减少电力装置数量，支持软件定义的网

络，并实现实时分析能力。此外，设备数量的减少

还有助于减少微电网系统被攻击的潜在破口，从而

提高整体系统的安全性。

通过虚拟化技术来支持运营技术应

用和信息化技术应用的整合

标准化能够减少部署成本，同时降低固定资产成本

和运营成本，帮助电力公司搭建起一个更加灵活、

可扩展且安全的新型电力基础设施，并使用机器学

习技术来提高分析能力。

在业务层面，工作负载整合能够支持电力公司加快

在电网边缘节点的创新步伐，并充分利用实时数据

来增强对微电网运营的洞察。除了促进全局自动化

之外，微电网的现代化还有助于电力公司提高效

率、降低维护成本，充分发挥微电网的发电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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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物联网解决方案的推动下，电力公司正在加速电

力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步伐，以实现 IT 和 OT 的融

合，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的充分利用，以及数据在

电网的边缘节点就得以被处理。

工作负载整合是传统系统向全面虚拟化应用环境

转变的关键。内嵌英特尔® 处理器的硬件系统，包

括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Arria® 

10 FPGA 和 SoC、3D XPoint 内存模块、英特尔® 

Movidius™ 视觉处理单元（VPU）加速卡和英特尔

网络接口卡等硬件设备将为电网虚拟化奠定坚实基

础。

工作负载整合将能够帮助电力公司提高可靠性并降

低全生命周期成本，而虚拟化技术将可以帮助电力

公司加快产品和服务的上市速度，同时降低运营成

本和固定资产成本。

智能电网技术能够将能够使包括分布式自控系统、

继电保护、人机界面和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在内的一

切装置全部实现软件定义的虚拟化。数据中心市场

过去十年来在虚拟化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功，也为电

力公司转型的巨大潜力提供了有力的背书。

电网现代化需要对现有电力基础设施进行全面升

级，并需要电力公司、监管机构、政策制定者以及

民营公司跨领域的通力合作。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将有赖于电网的演进，以减少碳排放，推进交通

运输电气化进程，并促进分布式电源在电网边缘节

点的并网。

随着能源市场全面拥抱数字化转型，电力系统将从

模拟架构向全新的数字化新型电力系统标准演进。

将虚拟化技术应用于电力公司的自控系统将需要行

业锐意创新，共建新型电力系统的生态系统，共织

智能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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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

基于 Intel边缘计算系统的
实时电压暂降监测及治理
国网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 舒彬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吴之晶 大唐宁夏分公司 杨真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张骏 中移铁通北京分公司 舒洪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单娜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王祥 济南亚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静亮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王爱喜

电压暂降的危害及监测要求

近年来随着电网的发展与新型电

力负荷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电能质量重

要性的认识显著提高，成为研究的重

点。在众多电能质量问题中，电压暂降

会引起敏感负荷的故障甚至损坏，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在实际工作中，通常通

过优化改造电力系统或装设抑制电压

暂降的设备来治理电压暂降问题。而

检测电压暂降则是改善电能质量、治

理电压暂降的前提。如何快速有效检

测电压暂降的特征，是本文主要的研究

方向。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Intel边缘计
算+云计算的电压暂降检测及分析方法，
并开发完成了基于边缘计算的前端监测

装备和基于云计算的后台分析系统。

基于Intel边缘计算的电压暂降检测

基于总体平均经验模态分解与二

点法的单相电压暂降检测方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总体平均经

验模态分解（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EMD）与二点法的单相
电压暂降检测方法。考虑到两点法处

理含噪声和谐波畸变的电压波形时计

算结果波动较大、误差显著的问题，通

过 EEMD方法提取电压基波分量，滤
除谐波和噪音影响，然后通过二点法

计算电压基波分量的幅值与相角。同

时还给出了一种构造在线计算所需数

据序列的方法，使所提方法可以满足

在线检测的需求。实验仿真表明，

EEMD方法能有效地滤除谐波干扰，对
提取出的基波分量用二点法进行计

算，可以快速、准确地检测出电压暂降

的特征。

传统 HHT方法存在端点效应问
题。为了在电压暂降检测中发挥HHT
方法时频分辨率高的优势同时避免端

点效应的影响，结合时间序列分析工

具对电压序列进行延拓，利用余弦窗

函数抑制预测误差，然后对延拓序列

进行Hilbert谱分析，得到电压暂降的
特征信息。仿真结果表明了所提方法

端点效应不明显，能够快速、准确地定

位电压暂降起止时刻，计算电压幅值和

频率。

Intel装备软硬件架构优势
电压暂降检测与控制系统要求在

2~3毫秒时间内检测到电压暂降并发
出控制信号，这就要求检测方法延时

小，可以快速、准确地检测出电压暂降

的起止时刻。由于时序数据序列本身

的复杂性和叠加性，对检测方法的实现

效率和实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对计算基础

设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考验。秉

承新基建的意义，用算力服务于传统能

源行业，作为业界的领头羊之一，Intel
拥有全栈XPU（CPU，GPU，VPU，FPGA），
提供多种平台架构，以更高的性能来适

应这些多样化的工作负载。在时序数

据实时处理场景中，CPU通用处理器搭
配 FPGA加速器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架
构实现。CPU作为最广泛的通用架构
实现，第二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

器提供了比前代产品更高的性能并具

备多项新特性，提升了灵活性与安全

性，增强了内存性能。为了赋能AI，可
扩展处理器集成AI加速技术，扩展了
英特尔®AVX—512，赋予平台更多、更
强的AI能力，可加速AI和深度学习推
理，并针对工作负载进行了优化。这使

其拥有了集成 AI加速能力的 CPU架
构。基于这一架构，大多数推理工作被

集成在工作负载或应用程序中，让用户

可以获得加速带来的性能和更高的灵

活性等优势，在以数据为中心的时代，

帮助在多云与智能边缘之间高效进行

无障碍性能切换，以及 AI开发与应
用。而 FPGA强劲的算力支持能够进
一步提升整个异构平台的性能，帮助用

户提高运行效率，打造性能更强的敏捷

服务和更具价值的功能，进而改善总体

拥有成本和提升生产力。

此外，英特尔®oneAPI产品将提供
跨这些体系结构部署应用程序和解

决方案所需的工具。它的一组补充工

具包（基本工具包和特殊附加组件）简

化了编程，并帮助开发人员提高了效率

和创新能力。核心的英特尔®oneAPI
DPC++编译器和库实现了 oneapi.com上
可用的oneAPI行业规范。

基于 Intel云计算的后台分析系统

以基于英特尔®架构的平台为基

础，构建云（总部云数据中心）—边（边

缘计算节点）—端（电压控制工控机）的

架构，并引入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

器、Analytics Zoo和 OpenVINO™工具
套件，以及面向英特尔®架构优化的

Pytorch等先进软硬件，形成端到端的人
工智能检测方案；另一方面，根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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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的差异，方案中也部署了多种不同

的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算法模型，检测

速度和准确率均获得了显著提升。

“云”端的总部数据中心，可以利用

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来自各电力节点的

丰富数据，根据实际电力运行场景需要

进行集中化的模型搭建。“边缘”计算节

点部署在各服务器中，主要包括推理服

务器、模型管理器以及模型仓库等组

件，用于较重模型的推理，并将推理结

果推送至电网电压控制系统中。“端”

则位于电网每个节点上，主要执行数

据采集、预处理、预分类及轻量级推理

工作。

运行效果

假设电压暂降故障波形主要是由

短路故障引起的，设置故障起始时刻在

t=0.08秒，结束时刻为 t=0.16秒，发生深
度为0.5p.u.的电压暂降。

短路故障绝大多数发生在电压瞬

时值的最大值附近，即对应相位90度与
270度附近。若故障起始时刻为 t=0.085
秒，即对应相位为90度，不考虑谐波和
相位跳变情况下，三种方法的检测结果

如图2所示。
改进HHT方法的响应速度最快。

单相变换平均值方法延迟10毫秒后达到
稳定。dq变换方法在故障发生时刻也很
快检测出暂降，但是随后的结果又出现

很大的误差，经过一段延迟才达到稳定。

结论

基于 Intel边缘计算，通过EEMD提
取电压基波分量，滤除谐波和噪音，避

免二点法计算结果产生误差，保留了两

点法延迟短的性能，实现快速检测电压

暂降。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快速、

有效检测电压暂降，为电压暂降治理提

供了参考依据。■

图1 基于 intel云计算的电网电压分析控制系统

图2 故障起始时刻位于90度相位时暂降离线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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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ntel 5G MEC架构和
OpenVINOTM的电力设备综合故障
诊断系统
国网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 舒彬
国网白城供电公司 朴哲勇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侯宝立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孟祥宇 竺树铭 王海涛 高纪明 史毅磊 张海亮 王爱喜

1.引言

红外热成像是以设备的热状态分布为依据，对设备运行

状态良好与否进行诊断，由于设备的热像图是设备运行状态

下热状态及其温度分布的真实描写，而电力设备在运行状态

下的热分布正常与否，是判断设备状态良好与否的一个重要

特征。因此，采用红外成像技术可以通过对设备热像图的分

析，诊断设备状态及以及是否带有隐患。

目前的方案多数是手持红外检测设备以及特定时间点

的红外成像设备，造成电站维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大，，且数据

分析效率低下，难以发挥红外技术的优势。因此，为了发挥

红外技术的优势和提高设备检测效率，进一步对研究红外视

频测温技术在电力系统设备故障检测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具

有意义重大意义。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Intel 5G MEC架构和OpenVINOTM

的电力设备故障诊断系统，并将其应用在电力系统设备故障

检测当中，大幅度提升了故障诊断分析效率。

2.基于 Intel 5G MEC架构和OpenVINOTM的

电力设备故障诊断系统

2.1电力设备红外视频诊断故障类型
在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载流导体会因为电流效应产生

电阻损耗，在理想情况下，输电回路中的各种连接件、接头或

触头接触电阻低于相连导体部分的电阻，然而一旦某些连接

件、接头或触头因连接不良，造成接触电阻增大，该部位就会

有更多的电阻损耗和更高的温升，从而造成局部过热。此类

通常属外部故障。外部故障局部温升高，易用通过红外热成

像发现，如不能及时处理，情况恶化快，易形成事故，造成损

失。外部故障占故障比例较大。

高电压电器气设备的内部故障，主要是指封闭在固体绝

缘以及设备壳体内部的电气回路故障和绝缘介质劣化引起

的各种故障。由于这类故障出现在电气设备的内部，因此反

映的在设备外表的温升很小。检测这种故障对检测设备的

灵敏度要求较高。内部故障比例小，温升小，危害大，对检测

设备要求更高。

2.2 Intel OpenVINOTM

OpenVINOTM工具套件是英特尔英特尔推出的一款加速

深度学习的推理及部署的软件工具套件，用以加快高性能计

算机视觉处理和应用。该工具允许异构执行，支持Windows
与Linux系统，以及Python/C++语言，能够有效推进计算机视
觉技术在从智能摄像头、视频监控、机器人，到能源电力物联

网，、智能交通、智能医疗等领域的深入应用。

OpenVINOTM工具套件在提高强化了计算机视觉解决方

案的性能作用，和并缩短了开发时间，简化了从英特尔提供

的丰富硬件选项中获得效益的途径，而这些选项可以提高性

能、降低功耗，并最大化硬件利用率，可让用户可以低资源获

得高收益，并且为新的产品设计提供个性化空间。

2.3 基于 Intel 5G MEC架构的故障诊断系统
如图1所示，该系统整体由前端视频监控系统、视频数据

传输通道、数据中心三大部分组成。前端视频监控探头负责

红外视频拍摄，中间传输通道将所测信息以数字的方式通过

网络传输至 Intel 5G MEC边缘云；基于 Intel软硬件的 5G
MEC边缘云，可以利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来自各视频采集点
的丰富数据，根据实际电力监控运行场景需要进行集中化的

模型搭建。基于 Intel的 OpenVINOTM数据分析模块部署在

5G MEC边缘云，主要包括推理服务器、模型管理器以及模型
仓库等组件，用于较重模型的推理，并将推理结果推送至电

力设备故障检测系统中。

2.4 Intel装备软硬件架构整体优势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网）旗下的国网信通产

业集团（简称国网信通）为积极响应国家“新基建”战略，应对

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所需的大量信息传输和数据处理需求，正

基于5G MEC（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解决方案支持
5G电力应用，将数据从公网转移到内网进行传输与处理，以
保障数据安全，并充分结合5G网络高带宽、低延时、大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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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在边缘就近实施业务卸载和高速处理，进而实现出色

的云边协同能力，以提升业务效率。

为高效地推进这一方案的构建与部署，国网信通携手英

特尔英特尔等合作伙伴，通过引入第二代英特尔®至强®可扩

展处理器、英特尔®FlexRAN参考架构，以及开放式网络边缘
服务软件（Open Network Edge Services Software，OpenNESS）
等一系列先进产品与技术，在5G白盒一体化小站设计、统一
边缘应用管理，以及高性能计算处理等方面为新方案提供助

力。

作为通信与信息领域的创新引领者之一，英特尔一直致

力于以先进软硬件产品与技术驱动 5G和MEC技术的发展。
如图2所示，在国网信通5G MEC方案的构建上，英特尔也在
5G白盒一体化小站设计、统一边缘应用管理，以及高性能计
算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助力。

在5G场景下，智能终端设备具有便携、移动等特性，使得

未来网络接入环境逐渐走向无线接入。为了让5G MEC方案
更方便地结合丰富的云（云计算）网（5G网路络）应用能力，将
业务下沉到边缘，英特尔为方案提供了英特尔®FlexRAN参考
架构。这一架构以第二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英特

尔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等作为计算处理核心，并通过数据平面开发套件
（Data Plane Development Kit，DPDK）等技术的加入，对无线
接入网的全面虚拟化提供能力，且对网络切片技术有着良好

支持。基于这一灵活、开放的参考架构，5G MEC方案可以在
通用 x86架构服务器平台中实现传统无线接入网BBU的性
能，为电力企业在不同应用场景中提供高吞吐、低时延时的

5G无线连接。
其次，5G MEC电力解决方案通过将计算资源与业务应

用下沉到边缘平台从而获得高效能，而边缘与核心的架构差

异导致应用软件无法直接迁移，由此带来的开发与部署工作

十分繁重。为帮助 5G MEC方案在公网、专网的
异构网络环境下获得统一的应用开发、托管环

境，从而让电力企业更方便地将智能应用迁移、

部署至边缘。英特尔为之提供了开源的

OpenNESS（Smart Edge Open）软件平台，该平台
能与 Kubernetes相互协同，支持边缘平台服务编
排，并通过为边缘平台预配资源，实现应用性能

加速；同时该平台也通过提供便捷接入方式获取

应用 终 端 数据 ，并 支持 身 份 验证 。 通 过

OpenNESS平台，电力企业能够有效规避不同网
络底层架构差异带来的影响，直接开发和部署边

缘智能应用，大幅降低方案推广门槛。

而在关键的基础硬件设施构建上，来自英特

尔的第二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图1 基于 Intel的故障诊断系统架构

图2 英特尔产品与技术助力5G MEC方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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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XL710系列以及英特尔®FPGA等，都为
方案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性能。尤其在计算力的选择上，方

案采用了更适于边缘环境使用的英特尔®至强®金牌6252N处
理器，其具备的英特尔®SST-BF技术可在不增加整体功耗的
情况下，提升处理器某一核心的主频。这一特性能有效应对

5G MEC场景中的大规模用户面数据转发需求，当处理器某
个核心用于高速用户面数据转发时，英特尔®SST-BF技术可
以提升该核心的工作主频，从而带来更大处理能力。这种灵

活的调节能力，不仅能有效提升方案中关键工作负载的处理

效率，也可降低整体能耗水平。

2.5 电力设备综合故障诊断系统的AI模型训练与推理
2.5.1 YoloV3 模型。
在电力设备视频测温与故障检测系统中，YoloV3是被广

泛使用的AI算法模型之一。该模型可用于完成实时目标识
别，该模型能有效的地帮助监测设备，在电力场景中，能精准

的地定位出现故障的电力设备。

2.5.2 Darknet神经网络框架。
在众多实现YoloV3算法模型的框架中，Darknet是被使

用最多的开源神经网络框架，代码轻量简洁，安装简便，执行

效率高，并同时支持XPU的异构计算。
1）模型训练。
当Darknet软件安装完成之后，我们便可以使用电网特定

的数据集对Yolov3算法模型进行训练，例如输入如下命令便
可以使用电网变压器数据集训练Yolov3模型。

$./darknet detector train cfg/transformer.data cfg/
yolov3-voc.cfg darknet53.conv.74

当训练中断时，可以使用如下命令，在中断处继续开始

训练。

$./darknet detector train cfg/transformer.data cfg/
yolov3-voc.cfg backup/yolov3-voc.backup

2）模型验证与评估。
平均精度均值（以下简称mAP）是我们在信息检索系统

中最常用的性能指标。该指标也被用来评估目标识别算法，

该值越大代表目标检测效果越好，mAP值的表达式为：

式中，P为准确率，R为召回率。
在Darknet中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内置的detector功能生成

验证数据集，并对mAP值进行计算。
使用内置detector功能生成数据验证集：

$./darknet detector valid cfg/transformer.data cfg/
yolov3-voc.cfg backup/yolov3-voc.backup

计算mAP值，利用 computeMAP.py计算mAP值评估算法
经过训练之后的检测性能：

python computeMP.py
通过训练可以看到，Darknet-YoloV3的AI模型能够清晰

的地展现变压器温度区域分布，为变压器故障诊断提供视觉

依据，更适合于电网变压器室外故障检测场景。

3）综合故障诊断系统的红外视觉融合方案。
在传统变电站设备故障诊断方案中，常使用TensorFlow

RBF与Adaptive Boost Framework的解决方案来诊断故障的
电力设备故障。

但传统模式已难以进一步提升识别率与效率来满足日

益增加的电网设备需求，因此基于 TensorFlow RBF 与
Adaptive Boost Framework 传 统 诊 断 模 式 融 合 基 于
Darknet-YoloV3视觉诊断模式的新融合方案配合5G MEC的
大数据高速通信，正在互相补足提升日常电力设备诊断与巡

检的准确率和效率。

2.5.3 OpenVINO YoloV3模型转换与推理
OpenVINOTM工具套件也针对YoloV3算法模型做了许多

工作，包括算法硬件优化；FPGA，显卡，Movidius多硬件组件
支持；推理例程代码编写，帮助开发者更加便捷的地转换

Darknet-YoloV3算法模型，并开始AI推理应用。
1）算法模型转换。
输入算法模型转换指令，OpenVINO便会将Darknet-YoloV3

算法模型转换为OpenVINO所需要的XML网络模型文件，以
及Bin权重文件。

图3 YoloV3目标温度检测结果

图4 变压器红外视频故障检测验证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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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变压器局部某时刻红外成像

图7 变压器选定点某时段温度变化曲线

2）推理。
在 OpenVINO 的 众 多 例 程 中 ，Intel 已 经 编 写 了

object_detection_demo_yolov3_ansync推理程序，开发者可以
直接使用该程序对采集到的数据和图像进行推理，识别视频

或图像中的物体特征。

3.运行效果

基于 Intel的电力设备故障诊断后台分析系统在某变电
站部署完成之后，对站内主变进行了重点观测，图6为某时刻
该主变的红外成像图。在系统后台可以方便直观的地观察

主变各个部位的温度情况。相比传统故障分析系统，该系统

能够在后台进行特定点定时观察并记录温度变化曲线（见图

7），并且，温度分析过程很快，故障点判断准确，大大提升了
电力设备故障诊断效率。

4.结论

基于 Intel OpenVINOTM的Darknet-YoloV3的AI模型能够
清晰的地展现变压器温度区域分布，为变压器故障诊断提供视

觉依据。利用基于 Intel 5G MEC架构和OpenVINOTM的电力

设备综合故障诊断系统，生产人员能准确方便地发现和测量

电力设备温度变化，对于消除电力设备的安全隐患，及时发

现、处理、预防重大事故的发生起到关键而有效的作用。■

图5 综合故障诊断系统的红外视觉融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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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电流接地故障指小电流接地系统的单相接地故障。

一般来说，故障诊断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故障发生时，找

出故障发生的位置，并给出解决的措施；另一个是对故障做

出早期诊断，即故障还未发生时，就给出预测，以避免故障的

产生。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郭小定等提出了

一种基于经验小波分析的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选

线方法；邱进等提出了一种基于现场实录波形的小电流接地

故障暂态选线方法；肖小兵等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小电流接地

系统的暂态特征型故障指示器技术研究方案；饶献文等学者

提出了一系列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诊断技术。这

些方法均在某些方面展现出了良好的检测效果。

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基于随机过程理论和数理统计学

方法，可以根据预测目标的当前和历史数据，来推断其未来

数据的变化和趋势。传统的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更多是基

于经验和规则的判断，准确率不高，时效性不强。随着人工

智能、大数据、工业物联网等技术的蓬勃发展，基于AI技术的
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在产量预测、供应链预测、销量预测、智能

运维、电力负载预测等多个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AI方法，例如回归、聚类、决策树等模型的引入，得以在
海量时序数据中厘清头绪，并结合科学的逻辑推理算法来做

出预测，使预测效率和准确率大为提升。

鉴于基于AI技术的时间序列方法的有效性，本文选用基
于机器学习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小电流接地故障诊断预测。

基于机器学习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机器学习方法是时间序列预测解决方法中常见的算法，

尤其是各类基于树的机器学习方法，常用的有XGBoost、随机
森林以及SVM等。本文采用随机森林的方法。

随机森林是以决策树为基础的机器学习算法。作为一

个树形结构，决策树构建时会将数据划分为具有相似值的子

集，其每一个非叶节点都是一个特征属性的测试，并由这些

测试来产生许多分支，每个分支就是某个值域的输出子集。

而最终的每个叶子，就是输出预测结果的数据。

随机森林是用随机的方式构建的一个相互不关联的决

策树森林，当有一个新的样本进入随机森林，就让每一棵决

策树都进行一次判断，计算样本的分类，然后看被哪一类选

择最多，从而得到预测样本的归类。

随机森林使用的是bagging，即从原始样本集中抽取训练
集，每轮使用bootstraping的方法抽取n个训练样本，然后放回
（在训练集中，有些样本可能被多次抽取到，而有些样本可能

一次都没有被抽中）。经过n轮抽取，得到n个训练集（n个训
练集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每次使用一个训练集得到一个模

型，n个训练集共得到n个模型。由于是随机采样，这样每次
的采样集是和原始样本集不同的，和其他采样集也是不同

的，这样得到的个体学习器也是不同的。再对这 n个个体学
习器通过集合策略来得到最终的输出。

对于结合策略，本文采用投票法，将上步得到的n个结果
采用投票的方式得到分类结果。投票法类似我们生活中的

投票，如果每个学习器的权值都是一样的。有绝对投票法，

也就是票数过半；相对投票法，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有加权，

依然是少数服从多数，只不过这里面的数是加权后的。

小电流接地故障的方法分析

为了对小电流接地故障进行分析和实验研究，我们设计

了XXX-561智能监控装置，主要用于光伏系统或者分支线路
的单相接地判断。如果光伏系统或者分支线路发生单相接

地，则快速切断并网或者进线开关，防止影响扩大到电网。

当电网测发生接地故障时，与本出线回路无关，设备不跳闸。

图1 5路出线的光伏系统

时间序列小电流接地故障诊断预测研究
——借鉴英特尔®开源边缘工业洞见软件平台参考架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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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判断通过零序电流或者零序电压幅值，加进线零序

方向和出线零序电流平衡度来判断。

本装置采用实时计算各保护元件的方式，不再设置专门

的启动元件，所有元件均实时计算出，相对简化了保护逻辑，

以利于提高保护装置的整体可靠性。

下面以5路出线的光伏系统为例来说明，如图1所示。
I0jx：进线零序电流；I01～ I05：出线零序电流；3U0：母线

开口三角电压。

装置取进线零序电流 I0jx、出线零序电流 I01~I05以及开
口电压3U0作为接地方向判断。

取每一路出线开关的一副常闭位置接点，当开关处于分

位时，此路出线不参与判断逻辑。

零序电流最大值 I0max:
进线零序电流 I0jx以及所有有效出线（开关合位）零序电

流的最大值。

单相接地：

装置取零序电流最大值 I0max或者3U0作为是否产生接
地的判断，大于设置的定值时，判断为接地。接地的方向通

过进线零序电流 I0jx的方向元件和出线零序电流平衡度 I0ph
来综合判断。当最大零序电流发生在出线时，零序电流方向

元件自动失效，通过出线零序平衡度来判断接地侧。

借鉴英特尔®开源边缘工业洞见软件平台参考

架构，加速时间序列应用部署

上文中详细介绍了小电流故障诊断预测系统的实现原

理、过程与方法，其中包括了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

与数据显示，本部分将介绍如何借鉴英特尔®开源边缘洞见

软件平台的集成软件与算法作为边缘计算架构和基础算法

框架参考，将诊断预测机制快速部署到边缘计算平台中。

英特尔®开源工业边缘洞见平台

英特尔 ®工业边缘洞见软件平台（Edge Insights for
industrial）是英特尔®为加速工业应用在边缘平台上快速落地

与部署而开发的开源软件框架。该框架易于部署在最接近

数据产生源头的边缘设备上，通过传输相关控制信息来使视

觉数据或时序数据的快速注入，并快速完成对数据的存储与

分析，将分析结果展现在输出设备中。

开源软件框架简介

图 2为英特尔®开源边缘洞见软件平台的框架图。该系

统中使用了Docker容器化技术，为开发者设计了众多容器化
组件如视觉注入组件（Video Ingestion）来适配类视觉输入设
备 ，完成 图像 的预处 理或编 解码；视觉分 析组 件

（VideoAnalytics）来对视觉数据进行AI分析，桥组件（Bridge）
用来连接外部边缘应用等等。这些分立的容器化组件最终

都连接到了一条内部的高速总线（EIS internal messagebus）
上来进行相互信息的传递与同步。该高速总线在设计时使

用了第三方开源消息库ZeroMQ，并对其进行了抽象与封装，
使各容器可以在该总线上使用TCP或者 IPC模式进行消息的
订阅与发布。算法和软件开发者也可设计符合自身产品特

性的容器挂载在总线中，集成自己的场景应用。

时序数据边缘应用部署的关键问题

针对本文在小电流接地故障诊断系统中所使用的基于时

间序列的机器学习分析方法，英特尔®在开源边缘洞见软件平

台中设计了“时间敏感型数据注入与分析”组件，帮助开发者将

该基于时间序列的小电流接地故障诊断预测方案快速部署在

边缘智能设备中。时序数据的应用通常需要解决以下四类问题。

（1）时序数据收集-电力世界中数据的来源方式众多，它
可能来自各类应用程序、电力传感器、网络路由器、电力设

备，甚至是我们手边的巡检设备如手持仪表、巡检机器人

等。如何收集这些数据并对他们进行可靠的管理，为最终的

分析做准备，是时序数据应用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时序数据存储-数据收集之后，如何对数据进行存
储，以及及时地更新与调度。

（3）时序数据处理-如何将算法注入，并对数据进行分
析，诊断即将出现问题的原因，给出警告，作出预防。

（4）时序数据显示-如何创建一个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
帮助运维人员快速理解分析结果，并掌握其工作模式。

时间敏感型数据注入与分析组件

为了解决上述提及的时间序列应用部署的四个关键问

题，英特尔®在开源的边缘洞见软件平台中设计了“时间敏感

型数据注入与分析”组件，如图 3所示，其中集成并封装了
“TICK”四大开源组件。

（1）Telegraf-Telegraf是一款开源代理程序，使用该程序及
其众多的开源插件，可以轻松完成数据收集、处理以及整合。

图2 工业边缘洞见软件平台软件框图 图3 时间敏感型数据注入与分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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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fluxDB-InfluxDB是由 InfluxData开发的一款开源实
时型数据库，可以高效完成数据查询，并存储时序数据，在物

联网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

（3）Chronograf-Chronograf是由 InfluxData开发的开源可
视化人机交互界面，可以在网页中清晰展示存储在 InfluxDB
中的时序数据。

（4）Kapacitor-Kapacitor是最后一个开源技术栈，它是一套
专用于时序数据处理的开源引擎，支持流数据（stream）和批数
据（batch）两种类型的数据处理模式，用户可以根据产品的需
求，编写用户定义函数（UDF-User defined functions）集成到
Kapacitor中，通过脚本配置来定义报警的规则及对应的服务。

在本文中基于“机器学习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案”在终端

部署时，我们使用 Telegraf采样“智能监控装置”中的电流数
据，开发人员可以使用Mqtt等网络通信协议获取监控装置中
的数据，并通过洞见平台中的高速总线（EIS internal
messagebus）将所有的历史数据存入实时数据库 InfluxDB
中。将推理所需要的“随机森林bagging抽取模式以及投票法
则”编写为AI应用（python，C++，go皆可）集成进Kapacitor开
源引擎中，进行小电流接地的故障诊断。运维人员可以通过

Chronograf展示的人机交互界面清晰地看到数据的处理结果，
快速发现故障设备并进行准确地定位与抢修。

小电流接地故障的判断结果

根据小电流故障接地的几种情况，进行了相应的实验设

计，包括弧光接地、金属接地和电阻接地（500欧姆和1000欧
姆），下面根据实验结果分别进行分析。

弧光接地

弧光接地的实验设计包括内网和外网，每种情况又分为

母线和其他线路，实验结果如图5至图8所示。
由图5至图6可以看出，在内网和外网故障下，零序电流

的时间序列有很大差别，可以看出，线路对地绝缘劣化存在

薄弱点，发生了弧光接地，可以进一步根据各个线路之间零

序电流的时间序列排列比较，推断出故障点所在线路。

金属接地

金属接地的实验设计包括内网和外网，每种情况又分为

母线和其他线路，实验结果如图6至图9所示。
由图 9至图 12可以看出，在内网和外网故障下，零序电

流的时间序列不同，可以看出，因导体搭接接地，接地相和

大地之间形成稳定的阻性通路，进一步根据各个线路之间

零序电流的时间序列排列比较，可以推断出故障点所在线

路。

图4 Chronograf人机交互界面数据展示

图8 外网线路弧光接地

图5 内网母线弧光接地

图6 内网线路弧光接地

图7 外网母线弧光接地

图9 内网母线金属接地

图10 内网线路金属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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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接地

电阻接地的实验设计包括内网和外网，每种情况又分为

母线和其他线路。针对电阻的欧姆值不同，设计了 500欧姆
和1000欧姆两种情况的实验，500欧姆的实验结果如图10至
图13所示。

1000欧姆的实验结果如图17至图18所示。
由图13至图18可以看出，电阻接地的情况下，在内网和

外网故障下，零序电流的时间序列不同，可以看出，电阻接地

时，接地相和大地之间形成稳定的较大阻值通路。因导体搭

接接地，接地相和大地之间形成稳定的阻性通路，根据各个

线路之间零序电流的时间序列排列比较，可以进一步推断出

故障点所在线路。

总结

本文主要利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小

电流接地故障诊断进行预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处理接地故

障的新思路，并针对弧光接地、金属接地、电阻接地（包括500
欧姆和 1000欧姆）三种情况分别进行了实验设计，实验结果
也表明了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同时，基于英特尔®边缘

工业洞见软件平台中的时间敏感型数据注入与分析组件，充

分利用已集成的 TICK四大开源程序完成数据收集、数据存
储、数据处理、数据显示四大关键步骤，将该时间序列分析方

法快速部署到边缘设备中，完成算法的落地与产品化。

实际应用表明本文所提的方法在保证100%判断准确性
的基础上，将判断的速度从百毫秒级提高到了十毫秒级，大

大提高了判断效率。该方法能够快速准确判别接地点故障

是发生在公网还是光伏厂区内，以便合凯快速断路器主动干

预接地相故障，在毫秒级的响应周期快速截断接地点放弧电

流。该算法不仅预防了接地事故蔓延，增强了新能源项目安

全水平，还能维持光伏电厂继续发电，提高了经济效益。■

图12 外网线路金属接地

图11 外网母线金属接地 图16 外网线路500欧姆电阻接地

图13 内网母线500欧姆电阻接地

图14 内网线路500欧姆电阻接地

图15 外网母线500欧姆电阻接地

图17 内网线路1000欧姆电阻接地

图18 外网母线1000欧姆电阻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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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automation and control platform 
that separa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using 
the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ies, much like the 
design of new media for protection & control 
for substations.

The microgrid platform enables workloads 
– such as power resource management, grid 
connectivity, load shaping, and automation and 
controls – to be consolidated in a virtualized 
environment. 

Standardizing on a virtual platform will enable 
microgrid operators to benefit from more 
efficient system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trategies. It also will facilitate the ability to 
adjust based on insights from real-time local 
and public data. Moreover, standardization will 
streamline control loops to enable seamless 
transitions between grid-connected and 
island modes.

Instead of relying on multiple applications 
running on incompatible hardware platforms, 
modernized microgrids will use standardized 
hardware with virtualization software to 
consolidate applications running on a 
multi-tasking platform with various servers. 
Virtualization will enable the use of separate, 
isolated environments in which each application 
has its operating system (OS), resulting in higher 
reliability and increased resilience against 
hardware failures.

Workload consolidation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grid architecture that 
reduces the number of devices, enables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and provides the 
capability for real-time analytics. Reducing the 
number of devices also helps enhance security 
by helping reduce the threat footprint for 
microgrid devices. 

Virtualization enables the 
consolidation of OT and IT 
applications
Standardization reduces the cost of deployment 
as well as reducing CapEx and OpEx costs. It 
also provides an infrastructure that is flexible, 
scalable, more secure, and facilitates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ies for analytics.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workload 
consolidation accelerates the rate of 
innovation at the edge. The ability to harness 
real-time data yields enhanced insights into 
microgrid operations. In addition to facilitating 
automation, modernization helps improve 
efficiency, reduces maintenance costs, and, 
ultimately, helps maximizes the microgrid’s 
power generation potential.

CONCLUSION

Modernization of the utility infrastructure is 
being driven by IoT solutions that enable the 
convergence of IT and OT, harness the pow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acilitate the ability to 
process data at the edge.

Workload consolidation is the key to moving 
from legacy systems to fully virtualized 
application environments. Hardware – such as 
Intel® Xeon® Scalable Processors, Intel® Arria® 10 
FPGAs and SoCs , 3D XPoint memory modules, 
Intel® Movidius™ Vision Processing Unit (VPU) 
accelerators, and Intel network interface cards – 
will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virtualization.

The benefits of workload consolidation include 
improved reliability and reduced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Virtualization will enable fast time to 
market and reduce OpEx and CapEx costs.

Smart Grid technology will virtualize everything 
from distributed auto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and relays to human-machine 

interfaces and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 
Successful virtualization of the data center 
marketplace over the past decade underscores 
the potential for transforming the utility sector.

Grid modernization requires a significant 
upgrade of existing utility infrastructure and 
will requi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utilities, 
regulators, policymakers, and, of course, 
the private sect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nergy sector depends on grid improvements 
that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support the 
electrific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facilitate 
the incorpor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at the edge. 

As the energy sector embrac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will evolve from an analog 
framework to a new digital standard. Applying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ies to auto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will require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result will be an intelligent 
ecosystem that typifies a Smart Grid. 

Intel technologies may require enabled hardware, software or service activation.

No product or component can be absolutely secure. 

Your costs and results may vary.

Results have been estimated or si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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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s in this document that refer to future plans or expectations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ese 
statements are based on current expectations and involve many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that could cause actual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expressed or implied in such statement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factors 
that could cause actual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see our 
most recent earnings release and SEC filings at www.in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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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成本和结果可能不同。

结果经过模拟或预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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