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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网高阻接地故障时频特征 SVM
分类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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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阻接地故障（HIF）发生时的故障点接地电阻较大，并常伴随着电弧熄灭与重燃，引
起的故障电流很小且随机性强。由于故障时电压、电流突变量不明显，常规保护难以准确动作，
所以辨识较为困难。本文提出了 LCD 带通滤波结合支持向量机（SVM）的配电网高阻接地故障分
类识别方法，将高阻接地故障与电容投切、负荷投切、励磁涌流等暂态工况进行区分。该算法采
用 LCD 带通滤波构造主变低压侧电流波形的时频矩阵，求取各频带标准差作为特征向量,将特征向
量输入 SVM 以实现故障分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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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im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and 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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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high impedance ground fault (HIF) occurs, the grounding resistance of the
fault point is high, and it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arc extinction and restriking. The fault current is very
small and strongly random. Detection of HIF is generally difficult by the conventional over-current
protection devices, because they cannot draw enough current to operate the devices. In this paper, a new
HIF detection method that uses LCD band-pass filter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is presented.
Using this method, HIF can be discriminated from transients such as capacitor switching, load switching,
inrush current. LCD band-pass filter is used for obtaining the time-frequency matrices of current
waveforms of the bus line. The feature vectors ar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each frequency band, and
SVM is used for classification.
Keywords：MV distribution networks; HIF; LCD band-pass filter; SVM
配电网系统由于深入居民区，网络复杂，线路
距离地面较近，运行时容易接触周围的树枝、建筑
物等 [1] 。配电网线路在接触到具有高阻抗的一些表
面，如碎石、沥青、树木、沙砾等物体时，会发生
高阻接地故障。同时，如大风、雷击等恶劣的天气
原因也会造成高阻接地故障的产生。
高阻接地故障发生时，由于过渡电阻很大，引
起的电压、电流突变量并不明显，因此常规保护不
能可靠发出动作或报警 [1] 。高阻接地故障一般会长

时间存在，一旦数值不大的故障电流长期存在而不
能被发现，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故障点电弧燃烧和
高温引发火灾，造成电气设备永久性损坏，且高阻
接地故障多落于沙地、水泥地等，可能导致人身触
电等安全事故，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快速检测及识别
分类，并采取相应措施。
高阻接地故障检测技术过程可以分为 3 个部
分，包括数据获取、信号处理与特征提取以及合适
分类器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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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IF 这样的随机性，非线性、非平稳性、不
对称性的信号，用于分析 HIF 信号的方式可分为 4
类，即时域、频域、时间尺度域和时频域。文献[2]
采用傅里叶变化对电流电压进行谐波分解，提取其
3 次、5 次谐波。时域和频域的分解方法都会导致信
号的部分信息丢失，时频信号分解方法弥补了时域
法与频域法在信号分解中的弊端。文献[3]采用了 S
变换的方法进行信号时频分量的提取，而目前使用
较为广泛的是小波分解的方法。文献[4]对馈线的三
相电流做离散小波变换后，提取各层的平均值及均
方根值为特征量，采用贝叶斯分类器进行分类。文

越高。
1.2 高阻接地故障识别方法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LCD 带通滤波以及支持向
量机（SVM）分类器的配电网高阻接地故障识别方
法。在配电网发生高阻接地故障后，利用 LCD 带通
滤波算法构 造主变低压 侧三相电流 波形的时频 矩
阵，对时频矩阵求取各子频带的标准差作为特征向
量；同时，利用支持向量机（SVM）构造分类器，
将特征向量输入 SVM 分类器，实现高阻接地故障与
其他相似正常工况扰动（如电容器投切、负荷投切、
励磁涌流的情况）的辨识。

献[5-8]在信号的处理上采用的也是小波分解。虽然
小波分解对分析突变信号和奇异信号非常有效，但
母小波的选择会影响最终变换的效果。
近几年来，基于机器学习的多种分类器应用于
高阻接地故障的识别分类中。文献[9]将决策树算法
引入了故障识别中。文献[10]利用支持向量机进行
高阻接地故障的识别。
LCD 时频分解方法是一种自适应分解的信号分
解方法，分解效果好，适应性高。通过 LCD 时频分
解以及带通滤波算法，在配电网发生故障时，构造
主变低压侧电流的时频矩阵，求取各频带的标准差
为识别特征向量；利用支持向量机（SVM）进行高
阻接地故障的分类识别。

1

高阻接地故障识别方法

1.1

配电网高阻接地故障的典型特征
自 1977 年以来，国内外大量实验和研究分析普
遍可以得到高阻接地故障有以下几项典型特征 [11]。
1）故障电流变化微弱
高阻接地故障常常发生于水泥、沙地、草皮等
表面上，致使接地电阻较大，所产生的故障电流很
小，故障点的电流可能只有系统正常运行时负荷电
流的 10%以下。
2）故障波形随机性强
高阻接地故障发生时常伴随着电弧的熄灭和重
燃，并且受接地介质的随机运动的影响，故障回路
会间歇性的接通，故障电流会在某一时刻突然增大
或减小，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无法通过简单的阈值
设定来判断故障的发生。
3）故障波形非线性畸变
故障接地点所接触的短路介质多数等效为非线
性的电阻， 故障电流越 小，其包含 的谐波幅值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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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配电网高阻接地故障识别方法流程图

1）时频矩阵求取方法与特征量提取
局部特征尺度分解（LCD）是一种针对非平稳
信号的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自适应性，其与经验
模态分解（EMD）均是对原始信号进行自适应分解，
但其在分解速度和迭代次数等方面都优于 EMD[12]。
局部特征尺度分解（LCD）方法是假设一个复
杂信号是由不同的内禀尺度分量（ISC）分量组成，
即可以将一个波形信号分解为多个 ISC 分量，任两
个 ISC 分量之间是完全独立的。根据所定义的 ISC
分量，将任意信号进行局部特征尺度分解，分解成
几个 ISC 分量和一个残余项之和 [13-14]。
其具体分解步骤如下。
（1）得出原始信号的所有极值点（ τ k , X k ），
k = 1, 2," , M ，M 为极值点个数。由任意两个相邻的

极大（或小）值点（ τ k , X k ）和（ τ k +2 , X k +2 ）确定
的一条曲线在 τ k +1 时的纵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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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1

⎛ τ −τ ⎞
= X k + ⎜ k +1 k ⎟ ( X k + 2 − X k )
⎝ τ k +2 −τ k ⎠

故障波形经 LCD 带通滤波后分解为 m 个子频带，各
（1）

2,…, n ），则可得到时频矩阵为

（2）根据式（1）计算出 Ak +（
1 k = 2,3," ,M − 1），
利用（ τ k +1 , X k +1 ）与（ τ k +1 , A k +1 ）进行插值计算，
得到
Lk +1 = aAk +1 + (1 − a)X k +1

个 子 频 带 波 形 的 数 据 点 为 aij （ i =1,2,… ,m； j =1,

（2）

一般 a = 0.5 。
（3）对求取出的所有 L（
k k = 2,3," , M − 1）做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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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样条拟合得到均值曲线 BL1 (t ) 。
（4）将均值曲线从原信号中分离出来，即
h1 (t ) = x(t ) − BL1 (t )

（3）

如果 h1 (t ) 满足 ISC 的定义，则 ISC1= h1 (t ) ，执
行步骤（5）；否则，以 h1 (t ) 为原始信号重复步骤（1）
至步骤（3），直到满足条件为止。
（5）得到剩余信号 r1 (t ) = x(t ) − ISC1 ，将其作为
原始信号重复步骤（1）至（3），得到 ISC2。之后，
重复以上步骤，直至剩余信号单调或小于阈值时停
图3

止，则原始信号可表示为
x(t ) =

高阻接地故障 ISC 分量

n

∑ ISC p (t ) + rn (t )

（4）

p =1

图 2 为高阻接地故障时三相电流波形，其经
LCD 自适应分解后，得到了一个 ISC 分量以及一个
残余项，得到的 ISC 分量如图 3 所示。

（a）电容投切

图2

高阻接地故障主变低压侧三相电流波形

图 4 所示的是电容器投切、负荷投切、励磁涌
流等正常工况扰动发生时所得到的波形，将这些波
形使用相同的步骤进行数据处理以及特征量提取。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各个故障波形在时域和频域
上的特征，通过 LCD 带通滤波构造各个故障波形的
时频矩阵 [15] 。利用假设各个波形采样点数均为 n ，

（b）负荷投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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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高阻接地故障仿真，同时，在此模型上进行
其他常见扰动暂态信号，如电容投切、负荷投切以
及励磁涌流等情况的仿真，获取不同的暂态信号用
于分类，得到的总训练样本数为 1008 组，样本分布
情况见表 1。
表1

训练样本分布情况
（a）高阻接地故障

故障类型

故障位置 故障电阻/kΩ 故障初相角/° 训练样本数

高阻接地

F1—F9 0、60、90、120

故障

0、60、90、
120

540

（c）励磁涌流

图4

（b）电容器投切

3 种暂态扰动的主变出线三相电流波形

其中，行表示故障波形经 LCD 带通滤波后各个
子频带的重构波形数据，列表示故障波形的采样时

样本类型

投入位置 电容值/Mvar 投入初相角/° 训练样本数

电容器投切

F1—F9

刻。时频矩阵 A 能够完整地表现了故障波形在各个
子频带上的时频信息。
本设计中采样频率为 10kHz，选取的是故障前

0.75、1

120

180

（c）负荷投切

样本类型 投入位置 三相负荷值/MW 投入初相角/° 训练样本数

半周波与故障后一周波的三相电流波形，则采样点

0.5/0.25/0.25

数为 n = 120 。最大频率为 3kHz，选取子频带数 m = 5

电容器

对瞬时频率进行等间隔划分，则第 1 个子频带范围

投切

F1—F9

0.25/0.5/0.5

0、60、90、

0.5/0.005/0.25

120

144

1/0.005/0.005

为 0～600Hz，第 2 个子频带范围为 600～1200Hz，
依此类推直至第 5 个频带。
针对得到的时频矩阵求取各频带的标准差作为

0.25、0.5、 0、60、90、

（d）励磁涌流

样本类型 投入位置

剩磁分闸角/° 投入初相角/° 训练样本数

特征向量，即计算矩阵每一行的标准差，可以得到
5 个标准差值，因此三相电流波形可以得到 15 个标
准差值作为输入的特征向量。
2）SVM 在配电网高阻接地故障识别中的应用
支持向量机（SVM）是一种基于统计学习理论
的机器学习算法，是根据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所提
出。SVM 对小样本、非线性、高维度的样本的分类

励磁涌流

F1—F9

30、45、90、 0、60、90、
120

120

2）构建 SVM 分类器。根据 SVM 算法，针对
上述的训练样本数据集，存在超平面 H：ω x + b = 0 ，
其中 ω 为最优分类面的法向量， b 为分类阈值。
3）参数选取。本文构建的是以径向基（RBF）

问题上效果优于其他智能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电

函数为核函数的 SVM，高斯核函数表达式为

力系统故障诊断和图像辨识等领域。为了实现高阻

⎛ x− y
k ( x, y )=exp ⎜ −
⎜ 2σ 2
⎝

接地故障的识别分类问题，引入了非线性可分支持
向量机

[16-17]

。

构建 SVM 分类器的主要步骤如下：

144

⎞
⎟
⎟
⎠

（6）

该类 SVM 的性能主要受 2 个参数影响：惩罚因

1）训练样本特征向量的提取。按照本文的方法

子 C 和核函数核宽度 σ ，调整惩罚因子 C 在保证最

提取 N 个样本的特征向量，则数据集合为 D =
{( X l , fl ) | l = 1, 2," , N } ， fl ∈ {1, 0} 代表类别标识，1

小误分率的同时可以产生最大的区分间隔，核函数

为高阻接地故障，0 为其他运行工况过程。

参数 C 与 σ 的数值形成一个二维向量空间，采用交

核宽度 σ 越大，表示样本在高维空间的分布越复杂。

为使训练样本具备代表性，充分计及暂态过程

叉验证的方法进行优化。选取在各次测试中正确率

发生的位置、投入初相角、各参数值大小以及相别

最高的一组参数向量作为最优参数。经训练及参数

等诸多因素对识别结果的影响，在图 4 的仿真平台

优化后得到的 SVM 分类器交叉验证率为 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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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仿真与建模

2.1

10kV 配电网模型
利 用 PSCAD/EMTDC 仿 真 软 件 搭 建 了 一 个

无电流流过；改变 Vp、Vn 的大小会增加故障的随机
性和消弧时间。Rp、Rn 模拟的是电弧电阻，可以通
过调节 Rp、Rn 来控制故障电流的大小。

10kV 配电网谐振接地模型，如图 5 所示。在该配电
网模型上进行各种情况的仿真实验，获取主变低压
侧三相电流的波形数据。在配电网模型中，T1 为
110/10kV 变压器，其具体参数见表 2。10kV 侧为中
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系统阻抗 0.2Ω。L1 是纯
架空线路、L2 是纯电缆线路、L3—L6 是缆线混合线
路。F1—F14 为故障点。电缆线路正序参数为：R1=

图6

0.27Ω/km，C1=0.339μF/km，L1=0.255mH/km；电缆
线路零序参数为：R0=2.7Ω/km，C0=0.28μF/km，L0=
1.019mH/km。架空线路正序参数为：R1=0.125Ω/km，
C1=0.0096μF/km，L1=1.3mH/km；架空线路零序参
数为：R0=0.275Ω/km，C0=0.0054μF/km，L0=4.6mH/km。
设置各线路的不同接地参数，以模拟配电系统运行
时不平衡的状态。

高阻接地故障模型

本模型中，直流源 Vp=3.0kV，Vn=2.0kV，随机
变化为±10%；可变电阻 Rp，Rn 在[0,50]Ω之间，每
0.05ms 随机独立变化。在训练及测试过程中所使用
的接地电阻范围在 0.5～8kΩ之间。
2.3

其他暂态模型
配电系统中有许多正常操作与高阻接地故障有

极为相似的暂态波形，比如：电容器投切、负荷投
切、变压器空载合闸所产生的励磁涌流。因此，在
仿真平台上也对上述的 3 种情况进行仿真模拟。
1）电容投入。电容器的接线方式一般分为三角
形和星形两种方式。本研究采用三角形接线方式。
2）负荷投入。配电网的负荷一般是为感性负荷，
因此本次设计中的投切的负荷为阻感性的三相不平
衡负荷。
3）励磁涌流。变压器空载合闸的励磁涌流模型

图5
表2

的关键模块为双交流模拟变压器剩磁。通过改变电

10kV 配电网模型

源 2 的相位来模拟不同分闸角时的变压器的剩磁。

110/10kV 变压器参数

电压

空载

短路

空载

短路

控制 2 个虚拟开关的切换（当 BRK2 断开时 BRK1

容量/

联接

损耗

损耗

电流

电压

合闸）来模拟不同剩磁时的变压器励磁涌流，并且

MVA 高压/ 低压/
kV
kV

组别

ΔP0/

ΔPk/

百分数

百分数

为了防止 2 个开关切换时电压波形发生畸变，在

kW

kW

Io/%

Uk/%

PSCAD 仿真中开关 BRK2 需要设置为在任何电流大

17.6

88

0.54

10.5

小时均可打开 [19]。

20

2.2

110

10

YNd11

高阻接地故障模型
由于高阻接地故障多数伴随着电弧发生，因此

无法采用简单的单相接地故障模型来模拟故障。
高阻接地故障模型采用的是基于伊曼纽尔电弧
的模型，模型如图 6 所示，该模型由 2 个直流源，2
个二极管以及 2 个可变电阻组成正负半周电流的通
路 [18]。2 个直流源 Vp，Vn 模拟来自电弧的电压，当
Vph＞Vp 时，电流流向大地；当 Vph＜Vn 时，电流反
向；当 Vph 在 Vp 和 Vn 之间时，电压被 Vp 或 Vn 抵消，

图7

变压器空载合闸励磁涌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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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识别结果
综合考虑多个影响因素，选取不同时刻、不同

位置以及不 同参数值的 测试样本（ 总样本容量 为

情况下均能较好的识别高阻接地故障。

4

结论

1172 组）。根据上述步骤提取出三相电流的时频矩

结合波形时频矩阵和支持向量机（SVM）提出

阵各频带的标准差值作为特征向量，总识别正确率

了一种配电网高阻接地故障的识别方法，对高阻接

可以达到 98.24%。

地故障及一些运行工况进行识别。测试结果表明：
1）利用 LCD 带通滤波算法构成的时频矩阵能

3

识别方法的适应性分析

3.1

适应性实验
为了测试分类算法的可靠性和适应性，对所提

够表征波形在各频带中的时频特征。
2）通过支持向量机验证了利用统计学方法提取
特征向量的有效性。

出的算法进行适应性分析，考虑的情况包括：中性
点接地方式改变、分布式电源接入、网络结构变化。
1）中性点接地方式改变。为了测试识别方法是

3）提出的识别方法在不同的仿真状态下均有较
强的适应性，其识别正确率均可达到 90%以上，能
有效的用于配电网高阻接地故障的分类识别。

否能适应不同接地方式的系统，将仿真系统的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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