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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地线管理系统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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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电力系统中，因为设备检修后漏拆临时接地线引起带接地线合闸的恶性误操作，对
电网存在严重威胁。对于地线的挂接与拆除，传统的地线管理已不能满足目前的要求。为了有效
地解决这一问题，实时地线管理系统应运而生。该系统硬件部分采用最先进的 ZigBee 无线通信技
术和 RFID 无线射频技术，后台软件采用微软最新的开发平台研制而成，这使得整个系统不仅提供
了友好的人机操作界面、能够实时反映地线的挂接、取放状态以及在现场的挂接位置，而且还能
够与五防系统相结合。根据实验效果，达到了对地线实时的规范管理和防止误操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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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ower system, because the severity misoperation caused the leakage of the temporary
groundwire after equipment maintenance, there i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power grid. For connection
and removal of the groundwire, the traditional groundwire management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current requirements. Real-time groundwire management system is develop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hardware of the system applies the most advanced ZigBee wireless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RFID wireless frequency technology, with the background software developed by Microsoft’s latest
Development Platform, all of which enable the system to provide friendly interface between user and
machine, realize real-time reflection of the connection, on-off status, site connection position of
groundwire, and can be connected with Mis-operation Prevention system. The system has been proved
by actual practice to realize real-time standard management of groundwire and prevention of
misoperation.
Keywords：substation; misoperation prevention; groundwire management; ZigBee; RFID
随着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我国电力五
防系统的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近
几年智能电网建设的兴起，更是掀起了一股全球性
电网智能化建设研究的浪潮。五防智能化建设，作
为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年的研究中，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研究成果。
因为设备检修后漏拆临时接地线引起带接地线
合闸的恶性误操作，对电网存在严重威胁。对于地
线的挂接与拆除，传统的地线管理已不能满足目前

的要求。由于主控室无法直观掌握工作人员在现场
对地线实际的操作情况，导致在运行管理过程中仍
然需要安排人力，到现场进行巡查，以确保地线挂
接的安全可靠、确保拆除地线的准确无误。这种运
行管理模式，不仅浪费了人力和物力，而且在五防
智能化方面也没有能够很好的体现。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能有效弥补了传统地线管理
的不足，彻底解决临时地线的操作和日常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该系统采用 ZigBee 无线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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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RFID 无线射频技术和地线管理软件，可以对地
线的挂接位置和状态等，进行规范管理，避免地线
的随意使用，防止人为造成的误挂或漏拆。

1

工作原理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由地线管理主机、无线路由
器、智能地线头、智能地线桩、地线柜等组成。实
时地线管理系统采用 ZigBee 无线通信模块和射频
检测装置作为地线检测器。地线检测器安装在智能
地线头内，当地线头挂接到地线桩上或者从地线桩
上拆下时，地线桩内的磁柱触发地线检测器中的干
簧管，使 LPC1114F 微控制器从睡眠模式切换到正
常运行模式，之后射频检测装置即可读取地线桩上
的射频扣 ID 号，通过 ZigBee 无线通信技术把地线
使用信息发送到与其邻近的路由器中，路由器向此
地线检测器发送睡眠指令，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地线
检测器的日常功耗，由于路由器内都装有 ZigBee 模
块，这样路由器之间就可以自动组网，使 ZigBee 无
线通信以接力的形式把信息传送到主控室内。由于
地线挂接点名称已与地线桩上的射频扣 ID 号一一
对应，因此主控室内的实时地线管理软件即可知道
哪条地线挂接到具体什么位置，在图形界面上显示
目前地线使用情况，并通过 ADO 数据库访问技术把
此信息存储到 Access 数据库中，这样主控室人员即
可清晰地了解到现场地线的挂接、取放状态，以及
地线在现场的挂接位置并可以通过“记录查询”功
能检索出相关记录。实时地线管理系统组成如图 1
所示。

图1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组成

实时地线管理软件与防误系统软件安装在同一
台计算机中（即管理机），它们之间能够以共享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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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通信从而使地线管理与防误系统很好地结合
起来，以达到更理想的防误效果。例如：当从地线
柜中取出地线时，主控室内的实时地线管理软件把
这个操作信息传送给防误系统软件，防误系统软件
即开始判断这个动作是否符合五防逻辑，如果符合，
防误系统则允许继续预演，操作人员即可以使用无
线电脑钥匙到现场开锁并操作设备；否则即强制闭
锁并进行相应的语音提示；当使用无线电脑钥匙到
现场解开地线锁具后，如果操作人员没有把地线挂
接到地线桩上，主控室内的管理机接收不到此地线
的挂接信息，这样就不会向无线电脑钥匙发送允许
进行下一项操作的指令，无线电脑即不能操作下一
项的锁具，从而达到了对地线实时防误的目的。
1.1 ZigBee 无线通信技术
无线通信问题是实时地线管理系统遇到的技术
难题，如果采用 GPRS 或 3G 无线网络，信号质量
虽然很好，但需要二次收费；如果采用 WiFi 进行无
线通信，信号的覆盖面积小，通信距离短无法满足
要求；如果采用有线通信则由于现场复杂，无法满
足布线的要求。ZigBee 技术既解决了光纤通信投资
大、敷设困难等问题，又克服了其他无线通信距离
短、可靠性差和通信资费等弊端，因此，本系统采
用该通信技术。ZigBee 作为无线传感器网络支撑技
术，由大量分布广泛的微小传感器通过无线电连接
形成一个组网，这些传感器以微小的能量通过接力
的方式将数据从一个节点传到下一个节点，具有很
高的通信效率 [1-3]。ZigBee 无线网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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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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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网络具有自组织性，每个 ZigBee 网络节
点只要在通信范围内，就会自动搜索并形成一个互
联的通信网络，网络模块终端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
时，模块会 自动重新搜 索通信对象 ，建立联系 。
ZigBee 网络还具有无线网路自愈能力，当有节点出
现通信故障时，网络可自行排除该节点，通过其他
节点重新建立网络连接 [4-6]，从而增加了网络通信的
可靠性；其传送距离可达到 1000m，在接收或发送
数据时其功耗只有 120mW，并且在睡眠状态下功耗
仅为 30μW，另外 ZigBee 无线网络的每个节点都可
以充当路由，并且最多可达 20 级。
1.2 RFID 射频识别技术
由于需要反映出地线在现场挂接与拆除的具体
位置，地线挂接位置的识别又是一个关键所在。因
此，本系统采用 RFID 无线射频技术。该无线射频
技术是自动识别技术的一种高级形式，一般由两部
分组成：阅读器和应答器。应答器也称发射器或标
签，是射频识别系统的数据载体，其通常放在需要

通过滤波放大电路对检波后的信号进行滤波放大，
放大后的信号送入 LPC1114F 微控制器的定时/计数
器 T1 的输入引脚，由微控制器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
解码，实现对 ID 号的识别。
1.3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设计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采用 ZigBee 无线通信技术
实现了对现场地线使用情况的实时反馈；采用 RFID
无线射频技术实现了对现场地线的每个挂接位置的
识别；利用软件开发平台所研制的地线管理软件实
现了以界面形式直观地显示现场地线的具体使用情
况，并具有实时记录、语音提示、历史查询、系统
配置、图形切换等功能，也可以与防误系统相结合，
从而达到五防闭锁的目的 [9-13]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
软件总体结构图如图 3 所示。本系统还实现了调控
模式的地线管理方案，使其能够接入 MIS 及综自系
统，实现资源共享，每个人都可以掌握临时接地线
的使用情况，不但对单站起到了防误的作用，而且
在站间五防的应用中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识别的物件上，可以发送和接收信息，并进行读/写
操作。应答器分为两大类，即有源应答器和无源应
答器 [3] 。鉴于节电方面的考虑，本系统采用无源应
答器，也称为被动式标签，其由耦合组件和芯片组
成，工作所需要的能量通过耦合单元传输接收，因
此只有在阅读器的响应范围内，它才处于激活状态。
通过电路设计和选择工作模式有效地降低了系统的
功耗。根据实际情况的需求，该 RFID 系统采用
125kHz 的振荡频率，并且具有低功耗、高效防碰撞
等特征，主要包括：基于 SOC 的硬件控制电路、微
控制器与射频模块的通信。在软件决策中，提出了
一种改进的防碰撞算法，将阅读器跳频轮询技术和
标签的分频技术与传统的帧时隙 ALOHA 算法相结
合，降低了标签的碰撞几率，减少了识别时间和重
复发射次数，从而提高了识别效率。
该 RFID 系统利用 LPC1114F 微控制器的一个
I/O 引脚产生一个标准载波信号，经过限流电阻送入
推挽式连接的三极管功率放大电路，放大后的载波
信号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7-8]。天线与电容构成串联谐
振电路，谐振频率为 125kHz，谐振电路的作用是使
天线上获得最大的电流，从而产生最大的磁通量，
获得更大的读卡距离。利用二极管、电阻和电容组
成一个检波电路，该电路用来去除 125kHz 载波信
号，还原出有用信号。再用电容和电阻构成一个带
通滤波电路，滤除 125kHz 以外的干扰信号。最后

图3

2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软件总体结构图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应用

2017 年初实时地线管理系统在沈阳地铁二号线
浑南停车场得到了实际应用。该系统目前运用已近
10 个月，系统运行稳定，无事故发生。通过该系统
的实时性，现场操作人员可以准确的得知设备带电
情况以及地线使用情况，每步操作都有语音报警提
示。传统地线操作时，由于没有操作规则，经常出
现带电挂地线的情况，出现大量事故。本系统使现
场设备状态与防误主机状态实时对位，在现场设备
带电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挂接地线操作，只有当设
备断电，反馈回防误主机，防误主机判断设备是否
带电，判断准确无误后允许进行地线挂接操作。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图形界面如图 4 所示，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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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根据现场需求，使用户可以直观的查看相关变
电站的地线头状态、电量、信号强度、地线使用情
况、地线挂接位置等信息，同时能够统计接地组数，
并且具有误操作报警和历史记录等功能，极大的提
高了地线系统操作的智能化管理程度。地线挂接正
确、放回正确、已拆除、通信故障如图 5 地线状态
所示。

图6

图4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图形界面

图5

地线状态

2.1

接线图界面
在变电站一次接线图界面下，用户可查看相关
地线挂接情况及挂接位置，在一次接线系统图上直
接显示挂接的地线号及挂接位置（如图 6 所示），
“3
号地线已挂接”更方便、更直观。
2.2 操作流程
当运行人员对设备准备操作时，首先应该在五
防系统下进行操作开票，确认操作票正确无误后，
按照操作票进行模拟预演，预演符合防误规则，则
将预演的操作逻辑规则传入电脑钥匙，传输完毕后，
手持电脑钥匙，进入现场进行操作。如果挂接#1 和
#2 地线，则进入地线室取出该两组地线，如果误取
出（如取出#2 和#4），则后台管理系统会自动语音
报警取出地线不符。正确取出后进入现场，根据电
脑钥匙里传入的逻辑规则开锁，如果挂接位置与预
演位置不符，后台显示错误挂接位置并语音报警。
只有当挂接完全正确后才能进行下一步预演操作，
否则闭锁，这样避免了漏挂和错挂的现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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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地线管理系统一次接线图界面

当拆除地线时，也应该严格按照五防逻辑进行
拆除，并按照地线取出位置放回地线室，如果漏拆
或拆错，下一步操作将会闭锁，不能进行下步操作。
在地线挂接后，智能地线头的检测器会将挂接信息
上报到实时地线管理后台软件上，后台软件会显示
当前地线挂接位置，并伴有语音提示。
2.3 系统实现的功能
1）地线身份具有惟一识别特点，区别于其他五
防闭锁设备。
2）实现不同电压等级的实时管理。
3）支持调控模式地线管理，采用网络通信方式
并将地线分为私有地线（一般子站使用）、公共地线
（一般操作队使用）和全局地线（一般整个局内都
能使用）三个等级类别，一套装置最大可管理 256
组地线。
4）实时反映地线的挂接、取放状态，及在现场
的挂接位置，并能够与五防闭锁软件相结合从而实
现对地线的五防闭锁。
5）地线使用情况实时语音汇报，每条地线的挂
接和使用状态都能通过网络与主机相连，能够实时
语音汇报（延时时间不超过 5s）。
6）既可以与五防装置联机使用，又可以单独运
行。
7）多种数据通信接口，既可以采用串行通信又
可以采用网络通信。
8）采用微机显示，用户操作界面更人性化，操
作直观方便。
9）提供详细的地线使用记录和查询，记录容量

技术与应用

大，可存储 2000 条记录。

3

[4]

在 那 兰 水 电 厂 的 应 用 [J]. 水 电 站 机 电 技 术 , 2011,

结论

34(3): 117-118, 124.

实时地线管理系统能有效弥补了传统地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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