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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数字化录波装置研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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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分析国内外数字化录波装置发展现状，首先分析分析国外数字录波发展情况，以西门子SIMEASR为例。接下来 

分析了国内数字化录波装置发展情况，以许继录波装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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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数字化变电站数字录波装置是基于 

IEC61850标准通信协议的数字化故障录波装 

置，是监视变电站运行状况的一种辅助故障再 
现与分析设备。用它来记录因各种原因引起的 

故障、系统崩溃 、系统震荡等扰动而导致的各 
种电气量变化全过程，主要用于记录继护装置 

和安全 自动化设备的动作信息，了解暂态过程 

中各个电量参数的变化特点。性能优异的录波 
装置对保证变电站的安全可靠运行有重要的 

意义。多年来，录波装置已成为分析数字化变 

电站故障的重要参考依据E“。 
2传统录波装置与数字化录波装置区别 

传统故障录波装置主要由下位机单元、中 

层管理单元、下位机单元组成 I。下位机主要完 
成数据采集系统，中层管理单元主要完成与上 

位机的通信。上位机单元主要完成人机接口以 
及其他系统的通信。它与数字化录波装置的区 
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 

(1)采样方式。与传统录波装置相比，数字 
化录波装置前端采样的信号已经经过了合并 

单元的数字化处理，是基于IEC61850网络规 

约的网络报文信息，不需要像传统录波器还需 
要进行数模转换获取采样信息。虽然没有了数 

模转换过程，但是数字化录波装置对网络芯片 

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千兆网卡和高 
性能的前端采样处理芯片等都陆续应用到数 

字化录波装置的开发和生产中。除了前端处理 

芯片，后台存储和处理采样信息也比传统录波 
装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量的采样数据需要 

更大容量的硬盘存储器，采样数据的实时处理 
需要更高性能的 CPU处理器。由于采样方式 

的不同，数字化录波装置在接线方式上比传统 

录波装置更见简单，只需光纤信号直接引入， 

节省了大量的模拟数据线路的接入。 
(2)数据处理 

数字化录波装置不仅要处理采样值信息， 
还要处理大量的网络报文信息。针对不同的报 

文信息，录波装置要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像 

传统录波装置那样只有模拟量和简单的开关 
量信息。Comtrade文件格式简单记录的波形文 

件可能并不能完整地记录故障分析所需的数 
据(如：枚举量、1588时钟报文等)。因此数字化 

录波装置要有一种独立的数据记录格式来满 

足数字化变电站发展的要求，记录更加完整和 
有效的数据信息。 

(3)定值整定 

随着数字化录波装置采样值的丰富与发 
展，也必然对整定值带来一些变化。除了传统 

录波装置启动定值外，根据不同报文信息，应 

增加网络报文告警录波启动定值的配置。 
3数字化录波装置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 

析 

3．1国外数字化故障录波装置发展现状 
国外公司ABB、SIEMENS的故障录波器 

多数采用分布式标准模块化结构设计，可以根 
据需要分散安装在开关柜里面或者保护室内， 
通过以太网远传到调度中心或者连接到一台 

所级计算机。计算机一般都配有通用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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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可对数据进行集中处理。下面以西门子 

SIMEASR数字化录波装置为例进行介绍。 

SIMEASR是西门子公司推出的一台智能 
化故障录波装置，如图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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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IMEASR 整体 结构 图 

它主要用来监控发电机 、变电站电能质量，记 

录电网故障，几台不同的SIMEASR通过组屏 
安装，通过 LAN或 V24接口连接到 DAKON， 

最后把故障数据上传到主控室或调度所，实现 

远方控制与管理。 
SIMEASR录波装置采用 32位微机型工 

控板 ，内置电源板 、选用完全模块化的各种智 
能数据采集板设计。装置的每块采集板模拟量 

通道有 8路和开关量通道有 32路，DSP时钟 

频率为 40MHz。数据采集通过高速总线跟 
DAKON连接，SIMEASR的 CPU最低配置是 8 

兆内存的32bit处理器，它完成如下功能： 

(1)基于以太网的数据采集；(2)手动自动 

模式、故障判别模式的录波启动判别；(3)故障 
前、故障变化过程、故障后不同时段的过程记 

录；(4)计算 、记录电气测量值 ，主要包括：电 

压、电流、有功、无功、功率因数等；(5)能够记 
录正负序分量、谐波量 、相位和直流分量；(6) 

可以记录频率变化的主要过程，频率通道精 
度 ±1MHz；(7)通过先进的数据压缩与存储 

技术，方便分析软件对故障数据的使用。 

西门子的故障记录程序，有自己的自动计 
算算法，会 自动生成 COMTRADE规定的格式 

文件的所有信息，针对馈线，还有自动诊断。 

DAKON装有故障分析软件包，能实现高精度 
测距、谐波分析、电能质量分析功能。在调度端 

装有 OSCOPP程序包，就可实现远方控制和管 
理。国外其他公司，也有类似的相关产品，数字 

故障录波功能的实现上也各有千秋。 

3．2国内数字化故障录波装置发展现状。 
目前，国内已有多个数字化变电站开工建 

设或投入运行，应用IEC61850标准的故障录 

波器产品在国电南瑞，北京四方，电力科学研 

究院，许继，东方电子的开发研制之中，并有符 
合 IEC61850标准的产品面世 ，取得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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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GL一800B录波装置的硬件结构 

成果，但是各公司昕选用的软硬件平台不尽相 
同。下面以许继电气 WGL一800B数字录波装 

置为例来说明装置的主要特点，其硬件结构如 

图2所示 装置由光纤采集卡 、主 CPU、网络存 
储器、打印机 、液 晶LCD显示器 、键盘 、鼠标等 

组成。千兆光纤采集卡 、高性能嵌入式 CPU板 

卡组成采集分析机箱。装置的模拟量通道总数 
可以配置 0—96路 ，开关量通道总数可以配置 

0—255路，具体可以根据工程的需要灵活配 
置。 

装置采用新一代无风扇嵌入式计算机。主 
CPU采用酷睿2级芯片。主CPU板采用 6层 

印制线路板以及表面贴装技术，极大地提高了 

装置的可靠性。有如下特点： 
(1)完全嵌入式的系统结构：装置硬件和 

软件均采用一体化完全嵌入式结构。使用高性 
能的嵌入式无风扇工业计算机。采用国际成熟 

的工业级嵌入式管理操作系统 (Windows XP 

Embedded)；(2)长时间连续存储功能 ：采样率 
不低于 lkHz，最高可达 10kHz．单文件存储时 

间可指定：30—300秒。总存储时间：不低于 7 

天，跟采样速率有关。(3)完善的通讯及组网功 
能：装置既支持 IEC61850间隔层通信规约也 

兼容标准 103规约，具有远程通信和远程管理 

功能。可灵活接入其他监控系统或信息管理系 
统 ；(4) 支 持 多 种 采 集 协 议 ： 支 持 

IEC61850—9—1协议，支持 IEC61850—9—2LE协 

议，支持 GOOSE协议。多种协议灵活运用，克 
服了大多只支持 IEC61850—9—1协议的不足。 

(5)首家引入网络存储设备：支持 Raid5、 

Raid6、Raidl0等多种级别磁盘阵列，支持热插 

拔，支持双电源冗余。支持最高达4TB的存储 
容量。不仅可以存储海量数据，而且保证了数 

据安全，方便统一管理。 
与国外产品相比，国产的故障录波器在价 

格上有优势 ，适合 目前我国变电站综合自动化 

系统整体体系结构，更符合我国实际，同内厂 
家在培训 、现场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等方面比 

国外厂家有一定的地域优势。但从近几年国内 
数字录波装置的运行实践来看，现有几家闰产 

微机型故障录波器在性能上已经完成了从模 

拟式录波到数字化录波的转换，但没有充分发 
挥计算机技术的强大优势，在数据通信、录波 

方式、故障分析准确性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 

题 。当然 ，数字化录波器装置也必然成为故障 

录波器的研究热点和主要方向，它会引导困内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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