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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healing is one of the key characters and 

features of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as well as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trends for future distribution system. 

Self-healing control system for smart distribution network 

automatically chooses appropriate control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operation status to guarantee the 

security, reliabi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d on the typical control schemas for 

self-healing control system for distribution network. Firstly 

present self-healing control schemas were introduced. Then 

we evaluated their features and proposed methods for 

selection of schema for specific control system. Finally a real 

system was presented for case study of self-healing control 

schema.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 the overview of 

self-healing control system, and can be used to guide re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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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 self-healing control system;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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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愈是智能配电网的主要特征和重要功能，也是实

现智能配电网的关键技术和主要发展方向。智能配电网自

愈控制控制系统根据配电网运行状态自动选择合理的控

制策略，确保配电网的安全、可靠、高效运行。自愈模式

是实现自愈控制的关键，自愈模式涵盖了配电网网架结

构、通信系统、终端、主站、控制方式等多方面技术路线

和控制模式的综合选择。本文根据智能配电网建设和发展

情况，重点研究了典型的自愈控制模式的特点及优缺点，

提出了自愈控制模式选择方式，并结合实际的自愈控制系

统案例对分布式终端与主站配合的自愈控制模式进行了

具体的介绍。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入了解自愈控制系统

实现方式、指导实际工程建设，具有研究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智能配电网；自愈模式；自愈控制系统；分布式

自愈；集中式自愈；配电自动化 

1 引言 

    智能配电网以配电自动化和高级配电自动化

为基础，采用以先进信息技术为支撑广域量测技

术实现电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采集和远程遥控，

支持各类分布式电源（分布式发电、储能设备以、

电动汽车等）大量接入并参与配电网运行状态优

化，支持新型用电方式以及用电客户与配电网的

充分互动，全面提高供电电能传输效率和供电的

安全性、经济性以及可靠性[1]-[2]。 

自愈（Self-healing）是智能配电网的关键技

术之一。智能配电网自愈控制系统充分利用先进

信息技术实现对配电网运行状态的主动感知、分

析和控制，有效识别配电网运行和控制过程中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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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安全隐患，对于提高系统运行安全性、可靠

性以及系统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智能

配电网的关键技术和主要发展方向[3]-[4]。配电网

自愈控制技术的发展过程与配电自动化技术的发

展阶段相对应，形成了基于配电自动化主站的集

中式、终端相互通信的分布式、分布式与集中式

相配合等多种自愈模式。每种自愈控制模式都与

配电网典型的网架结构、运行方式以及具体的自

愈控制功能密切相关，采用不同控制模式可以取

得的自愈控制效果也不尽相同。 

目前关于实际的自愈控制模式已有较多研究

展开，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相关研究缺少对

自愈控制模式进行系统化比较研究，不利于从宏

观角度了解各种自愈控制模式的特点和发展状

况，无法有效指导自愈控制模式的选择和配电网

自愈控制系统的建设。本文根据智能配电网自愈

控制系统建设和发展情况，重点研究了典型的自

愈控制模式的特点及优缺点，对各种自愈控制模

式进行综合评价，提出了自愈控制模式选择方法，

并结合实际自愈控制系统案例对分布式终端与主

站配合的自愈控制模式进行了具体的介绍。本文

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入了解自愈控制系统实现方

式、指导实际工程建设，具有研究和借鉴意义。 

2 智能配电网自愈控制模式 

2.1 基于配电自动化主站的集中控制模式 

基于集中式控制方式的自愈控制系统是由配

电自动化系统完成自愈控制。系统由断路器、配

网终端、通信网络和配网子站/主站构成。当配电

系统故障发生后，出线断路器跳闸，经过一定时

延后，第一次重合闸；若故障为瞬时性故障，则

重合成功；若故障为永久性故障，则断路器再次

跳闸。配网终端将检测到故障信息包括开关变位

信息以及出线开关跳闸信息、重合闸信息和相关

保护信息等经由通信网络上传到配电自动化子站

/主站，配调子站/主站根据收到的故障相关信息

和故障时电网运行状态，精确判断故障发生判断

故障发生区段，形成故障隔离方案，再根据故障

后配电网的运行状态生成故障自愈恢复方案。故

障自愈方案可以通过遥控执行，大大提高了故障

自愈速度，缩短了故障停电时间。 

集中式自愈控制模式的优势是故障处理速度

快，适用于各种接线复杂的配电系统，设定自愈

控制目标生成有效的优化自愈控制方案。此外，

由于具备主站系统，可以实施配电网运行分析和

电压无功控制等高级功能，也可以实现风险评估

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实现预防性自愈控制。该模

式的缺点是依赖于终端采集和通信功能，对通信

的速度和可靠性要求高，通信投资较大。 

2.2 基于对等通信的分布式自愈控制模式 

分布式自愈控制方式相对于集中式自愈模式

而言，不需要自动化子站/主站参与，由终端装置

依据局部信息快速判断故障位置并实施自愈控

制。基于对等通信方式的分布式自愈控制模式是

分布式自愈控制方式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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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配电系统故障发生后，配网终端间采用对

等通信的方式，传递故障检测和控制信息，完成

故障信息的分析与决策，实现网络式保护和自动

化控制，完成快速故障定位、隔离以及故障自愈。 

基于对等通信的自愈控制模式不需要配电子

站/主站参与，仅由终端相互通信完成故障自愈控

制，自愈控制速度快。但该模式对终端间通信网

络的性能要求较高。由于缺少配电子站/主站的参

与，无法充分利用全局信息对自愈控制方案进行

优化，缺少风险分析、预防性重构等高级功能，

无法实现预防性自愈。 

2.3 基于区域自治的分布式自愈控制模式 

与基于终端对等通信的自愈模式类似，基于

区域自治的分布式自愈控制模式不需要配电自动

化主站、子站的参与；通过智能终端相互通信判

断故障相关信息，实现快速的故障隔离和故障自

愈控制。 

在该模式中，整个配电网络划分成若干个小

区域，一般以一个环网为单位，每个单位配置一

台区域自愈控制器，自愈控制器与环网内的每个

终端通过“专用通道”进行高速通讯，保证了在

故障发生时能够快速获得各个终端的故障信息；

区域控制器根据区域内环网拓扑结构和逻辑判

断，快速定位故障区段和隔离，并对非故障区域

内的线路进行供电恢复。 

该自愈方式将配电网划分为多个区域进行自

愈控制，故障处理和恢复供电不受与主站系统通

讯情况影响,提高了自愈控制的速度和成功率，智

能终端相互配合可以有效的减少变电站出口动作

的次数，显著缩短故障处理的时间。由于缺少配

电子站/主站的参与，采用该自愈方式同样无法充

分利用全局信息对自愈控制方案进行优化，缺少

风险分析、预防性重构等高级功能，无法实现预

防性自愈。 

2.4 基于分布式终端与主站配合的综合控制模

式 

集中式自愈控制模式和分布式自愈控制模式

分别描述了对终端采集信息的利用方式。集中式

自愈控制模式可以利用全局信息，具备全局优化

能力；分布式自愈控制模式只需要利用本地信息

而不依赖通信网，故障处理的速度更快。 

采用分布式与集中式相互配合的综合自愈控

制模式可以兼顾二者的优点。在综合自愈控制模

式下，故障发生后优先采用处理速度快的分布式

自愈控制；当分布式自愈控制结束后，集中式自

愈控制根据配电网当前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决

策，生成全局优化的自愈控制策略，形成对于分

布式自愈控制的补充和完善。 

综合式自愈控制方式同时具备分布式自愈控

制模式和集中式自愈控制的优点，能够快速实现

故障隔及故障自愈，具备全局优化能力。此外，

该模式还可实现风险分析和预警、自动化控制、

预防性重构以及预防性自愈等高级功能。此种模

式下，对主站系统和通信网络的要求较高，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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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2.5 基于自动装置的自愈控制模式 

基于自动装置的自愈控制模式主要应用于采

用三双接线的配电系统中[5]-[6]。三双接线指“双

电源、双线路、双接入”，将 110 千伏变电站的每

条 10 千伏出线由站外分为两支路，每一支路均与

来自不同母线段的另一条支路构成双环网结构。

每台配电变压器均从双环网的不同支路上引入供

电接入点形成双电源，双电源之间安装备自投装

置实现故障情况下的自动进行切换。 

在基于自动装置的自愈控制模式中，配电系

统采用相对独立的双环网接线方式，为可靠性要

求高的中小用户提供双电源，满足“N-1”安全

准则；环网单元馈线侧加装高压自动投切装置，

实现对两路高压电源的隔离和自动切换，在不合

环的情况下实现供电电源的切换，确保用户供电

的高可靠性。 

基于自动装置的自愈控制模式不依赖于配电

自动化和实际通讯功能，具有供电可靠性高、恢

复速度快的特点，适用于为可靠性要求高的中小

用户提供双电源和自愈功能保障。该方式不依赖

于自动化系统，不受通信系统功能限制，具有较

好的自愈成功率。但采用该方式缺乏优化供电恢

复方案以及进行预防性自愈的功能，设备利用率

为 50%，网架投资较大。 

表 1 配电网典型自愈模式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typical self-healing schemas for distribution system 

 网架结构 自愈速度 通信 自动化 故障自愈 预防自愈 备用要求 优化功能 

主站集中

式模式 
所有结构 分钟级 

光纤网

络、无线

网络 

配电自动

化 
具备 具备 多供一备 全局 

终端对等

通信模式 

所有网络

结构 
毫秒级 

光纤网

络 

配电自动

化 
无 无 多供一备 局部 

终端区域

自治模式 
双环网 毫秒级 

光纤网

络 

配电自动

化 
无 无 多供一备 局部 

综合自愈

控制模式 

所有网络

结构 

毫秒级到

分钟级 

光纤网

络、无线

网络 

配电自动

化 
具备 具备 多供一备 全局 

基于自动

装置模式 
三双接线 秒级 

无实际

要求 
自动装置 无 无 50%备用 无 

3 智能配电网自愈模式评价与选择 

3.1 自愈控制模式比较与评价 

自愈控制模式与配电网的接线方式和自动化

水平密切相关，实现的自愈控制效果也不尽相同。

为了便于对各种自愈控制模式进行宏观的比较，

本文选取了构建相应自愈控制系统时需要重点考

虑多个维度信息，对典型自愈控制模式进行比较。

比较的维度包括，适用的网架结构、自愈速度、

对通信系统的要求、对自动化功能的要求、是否

实现故障情况下的自愈、是否实现预防性自愈、

对网架备用容量的要求以及是否具有优化功能。

比较结果图表 1 所示。 

3.2 自愈控制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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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电网自愈控制模式的选择与实际配电

网的用户类型、可靠性要求密切相关。实施过程

中，应当针对不同等级类型的供电区和负荷，设

定可行的供电可靠率指标，并以此来确定配电网

接线方式、备用容量和自愈控制的总体目标。根

据基础网架结构和总体目标，结合表 1 中对各种

自愈控制策略的比较结果，确定自愈控制系统的

主要功能，并以此作为选择主站、终端和通信系

统的依据。确定自愈控制系统后，结合通信要求、

备用要求和优化范围等要求选择具体的自愈控制

策略构建自愈控制系统。自愈控制模式的选择和

实施策略如图 1 所示。 

用户类型 可靠性要求
网架结构

备用容量

控制目标 主站功能

终端功能

通信方式

点对点通信

自动化功能

分布式通信

一般通信

通信网络
光纤网络

无线通信
高级功能

控制系统选择 通信系统选择

基本信息

自愈控制策略选择

自愈控制效果

通信要求

备用要求

优化范围

自愈控制模式

主站集中式自愈

分布式终端自愈

其他自愈模式

 

图 1 自愈控制模式选择策略图 

Fig.1 Strategy for selection of self-healing control 

schema 

4 自愈控制系统实例 

由南方电网公司、湖南大学、天津大学、北

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科锐配电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的国家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863 计划）“智能配电网自愈控制技术

研究与开发”项目以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为

依托，建成含多种分布式电源及储能系统、集自

愈控制技术的演示培训、技术验证、现场测试为

一体的示范工程。 

为尽可能减少配网故障影响的用户数量、减

少停电范围和停电时间，结合广东金融高新技术

示范区的配电网接线方式、一次设备建设改造原

则及通信模式，示范工程采用基于分布式智能终

端与主站综合控制相结合的自愈模式构建智能配

电网自愈控制系统。该自愈控制系统由分布式自

愈控制层（终端层）和主站集中自愈控制层（主

站层）和通信网络组成，整个系统按照实现智能

配电网“自我感知、自我诊断、自我决策、自我

恢复”的目标进行设计和建设。系统运行界面和

架构图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 2 系统运行界面 

Fig.2 Main HMI of the self-healing control system 

 

图 3 佛山自愈控制系统架构图 

Fig.3 The systematic architecture of Foshan 

self-healing control system 

在自愈控制系统中，主站系统具备在线风险

评估、在线安全预警功能以及预防性重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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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非故障状态下预防性自愈；在 10kV 配电网

络主干线的开关站和配电站均配置保护测控一体

化智能终端，线路发生故障时，优先采用就地控

制方式对故障进行处理，采用基于对等式通信网

络的网络式保护技术实现故障的定位、隔离和非

故障区段的供电恢复；当终端间通信故障或者自

愈控制未成功时，采用主站集中控制方式进行自

愈控制和全局优化控制作为就地控制方式的补

充；当外部电网故障引发发生大面积停电时，自

愈控制系统利用分布式电源来保障关键负荷的供

电。 

通过采用愈控制系统后，示范区配电网用户

平均故障停电时间缩短为 5.2 分钟，园区内配电

网供电可靠性指标不低于 99.999%。该自愈控制

系统经技术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结论 

本文根据智能配电网建设和发展情况，重点

研究了典型的自愈控制模式的特点及优缺点，提

出了自愈控制模式选择方式，结合实际的自愈控

制系统案例对分布式终端与主站配合的自愈控制

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介绍。本文的研究成果

对于深入了解自愈控制系统实现方式、指导实际

工程建设，具有研究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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