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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系统层级较多,结构相对复杂,不仅有相应的强电系统,同时也有包括通信系统这一类的弱电
系统,保障系统整体安全是各阶段电力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继电保护又称之为反事故自动化措施,其作为
一种在电力系统某部分出现异常故障时将之从系统整体中隔离出去的安全防护措施,其对于整个电力系统
具有重要意义。继电保护需要进行周期性测试以保障其功能满足相应的安全防护需求,而继电保护测试软件
则是明确其具体状态的关键所在。目前针对继电保护测试软件平台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也导致可用于实践使
用的测试软件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将针对组态思维下的测试软件平台设计相关内容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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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oftware platform for relay protection testing based on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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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wer system has many levels and a relatively complex structure. There are not only
corresponding strong current systems, but also weak current system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systems.
Ensuring the overall safety of the system is the top priority of power system construction at each stage. Relay
protection is also called anti-accident automation measures. As a safety protection measure to isolate a certain
part of the power system from the whole system when an abnormal fault occur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ntire power system. The relay protection needs to be tested periodically to ensure that its function meets the
corresponding safety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relay protection test software is the key to clarify its
specific status. At presen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researches on the test software platform of relay protection,
which also leads to the obvious shortage of test software that can be used in practice.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design of test software platform based on configuration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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