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保护测控装置自动测试系统的开发与实现
丁俊杰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OI:10.12238/hwr.v5i12.4104
[摘 要] 电力系统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系统整体稳定性要求不断提升,各种保护设备、测控装置也大量
整合于电力系统之中,相关系统对区域性电力运行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保护测控装置的技术发展也相
对较快,各种数字化、智能化以及网络化技术应用程度不断加深,而为了保障电力系统整体稳定性,在系
统建设和周期性维保工作中都需要对保护测控装置进行检测,当前保护测控装置的技术水平比较高,这
也使得整个测试工作更为复杂,既往传统测试系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工操作,不仅效率较差
而且精确性有限,因此本文将针对保护测控装置自动测试系统的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相关系统的发展状
况及系统原理,针对其基本技术内容进行分析,深入探究相应的自动测试系统开发过程与功能实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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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Various protection equipment and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devices are also integrated into the power system. The related syste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regional power operation.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protectio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devices is also
relatively fas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digital, intelligent and networked technologies continues to deepe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are required i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eriodic maintenance work. The technical level of the current protectio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device is relatively high, which also makes the entire test work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past, the
traditional test system required a lot of manual operations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process, which not only had
poor efficiency but also limited accurac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atic test system for protectio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devices,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system principle of related systems, analyze its basic technical content, and deeply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function realization ba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automatic test system.
[Key words] protectio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device; automatic test system; technical analysis; syste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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