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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网建设是我国基础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结合当前电网建设的实际需求,提升电网自动化
水平非常必要,而这就需要电网系统在建设过程中整合相应的通信系统。电网通信包括有线通信和无线
通信,有线通信稳定性高,传输速率有保障,但其建设成本以及能耗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电网无线通信系
统的建设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一些不利于有线线路架设的区域,通过无线形式进行电网通信
能够集多方优点建成较高质量的现代化电网系统。无线网通信在承载能力方面受多种因素影响,而电网
通信对稳定性有较高要求,因此需要对无线通信系统进行承载力测试,确保其满足当前通信要求。配电网
作为当前电网无线通信的主要应用范围,本文将重点针对配电网无线宽带网络承载能力测试系统进行
研究。
[关键词] 电网通信；无线网络通信；配电自动化；承载力测试系统
中图分类号：TN711.5 文献标识码：A
Testing system for carrying capacity of broadband wireless network service in power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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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er grid constru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my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utomation level of power grid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current power
grid construction, which requires the power grid system to integrate the correspond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Power grid communication includes wired communication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Wired communication has high stability and guaranteed transmission rate, but its construction
cost and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 are relatively high.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gri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some In the areas that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erection of wired lines, the power grid communication in the form of wireless can
integrate the advantages of multiple parties to build a high-quality modern power grid system. Wireless network
communication is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in terms of carrying capacity, and power grid communication has
high requirements on stabilit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arrying capacity test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to ensure that it meets the current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is the main
application range of the current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 the power grid.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research
on the wireless broadband network carrying capacity test system of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Key words] power grid communication; wireless network communication;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bearing
capacity te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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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测试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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