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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V 综合自动化变电站仿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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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謦提示：感谢您使用武汉华胜公司软件！在您使用本软件之前，请认真阅读本文。本软件

不会影响您的计算机硬件和其他软件运行，请放心使用！若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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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武汉华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芯中心”科技

园，是专业从事电力系统自动化控制、高压电气设备检测、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技术产品研

究、生产和销售的新兴明星企业。  

公司目前拥有发电厂变电站仿真系统、0．1Hz 超低频高压发生器、电力系统远程图像

监控系统、高压电气设备测试仪器仪表以及中小型水电站微机监控系统等十五个产品。公司

全面实行现代化管理制度，严格执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多项产品和技术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或发明专利，多次获得相关部门荣誉称号，产品和技术水平已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优秀的人才和完善的管理是华胜公司发展的基础。华胜公司凝聚了一批长期从事电力系

统自动化技术和高电压技术的专业人才；公司还利用优越地理位置，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武汉高压研究院等单位密切合作。通过人力资源的优化，技术资源的积累，设备资源

的扩充，华胜公司已具备强有力的技术开发和生产加工能力。 

华胜公司时刻注视世界电力技术的发展方向，密切关注国内外业内知名企业的产品和技

术，重视与各企业的联系，创造多种方式与之合作，共谋发展。 

华胜公司与日本共立仪器公司（KYORITSU）和美国福禄克（FLUKE）合作，利用其

在电能质量检测领域的优势，再度开发了电力系统无功功率、电能质量、线损在线检测系统

等新产品。 

华胜公司与江苏电力公司安方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了全国技术领先、独具特色的基于

GPRS/GSM/CDMA 电力系统无功功率和电能质量实时监控系统。  

华胜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电力学院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发电厂和变电站仿真

运行系统、中小水电站微机监控系统和水库大坝地理监控系统…… 

“服务用户、奉献社会，超越创新、实现自我”是华胜公司的价值观，也是华胜公司的经

营理念。 

“品质磐如石，承诺硬如金”是华胜品牌的质量宣言，也是华胜公司立足市场的根基。 

“一切为了用户”，为用户提供更为“安全、可靠、经济”的产品和服务是华胜公司的最终

目标。 

华胜公司愿与您合作，奉献社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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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变电站仿真概述 

 

一、仿真意义 

1.培养变电站运行人员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处理不正常工作状态和事故的能力，避免变电

站各种事故特别是人为原因引起的误操作事故的发生，提高运行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2. 提高变电运行人员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能力，获得从事职业资格的准入证。 

二、仿真对象 

国网公司标准 35/10 kV 综合自动化变电站（变电站详细介绍见第二章）。 

三、仿真范围 

变电站内所有一、二次设备及综合自动化系统全面仿真。 

四、仿真内容 

1.按 1:1 比例仿真主要电气设备、主控室、10kV 控制室、户外设备及综自系统等； 

2.可进行变电站巡视并提示巡视内容； 

3.可进行各种事故的处理演练； 

4.实时反映变电站各种正常运行、异常现象和事故状态。 

五、华胜电力系统仿真的优势 

1. 历史悠久：15 年电力系统仿真技术研究、开发。  

2. 经验丰富：已成功仿真 300MW、600MW 火电机组，500kV 综合自动化变电站。正

在开发 1000MW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和 1000kV 特高压变电站仿真软件。 

3. 技术先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力系统仿真开发平台，维护方便、系统稳定、持续

开发。 

4. 专业专职：专业的计算机仿真专家和电气工程专家，专职的仿真培训教师。 

5. 培训经验：已培训国内、国外（巴基斯坦、印尼等）发电厂、变电站技术人员和大专

院校师生上万人。  

6.权威鉴定：参与国家职业资格技能鉴定变电站值班员中级工、高级工、 技师和高级技

师试题库的编制和国家标准《变电站仿真机技术规范 DL/T 1023-2006》的起草工作。 

7. 系列产品：500kV 及以下电压综自站和普通站，包括：500kV 变电站仿真系统（软件），

220kV 变电站仿真系统（软件），110kV 变电站仿真系统（软件），35kV 变电站仿真系统（软

件）。  

六、华胜 FS 变电站仿真系统的特点  

1．对电脑配置要求低，软件容量小（约 70MB），安装简单、运行稳定、运行速度快； 

2．设置几百种故障和不正常工作状态，涵盖变电站值班员职业技能鉴定的考试范围； 

3．设置事故包括一、二次故障，电气、非电气故障，简单和复合故障等； 

4．全中文界面提示，不需要任何特定方式和约定，仅用鼠标即可操作，易学易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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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非常简单； 

5．设置典型工况，也可自行设置工况，调用工况十分方便； 

6．仿真变电站场景和一、二次设备采用实际图片，真实感强； 

7．自动记载仿真操作过程，便于自查和考核； 

8．基于典型的变电站，可根据用户的要求适当修改仿真系统； 

9．局域网连接，不需专用服务器，可集中或分散培训，一机在手，随时学习； 

10．降低培训费用，一次性投入，反复培训，无需维护、管理人员； 

11．实用性强，适合不同层次变电运行人员的培训； 

12．具有丰富的变电站技术资料，包括设备清单、设备技术参数、运行规程等。 

七、能够完成仿真培训的形式 

1．讲课、演示模式： 

教练员可以通过教练员台控制任一台微机（如投影仪控制机），结合仿真培训各系统进

行讲解和演示。 

2．单机训练模式： 

一台单微机可形成一个独立的培训环境。  

3．联机训练模式： 

两台或两台以上微机可以通过局域网络连接为一个系统，由多人在一个站中完成仿真培

训任务。教练员机仍可与该系统连接，指导和监控每台机的仿真培训。 

4．考核功能： 

系统具有考核功能，能够自动记载、保存和打印操作步骤，便于提高学员的运行水平。 

八、软件应该遵守的准则 

华胜仿真系统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变电站仿真机技

术规范 DL/T10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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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35kV 仿真变电站介绍 

 
2.1  35kV 仿真变电站概况 

本仿真变电站根据安徽省电力公司 35kV 箱式变电站方案三设计。35kV 综合自动化变

电站一次主接线如图 2-1 所示。 

 
图 2-1  35kV 综合自动化变电站一次主接线 

 
变电站配置 2 台 5000kVA 有载调压、双绕组自内冷变压器。 

35kV 采用单母线，35kV 架空进线 2 回。 

10kV 母线为单母线分段，配备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BZT）；10kV 出线 6 回， 均采用电

缆线路。 

两组 10kV 无功补偿电容器分别安装在两段 10kV 母线上。 

2.2  系统运行方式 

1、系统正常运行方式：35kV 城关一线供电、城关二线备用，两台主变压器并联运行，10kV

母线分段运行。 

2、系统特殊运行方式：（1） 35kV 城关二线供电或者负荷较大时两条 35kV 线路同时供电。

（2）当变电站全站失电时，所用电可以通过 10kV 化肥厂线路反送电到变电站。 

2.3  电气一次部分 

电气一次部分主设备材料表 

设备名称 规格/参数 备注 

主变压器 
SZ9-5000/35    YNd11 

35±3×2.5%/10.5kV  Uk%=7 
有载调压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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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V 断路器 ZW8-40.5/1600A-25kA  

35kV 隔离刀闸 GW4-35G/630 附 CS11DP 手动机构 

35kV 电压互感器 JDZXW-35W2  

35kV 电流互感器 LCZ-35  

35kV 避雷器 Y5WZ-42W/134  

10kV 中置式开关柜 KYN-10 型  

10kV 所用变 SC9-30/10 两台 

10kV 电压互感器 
JSZK2-10F 

10kV/100V 960VA 
 

10KV无功补偿电容器 
BFF11/√3-900-3W 

2×900kVA 
两台 

 

2.4  电气二次部分 

变电站无人值班运行，二次部分采用综合自动化系统，可以对变电站一次设备进行监视、

测量、控记录和报警，并与保护和调度中心通讯，实现远动功能。 

（一）保护和自动装置配置 

1、系统保护 

本站为终端变电站。当 35kV 线路单线运行，线路发生故障时，线路电源侧电流保护动

作。当 35kV 线路双线运行，线路发生故障时，线路两侧电流保护动作。同时线路电流流保

护还作为变压器和母线后备保护。 

2、主变压器 

（1）差动保护：保护范围为变压器高低压侧电流互感器之间，瞬时动作跳开两侧断路器。 

（2）瓦斯保护：反映变压器油箱内故障。重瓦斯动作跳开两侧断路器，轻瓦斯只发信号。 

（3）后备保护：35kV 线路过流保护作为主变后备保护。 
3、10kV 线路 

10kV 线路设置电流保护、三相一次自动重合闸。 
4、10kV 母线分段断路器 

10kV 母线分段断路器设置电流保护和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BZT 装置）。 
（二）控制室和 10kV 配电室 

主控室布置综自系统，所有元件保护屏、光纤设备屏、直流屏、交流所用变屏、无功电

容补偿柜、10kV 电压互感器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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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华胜 35kV 变电站仿真软件安装 

 

对计算机和网络配置的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2000/XP/Vista/7 

硬盘：2G 以上 

内存：256M 以上 

显示器：19 寸以上彩色显示器 (建议采用 21 寸宽屏，最佳分辨率 1680×1050） 

网络：网络交换器，局域网 

 

3.1  安装步骤 

【说明：我公司 500kV、220kV、110kV、35kV 变电站仿真软件安装界面类似！】 

第一步：安装之前请先关闭其他正在运行的程序，打开光盘，找到安装文件

35kVSimulator-Setup.exe，双击执行安装。 

第二步：安装启动后进入安装向导，此时出现如图 3-1 提示，点击“下一步”。 

 

 

图 3-1 安装向导 

 

第三步：输入产品附带的密码，如图 3-2 所示，输入密码后点击“下一步”； 

第四步：出现图 3-3 画面会提示让您选择安装类型，有两种，一种是单机版安装，另一种是

教员站安装。教练员机（主机）请安装“35kV 综自变电站仿真系统教员站”，学员机请安装

单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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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密码输入 

 

图 3-3  教练机和学员机的选择 

 

第五步：选择“下一步”，提示您选择软件安装目录，系统默认路径是“C:\Simu35kV”，您

也可以点击“浏览”选择您的安装路径，选择好后点击“下一步”，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安装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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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软件提示您选择桌面快捷方式，如图 3-5 所示，点击“下一步”至图 3-6 所示安装

提示，然后逐步按引导安装。 

 

图 3-5 快捷方式 

 

图 3-6 安装提示 

 

第七步：教练员机在安装完成后，系统还会出现下图提示，勾选“安装狗驱动程序”和“启

动教练员站控制程序”，直到安装完毕，此时程序会在桌面建立快捷方式并自动启动仿真室

通讯程序，如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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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仿真控制台 

 

 

如果没有看到以上窗口，您可以将 

鼠标移至桌面最左端，会出现一个 

小红框条目，如图 3-8 所示，在条目上 

面点击，便可出现以上图 3-7 窗口。 

 

 

 

 

 

 

 

 

 

                            图 3-8 控制台隐藏/显示条目 

 

第八步：在图 3-7 窗口中，根据您需要的类型选择“学员机仿真系统初始化”或“本地机仿

真系统初始化”，以实现仿真软件的数据初始化，之后会进入如图 3-9 所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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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仿真系统主界面 

最大化该界面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其他操作了。 

【注意】 

1.本软件采用了硬件防伪加密措施，必须插入软件专用 U 盘运行方可正常运行，第一

次安装运行时，因 Windows 系统内部各种限制，可能需要重启系统或者关闭杀毒软件。

加密狗 U 盘为软件的唯一标识，一定要安排专人保管好！ 

2.安装完毕，建议您最好重启计算机。 

3.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类似如图 3-10 所示错误界面，请务必按“忽略”键，继

续安装。 

 

图 3-10  安装错误提示 

3.2  软件卸载 

如果您要卸载该软件，请您务必先退出该软件，在桌面“开始”菜单中卸载软件。或

者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中卸载该软件。 

 

【注意】 

1.若您是用本公司多套不同版本仿真软件，安装另一套时一定要把前一套软件完全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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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不能正常使用。 

2.本公司两套仿真软件不能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上使用。 

3.若软件升级后重新安装，需将原程序尽量卸载干净。 

 

 

3.3  局域网设置 

本软件可以在局域网中实现教员机对学员机的控制，所以必须对教员机和学员机的 IP

地址进行设置（若服务器自动分配 IP 地址，当网络连接有问题，请改为手动设置）。 

1．将 IP 地址设置为 192.168.1.X（X 值在 2～255 之间任选），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2．重新启动计算机，运行仿真软件，则在教员机“仿真教师控制台”界面看到各学员

机的“机名和 IP 地址”，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网络连接 

3．若未看到学员机的 IP 地址，则联络失败，请尝试重新连接，检查网络连接和网络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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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胜 35kV 变电站仿真软件使用说明 

 

4.1  教员机“仿真教室控制台”的使用 

只有教练员机才有“仿真教室控制台”，学员机没有此功能（除此之外学员机与教练员

机使用完全一样），教练员机使用如下： 

1、运行桌面 “仿真机教练员站”，界面如图 4-1 所示。 

 

 

图 4-1 仿真教室控制台 

 

2、首先操作“本地机仿真系统操作初始化”，然后操作“学员机仿真系统初始化”。其

他功能可根据界面文字选择操作。 

3、操作“隐藏本窗口”，界面显示“35kV 变电站仿真机操作员站”，最大化此界面，界

面如图 4-2 所示。 

4、主界面功能如下：设备区、综自系统、模拟操作、事件记录、调度命令、与教练员

联系和教练员台七个部分。仿真操作主要在此界面切换。 

【注意】学员机与教练员的根本区别在于学员机没有“仿真教室控制台”功能，其他

功能两者完全一样。注意一个系统只能安装一台教练员机，否则仿真系统网络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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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仿真系统主界面 

 

图 4-3 教练员台的程序控制界面 

4.2  仿真软件各仿真模块使用 

 

4.2.1 教练员台的操作说明 

1．教练员台的程序控制操作 

启动程序后第一步是要进入“教练员台”界面调入工况（教练员机 

和学员机都有“教练员台”），程序控制界面如图 4-3，操作步骤如下： 

1．按启动模型； 

2．按运行模型； 

3．调入工况，正常情况下一般选择“工况 1~50”某种工况； 

注：所谓“工况”即变电站运行方式，其中 1～50 为 

软件编制者设定工况，51～100 可自行设定。 

4．若由一种运行工况变换成另一种工况，操作如下： 

例如：由工况 4→3，操作顺序，按模型退出\启动模型\运行模型 

\调入工况 3。 

 

2. 变电所倒闸操作训练项目和变电所事故处理训练项目 

变电站倒闸操作和事故处理训练设置。主要操作如下： 

主界面→教练员台界面如图 4-4 所示，学员可以选择不同变电站倒闸操作和事故处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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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项目进行操作。选中某项目显示“√”，取消某项目显示“×”。 

 

图 4-4 倒闸操作和事故处理训练设置 

4.2.2 设备区的介绍 

本软件主界面即为设备区如图 4-9 所示，显示变电站结构和设备的俯视图，点击具体设

备可跳出界面显示电气设备的仿真模型和实物照片，对有关设备一、二部分进行可进行相应

操作和监视。 

1. 户外设备 

进入设备区，点击进入“进入”可进入变电所某一间隔，可对相应设备进行操作。例

下图 4-5 为城关二线设备间隔，可对此间隔断路器、隔离刀闸等进行操作和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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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城关二线设备间隔 

2.控制室和 10kV 配电室 

进入设备区，点击左侧“控制室和 10kV 配电室”，如图 4-6 所示，点击某屏可进行相

关操作。 

 

图 4-6 控制室和 10kV 配电室 

控制室包括：所有 35kV 和 10kV 线路、主变、所用电、母线 PT、母联断路器保护和测

控；备用电源自动投入（BZT 装置）、直流系统以及安全工器具等也在控制室。 

 

4.2.3 综自系统介绍 



                         http://www.100MW.cn 

- 15 - 
 

综自系统操作界面如图 4-7 所示。在综自系统进行倒闸操作之前，必须在模拟系统进行

正确演练。 

 

图 4-7 综自系统界面 

4.2.4 模拟操作 

模拟操作界面如图 4-8 所示。我国 35kV 变电所模拟操作系统一般不具备“五防功能”，

仅仅是演练操作。 

 

图 4-8  模拟操作界面 
4.2.5 事件记录 

按主界面事件记录，跳出事件记录文档，其自动记录操作人员巡视和操作等行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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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记录界面如图 4-9 所示。事件记录是考核学员操作的重要依据，可保存、传送和打印此记

录。 

 

图 4-9  事件记录通知界面 

【注意】  事件记录“××.txt”文件默认保存在 C：\Simu35kV\支撑  文件夹内。 

4.2.6 调度命令 

当教练员机在“教练员台”给学员机下达“倒闸操作训练项目”后，学员机调度命令

界面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学员机调度命令界面 

4.2.7 QQ 功能 

点击主界面“与教练员联系”键，弹出界面如图 4-11 所示界面，其类似 QQ 功能，方

便学员与教练员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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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与教练员联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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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华胜 35kV 变电站仿真表现方式 

 
5.1 一次设备的仿真方式 

进入设备区，点击某一次设备或线路间隔即可对其相关操作。 

例 1 ：主变压器的仿真方式 

1. 进入设备区\点击“进入”，界面如图 5-1 所示。 

 

图 5-1 设备区主变 

 

2.点击主变后，弹跳变压器界面如图 5-2 所示，根据界面提示可以观察变压器各个侧面、巡

视观测点（例如：温度、油位、瓦斯继电器）。 

 

图 5-2 设备区主变油位显示 

 

例 2：35kV 城关二线（304）间隔的仿真方式 

1. 进入设备区\点击进入 35kV 城关二线（304）间隔，界面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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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设备区 35kV 城关二线（304）间隔仿真 

 

2. 进入 35kV 城关二线（304）间隔后，根据界面提示可以巡视间隔的各个设备（例如：断

路器、隔离刀闸、互感器等）和对其进行相关操作（例如开关 304 操作箱的操作，如图 5-4

所示）。 

 
图 5-4  35kV 城关二线断路器 304 操作箱的仿真 

 
5.2 二次设备的仿真方式 

点击进入保护室，可对二次回路和继电保护进行相应操作，其仿真方式分下面几点简要

说明。 

5.2.1 继电保护屏的仿真 

进入设备区\控制室，点击某块保护屏后可以观察保护信息和进行相关操作（包括屏前

和屏后的操作）。例如点击主变保护屏，界面如图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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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主变保护屏的仿真方式 

 
5.2.2 保护压板的投切 

进入保护屏后，点击“压板”或者“压板说明”可以投退保护压板，仿真方式如图 5-6

所示。 

 

图 5-6  保护压板的投切的仿真方式 

5.2.3 继电保护装置仿真方式 
进入保护室，点击某元件的保护屏，在屏上可以操作观察保护运行情况。 

例 ：35kV 城关一线（303）保护装置的仿真方式 

在保护室，点击“35kV 城关一线（303）保护柜”，弹跳界面如图 5-7 所示。根据界面

提示可观察保护信息和进行相关操作。 

 

图 5-7  35kV 城关一线（303）保护装置仿真方式 



                         http://www.100MW.cn 

- 21 - 
 

5.3 设备巡视、验电的仿真方式 

进入设备区\进入工具室，弹跳界面如图 5-8 所示。在工具室可以取或者收安全帽、绝

缘手套（绝缘靴）、标识牌、接地线、绝缘杆和验电器等常用工具。拿到这些工具到现场可

以使用。 

 

图 5-8  变电站工具室仿真方式 

例如：35kV 验电器的使用 

1.进入工具室后戴安全帽、取验电器，再到设备区 35kV 线路间隔，验电仿真界面如图

5-9 所示。 

 

图 5-9  验电仿真方式 

2.点击线路验电部位，验电器红灯闪烁表示“有电”，否则“无电”。 

 
5.4 变电站直流系统的仿真方式 

进入控制室，如图 5-10 所示，为变电站直流系统。 

点击线路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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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变电站直流系统 

 

例如：点击直流馈线屏，弹跳界面如图 5-11 所示。通过分合开关控制相关设备的直流电源。 

 

图 5-11  直流馈线屏的仿真 

 

5.5 运行方式和潮流改变 

本系统潮流和短路电流计算通过专用软件技术获得，系统潮流随倒闸操作或故障动态变

化，这其实是变电站仿真的难点和精华内在。本系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改变运行方式： 

1.调入运行方式：调入运行方式的方法如“3.2.1 教练员台的操作说明”操作。 

2.设计运行方式：通过线路和设备的倒闸操作任意设计某种运行方式。例如：可以操作

1#主变停电检修，变电站 2#主变单台运行的运行方式，并且可以把这种运行方式保存在“52

工况”。 

3.潮流的改变：通过改变负荷的流入和流出，来改变系统的潮流。例如：通过改变“35kV

城关一线”的电流方向改变潮流，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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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入“教练员台”，点击“变电所对侧负荷调度”，弹跳界面可见：“35kV 城关一线”为变

电站“电源线”，如图 5-12 所示。 

 

图 5-12  35kV 城关一线为变电站“电源线” 

 

2.若想改变潮流方向，让“35kV 城关一线”变为变电站“负荷线”操作如下： 

点击图 5-12“负荷线”，此红灯亮，再调整负荷大小，则此侧变为“负荷线”，如图 5-13

所示。 

 

图 5-13  35kV 城关一线变为变电站“负荷线” 

 

（3）再进入综自系统，会发现“35kV 城关一线”负荷大小和方向发生了变化，整个变电站

的潮流也随之变化。 

 

5.6 变电站倒闸操作和事故处理项目选择 

进入教练员台，可进行“变电站倒闸操作和事故处理项目选择”。 

例 1：选择“35kV 城关一线由运行转检修”任务。 
（1）点击进入教练员台，点击“35kV 城关一线由运行转检修”，电铃响。 

（2）点击进入“调度命令”，界面如图 5-14 所示。 

电源线红灯亮

负荷线红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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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操作调度命令接收 

 

（3）点击上图“调综自 001 号”，接收命令，操作票命令如图 5-15 所示。电铃停，可以进

行相应操作。 

 

图 5-15 操作命令任务书 

 

例 2：“1#主变内部故障设置”的方法。 

（1）进入“教练员台”，界面如图 5-16 所示。 

 

图 5-16 故障设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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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1#主变内部故障设置”模块，警铃响，右旁“×”变为“√”，则故障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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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实例操作 

 
6.1 仿真软件基本操作 

 
一．一次设备的操作 

进入主界面，如图 3-9 所示，进入变电站户外设备区。点击相应变压器部位、断路器和

隔离刀闸控制箱，可进行相应控制操作。例如：点击 35kV 线路隔离刀闸 3043，弹跳界面如

图 5-1 所示；拿上钥匙，开门，控制箱内部界面如图 5-2 所示，在此图中，对隔离刀闸可进

行相应操作。 

 
图 5-1  隔离刀闸 3043 控制箱 

 

 
图 5-2  隔离刀闸 3043 操作机构 

 
二．测控保护屏的操作 

进入设备区，点击左侧“控制室和 10kV 配电室”，如图 4-6 所示，点击某屏可进行相关

操作。例如：点击“10kV 西纺线（04）控制屏”，界面如图 5-3 所示，在屏上可进行相应监

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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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10kV 西纺线（04）控制屏 

 
三．直流系统的监控操作 

进入设备区，点击左侧“控制室和 10kV 配电室” ，如图 4-6 所示，点击直流充电屏，

弹跳界面如图 5-4 所示，对直流系统可进行相应操作。 

 
图 5-4 直流系统控制屏 

 
四．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BZT）的操作 

本变电站 10kV 母线采用单母分段的接线方式，正常情况母联断路器断开状态，备用电

源自动投入装置（BZT）采用暗备用方式。BZT 的投退操作如下： 

进入设备区，点击左侧“控制室和 10kV 配电室” ，点击“分断开关（00）屏”，BZT

控制界面如图 5-5 所示，投退连片可投退 BZT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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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BZT 装置的操作 

 
五．安全工器具的操作 

1.验电操作 

进入设备区，点击左侧“控制室和 10kV 配电室”，界面右侧工具室有验电器、标识牌

和接地线等安全工器具等。点击工具右侧“√”表示取工具，点击上面的箭头表示回收工具，

界面如图 5-6 所示。 

 

图 5-6 安全工器具 

领取验电器后，进入 35kV 一次设备区，在界面左上出现“验电”图标，点击图标，出

现界面如图 5-7 所示图形，选择 35kV 验电器，再点击要验电线路，观察指示灯亮灭来判断

是否有电。验电结束，回到工具室回收验电器。 

 

图 5-7 选择验电电压等级 

2.挂拆接地线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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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设备区，点击左侧“控制室和 10kV 配电室”，界面右侧工具室有验电器、标识牌

和接地线等安全工器具等。点击工具右侧“√”表示取工具，点击上面的箭头表示回收工具，

界面如图 5-6 所示。 

领取接地线后，进入 35kV 一次设备区，在界面上方出现“挂接地线”图标，点击它出

现界面如图 5-8 所示图形，选择“35kV 接地线”，再点击需要接地线路的接地点，可挂接接

地线。 

 

图 5-8  拆挂接地线 

 

3.挂拆标识牌的操作 

领取标识牌的方法与上相同，领取标识牌后，进入控制室，点击需要挂牌的测控屏，在

界面下面中间出现“标识牌”图标，点击图形，弹出界面如 5-9 所示，按其提示可在屏上拆

挂标识牌。 

 

图 5-9 标识牌的拆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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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例操作 

 
例 1：35kV 仿真变 10kV 电线厂 08 开关由运行转检修 

 
 

某电力公司变电站典型倒闸操作票 

 

35kV 仿真 变电站       调令         号

发令人  接令人  发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监护下操作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 35kV 仿真变 10kV 电线厂 08 开关由运行转检修 

顺

序 
操        作        项        目 

执行

时间 
√

1 
与监控中心联系 

【得调度或者监控中心命令】 
  

2 

将电线厂 08 开关远方/就地选择开关置于就地位置 

【由设备区\10kV 配电室\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将就地选择开关

置于就地位置】注意到综自系统清铃、清闪。 
  

3 
拉开电线厂 08 开关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断开 08 开关】注意清除警铃。   

4 
检查电线厂 08 开关已拉开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检查 08 开关处于分闸位置】   

5 

将电线厂 08 开关小车由热备用位置摇至冷备用位置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旋转中间摇柄将 08 开关小车摇至

试验位置，清铃、清闪。】 
  

6 
检查电线厂 08 开关小车确已摇至冷备用位置 

【08 开关小车确已摇至冷备用位置】   

7 

拉开电线厂 08 开关控制电源空开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打开上面柜门，断开中间“控制电

源”空开】 
  

8 

拉开电线厂 08 开关储能电源空开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打开上面柜门，断开右边“操作电

源”空开】 
  

9 

取查下电线厂 08 开关二次电源插头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打开上面柜门，断开左边“保护和

测控电源”空开】（本软件自动断开小车上二次插头） 
  

10 
将查电线厂 08 开关小车由冷备用位置拉至检修位置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将小车开关摇至退出位置】   

11 
检查电线厂 08 开关小车确已拉至检修位置 

【检查核实 08 开关至退出位置】   

12 
检查电线厂 08 开关静触头隔离挡板已落下 
【检查 08 开关静触头隔离挡板已落下】（本软件没有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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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汇报   

14 

校正模拟图 

【进入“模拟操作”界面，断开 08 开关，将小车开关处于检修位置。

08 开关和小车有红色变为黑色】 
  

    

备 注: 
拉开 08 开关后，检查开关柜分位指示灯、保护装置分位指示灯、开关本体

指示期为分、带电显示装置三个指示灯均熄灭。 

填票人： 审票人： 值班负责人（值长）： 

操作人： 监护人： 填票时间： 

共   页   第   页

 

 

 

 

 

例 2：35kV 仿真变 10kV 电线厂 08 开关由检修转运行 

 
 

某电力公司变电站典型倒闸操作票 

                                            

35kV 仿真 变电站       调令         号

发令人  接令人  发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监护下操作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     35kV 仿真变 10kV 电线厂 08 开关由检修转运行 

顺

序 
操        作        项        目 

执行

时间 
√ 

1 与监控中心     联系   

2 

将电线厂 08 开关小车由检修位置推至冷备用位置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旋转中间摇柄将 08 开关小车由检修

位置摇至试验位置。】 
  

3 
检查电线厂 08 开关小车确已推至冷备用位置 
【检测 08 开关小车确已推至试验位置】   

4 
插上电线厂 08 开关二次电源插头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合上小车开关二次插头】   

5 

合上电线厂 08 开关控制电源空开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打开上面柜门，合上中间“控制电源”

空开】 
  

6 

合上电线厂 08 开关储能电源空开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打开上面柜门，合上右边“操作电源”

空开】 
  

7 检查电线厂 08 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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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08 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8 

将电线厂 08 开关小车由冷备用位置摇至热备用位置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旋转中间摇柄将 08 开关小车由试验

位置摇至工作位置，清铃、清闪。】 
  

9 
检查电线厂 08 开关小车确已摇至热备用位置 
【检查电线厂 08 开关小车确已摇至工作位置】   

10 
合上电线厂 08 开关 

【合上 08 开关柜上面柜门，按红色按钮合上 08 开关】   

11 
检查电线厂 08 开关确已合上 
【检查 08 开关柜或者综自系统确定 08 开关乙合上】   

12 

将电线厂 08 开关远方/就地选择开关置于远方位置 

【进入 10kV 电线厂（08）开关柜，将电线厂 08 开关远方/就地选择开关

置于远方位置。】 
  

13 汇报   

14 

校正模拟图 
【进入“模拟操作”界面，将 08 开关小车开关切换工作位置，然后合上

08 开关。08 开关和小车有黑色变为红色。】 
  

    

    

    

    

备 注:  

填票人： 审票人： 值班负责人（值长）： 

操作人： 监护人： 填票时间： 

共   页   第   页

 

 

 

例 3：#1 主变内部短路故障的事故处理步骤 

 

 

1.进入教练员台界面，点击“35kV 变电所事故处理训练项目 6：#1 主变内部短路故障”条

目，条目前跳出“√”，表示事故发生。 

2.进入综自系统界面观察现象：#1 主变两侧断路器跳闸。同时清铃、清闪。 

3.到设备区，进入控制室，点击“#1 主变保护屏”，观察现象：差动保护和瓦斯保护动作。

由此判断“#1 主变油箱内发生故障”。 

4.按操作规程，退出#1 主变保护；到设备区进入#1 主变现场，按规程操作两侧断路器和隔

离开关，隔离故障设备。处理完毕，报告调度。 

若要恢复#1 主变送电，倒闸操作如下： 

5. 再进入教练员台界面，点击“35kV 变电所事故处理训练项目 6：#1 主变内部短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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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后“×”，条目前跳出“√”消失，表示事故排除。 

6.按操作规程，投入#1 主变保护；到设备区进入#1 主变现场和控制室，按规程操作隔离开

关，小车开关，撤出接地线。 

7.进入综自系统，分别合上“301”和“01”开关。 

8.如果 10kV 备自投（BZT）前面已动作，首先闭锁 BZT，断开母联“00”开关，然后再操作

BZT 使之处于“暗备用”状况。 

9.处理完毕，报告调度。 

 

【注】10kV 母线备用电源投入装置（BZT）的操作：1.进入控制室，点击“分段开关 00”屏，

可对 BZT 进行操作；2.进入综自系统，点击右上“10kV 备自投”，配合“分段开关 00”屏，

操作 B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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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注意事项和常见故障排除 

 

1．加密狗的问题 

加密狗 U 盘是我们保护知识产权，防伪的主要手段，请您一定要保管好！每次运行软

件，加密狗 U 盘需要安装在教员机上（学员机不需），否则软件无实时数据。 

2．网络连接问题 

网络连接包括：网络的物理连接、IP 地址的设置、软件的通讯文件 SimuRoomMan.exe

等，若不能正常工作，查看硬件和软件，或者咨询有关专业人员。 

3．工况调入问题 

软件可设置工况 100 种，但是实际使用的工况只有几种，本软件工况 1~50 为变电站的

设定工况。51～100 用户可自己命名设定保存。 

4．软件安装问题 

软件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有可能是防毒软件问题，也有可能是软件之间

的冲突问题或系统本身的问题。根据具体问题，请您解决好程序之间的冲突问题。 

5．程序运行异常 

运行过程若出现某些异常问题，请您退出程序甚至重启电脑，重新运行软件。 

6．学员机与教员机初始化问题 

学员机与教员机连接好后，学员机最好不要自己先初始化，需要通过教员机来初始化。

若学员机先初始化，请退出后重新启动程序。 

7．软件升级后程序安装可能出现的问题 

本公司软件终身免费升级。软件升级后，需要完全卸载老的版本才能重新安装新的版本，

否则可能出现冲突。 

 

【注意】若您在使用中还有疑虑，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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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客户服务 

 

 服务宗旨 

华胜公司在提供优质产品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为用户提供最全面、最丰富、最灵活和最耐心

的服务。“用户满意”是华胜的服务宗旨！“华而务实，品质取胜；超越创新，精益求精”是华

胜品牌内涵，也是华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服务项目 

 产品与技术咨询。 

 为客户提供新技术、最好的产品。 

 为客户提供新构想、最佳方案并协助实施。 

 为客户提供各类相关信息及服务。 

 质量保证 

 所有产品“一年保修，终生维护”。 

 免费提供产品软件的升级换代。 

 24 小时内快速响应。 

 全天候技术热线咨询。 

 联络方式 

 技术热线： 4008-166-378   027-63213555 

 电    话：  027-67120616  027-67120602  

 传  真：  027-67120617 

 E-mail：  FS@100MW.com  和 FS1188@188.com  

 QQ 在线:    54283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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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电力系统及仿真的常用专业术语解释 

 
1.仿真的概念和类型 

仿真（Simulation）的定义：利用模型模仿实际系统（或对象），再现其某些特性。 

仿真的目的：便于再现和进一步研究系统（或对象）的某些特性。 

仿真的关键：建立实际系统（或对象）的模型。 

模型：模型是实际系统（或对象）在某些方面特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必须反映该系统

（或对象）的主要特征、行为特性或本质特性。 

仿真分类：依据模型种类不同，或仿真方式不同，系统仿真可分为三类：物理仿真、物

理-数学混合仿真和数学仿真。 

电力系统的仿真一般可分为：发电厂仿真和变电站仿真。 

 
2.何谓变电站的“工况” 

变电站的某种运行工作状态，简称工况。例如：变电站双母运行改为单母运行，就叫从

一种工况变化为另一种工况。 

 

3.五防系统 
变电站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担负着变换电压等级、投入、切除负荷等重要

任务。由于隔离刀闸、断路器、接地刀闸较多，线路复杂，如果管理不当，容易造成误

操作。为了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防止操作失误，综自系统采用了五防系统，五防内容

为：防止误拉合断路器、防止误入带电间隔、防止带负荷拉隔离开关、防止带电挂地线

或合接地刀闸、防止带地线（接地刀闸）合隔离开关。 

 
5.加密狗 

加密狗是为软件开发商提供的一种智能型的软件加密工具，它包含一个安装在计算机并

行口或 USB 口上的硬件，及一套适用于各种语言的接口软件和工具软件。加密狗基于

硬件加密技术，其目的是通过对软件与数据的加密防止知识产权被非法使用。 

 

6.电力系统断路器、隔离刀闸、负荷开关 
具有灭弧功能、切断工作电流和短路电流的开关叫断路器（QF）；为表明电路具有明显

断口、不具备灭弧功能、切断负荷的开关叫隔离刀闸（QS）；低压情况下用于较频繁切

断工作电流的开关叫负荷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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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某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变电站仿真实操培训计划 

 
 

某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 
 

110kV 变电站运行人员仿真机上机培训计划 
 

序

号 
培训内容 值别 

1 熟悉 110kV 仿真变电站控制站、保护盘及就地操作站  

2 所用变压器退出及投入操作、直流系统停送电操作的操作票拟定及操作  

3 110kV、35kV 输电线路及开关停电与送电  

4 110kV 开关倒母线操作的操作票拟定及操作  

5 110kV、35kV 母线停电与送电操作的操作票拟定和操作  

6 主变压器停电与送电操作的操作票拟定和操作  

7 10kV 高压开关停送电操作的操作票拟定及操作  

8 变电站零起送电  

9 110kV、35kV 输电线路、母线故障训练  

10 变压器故障、直流系统及所用变故障训练  

11 断路器、继电保护装置、二次回路、电抗器、隔离刀闸及误操作故障训练  

12 综合故障训练  

13 上机考核  

 
 

××职业技能培训鉴定中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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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某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变电站运行值班员实操题评分标准 

 
某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 

变电站运行值班员实际操作题评分标准 
 

考题：220kV 输电线路断路器控制回路断线、线路永久性故障                       

鉴定级别：高级技师  （分数：100 分）                         评分：          

编号 考核内容 标准分 实际得分 评定参考标准 

1． 事故现象    

1.1 
警铃、喇叭响；线路开关指示灯

熄灭，来控制回路断线光字； 
   

1.2 
线路所接母线上其它断路器跳

闸； 
   

1.3 220KV 一条母线失压；    

1.4 
线路保护、失灵保护动作，来信

号未复归光字； 
   

1.5 线路开关控制保险熔断一相;    

2． 处理步骤及考核标准    

2.1 

复归音响，记录故障时间，检查

光字信号，表计指示，并做好记

录，确认后复归（或在故障确认

后复归）； 

5   

2.2 

检查保护动作情况，一次设备动

作情况，做好记录，确认后复归

（或在故障确认后复归）； 

5   

2.3 
根据现象，准确判断事故，将故

障情况向调度（考评员）汇报；
15  

要求汇报事故主要现

象，分析故障可能原因。

2.4 
更换控制保险，拉开拒跳开关及

开关两侧刀闸； 
10   

2.5 
检查失压母线上无异常，用母联

开关给失压母线充电； 
15   

2.6 
按先电源后负荷顺序依次恢复

正常输电线路的运行； 
15   

2.7 
现场检查拒动开关 CT 靠线路侧

的一次设备有无明显故障点； 
15   

2.8 
将线路故障情况向调度及有关

部门汇报，申请处理或检修； 
10   

2.9 做好安全措施； 10   

3． 注意事项    

3.1 
主变 220KV 侧开关跳闸，要注意

另一台主变运行情况。 
   

 

考评员（签字）： 

考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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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华胜公司产品和技术 

 

◇ 电力系统仿真软件 

500kV、330kV、220kV、110kV、66kV、35kV、10kV 系列变电站仿真系统 

◇ 继电保护与二次回路试验 

FS 系列微机继电保护测试系统 

FS103A 互感器特性测试仪 

◇ 电气试验仪器、仪表 

VLFS 系列 0.1Hz 超低频高压发生器 

FS 系列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  

FS500P 配网电容电流测试仪  

FS3042 地网接地阻抗测试仪 

FS8000 无线语音高压核相仪 

FS100/200 回路电阻测试仪(接触电阻测试仪) 

FS 系列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1A~60A） 

FS3030 变比组别测试仪 

FS1011 氧化锌避雷器直流特性测试仪 

FS3011 抗干扰氧化锌避雷器带电测试仪（交流特性） 

FS2005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 

FS3001 高压介质损耗测试仪 

FS3071/3072 高压兆欧表（2500V/5000V） 

FS3041 接地电阻测试仪 

FS30ZK 发电机转子交流阻抗测试仪 

FS 系列高压开关动特性测试仪 

FS 系列直流高压发生器 

FRC 系列高电压分压器（千伏表） 

◇ 电力系统安全工器具 

智能工具柜、接地线、绝缘梯、绝缘凳等 

◇ 电能计量与电能质量试验 

FS5000 智能型互感器校验仪 

FS5100 单相电能表现场校验仪 

共立 6310 电能质量测试仪 

FS20SN 变压器容量特性测试仪 

技术服务：4008-166-378  13349852100 

电    话：027-59234856  59234857   59234858  59234859 

传    真：027-59234850  59234855 

详情登陆：http://www.100MW.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