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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安全在继电保护装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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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功能安全标准及评估技术在继电保护装置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首先介绍了功
能安全标准及其应用情况，进而结合目前继电保护装置存在的安全风险，分析了继电保护装置应
用功能安全技术的必要性。使用风险图法，得到了继电保护装置应满足的安全完整性等级；结合
IEC 61508 标准，确定了保护装置应满足的目标失效量。为了实现保护装置安全性和可用性的兼顾，
提出了基于保护、起动双重化带诊断架构的功能安全继电保护装置设计方案，并给出了包括诊断
方法、减少共因失效、FMEA 分析、故障注入测试以及安全芯片等相关技术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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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safety in relay protect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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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safety standards and evaluation
techiques in relay protection devices.Firstly, the functional safety standard and its application are
introduced. Combined with the safety risks of the current relay protection device,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the functional safety technology of the relay protection device is analyzed. Using the risk map
method, the safety integrity level that the relay protection device should meet is obtained; combined
with the IEC 61508 standard, the target failure amount that the protection device should meet is
determin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afety and availability of the protection device, a design scheme of
the functional safety relay protection device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and startup dual-band diagnostic
architecture is propos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diagnosis method,
common cause failure reduction, FMEA analysis, fault injection test and security chip are given.
Keywords：functional safety; relay protection; reliability; SIL
功能安全是指采取合理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保
证系统功能的正确实现，从而避免由功能性故障导
致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功能安全标准 IEC 61508 发
布于 2000 年，并于 2010 年发布第 2 版，该标准提
出了全新的评价和保证系统可靠性的理论及方法，
将风险做为一个衡量危险的指标，并使用功能安全
等级来表示降低风险的能力，是迄今为止安全相关
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技术总结 [1]。
目前，功能安全以 IEC 61508 作为基础标准，
已经在汽车、高铁、化工、医疗等行业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并形成了各自的行业安全标准，但是在与
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电力二次设备领域还没有得到
重视 [2] 。继电保护装置是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

保障，一旦失效，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或经济损失 [3-5]。继电保护装置由上千个
元器件组成，元器件个性失效会导致保护发生拒动、
误动风险 [6] 。近年来国内外的多起电力事故，再一
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完全有必要引进系统、全面
的安全标准作为继电保护装置可靠运行的理论和方
法支撑 [7]。
本文对目前继电保护装置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了引入功能安全标准和评估技术，
实现装置运行状态的全面监视，提高装置可靠性，
降低因硬件故障导致的拒动和误动风险。结合保护
装置的特殊性，提出了基于保护、起动双重化带诊
断架构的功能安全继电保护装置设计方案，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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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装置安全性和可用性的兼顾。给出了包括诊断
方法、减少共因失效、FMEA 分析、故障注入测试
等功能安全相关技术在保护装置中的具体实施方法。

1

目前继电保护装置存在的安全风险

单套非冗余配置
对于 1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场合，一般继电
保护装置按单套非冗余配置 [8]。这种配置成本较低，
但是安全性相对较差，拒动风险高。装置内部保护
互感器、模数转换电路、逻辑处理 CPU 及出口回路
等部件，都是单独运行的，任何一个部件失效，都
有可能造成装置无法正常实现跳闸出口；虽然装置
有自诊断功能，但诊断结果要么仅触发报警，要么
闭锁装置出口，故障导向危险。一旦当一次设备发
生故障时，保护装置失效，则会造成一次设备损坏
或越级动作 [9-10]。
1.2 双套冗余配置
对于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场合，一般继电
保护装置按双套配置。双套配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
冗余，当其中一台保护装置失效时，另一台保护装
置仍然可以实现正常的保护跳闸功能 [11]，较单套配
置安全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1）虽然是双套配置，但是两个保护装置是独立
运行的，他们之间无冗余通信。任何一个装置根据
逻辑运算结果判断出一次设备故障时，则直接跳闸
出口，增加了误动的可能性 [12]。
2）有些涉及跳闸动作回路的器件故障时无法及
时检测出来，当发生区外故障时开放起动电源后会
造成误动，扩大停电范围。
3）目前提高可靠性的方法，主要靠经验。缺乏
理论支撑，且缺少必要的故障注入测试。
综上所述，目前继电保护装置配置存在一定的
安全风险，需要系统性地引入功能安全设计理念和
管理方法，进一步提高继电保护装置的可靠性。
1.1

2

继电保护装置的功能安全

继电保护装置的功能安全定义
继电保护装置的安全功能是保证电力系统设备
安全，提高用电的可靠性。当一次设备故障时，保
护能够快速、可靠动作，及时将故障设备与电力系
统隔离开，防止故障设备及其他一次设备损坏，避
免越级跳闸，缩小故障影响范围，将故障危害程度
降至最低。同时能实现装置的运行状态全面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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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障时及时检修隔离出来。
2.2 继电保护装置功能安全的特殊性
继电保护装置，不仅要在一次设备故障时可靠
动作，还要在一次设备无故障时不能误动。在实际
应用中，安全性和可用性往往是矛盾的。比如，目
前 110kV 电压等级以下变电站中，单套继电保护自
检故障时，会闭锁装置的出口正电源。这种做法降
低了误动的风险，提高了保护装置的可用性，防止
了负荷端的频繁断电；但是此时一次设备处于无保
护状态，如果发生故障，将导致一次设备损坏或越
级动作，这又降低了装置的安全性。而在 220kV 电
压等级以上的变电站中，保护装置按双套配置，一
台装置闭锁后，另外一台装置仍能实现保护功能。
这种配置降低了拒动的风险，提高了安全性；但增
加了误动的概率，降低了可用性。
引入功能安全标准评价继电保护装置的可靠
性，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合，寻找安全性和可用性
的最优平衡点。

3

继电保护装置安全完整性等级和目标
失效量确定

安全完整性等级（SIL）确定
安全完整性是一种量化预期安全水平的方式，
其等级表示降低风险的能力，因此需要先定义继电
保护装置所需的 SIL，以指导功能安全保护装置的
方案设计。 可以使用定 量和定性两 种方法来确 定
SIL，定量的方法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评估比较繁琐，
本文参考 IEC 61508-5 中附录 D 的风险图法，定性
地确定继电保护装置所需的 SIL。
如图 1 所示，对于继电保护设备而言，其失效
产生的危险 会导致对一 人或者多人 的严重永久 伤
害，也可能造成几人或多人死亡（折中选择 C3）。
但是检修一般 1 年甚至几年才会进行一次，所以人
员很少暴露在危险区域（选择 F1 ）；最坏情况下这
种危险为高压电击或者爆炸、燃烧等危害，人员几
乎不可能避开此种危险（选择 P2 ）；通常一次电力
设备按标准方法设计，此种不期望事件发生概率小
且只有少量不期望事件出现（选择 W2）。查看图 1
虚线箭头标记，确定 SIL（图中各路径的含义见表
1）。
2
3.2 目标失效量确定
从继电保护装置的功能安全定义可以看出，继
电保护装置为低要求的操作模式，根据表 2 可得，
其允许的平均失效概率 PFD ≥ 10−3 且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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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0%～90%之间；如果 HFT 为 2，则 SFF＜60%
即可。
表3

硬件故障裕度与安全失效分数
硬件故障裕度

安全失效分数

4

0

1

2

≤60%

SIL1

SIL2

SIL3

(60%,90%)

SIL2

SIL3

SIL4

[90%, 99%)

SIL3

SIL4

SIL4

≥99%

SIL3

SIL4

SIL4

继电保护装置功能安全设计

安全的系统架构
1）1OO1D 安全架构
如图 1 所示，1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场合，
功能安全继电保护装置采用 1OO1D，即一取一带诊
断安全架构，此架构的硬件故障裕度 HFT 为 0[13]。诊
断功能有助于把检测到的危险失效转变成安全失效。
如图 2 所示，保护装置的安全逻辑模块由保护
通道、起动通道、诊断单元组成，保护通道和起动
通道相互独立，各自具有 ADC 采样电路及 CPU 计
算单元；同时，由诊断单元作为协处理器，用于监
测保护、起动通道各元件的运行状态，并实现两个
通道的数据交互、同步和表决。保护通道及诊断单
元表决输出跳闸信号。当保护通道发生异常时，诊
断单元可以根据诊断信息输出跳闸信号，降低拒动
的概率；由起动通道和诊断单元表决后开放出口电
源，降低误动的概率，实现了安全性和可用性的兼顾。
4.1

图1
表1

风险分析框图

风险图中的数据含义

风险参数

分类

C

后果

C1

较小伤害

C2

一人或多人的严重永久伤害

C3

几人死亡

C4

多人死亡

F

风险暴露时间和频率

F1

很少暴露

F2

经常或永久暴露

W

不期望发生概率

W1

非常小，只有很少不期望事件出现

W2

小，只有少量不期望事件出现

W3

相对高，不期望事件频繁出现

P

不能避开风险参数的概率

P1

在某种条件下可能

P2

计划不可能

表2

低要求操作模式下要求的目标失效量

SIL

目标失效量

4

≥10−5 且＜10−4

3

≥10−4 且＜10−3

2

≥10−3 且＜10−2

1

≥10−2 且＜10−1

根据表 3 可得，其允许的安全失效分数（SFF）
和系统的硬件故障裕度 HFT 有关系；如果 HFT 为 0，
则 SFF 需≥90%且＜99%；如果 HFT 为 1，则 SFF

图2

1OO1D 安全架构

2）1OO2D 安全架构
如图 3 所示，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场合，
功能安全继电保护装置采用 1OO2D，即二取一带诊
断安全架构，此架构的硬件故障裕度 HFT 为 1。保
护装置 A 和保护装置 B 是热备用关系，正常工作时
201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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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一备，主机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备机，系统降级
为 1OO1D 运行。主备机之间通过以太网进行信息交
互，确保数据同步。1OO2D 架构的保护装置，二次
互感器、保护通道、起动通道、诊断单元及出口继
电器等环节，均实现了冗余，可极大提高系统安全
性和可用性，和 2OO3 安全架构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几乎相当。

在设计阶段，可以通过典型的共因失效检测并
指定防范措施，来降低共因失效率，安全继电保护
装置共因失效的防范措施：保护通道、起动通道及
诊断单元使用相互独立的电源、时钟及采样基准等，
加强环境（温度、湿度、灰尘、腐蚀等）、EMC 等
外部共因的测试。根据 IEC 61508-6 的表格 D.1，计
算共因失效因子 β，然后在评估平均失效概率（PFD）
时，将失效因子 β 考虑在内。
4.4

FMEA 分析及故障注入测试
FMEA 技术分析系统各元件可能的失效原因，

计算安全失效、危险失效的占比，并寻找将危险失
效转换为安全失效的方法，FMEA 分析工作贯穿整
个产品的设计开发过程。通常如电阻、电容、
MOSFET 等分立器件的失效模式和失效概率可以在
SN 29500 或者 GJB/Z299C 等标准中找到详细的数
据，而如 CPU、FPGA、SOC 等集成电路的失效模
式比较难预测，通常做法是将集成芯片按照功能分
成多个子模块，然后通过分析各子模块失效模式以
及失效结果，汇总、分析芯片所需的防护措施 [15-16]。
FMEA 分析的过程比较费时和繁琐，但是却能在设
计阶段，通过系统性的分析计算，发现装置的薄弱
环节和缺陷，并尽早做出改进措施，为实现保护装
置的高安全性、高可靠性提供重要的依据和保障[17-18]。
图3

诊断方法
引入诊断的目的是在装置运行过程中，不断地
监测系统的运行状态，当某个模块发生故障时，系
统可以将其检测出来，并将危险失效引导为安全失
效，使系统进入到安全状态 [14]。本文安全继电保护
装置诊断方法包括：对装置内各级电源模块进行状
态监测，防止芯片在电源过压、欠压等工况下不正
常工作；CPU 板卡设计有硬件看门狗，防止程序跑
飞；装置模拟采样电路均留有监视通道，该监视通
道输入接到 ADC 基准等固定电平，从而诊断 ADC
工作是否正常；选用带 ECC 内存校验保护功能的
DDR、FLASH 等存储元件，纠正数据传输过程中的
1 比特出错；继电器驱动、背板 CAN 通信等关键信
号回读，用于诊断实际输出信号是否符合预期。
4.3 减少共因失效
共因失效是由于某个单一故障源，导致系统多
个部件同时发生失效，共因失效是引起冗余系统失
效的主要原因之一，该故障源可能是系统内的，也
可能是系统外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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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需要进行故障注入测试。硬件故障注入测试
从元器件的物理层面，进行全面的“拉网式”故障
模拟测试，这个过程能够识别出潜在的设计缺陷、
硬件缺陷及故障影响 [19-20]。例如，在测试阶段，可
修改各级电源芯片的反馈电阻阻值，或者使用外接
可调电压源，模拟电源欠压、过压等故障，观察系
统运行情况；使用时钟拉偏仪，模拟嵌入式芯片时
钟偏移、短路及开路等故障，观察系统运行情况；
装置内部和安全功能相关的电阻、电容等被动器件，
逐一测试其在短路、开路、参数变化等工况下的系
统运行情况。由于故障注入测试工作比较繁琐，其
他测试不再一一例举。
使用安全芯片
随着功能安全在各行业的应用，各芯片厂家相
继推出了满足 SIL 标准的安全芯片，如 TI 推出的
Hercules 系列 CPU 芯片，内部采用旋转 90°且分开
Layout 的双核架构，避免共因失效，同时支持 CPU
自检、Flash 及 RAM 的 ECC 校验、电压及时钟监控
等安全特性；ADI 推出的 AD7124 系列 ADC 芯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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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电源、基准电压、模拟输入监控、开路检测、
转换校准检查等丰富的诊断机制。使用安全芯片，
可以节省布板空间和成本，节省外围电路元器件；
由于安全芯片已经经过了 TUV 等专业机构的评估
认证，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可将其当作满足 SIL 等
级的模块处理，提高设计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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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0] 曾伟华, 史非, 苏建明. 基于电子式互感器采集单

本文对功能安全在继电保护装置中的应用进行
了探讨，分析了目前装置配置存在的安全风险。参
考 IEC 61508 标准，定性分析了继电保护装置需要
满足的安全完整性等级及目标失效量。采用 1OO1D
或 1OO2D 安全架构的功能安全继电保护装置，可降
低拒动风险，提高安全性；保护、起动双通道带诊
断设计，可降低误动风险，提高可用性。自诊断、
降低共因失效、安全芯片等技术，可有效控制装置
的系统性失效；FDMA 分析及故障注入测试可有效
控制装置的随机失效。目前，由南京南瑞继保研发
的满足核电站功能安全标准的继电保护装置 PCS9620H，已经在三门核电站及辽宁红沿河核电站取
得了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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