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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中所描述的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的设计，遵循 IEC 61850 标准，顺应智能变
电站日益发展的需求；实现了智能变电站网络报文与电力系统故障数据的记录一体化，分析综合
化；实现了对智能变电站网络通信和电力系统运行的在线监视和状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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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ealization of Messages Recorder and Analyzer
Used in Smart Substation
Wang Xing’an Dou Zhongshan Jin Huarong Wei Yong
(XJ Electric Coorporation Limited, Xuchang, He’nan 461000)
Abstract The messages recorder and analyzer in Smart Substation which is described in this
article，fulfills all the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ing Smart Substation and IEC 61850. It can integrate
the storing and analyzing of all sorts of messages in Smart Substation networks as well as the fault
waveforms、protection actions of Power System; It can monitor and estimate the state of Smart
Substation networks as well as the running of Power System.
Key words：smart substation; record of messages in network; faults of power system; integration
design; network analyzing
智能变电站是采用先进、可靠、集成、低碳、
环保的智能设备，以全站信息数字化、通信平台网
络化、信息共享标准化为基本要求，自动完成信息
采集、测量、控制、保护、计量和监测等基本功
能，并可根据需要支持电网实时自动控制、智能
调节、在线分析决策、协同互动等高级功能的变电
站。
IEC 61850 标准的制定和发布为构建智能变电
站的标准化通信网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依据。
由站控层、间隔层和过程层所构成的通信网络成为
智能变电站的神经系统，其中的网络报文就成为智
能变电站中信息交互和共享的主要载体。
通信网络的可靠性将直接决定智能变电站运行
的稳定性；通信网络的异常或故障将导致电力系统
重大事故，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因此，需要
对通信网络中的网络报文进行实时监视、捕捉、统
计、分析和存储，以便于及早发现通信网络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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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故障，及时预防电力系统事故的发生，同时，也
便于事故发生后进行分析和快速查找故障原因。
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必将成为智能变电站
自动化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网络报
文记录与分析装置既实现对智能变电站全站各种网
络报文监视、分析、捕捉、存储和统计的功能，实现
对智能变电站网络通信状态在线监视和状态评估的
功能；也同时实现将报文解析、还原为电力系统故障
波形的分析功能，实现对电力系统故障波形和动作行
为的记录存储功能。将报文与电力系统故障数据的记
录与分析有机地结合，更有助于正确分析和确定事故
的原因；有助于研究有效的防范措施，对于网络化的
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有着不可忽视的必要性。

1

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的站内位置

新型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在智能变电站网
络结构中的位置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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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在智能变电站的
分布示意图

2
2.1

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的软件系统

总体框图
新型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以下简称装置）
的软件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大功能模块：网络报文
的同步处理；电力系统故障数据的同步处理；网络
报文实时监视与解析；电力系统故障监视与解析；
数据（网络报文及电力系统故障数据）存储；网络
报文与电力系统故障数据综合分析；电力系统故障诊
断及测距；电力系统故障波形分析；配置及实时显示；
IEC 61850 通信。软件系统的总体框图如图 2 所示。
2.2 同步处理软件
同步处理软件包括网络报文的同步处理和电力
系统故障数据的同步处理。
合并单元 MU（Merging Unit）自身的同步精度
虽然已能够达到 1μs，但是 MU 对同步信号的判断
解析及相关的处理都是基于 MU 内部的晶振。然而，
对于任何晶振，其性能都会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会随着温度、时间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微小的
变化。因此，MU 自身必定存在一定的同步误差。
而且，同一个智能变电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厂家的
多个 MU 或多个厂家的多个 MU，每一个 MU 的工

作状态不可能做到绝对相同，会出现个别 MU 失步、
假同步等，因此多个 MU 之间也不可避免的会存在
一定的同步误差。
装置如果仅仅完全依赖 SV 报文中 MU 自身提
供的采样序号来作为同步处理的依据，会导致后续
的分析判断出现偏差。网络报文同步处理软件模块，
结合装置的时间与 SV 报文中的同步标志、采样序
号，利用一定的算法，对 SV 报文进行同步处理。
对于电力系统故障的分析，电压、电流相角等
参量的变化波形都是基于时间轴进行；并且往往要
求与反应电 力系统动作 行为的开关 量进行综合 分
析。但是前者是来自 MU 的 SV 报文，后者是来自
保护控制单元的 GOOSE 报文，因此，也必须要将
两者进行同步处理，才能保证后续的电力系统故障
波形计算、分析的正确性。电力系统故障数据同步
处理软件模块就是实现此功能的软件模块。
2.3 报文记录与分析软件
装置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智能变电站全站各种
网络报文：快速报文、中速报文、低速报文、原始
数据报文、文件传输功能报文、时间同步报文、访
问控制命令报文等进行监视、捕捉、分析、统计和
存储；并对智能变电站网络通信状态进行在线监测
和评估。
报文记录与分析软件模块实时捕获、监视和分
析报文，一旦分析判断出报文存在异常，即时给出
告警信息并 同时启动报 文记录。报 文异常状态 包
括：报文格式错误，如 SV、GOOSE、MMS 等报文
格式错误；报文不连续，如丢帧、重复、超时等；
报文不同步，如 SV 报文不同步等；数据属性变化，
如品质因数变化、同步标志变化等；SV 采样异常，
如频率不稳定，双 A/D 不一致等：GOOSE StNum
与 SqNum 的变化规律，如变位、重启、状态虚变
等；对时服务事件，如时钟加入、时钟退出、时钟
切换、报文超时等；与 SCD 配置不一致，如数据集、
条目数、地址、参引等；ACSI 服务分析，如名称
解析、数据解析、服务过程解析、捕获时间、否定
响应等。
报文记录与分析软件模块同时实时监视与分析
网络状态；实时监视网络中节点的增加与删除；统
计报文流量、帧速；实时监视与分析通信状态等。
如果发现网络中出现流量异常、网络风暴、节点突
增、通信超时、通信中断等状态变化时，立即给出
告警信息，也同时启动报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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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的软件系统框图

报文记录格式为 pcap 格式；SV 报文可连续存
储不低于 3 天的数据；GOOSE 报文可连续存储不低
于 15 天数据；MMS 报文可连续存储不低于 15 天的
数据；存储管理方式为双硬盘、多分区、交错循环
覆盖，极大地降低了硬盘的损坏率。
2.4 电力系统故障记录与分析软件
电力系统故障记录与分析软件模块采用完善的
独立于保护装置之外的算法，计算电力系统的电压、
电流、频率、功率、序分量等参量；对开关量的采
样数据进行去抖处理后检出其变位。当满足突变、
越限、频率变化率、电流 1.5s 内变差 10%、过励磁、
逆功率、机端负序功率、低励失磁、开关量变位等
故障条件时，则给出告警信息，并根据所设定的记
录时段和速率进行记录。
2.5 高级分析软件
高级分析软件模块实现了智能变电站网络报文
与电力系统故障数据的综合分析。
高级分析软件模块不仅能实现报文记录与分析
软件模块中的所有功能，而且完成计算电力系统数
据，如有效值、相角、频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功率因数、差流、阻抗等当前量值；显示开关量当
前状态；实现谐波分析、序分量分析、矢量分析；
将记录的电流、电压及导出的阻抗和各序分量形成
向量图；显示阻抗变化轨迹；等等。并具有故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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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分析，精度满足使用要求。并可根据电力系统
数据的分析结果，查询相应的报文信息，将两者进
行综合分析，更利于故障的分析与定位，尤其适用
于在智能变电站中，所有信息以网络报文为载体的
故障分析与定位。
2.6 通信软件
网 络 报 文 记 录 与 分 析 装 置 自 身 也 是 基 于 IEC
61850 标准的智能变电站中的一个 IED。通信软件
模块的功能主要是将装置的数据远传至其他监控或
信息管理系统，数据传输规约遵循 IEC 61850。实现
IEC 61850 通讯协议的过程就是按照 IEC 61850 标准
的要求完成数据建模的过程。将网络报文息记录与
分析装置依据 IEC 61850 标准将应用功能分解为最
小的实体——逻辑节点；每个逻辑节点再由特定应
用意义的若干主用数据及其属性组成。网络报文记
录与分析装置建立 3 个逻辑设备 LD0 自检告警、
Meas 实时测量值、Rcd 判据启动，一个逻辑设备至
少包含 LLN0、LPHD 两个逻辑节点。数据可按时间
段实现选择性调用。

3
3.1

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的硬件系统

总体框图
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的硬件系统逻辑框图
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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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装置中配有硬件压缩卡，压缩比率达 40%，同等
情况下，相对提高了双硬盘的交互速度，增大了存
储容量。

4

图3

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的硬件系统框图

3.2

硬件实现
网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由前置单元、管理单
元两大部分组成。前置单元为两级 CPU 架构；4 个
100Mbps 全速数据智能采集口；两个 1000Mbps 上
行网口；6 个 USB 接口，两个内置 USB 加密接口；
最大 3G DDR2 RAM，支持板载内存；
10 个 RS232/485/
422 串口，2500V D. C. 隔离，RS485 硬件自动翻转，
每个口 128bytes FIFO；全密闭无风扇，内部无电缆；
支持双电源冗余。管理单元采用瑞强公司 NPC-II
嵌入式工控机。
电力系统中不同设备的同步精度要求不同，如
线路行波测距装置、同步向量测量装置、雷电定位
系统、合并单元等一些设备对同步精度要求很高，
要求不大于 1μs。因而，作为第三方监视设备，网
络报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的同步精度要求必然很高。
为此，在装置中配有专用对时卡，从而实现网络报
文记录与分析装置的对时精度高于 1μs。
智能变电站中的报文数据量非常大，再加上解
析后的电力系统故障数据，必然产生频繁的读写和
删除，导致硬盘快速损坏，进而将造成数据丢失。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中所开发实现的网络报文记录
与分析装置，与电力系统故障录波分析完美结合，
具备强大的分析、存储功能，完善的通信及组网功
能，人性化的操作及运行维护，满足智能变电站日
益发展及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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