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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EC 61850 订阅发布方法的
在线监测信息系统
李大鹏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南京

211102）

摘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IEC 61850 订阅发布的在线监测信息系统。通过订阅发布的方法
可以减少配置的工作量，缩短调试周期，避免了人工方式容易导致配置过程出错，SCD 模型升级
困难方面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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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online monitor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based on IEC 6850 subscribe and
pubic way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subscribe and public way reduces the configure workload,
economies the debug time,avoids the mistakes of manual configure process,reduces the fault of the
difficulty of upgrading the scd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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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电网的大力发展，变电站设备全寿命
周期管理力度是越来越大。变电站一次设备的自身
情况是设备寿命管理的关键。怎样实时监测到一次
设备的自身信息是变电站在线监测重要内容。
基于 IEC 61850 标准的电力设备远程监测诊断
系统，变电站通过网络汇集站内所有在线监测设备
的数据采集、信息传递、控制命令等，再通过 IEC
61850 标准的通信方式与远程监测诊断中心进行数
据的交互。
如图 1 所示，基于 IEC 61850 标准的电力设备
远程监测诊断系统的结构框架，变电站的综合处理
单元汇集一 次设备的在 线监测装置 采集的监测 数
据，并将其转换成 SCD 模型文件，以 IEC61850 规
约与远程监测诊断中心进行数据交互，从而实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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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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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监测诊断的功能 [1-2]，综合处理单元的功能是汇集
一次设备的监测数据并将其转换成符合 IEC 61850
标准的 SCD 模型文件。

1

在线监测系统整个架构

变电站在线监测系统采用 IEC 61850 通讯标准。
IEC 61850 以完整的分层通讯体系，采用面向对象的
方法，使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变电站监测系统
成为可能。具体来说，智能变电站在线监测系统包
括几个部分：①电气设备，变压器等；②在线设备；
③集中的在线监测主机—综合处理单元。变电站在
线监测系统的结构在逻辑结构上可分为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分别称为“过程层”、“间隔层”、“站控
层”，如图 2 所示。其中过程层是一次设备和二次设
备的结合面，其主要功能是：进行输变电设备的特
征参数的检测、状态参数的在线检测与统计、操作
控制的执行等任务；间隔层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本
间隔过程层实时数据信息的汇总、数据处理、实施
对一次设备实施保护控制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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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站控层主要任务是：汇总全站的实时数据信息，
对全站的运行状况进行质量评估，将有关数据信息

图2

2

在线监测系统架构图

传统在线监测系统信息远程传输配置
方法

传统的电力设备远程监测诊断系统中，远程主
站通过信息集中设备综合处理单元将 SCD 文件召
唤至主站。远程中心运行工作人员通过人工方挑点
方式对变电站 SCD 模型文件 [3]进行挑点，将每个变
电站所关心的信息挑出来，然后将挑出来的点通过
电话，网络等人工方式告之站端信息集中装置综合
处理单元调试人员进行信息筛选，只将主站需要的
信息点上送远程主站，完成配置之后才能进行信息
对点工作。

3

送往调度或控制中心并接受调度或控制中心有关控
制命令，向间隔层、过程层发送控制命令等功能。

4

在线监测系统信息订阅发布方法

由于不同变电站一次设备的不同，各个变电站
所需的信息也需要符合不同的要求，通过 IEC 61850
标准对所需信息进行订阅/发布方法来实现对所需
要信息的筛选功能。

传统在线监测系统信息远程传输配置
方法的缺点

由于每个变电站所需信息不一样，站端综合处
理单元调试人员需要根据主站需要的信息点进行人
工挑点配置，这就导致了整个配置的工作量大，调
试周期长，而且人工挑点方式容易导致配置过程出
错，同时站端 SCD 模型的升级人工挑点工作又要进
行一次。
为 了 解 决 上 述 问 题 ， 本 文 提 出 一 种 基 于 IEC
61850 标准的信息订阅发布系统。

图3

在线监测订阅发布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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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EC 61850 标准的信息订阅发布系统，包
括设置于远程监测诊断中心的远程监测中心主站和
变电站内综合处理单元。远程监测中心主站具有获
取变电站的 SCD 模型文件，对所述 SCD 文件进行
自动解析，根据预设的条件从所述解析的 SCD 模型
文件中筛选出关键信息生成订阅信息对所述信息发
布装置进行订阅功能 [1, 2]。综合处理单元解析所述订
阅信息，根据所述订阅信息从变电站的监测数据中
挑选符合所述条件要求的监测数据对所述信息订阅
装置进行发布。
基于 IEC 61850 标准的信息订阅发布系统，包
括设置于远程监测诊断中心的远程监测主站和设置
于变电站的综合处理单元 [3]，如图 2 所示。
远程监测主站获取变电站的 SCD 模型文件，对
SCD 文件进行自动解析，根据预设的条件从所述解
析的 SCD 模型文件中筛选出关键信息生成订阅信息
对综合处理单元进行订阅；综合处理单元解析订阅信
息[4, 5]，根据订阅信息从变电站的监测数据中挑选符
合条件要求的监测数据对远程监测主站进行发布。
与传统方法相比，本方法通过远程监测诊断中
心的远程监测系统对变电站的综合处理单元所上传
的信息进行自动筛选，远程监测主站通过 IEC 61850
订阅发布方法将需要的信息进行订阅，综合处理单
元对信息订阅装置订阅的信息自动解析，自动生效，
自动发布，实现了电力设备远程监测诊断系统中自
动对信息的动态订阅发布目的，减少了工作量，避
免了人工方式容易导致配置过程出错的问题，同时
也使得 SCD 模型的升级更加容易。

5

基于 IEC 61850 信息订阅发布的在线
监测系统具体实现

基于 IEC61850 标准的电力设备远程监测诊断
系统中，SCD 模型文件规定了变电站内一次设备所
被监测的所有信息，变电站内生成的 SCD 模型文件
作为远程监测诊断中心的唯一信息来源，通过对变
电站一次设备的关键信息进行筛选，实现关键信息
的订阅发布 [6, 7]。
在线监测系统信息订阅发布系统实现如图 3 所
示。综合处理单元通过配置工具将变电站一次设备
的 ICD 模型文件生成 SCD 模型文件，并通过专业工
具将所述 SCD 模型文件存储在 FLASH 芯片中。在
每次 SCD 模型被修改时，综合处理单元将 SCD 文
件中的版本号进行相应的改变并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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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基于 IEC 61850 标准的信息订阅发布系统
具体实现工作原理图

远程监测主站检测所获取的 SCD 模型文件的
版本，若版本发生改变，重新召唤变电站的 SCD 模
型文件进行自动更新并解析 SCD 模型文件。
远程监测主站定时向信息发布装置发起关联，
通过 FTP 方式获取变电站端的 SCD 模型文件，并采
用专用解析 SCD 工具对所述 SCD 模型文件进行自
动解析。
远程监测主站根据远程监测诊断中心专家经验
预设条件 [3]，从 SCD 模型文件中筛选出远程监测诊
断中心需要的关键信息，并根据所述信息生成动态
数据集，然后根据动态数据集远程监测主站对综合
处理单元进行订阅动态数据集，在进行信息订阅时，
通过 IEC61850 MMS 定义动态数据集功能将动态数
据集发送至综合处理单元。
其中，所述预设条件包括由远程监测诊断中心
的工作人员根据分析变电站一次设备自身参数和易
发生一次设备故障的经验值而筛选出远程监测诊断
中心需要的关键信息，这些关键信息作为信息订阅
的筛选条件。
通过在专业软件上输入这些信息的名称，即可
实现对关键信息的筛选，操作过程方便、快捷，信
息筛选过程的效率高。
综合处理单元收到远程监测主站以 IEC 6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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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S 方式发送的信息筛选报文后，对筛选信息报文
进行自动解析，获得所述筛选信息报文中的关键信
息内容，从变电站所汇集的一次设备的监测数据中
挑选对应的监测数据，根据挑选的监测数据建立动
态数据集并存放在磁盘中，然后对远程监测主站进
行发布。通过 IEC 61850 订阅动态数据集方式进行
信息订阅，远程监测诊断中心能够实时地自动地从
变电站获取所需要的关键信息。
综合处理单元定时监测磁盘，当磁盘有动态数
据 产 生 时 ， 将 磁 盘 中 的 监 测 数 据 通 过 IEC61850
MMS 方式对远程监测主站进行实时发布。通过定期
监测磁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监测数据的发布
频率，确保信息订阅者能够根据实际需要获取到所
需要的信息。
综合处理单元对远程监测主站的订阅信息进行
备份保存。通过备份保存，可以在综合处理单元因
不可预测因素突然掉电或者掉电重启时，保证远程
监测主站所订阅的信息也不会丢失。
远程监测主站在收到综合处理单元发布的监测
数据时，向综合处理单元发送收到发布信息的确认
信息，综合处理单元通过接收到该确认信息，确定
订阅发布过程顺利完成。

6

应用

7

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 IEC 61850 的在线监测信息交
互方法，实现了无人工干预情况下实现动态定制上
送在线监测信息功能，减少了人工配置工作量，降
低了人工选点错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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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科院牵头的 9 项光伏发电并网标准获批发布
近日，由中国电科院新能源研究所牵头编制的 9 项光

变器电能质量检测技术规程》、NB/T 32009—2013《光伏发

伏发电站并网相关标准获批发布，并将分别于 2014 年 4

电站逆变器电压与频率响应检测技术规程》、NB/T 32010—

月 1 日和 8 月 1 日正式实施。

2013《光伏发电站逆变器防孤岛效应检测技术规程》、NB/T

此次获批发布的 9 项标准包括 1 项国家标准：GB/T
30152—2013《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检测规程》；8 项
能源行业标准：NB/T 32005—2013《光伏发电站低电压穿

32013—2013《光伏发电站电压与频率响应检测规程》和 NB/T
32014—2013《光伏发电站防孤岛效应检测技术规程》。
9 项技术标准为光伏电站并网和光伏逆变器运行性能

越检测技术规程》、NB/T 32006—2013《光伏发电站电能质

指标的评判提供了依据，将促进电网接纳光伏发电的能力，

量检测技术规程》、NB/T 32007—2013《光伏发电站功率控

同时保障光伏逆变器并网性能达标，有效推动我国光伏并

制能力检测技术规程》、NB/T 32008—2013《光伏发电站逆

网装备技术进步。
2014 年第 2 期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