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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智能变电站采用 IEEE 1588 时钟同步技术的应用可行性，围绕过程层交换
机时钟模型、IED 设备时钟模型、通信模式、映射协议栈、时钟冗余等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
给出了基于 IEEE 1588 时钟同步技术的智能变电站全站对时方案，华东电网 IEEE 1588 互操作性
测试表明智能变电站采用 IEEE 1588 技术可以满足对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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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feasibility of using IEEE1588 as time synchronous scheme in smart
substation i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around the clock model, IED device clock model,
communication model, mapping protocol stack, clock redundancy, and several other key issues are
analyzed. the time synchronous scheme of the whole smart substation using IEEE1588 is proposed.
Interoperability tests showed that using IEEE1588 as time synchronous scheme in smart substation can
meet the right requirement of time precision
Key words：IEEE1588; clock model ; clock redundancy ;mapping of protocol stack; interoperability
of IEEE1588
IEEE 1588 是基于以太网的高精确度对时通信协
议，在硬件支持下 IEEE 1588 能达到亚微秒精度[1-2]。
在智能变电站中，IEEE 1588 可以在站控层网络和
过程层网络中直接运行，不需要专门的对时网络，
因此简化了整个系统的结构 [3-4]。IEEE 1588 与 SV，
GOOSE 共网运行时，因为其数据量很小，所以基本
不会影响保护装置正常采样。IEEE 1588 采用动态组
播通信方式，占用资源少，配置量小，维护方便[5- 6]。
本文分析了智能变电站采用 IEEE 1588 时钟同
步技术的应用可行性，围绕过程层交换机时钟模型、
IED 设备时钟模型、通信模式、映射协议栈、时钟
冗余等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基于 IEEE
1588 时钟同步技术的智能变电站全站对时方案，对
于 IEEE 1588 在智能变电站，以及在区域电网保护
控制系统的应用都有实用参考价值。

1

智能变电站时间同步要求及网络特点

智能变电站的自动化系统只需要时间同步，不
需要频率同 步。时间同 步要求为站 控层网络达 到
1ms 精度；过程层网络达到 1μs 精度。
智能变电站网络特点是 [7] ：网络层次结构固定
简单，网络节点也固定。站控层网络可能是星型网，
也可能是环网，或者星型与环网的组合。过程层网
络为一般为星型光纤以太网。

2

关键问题分析

2.1

过程层交换机时钟模型
交换机的时钟模型选择是 IEEE1588 在智能变
电站的实用性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智能变
电站自动化系统过程层网络中，交换机可以选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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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时钟，也可以选择透明时钟。
智能变电站过程层网络构成如图 1 所示，可能
有 2～3 级的交换机级联，因为级联时透明时钟方案
明显比边界时钟方案的同步精度高，因此在智能变
电站中过程层网络交换机应该采用透明时钟模型。

图1

智能变电站过程层交换机级联示意图

P2P 透明时钟在网络故障时无缝计算路径延时
和偏差，且对智能变电站内 IED 规模没有限制，因
此在对时间同步稳定性要求较高的智能变电站过程
层网络中交换机应建模为 P2P 透明时钟。
过程层交换机采用 P2P 透明时钟模型，过程层
交换机硬件必须支持在物理层获得 PTP 事件报文收
发时标，否则变电站内 IED 装置时间同步精度不可
能达到 1μs 精度要求。
因为只有在 IEEE 1588 第 2 版中提供了透明时
钟的模型，因此智能变电站应用 IEEE 1588 应该用
IEEE 1588 第 2 版，各网络设备时钟模型应该遵循
IEEE 1588 第 2 版（IEEE Std 1588—2008）要求，
如图 2 所示。

图2

智能变电站过程层网络设备时钟模型示意图

主时钟作为网络中精度最高的时钟，简称 GC
（Grandmaster Clock）；交换机时钟模型为 P2P 透明
时钟；合并器，保护测控及其他自动化装置的时钟
模型为普通时钟，简称 OC（Ordinary Clock），运行
在从时钟状态。从时钟通过与主时钟的报文交互，
来获取精确时标并计算从时钟与主时钟的时间偏差
（offset）。从时钟根据此时间偏差校正自身时钟，
从而实现与主时钟时间同步。
2.2 IED 设备时钟模型
主时钟为特殊的普通时钟，是整个网络的祖父
时钟。除主时钟外的普通时钟，均应运行在 slave
状态，通过 IEEE 1588 协议与主钟同步。
站控层监控站，远动站，继保子站这些设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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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普通时钟。因为要求精度低（1ms），所以可以
用软件方式实现，不需要硬件支持。
间隔层保护装置，测控装置，智能接口，故障
录波装置和其他自动化装置都需要与和站内的祖父
时钟同步，实现为普通时钟。这些装置需要 1ms 的
精度，所以可以用软件方式实现，不需要硬件支持。
过程层合并器应实现为为普通时钟，应该从硬
件上支持 IEEE 1588，否则达不到 1μs 的精度要求。
过程层智能接口等设备实现为普通时钟，要求
精度为 1ms，可以用软件方式实现，不需要硬件支
持。
管理节点宜在监控机上实现，用以监视和诊断
IEEE 1588 网络。
2.3 通信模式
IEEE 1588 协议中网络通信模式默认为组播方
式，但也可以采用单播。由于组播方式实现及配置
都较为简单，目前支持 IEEE 1588 的主时钟设备和
交换机设备都是基于动态组播方式的，因此数字化
变电站中使用 IEEE 1588 时，应该选择组播通信方
式。设备上电初始化时即加入指定的多播组，加入
此多播组的 IEEE 1588 设备之间可以相互通信。
2.4 协议栈映射
在 IEEE 1588 第 2 版协议中，IEEE 1588 协议可
以映射到各种协议栈。在智能变电站中，IEEE 1588
可以映射到 UDP/IPv4 协议栈，也可以映射到 IEEE
802.3（即直接映射到以太网链路层）。IEEE 授权登
记机构已分配了 IEEE 1588 映射到 IEEE 802.3 的以
太网类型为 0x88F7。
智能变电站过程层网络中，直接映射到以太网
链路层是最合适的办法，可以减少报文传输延时和
层次，因此应该选择 IEEE 1588 直接映射到以太网
链路层，这样过程层网络中的 3 种报文，即采样值
报文，GOOSE 报文和 IEEE 1588 报文均直接映射到
了以太网链路层。
IEEE 1588 映 射 到 链 路 层 时 ， 应 支 持 IEEE
802.1Q，即应支持优先级标记，保证时间同步报文
可以准时到达从时钟。在过程层网络中，采样值报
文、GOOSE 报文和 IEEE 1588 报文的优先级应为：
GOOSE 跳闸报文＞IEEE 1588 报文＞采样值报文＞
一般 GOOSE 报文（优先级值得商榷）。
IEEE 1588 报文优先级标记中，VLanID 设置为
1，即可以跨越 vlan 限制，在全网络内流动。
智能变电站站控层网络中，为减少穿过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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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协议栈的延时及抖动，IEEE1588 也可以直接映
射到以太网链路层。在 Windows 上可以使用 winpcap
库，绕过 Windows 的 UDP/IPv4 协议栈，直接映射
到链路层；在 Linux/unix 上使用 libpcap 库或操作系
统提供的直接在链路层收发的 socket 接口，实现映
射到链路层。
2.5 时钟冗余
时钟冗余问题是 IEEE1588 在智能变电站内应
用时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采用双时钟互备
双扩展方式解决方案，如图 3 所示。

时比对两台主时钟输出的 B 码授时质量，选用授时
质量较好的信号为授时时间源。一般选用最后失去
卫星的主时钟输出的 IRIG-B 码。

3
3.1

整体应用方案
原则
1）全站采用 IEEE 1588 对时，采用组播通信方

式，遵循 PTP1588 第 2 版（IEEE Std 1588—2008）
规约。
2）站控层网络和过程层网络均采用 P2P 延时计
算模式，交换机配置为 P2P 透明时钟；主钟配置为
P2P 模式；保护/测控/合并器/智能接口/故障录波等
IED 装置均配置为 P2P 模式。
3）站控层网络和过程层网络中 IEEE 1588 报文
直接映射到以太网第 2 层（即映射到 IEEE 802.3）。
4）站控层网络和过程层网络均采用 2 步钟模
式，主钟配置为 2 步钟，保护/测控/合并器/智能接
口/故障录波等 IED 装置也配置为 2 步钟。
5）BMC 状态机支持：主钟完整实现 BMC 算法
状态机。但保护/测控/合并器/智能接口/故障录波等

图3

双时钟互备双扩展方式

双时钟互备无扩展方式，由于无扩展，两台主
时钟各自跟踪卫星；由于卫星系统的不同，两卫星
时间系统之间存在时间差。所以无法保证两台主时
钟输出时间的一致性。当一台主时钟失星或故障后，
整个时间系统将出现跳跃。
双时钟互备单扩展方式由于单扩展，扩展时钟
无法保证当扩展时间故障，整个时间系统将瘫痪。
双时钟互备双扩展方式可以最大程度保证系统
的安全性，保证整个系统都同时选用同一时间源。
当一台主时钟或一台扩展时间故障时，系统仍可以
无缝切换，防止因时钟切换导致时间跳跃。由于扩
展时钟可以有效消除双卫星系统的时间差保证，保
证一个卫星不可用后，选用另一卫星系统，整个授
时系统不会出现时间跳跃。
时间系统选用同一时间源的是通过以下方式保
证的。
当 GPS 和北斗时钟都可用，两台扩展时钟都同
时，选用 GPS 时钟为授时时间源。
当 GPS 不可用、北斗可用时，两台扩展时钟都
同时选用北斗时钟为授时时间源。
当 GPS、北斗都不可用时，两台扩展时钟，同

IED 装置总运行在 slave 状态下（slaveOnly），不允
许状态切换。
6）时钟冗余采用双主钟备用双冗余方案。
3.2

主钟
采用双主时钟备用双扩展方案，两个主时钟和

两个备用时钟组一面屏。每个扩展时钟出 4 个
IEEE1588 网口，两个电口接到站控层网络，两个光
口接到过程层网络。
扩展时钟的每个 IEEE 1588 时钟端口状态机独
立运行，因此每个 IEEE 1588 时钟端口状态与其他
端口无关。
3.3

站控层网络
站控层交换机配置为 P2P 透明时钟。报文映射

到以太网第 2 层。
站控层设备（监控/RTU/继保工作站）采用软件
IEEE 1588 实现。站控层设备配置为 P2P 模式。站
控层对时网络图如图 4 所示。
站控层设备（上图为双网接入）应实现 1 个 IEEE
1588 时钟实例，此 IEEE 1588 时钟实例两个端口同
时接收来自 A 网 B 网的 IEEE 1588 时钟报文，舍弃
掉一个主钟的 IEEE 1588 时钟报文，只采用一个网
段的 IEEE 1588 时钟报文来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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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器，测试接线图如图 6 所示。用示波器测量在
采样值报文流量下合并器的对时精度。

图4

过程层网络时钟同步冗余示意图

3.4

过程层网络
过程层交换机配置为 P2P 透明时钟。IEEE 1588
时钟报文直接映射到以太网第 2 层（IEEE 802.3）。
IEEE 1588 映射到以太网第 2 层报文不带 vlan 标签
（即采用默认 vlanID 1、默认优先级 4），跨越 vlan
限制，在过程层全网传播。过程层对时网络图如图
5 所示。

图5

过程层网络时钟同步冗余示意图

图 5 所示为保护双重化配置，每个保护装置/合
并器只接到一个网上。如图所示，接在 A 网上的有
两个主钟端口，即主钟 GPS1 A 端口和主钟 GPS2 A
端口；还有两个始终处于 slave 状态的普通时钟保护
A，合并器 A。由于 BMC 算法的自动选择作用，主
钟 GPS1 A 端口和主钟 GPS2 A 端口要决定出一个最
好的时钟作为 A 网的祖父时钟。假设主钟 GPS1 A
端口被决定为 A 网的祖父时钟，GPS2 A 端口状态
应该迁移到 slave 状态。保护 A，合并器 A 接收 GPS1
A 的同步报文进行对时。

4

应用测试

2009 年 8—9 月，华东电网组织了 3 次智能变
电站的 IEEE 1588 应用互操作性测试 [8]。在第 3 次
互操作性测试中，测试网络中包括泰坦主时钟（支
持 IEEE 1588 第 2 版），交换机（支持 IEEE 1588 第
2 版），合并器（支持 IEEE1588 第 2 版），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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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在 SV 流量下合并器精度测试接线图

采用的机制和参数为采用 P2P 延迟测量方式，
IEEE 1588 直接映射到以太网第 2 层（即规约上 IEEE
802.3），同步报文 Sync 周期为 2s，Annouce 报文周
期为 1s，延迟报文周期为 8s。
测试结果表明，使用罗杰康交换机时，合并器
对时精度不超过 200ns，抖动较小；使用 moxa 交换
机时，合并器对时精度+/-200ns 左右，抖动较使用
罗杰康交换机时稍大，但也小于 1μs 的精度指标。
由此可见，合并器采用 IEEE 1588 对时技术完全满
足数字化变电站过程层的时间精度要求。同时也可
看出，由于不同厂家交换机透明时钟的实现差异，
会影响合并器的对时精度，因此系统集成时对交换
机 IEEE 1588 功能和性能的测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研发相应的智能变电站及智能电网专用时间测
试评估分析仪器及系统非常有必要。

5

结论

本文对智能变电站采用 IEEE 1588 作为全站对
时方案进行了分析，重点对 IEEE 1588 技术在智能
变电站过程层的应用从交换机模型、时钟模型、通
信模式、协议栈映射、时钟冗余方式等几个实用环
节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智能变电
站基于 IEEE 1588 对时技术的全站对时方案，基于
该方案的设备和系统在华东电网公司的 IEEE 1588
应用互操作性中的测试结果表明采用 IEEE 1588 对
时技术的设备如合并器、交换机等可以满足智能变
电站过程层对时精度要求。并指出系统集成时对相
应的 IED 设备，如合并器、交换机、主钟等 IEEE 1588
功能和性能的测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研发相应
的智能变电站及智能电网专用时间测试评估分析仪
器及系统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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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导纳原理的发电机失磁保护已经在天津
IGCC 工程得到应用，实际运行两年，保护运行正常。
通过对发电机失磁保护的整定计算和调试过程的介
绍，对相关工程的应用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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