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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希才,李　力,胡绍谦,陈　俊,李广华,须　雷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江苏省南京市２１１１０２)

AReviewofCIGRE ２０１６onofProtectionandAutomationTechnologies
ZHAOXicai LILi HUShaoqian CHENJun LIGuanghua XULei

 NRElectricCo敭Ltd敭 Nanjing２１１１０２ China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Ｇ１２Ｇ３０.
上网日期:２０１７Ｇ０４Ｇ０５.

０　引言

国际大电网会议组织保护和自动化专业委员会

CIGRE/SCB５的研究范围包括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变电站控制、自动化、监视和记录系统的原理、设计、
应用与管理,以及相关的内部和外部通信、变电站计

量系统、远程控制和监视接口.
２０１６年CIGRE第４６届大会上,SCB５确定了

两个征文优选主题(PS):PS１———保护、自动化和控

制系统(PACS)的优化与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
PS２———发电机保护和电网保护的配合.PS１录用

了来自１７个国家的２１篇论文,PS２录用了来自

１３个国家的１４篇论文.在８月２５日举行的专题

研讨会上,讨论气氛热烈,PS１设置的１０个问题收

到来自２０个国家的５５个回答,PS２的１０个问题收

到来自１５个国家的３３个回答,还有一些即席发言.
８月２２日下午SCB５还组织了论文粘贴,有２９篇

论文参加了交流.
本文将就上述论文和讨论、交流过程中所反映

的技术热点问题予以总结,报告SCB５的工作动态

和未来几年的学术活动安排,并结合中国在该领域

的研究与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１　PACS的优化与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

１．１　全生命周期的过程文档及其管理

论文B５Ｇ１０１(巴西)调查了巴西数字化变电站

DSAS建设的实践.在项目规划、初设、设计、制造、
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的不同阶段,由于不同的分

工,造成相关的文档由业主内部的不同部门、集成

商、设备商等分别完成并以不同的形式保存.这不

利于充分发挥DSAS的优越性.当务之急是规范

各个阶段的文档标准和文档流转处理机制.
论文B５Ｇ１０８(瑞士)认为,需要一种不依赖于设

备供应商的保护控制配置集中管理工具,来管理智

能电子设备(IED)、通信设备、一次设备监视传感

器、后台计算机等的各种配置文件,包括变更管理、
自动配置、版本控制等.这种工具能够追溯保护控

制设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并保证每一环节工作交

接的文档都是当前环节的最新文档.
对于变电站全生命周期文档管理在变电站数字

化、智能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

针对电子文档的管理,包括设备固件、配置文件、各
种应用及工具软件的安装配置等,这对变电站运维

尤其是变电站改造的效率、安全可靠性至关重要.
在国内,随着智能站建设的发展,业内也已充分认识

到电子化文档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变电站配置描

述文件(SCD)、IED能力描述文件(ICD)的管控.
但还缺乏系统性,缺少变更的追溯和管理,缺少变电

站设计、集成、运维角色文档电子流转的规范方式和

方法,缺少系统级管理工具软件的支撑.自动化系

统各个子系统缺乏统一的建模方法和图、模、数的映

射原则也是自动化系统配置难以标准化的一大障

碍.与会专家也提出了诸如独立于设备制造厂的统

一配置工具、消灭私有配置文件(转换到IEC６１８５０
XML)、减少来自厂家的不同概念的差异、标准化文

件流转流程、加强文档电子化等改进技术思路.笔

者在此还强调一点———文档或配置的同源维护,即
同一对象、同一属性的配置只能由同一个角色来完

成,这是保证配置唯一性和正确性的关键.
１．２　数据采集和PACS设计的优化

论文B５Ｇ１１５(葡萄牙)针对典型的单母分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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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中压变电站、双母线接线高压变电站,在采用非全

数字化(不含过程层)和全数字化变电站自动化系统

两种情形下,比较了不同架构的经济性、复杂性、可
靠性和可维护性.全数字化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在安

装及测试效率、在线监测、设备冗余等功能设置和投

资方面具有优势,但是需要仔细设计其结构、具备充

足的全生命周期工程实施能力.
论文B５Ｇ１１８(中国)为进一步推动过程层总线

的应用,提出了过程层网络及相关数字化接口设备

的设计及优化必须遵循的三个原则:进行系统设计

时,应保证IED或者过程层网络的单一故障不会导

致保护误动;过程层网络的单一故障不会影响IED
的正常功能;IED的单一故障不会导致多个间隔层

保护同时闭锁.相应地,给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在
电子式互感器NCIT、合并单元(MU)等数据采集环

节增加冗余并对坏数据进行校正;在数据传输环节

增加数据流量控制并采用延迟可测量的交换机,以
便于进行延迟校正、达到数据同步的目的.但这些

措施与IEC６１８５０,IEC６２３５１等现有标准冲突并且

带来兼容问题,需要修订相应的标准.
论文B５Ｇ１０７(西班牙)提出完全双重化的保护

功能优化配置方案,每套保护装置配置距离保护、差
动保护、零序方向保护、过流保护、重合闸、同期检

测、远方保护、失灵保护、欠电压保护、三相不一致保

护等功能,两套保护装置之间无任何电气联系.更

进一步,在开关场安装IED控制断路器和隔离开

关,开关场IED与控制室之间以光缆连接.最大化

地功能集成使得全冗余配置的设备总量大大减少,
此外,站控层和过程层总线的应用也使得接线的复

杂性大大降低.这一方案将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在一个

电抗器间隔实施.电子式互感器、采样数据的通信

传输和配套的差动保护已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在一条

２２０kV线路上投入试运行.
论文B５Ｇ１２１(俄罗斯)设想采用过程层设备通

过过程层总线与特制的工业计算机、特制的操作系

统交换模拟量和开关量数据来实现继电保护和自动

化的功能,即根据系统实际状态自我调整、自我组织

(选择合适的功能).变电站所有的保护自动化功能

可以在任一个特制的工业计算机中实现,以达到自

适应、高可靠性、低成本的目标.
论文B５Ｇ１０６(西班牙)指出,配电网络越来越复

杂、越来越趋同于输电网络.文章给出了中压配电

自动化系统中适用于不同变电站(开闭所)的四种远

动终端RTU/IED及其功能要求,采用国际标准,通
过 WebServer实现其自动配置、远方软件升级、远

方定制修改、自动报告等,以缩短设计维护时间、简
化安装配置、提高供电可靠性等.

论文B５Ｇ１１３(乌克兰)介绍了一种IED信息管

理,可以采集不同厂家、不同接口、不同通信协议的

IED的信息.论文B５Ｇ１１１(中国台湾)指出,在实施

改造时,管理系统的冗余配置非常重要,可以将应用

分散在不同的计算机中并以主备机方式运行,或者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部署多个应用并以虚拟机方式运

行.单一物理设备上运行多个虚拟机,虽然未必是

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冗余,但也许对提高系统鲁棒性

有所启发.
在讨论中可以发现,电网公司对于过程层的数

字化仍存在顾虑,在输电网中保护仍将独立于控制,
控制的冗余配置因为只有一组合闸线圈而止步于断

路器.展会上,主流二次厂商均把数字化变电站作

为一项重要内容,展示了过程层的解决方案;公用事

业通信架构国际用户组织 UCAIug组织多个控制

保护、通信、测试设备厂家进行了过程层互操作演

示,显示出对这一技术发展趋势的信心;并行冗余协

议/高可用性无缝冗余(PRP/HSR)通信方案成为

主流.
总而言之,过程层设备及信息传输的数字化和

网络化所带来的优势正越来越得到国际学术及应用

界的关注.虽然提出的大部分技术思路在近几年国

内智能站建设及优化的过程中都被提出并研究过,
甚至已有样机或试点工程,但关注国外专家所提出

的需求背景及技术思路对修正国内智能站建设时的

方法论颇有益处.
１．３　运行、维护和改造的优化

论文B５Ｇ１１６(新西兰)以其国内最大的配电公

司Vector为研究对象,比较了在定值管理数据库工

具和管理实践方面,配电网与输电网的异同.两者

都面临同样的挑战,继电保护种类繁多,都需要进行

版本管理,定值信息需要安全地保存并能够授权修

改;都需要进行短路电流计算、定值计算和配合校

验、可靠性经济性影响性分析,配电网更频繁,但整

定原则不同;等等.文章认为,在配电网智能化和高

供电可靠性要求的大背景下,配电网保护控制系统

全生命周期维护管理和主网同等重要.
论文B５Ｇ１０９(瑞士)设想利用独立合并单元和

断路器IED提供的监视和告警信息来指导维护,采
用标准化的接口、配置模型和柜体结构,来缩短维护

和改造所需的停电时间.日本代表提出,通过在模

拟量采集回路中注入谐波来在线检测其完好性.
论文B５Ｇ１１２(法国)介绍了１５年来RTE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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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同厂家、不同时期、不同平台的机电式、电子

式和数字式二次设备的经验.通过预防和校正维

护、更换部件或者彻底重建来保持其可靠性,DSAS
使得在线监视和远程维护成为可能.论文B５Ｇ１０４
(日本)介绍了只换装置、不换机柜和接线的改造方

案.
如果说变电站数字化和智能化是一种技术手

段,如何提高运维及改造效率及安全性,且并不降低

供电的可靠性才是电力用户的最终诉求.不停电传

动、智能化免定检、二次设备在线监测等技术研究及

试点已经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展开.英国国家电

网公司也在研究通过过程层的数字化降低间隔改造

停电时间.在此笔者提出两个问题供读者关注和思

考:①不同设备制造商之间装置级的直接互换和装

置外回路标准接口,从长远看哪个更像是效率最高

的改造方式;②二次设备及回路在线监测如何通过

模型及数据映射解决大量信息的自动配置问题,尤
其针对常规电缆回路.
１．４　从全网层面看PACS的优化

论文B５Ｇ１０３(加拿大)介绍了HydroＧQuebec的

一个广域控制系统项目.该项目利用静止无功补偿

器(SVC)、同步调相机,基于同步相量测量技术,通
过闭环的全局和就地控制,在大扰动之后为电网提

供无功支持.
论文B５Ｇ１１０(英国)建议利用软件工具基于系

统模型通过模拟故障来进行继电保护性能的评价,
着重考察非单元保护———距离、过流、方向过流、零
序.论文B５Ｇ１０２(美国)比较了在保护配合研究中

应用的两种风险评估方法,这两种方法均基于发生

概率和失配后果.分析结果可用于解决继电保护失

配问题.中国专家基于动态短路电流计算方法,建
立了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系统.通过能量管理系

统获得当前电网真实的运行状态,自动进行各类故

障情况下的暂态仿真计算,获得系统各处的短路电

流,实现对继电保护定值的实时在线校核,对存在安

全隐患的整定情况进行预警,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

果.
随着电网结构和一次设备的日益复杂化,电网

继电保护之间、继电保护与稳定控制之间、各种稳定

控制策略之间的配合需求也日益提升.目前国调提

出的系统保护就是希望通过上述各种配合及控制策

略的研究,提高高压交直流互联电网的安全稳定.
１．５　个别保护的优化问题

论文B５Ｇ１１７(中国)针对距离三段构造了一个

补偿电压,通过比较补偿相电压和补偿正序电压的

相位来区分过负荷与不对称故障,通过计算U１cosφ１
(其中U１ 为正序电压,φ１ 为正序电流、电压的夹角)
的大小来区分过负荷与对称故障,从而起到防止距

离三段重负荷下误动的作用.论文B５Ｇ１２２(伊朗)
利用同步相量数据,构建距离三段保护重负荷下的

易误动性指数,利用这个指数来区分故障和过负荷,
防止其误动作.

论文B５Ｇ１０５(埃及)推荐采用卡尔曼滤波法对

电流互感器饱和波形进行补偿,并将其与三阶差分

算法、波形参数抽取算法、最小方差法进行比较,显
示其优越性.

论文B５Ｇ１２０(海湾国家委员会)比较了高阻抗

母差和低阻抗母差在３/２接线、双母线、单母线等不

同接线形式下的性能.
论文B５Ｇ１１４(罗马尼亚)介绍了一种提高故障

定位准确性的方法:从线路两端下载录波数据,人工

进行时钟对位,然后进行定位计算.

２　发电机保护和电网保护的配合

２．１　发电厂保护与电力系统保护

装设在发电厂内的保护,如发变组差动保护、定
子接地保护、失磁保护等,在区内故障时应能正确快

速动作,在电网侧故障时应能可靠不动作,后备保护

应与电网侧保护配合.
论文B５Ｇ２１１(罗马尼亚)系统地介绍了大型发

电机变压器组、新能源发电机组的保护功能配置,简
要分析了其与电网侧保护功能的配合.论文B５Ｇ
２０３(韩国)介绍了韩国的经验:在有发电机出口断路

器(GCB)的情形下,调整原发变组差动的保护范围,
只保护发电机出口到变压器高压侧这一段;在变压

器高压侧为３/２断路器接线形式下,发变组差动与

升压变压器差动所采用的高压侧电流互感器,应分

别接入保护,不允许并接后再接入;升压变压器不接

地时退出其限制性接地保护,防止高压侧电流互感

器暂态不平衡电流导致误动作;发电机阻抗二段保

护应比电厂出线距离三段保护的延时长;升压变压

器接地点过流保护可以作为电网侧后备保护,但其

延时应比电厂出线距离三段保护长;指向发电机的

方向过流保护,启动电流应大于反方向故障时的电

流以防止误判方向时误动作,动作时间应比电网侧

距离三段保护短.失步保护应确保在系统稳定振荡

时不动作,当振荡中心落在发变组内部时应无延时

动作.逆功率保护应有３~１０s的延时,以确保在

稳定振荡或者同期并网时不动作.发电机励磁调节

器(AVR)也可能配有过激磁、失磁、过电压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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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考虑配合问题.
论文B５Ｇ２０２(泰国)分析了发电厂升压变压器

中性点零序过流保护的两次误动:一次是发电厂出

线单相故障、单相跳闸、重合闸期间,由不平衡电流

导致的误动;另一次是配电网故障,该保护抢先于输

电线路后备保护动作.论文要求,在确保发电机和

升压变压器等设备不受损的前提下,该保护的延时

时间,要长于电网侧最慢的后备保护元件动作时间

(电厂出线距离三段保护加上断路器失灵保护),且
保留一定的裕度.

在优先保机组还是优先保电网的问题上存在利

益冲突.在挪威,目前发变组出口断路器失灵保护

的启动输入仅包括短路故障保护动作信号,发电厂

希望加上失磁保护和逆功率保护动作信号,甚至于

手动跳闸信号,需要综合考虑发电机等设备的安全

和母线运行的安全.
２．２　发电机保护与稳定控制

论文B５Ｇ２０８(德国)利用Comtrade录波数据回

放评估了低励、失磁、近区短路、不对称故障(断相)
等各种暂态情况下,发电机各类保护功能的性能.
欠励保护作为防止失步的措施尤为重要.但当近区

故障经长延时切除且发电机处于过励状态时,欠励

保护有可能不能反映异步振荡状况.要求发电机具

有一定的故障穿越能力,但当故障切除时间过长、发
电机有可能承受过大的力矩时,应配置解列保护.
断相也可能导致异步振荡,为应对这种情形,失步保

护的阻抗定值可能会延伸到电网中,因此需要跟电

网保护配合;负序电流闭锁逻辑应取消或者提高开

放灵敏度,或者一段配有负序电流闭锁逻辑、一段不

配,也可以负序电压为开放元件;或者通过分析功角

摆动来数振荡次数构成保护.
论文B５Ｇ２０１(美国)定义了一个通用的继电保

护模型,对失磁和失步保护进行了实例化,以北美东

部电网(ENPAS)为对象研究系统故障暂态过程中

发电机视在阻抗轨迹,分析失磁和失步保护的安全

性、可靠性,并建议设置一个自适应的姆欧偏移特

性.
论文B５Ｇ２０４(希腊)分析了发电机过励磁限制

器、电枢电流限制器、发电机欠电压保护对电压稳定

的影响,采用稳定分析工具通过实例分析证明了事

件触发型稳定切负荷措施的有效性.
联合工作组JWGA３/B５/C４．３７研究失步的发

生条件和发生概率.该工作组撰写的论文B５Ｇ２０５
分析了在暂态和动态扰动下发电厂和电网应有的配

合,指出了一些关键的配合要求,例如保护动作时间

间隔、临界切除时间、故障穿越要求、短路电流注入

等.失步时是否要求按预定解列点解列、解列后能

否成功再同步、振荡时距离保护闭锁还是跳闸等也

很关键.
２．３　可再生能源与分布式发电

分布式发电的应用越来越多,它们大多以可再

生能源为一次能源,以电力电子设备(如逆变器)的
形式接入电网的末梢.从继电保护和控制的角度

看,其对电力系统动态特性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发电

形式,例如注入的短路电流幅值较小、衰减快.
论文B５Ｇ２０６(埃及)针对含多种分布式电源的

配电网,根据收集到的风速、温度、光照等历史数据,
对短路电流进行概率分析,建立模型进行仿真.其

结果可以作为继电保护整定的依据.
论文B５Ｇ２０７(埃及)研究了大规模风电开发和

远距离输送场景下,距离保护、差动保护、过流保护、
欠压保护等可能出现的失配或者不正确动作,以及

重合闸的不成功.确保风电机组具备故障穿越能力

的控制措施,撬棒保护应与输电系统保护、重合闸很

好地配合.
论文B５Ｇ２１０(法国)讨论了海上风电２２５kV接

入系统的继电保护方案.这类工程的输电线路(海
底电缆和陆上地埋电缆)平均长度２５km,配置有串

联增压变压器(boostertransformer)、并联电抗器

和滤波器.电缆保护采用双套差动保护加双套距离

保护作为标准配置,每套差动保护采用两路光纤通

道,距离保护含纵联保护、弱馈逻辑,保护动作后出

口跳三相.
２．４　厂用电保护和其他

论文B５Ｇ２１２(英国)提出了核电站厂用变压器

一次回路断相检测的新方法,以电流、电压零序、负
序分量与正序分量的比值作为故障检测元件判据,
以有功功率作为选相元件判据.

论文B５Ｇ２１３(俄罗斯)报告了一种基于比相原

理的超高速死区(断路器和互感器之间)保护.该方

案采用安装于死区双端罗氏线圈电流互感器、对地

绝缘的继电器、光纤/无线通道,通过无线通道传输

跳闸命令.论文同时论述了俄罗斯电网规范的特殊

性,以及应用国外保护控制装置时相应的适应性修

改方案.
论文B５Ｇ２１４(俄罗斯)提出利用经振荡闭锁的

圆阻抗特性保护,作为发电机定子绕组三相短路故

障的高速后备保护.
论 文 B５Ｇ２０９(英 国)利 用 实 时 数 字 仿 真 器

(RTDS)研究可控串补线路保护的性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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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SCB５工作动态

SCB５目前由１位主席、１位秘书长、２４位委员

及１２位观察员组成.委员和观察员作为国家代表,
任期两年,最多可续任两次.SCB５有１个战略咨

询组SAG、１个讲座咨询组TAG和３个主题组TG
(TG１变电站自动化和远动、TG２保护和监视、TG３
系统要求),SAG负责战略规划,TAG负责组织讲

座,TG负责提议成立新的工作组、监督工作组进

展、讨论征文主题.委员会还有一位负责宣传的公

关主管、若干位负责与IEC和IEEE等其他国际组

织联系的联络员.
SCB５目前有近２０个工作组在活动,其中５个

工作组即将结束.中国专家参加了其中大部分工作

组,并在 WGB５．４８(发电设备短路容量有限的电网

中的继电保护)、WGB５．５１(远程访问信息在变电站

自动 化 系 统 维 护 运 行 方 面 的 需 求 和 运 用)、
WGB５．５９(靠近过程层的IED要求)３个工作组担

任召集人.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５日,SCB５召开了第８０次委员

会会议,听取工作组的工作进展汇报,讨论设立新的

工作组,安排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会议.相关国际组织

的联络员报告了各国际组织的动态.部分国家的代

表报告了本国的技术发展动态.
３．１　工作组

经投票表决通过,决定成立５个新的工作组,即
PACS功能性要求的规范方法、PACS资产管理、
PACS独立于硬件的功能、基于同步相量的保护监

控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测试,以及低惯量电网对保护

控制的影响.还有２项提议因为时机不成熟被否

决,即基于过程层总线的PACS应用指南,以及线

路差动保护通信从时分复用通道(TDM)过渡到数

据包通道.
２０１４年起,CIGRE推出了系列绿皮书计划,拟

由各委员会组织编写,作为各国技术人员常备的、具
有工具书性质的权威案头书.SCB５组织编写的绿

皮书是关于IEC６１８５０应用的.该绿皮书将反映当

前的通用实践,为负责调试、维护IEC６１８５０变电站

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目前该工作组的相关工

作正在进行当中.
３．２　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８会议征文主题

２０１７年SCB５的学术研讨会将于９月１１—
１５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举行,征文优选主题为:
PS１———基于IEC６１８５０的PACS的设计和维护面

临的挑战;PS２———含新能源发电和储能的现代电

力系统的继电保护问题;PS３———最大化利用现有

资产给保护和控制带来的影响.PS１将讨论IED、
合并单元、时钟同步系统、通信网络等的互操作性,
IED更换和PACS扩展的便利性要求,包括SCL处

理、IED配置、交换机配置在内的PACS配置管理.
PS２将讨论用于保护和自动化的以逆变器形式接入

的电源模型,以逆变器形式接入的电源的短路响应

建议,非常规电源附近的继电保护面临的挑战及对

策.PS３将讨论PACS的更新策略、串补、考虑天气

因素的线路输送容量动态/灵活限制.会议期间将

安排一次讲座———高比例分布式电源的系统,介绍

新西兰电网的结构,讨论越来越多的逆变器接入的

分布式发电对保护控制的影响,研究技术解决方案,
并寻找其他应用案例.本次研讨会将与CIGRE亚

太区域理事会AORC的会议联办.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６—３１日 CIGRE第４７届大会

(巴黎)SCB５的征文优选主题确定为:PS１———系

统紧急状态下的继电保护;PS２———IEC６１８５０过程

层应用的经验和实践,目前已经开始征文.PS１将

研究紧急负荷控制、减载和解列的实践及经验,系统

振荡检测和失步/滑极保护、热过负荷保护.PS２将

讨论合并单元(独立式、与电子式互感器结合式)与
保护功能的互操作性,过程层总线设备和功能的出

厂验收测试、现场验收测试、投运和维护的经验,过
程层总线用于高压设备的测量和监视.讨论过的其

他提议包括PACS通信的经验和挑战、保护和自动

化的网络安全、主设备匝间保护等.
３．３　相关国际组织动态报告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电力和能源分会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专业委员会IEEE/PES/PSRC更

名为 电 力 系 统 继 电 保 护 与 控 制 专 业 委 员 会

(PSRCC),目前研究的部分课题包括:相量数据集

中器标准(工作组C１９,标准C３７．２４７)、直流输电对

交流侧保护的影响(工作组C２０)、系统完整性保护

(工作组C２１,标准C３７．２５０)、微电网保护系统(工作

组C３０)、IED的时间戳(工作组H３,标准C３７．２３７)、
变电 站 网 络 安 全 标 准 (工 作 组 H１３)、建 立

COMTRADE,IEC６１８５０和CIM之间的联系(工作

组H１７)、IEEEC３７．１１８．２和IEC６１８５０Ｇ９０Ｇ５之间

的信息映射(工作组 H２１)、继电保护相关数据文件

的网络安全(工作组 H２３)、继电保护定值通用数据

格式 COMSET(工 作 组 H２７)、COMTRADE 到

XML语言的转换(工作组 H３５)、输电网静止无功

补偿器保护(工作组K１２)、变电站集中式保护和控

制(工作组K１５),等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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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PES另外成立了电力系统通信与网络安

全专业委员会(PSCCC),显示出电力工程界对网络

安全的空前重视.
国际电工委员会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设备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IEC/TC９５正在制定主设备差动保护标

准IEC６０２５５Ｇ１８７Ｇ１、频率保护标准IEC６０２５５Ｇ１８１,
近期将启动制定线路差动保护标准IEC６０２５５Ｇ１８７Ｇ
３和母线差动保护标准IEC６０２５５Ｇ１８７Ｇ２.电力系

统管理和信息交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EC/TC５７开

始对IEC６１８５０第二版的部分标准进行修正,另外

还发布了基于IEC６１５８８:２００９、系统精度优于１μs
的高精度对时协议(PTP)IEC６１８５０Ｇ９Ｇ３.

北美电力可靠性委员会 NERC发布了两项标

准:PRCＧ０２６Ｇ１系统稳定振荡下的保护性能和PRCＧ
０１２Ｇ２补救控制方案.
３．４　国家动态报告

澳大利亚对于将过程层总线用于改建工程感兴

趣,新南威尔士州Transgrid电力公司将于２０１７年

首次尝试这样做.挪威输电公司Statnett开始认真

考虑全数字化变电站,２０１７年将完成试点工程.比

利时开发并应用了一种故障自动分析工具.美国在

２０１６年新建成了１３个微电网,同时完成了４个工

程的扩建,总容量达到１４８MW,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微

电网容量累计将达到３．７GW.

４　结语

在PACS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需要完备的文

档并进行有效的管控.基于IEC６１８５０的应用,数
据的采集、保护控制功能配置和实现、资产管理和设

备运维将得到优化,但这需要仔细地分析、选择合适

的架构.国内虽然实施了众多的数字化变电站自动

化系统,但对顶层设计和文档的重视程度不够,实施

效率低,可靠性方面还存在隐患,未能充分体现其优

越性,仍需要加以改进.
不论是大型发电机还是小型新能源发电机,其

保护应与电网侧很好地配合.当前,发电侧和电网

侧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在确定继电保护功能配置

和进行整定计算时,应服从整体,不能简单地倾向于

保电网或者保机组.

赵希才(１９６９—),男,通信作者,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继电保护、变电站自动化.EＧmail:xczhao＠
nrec．com

李　力(１９７０—),男,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

向:电力系统 继 电 保 护、IEC６１８５０规 范、变 电 站 自 动 化 系

统.
胡 绍 谦 (１９７８—),男,高 级 工 程 师,主 要 研 究 方 向:

IEC６１８５０规范、变电站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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