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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理想中的 ＩＥＣ ６１８５０ 规约会给电力系统自动化通讯带来不小的影响。在目前 ６１８５０ 规
约的完成日期未定，并在全世界范围得到统一解释并接受的日期未定的情况下，如何正确
保 证 逐 渐 成 熟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的兼容性也是一件重要的任务．这里我们介绍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的简单历史及现状，并试图消除一些对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的误解．同时介绍国际上正确
保证规约兼容性的一些实践经验．最后提出在中国如何保证规约兼容性的建议。

一． 简单历史及现状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有下面几个里程碑：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完成第一份文件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 （帧结构）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完成第一个完整规约的文件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１ （远动）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完成第二个完整规约的文件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２ （ＲＴＵ 与电表）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完成第三个完整规约的文件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３ （ＲＴＵ 与保护）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完成第一个完整基于以太网规约的文件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４ （远动）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完成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１ 第二版 （远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计划完成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６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的兼容测试步骤）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的发展比较长． １０ 年了才有了今天被除北美外全世界的接受， 形
成新的自动化功能规范串行均以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 为基本要求， 以太网均以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４ 为基本要求的局面．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工作组 １９９５ 年成立，目标是变电站內通讯网络及系统．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正式与
ＥＰＲＩ／ＵＣＡ 工作组合作． 计划在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完成完整的规约文件．
虽然国际上的一些文章给大家一个印象，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马上要完全取代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
规 约 。 我 们 认 为 近 期 内 是 不 可 能 取 代 的 。 从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的发展可以发现，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和 其 它 规 约 一 样 ， 肯 定 需 要 一 个 现 场 证 明 ， 改 进 ， 用 户 接 受 的 过 程 。
ＩＥＣ６９８７０－５－１０１ 经过了 ７ 年才有了修订补偿的第二版。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ＵＣＡ２．０ 最大的一个技术挑战是保证变电站自动化功能的实时实现。如备自
投，并列变压器的保护。它们需要变电站 ＩＥＤ 之间的点对点通讯，时间延时毫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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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以外对 ＥＰＲＩ 的 ＵＣＡ 均有些误解．首先了解一下美国 ＥＰＲＩ．成立于 １９７３ 年的美国
ＥＰＲＩ 为以会员制的非盈利，民间组织． 其目标是，通过管理和组织来进行电力方面研究，
开发，提供应用解决方案． 美国 ＥＰＲＩ 并没有自己的科研技术人员，而是拥有大量的项目
管理人员． 研究，开发，应用解决方案长久以来主要靠委托学校及咨询服务公司实现．
ＵＣＡ （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的研究也是如此．
ＵＣＡ 并没有在北美变电站自动化中流行． 到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为止， １５ 年以上的时间內，全
世界变电站使用 ＵＣＡ 的系统不超过 ３０． 并且 ９０％是实验项目． 在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ｃｈ ２００２ 会议上， 一个 ＵＣＡ 试点的总结［１］能够从一个侧面反应 ＵＣＡ 的试用
情 况 ． 就 是 在 北 美 ， 美 国 ＩＥＥＥ／ＰＥＳ 变电站标准通讯工作组 Ｐ１５２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还在制定与 ＵＣＡ，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相近的规约，计划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完成．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文本制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北美和欧洲变电站集成及自动化的模式不同，而
目前的草稿还不能完全兼顾这两种模式． 另外，由于涉及的国家多，厂家多，厂家之间对
标准规约控制权的竞争影响进度．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目 前 推 荐 的 规 约 服 务 层 为 ＭＭＳ． ＭＭＳ 这里作为规约报文的编译解释器．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也在考虑使用其他的规约服务．ＭＭＳ 规约服务到底是近 ２０ 年的标准，其发起的
汽车行业已经不再使用．
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大部分规约的可行性研究及实验证明是可行的．但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规约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９－２ 部分的可行性还没有明确答案． 根据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９－２ 的要
求，网络的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９－２ 数据需要 １０３ Ｍｂｉｔｓ／ｓ．现在的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Ｕｎｉｔ 和保护设备还
不能保证这个要求。最重要的是，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还没有现场运行证明。
二． 如何保障规约的兼容性
作为标准规约，其目的自然是相互之间的兼容性 （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或通俗地说，
不同厂家设备之间的无缝通讯．
为了保证设备相互间的兼容性， 从国际上比较成功的标准规约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及 ＤＮＰ３ 的来
看，他们经历的过程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 规约的统一解释对一个标准规约的实施推广
起非常重要的作用．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比 ＤＮＰ３ 公布的早， 实施推广却晚 ２－３ 年．３－５
年前，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作为国际标准，国际上却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对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的实施细节
进行解释． 北美的 ＤＮＰ３ 规约在 １９９３ 年就成立了由以各个竞争厂家为主的 ＤＮＰ３ 用户协
会，负责 ＤＮＰ３ 实施细节的解释以及规约的修改．目前 ＤＮＰ３ 的用户协会需要 ２００ 美元加入．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没有用户协会，但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起， 美国的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ＭｉｃｒｏＷｏｒｋｓ 发起
了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规 约 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讨 论 组 ． 网 页 地 址 为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ｍｉｃｒｏｗｏｒｋｓ．ｃｏｍ／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这个讨论组得到全
世界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方面专家的支持．
虽然， 规约的统一解释非常关键．通常标准规约文本仅仅定义了 ９０％，而 １０％是选择项。
各个厂家的实施实现程度也不相同。用户也未必在功能规范书中将规约的要求明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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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保证设备相互间的兼容性，必须经过测试最终认证． 因此，标准测试步骤也慢慢成为标
准规约的一部分．
１９９９ 年 ＤＮＰ３ 用户意识到标准测试的重要性，第一个完成了 ＤＮＰ３ 的标准测试步骤，并在
各竞争厂家，用户组成的 ＤＮＰ 用户协会中投票通过成为 ＤＮＰ３ 规约的标准文件之一。以此
文件为标准， 目前 ＤＮＰ３ 用户协会批准了三家公司进行 ＤＮＰ３ 兼容性认证的测试及兼容证
书的发放。注意的是，由于 ＤＮＰ３ 有标准测试步骤作为兼容测试的依据，对兼容认证测试
公司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如不能生产提供 ＤＮＰ３ 方面的产品。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的兼容性测试目前仅仅是欧洲的 ＫＥＭＡ 咨询公司。由于 ＫＥＭＡ 积极
参与了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的制定，甚至起草一些相应标准。ＫＥＭＡ 从 １９９６ 开始进行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的兼容性测试。但 ＫＥＭＡ 的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的兼容性测试非
用户协会或任何标准机构指定的测试认证。但是欧洲还是仍然将 ＫＥＭＡ 认为是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
－５ 系列兼容测试的中心。
现在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正在制订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６ 作为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的标准测试步骤．计划
２００３ 年完成。 而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兼容认证步骤， 即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１０ 部
分。
ＫＥＭＡ 的经验统计表明，在 ＫＥＭＡ 做 ＩＥＣ 规约兼容测试的设备及系统，６０％没有一次通过
的，必须进行第二次测试。
三．建议
１．加强国际，国内厂家之间的交流
ＩＥＣ 规约作为国际性标准规约，而欧洲及北美目前显然是制定 ＩＥＣ 规约的主要技术来
源，虽然中国有语言的障碍，但必须努力，启用新人。每次国际 ＩＥＣ 和 ＤＮＰ 规约会议参
加者基本上均是各公司具体进行规约编程实现的技术人员。
中国变电站计算机监控的市场规模大于世界上如何国家，完全具有影响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规约
制定基础。遗憾的是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的制定并没有考虑我们中国的情况。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３
规约的制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保护类型比任何国家全，可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３ 未
能包括中国的所有并且是常用的保护类型。这自然为中国各厂家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３ 设
备的兼容带来困难。但同时中国内部也花了不少年的时间来理解如何利用标准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３ 的功能实现遥控和保护整定的下载。
ＩＥＣ 标委会和中国的标委会为制定标准的机构，每次的会议均已制定修改标准为主。规
约的解释实施所以还是靠厂家和用户。厂家和用户的正式非正式的交流起非常大的作
用。北美欧洲厂家用户较正式方式的交流，除标委会外，主要是每年中的各种电力技术
及展销会的机会，如 ＩＥＥＥ／ＰＥＳ 的冬季夏季会议，ＤＡ／ＤＳＭ 展销会。这些会议均安排规约
讨论小组会议。中国完全可以借鉴。
２．从用户设计方面，加强规约兼容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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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证标准规约的实施以及设备的相互兼容最终的最大受惠者是最终用户。表面上
看，用户会说，不管你几个厂家怎么做，只有系统能联起来，保证实时性，不掉数据就
行，规约是厂家的事。其实不然。第一，就投运时来看，这里不谈规约不兼容带来的工
期及成本问题，系统规约的不统一，会大大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能。我们知道，变电站计
算机监控系统的核心技术是系统集成技术，而系统集成技术的中心就是通讯规约。其
二，长期维护来看，设备系统的维护升级关键不都是规约问题吗。现在全世界没有几个
用户，希望绑定一个厂家，二厂家绑定一二个技术人员。现在中国系统的升级基本还是
推倒全部重来，规约不也是原因之一吗。
如何在功能规范书中，加强规约兼容性的要求呢。理想情况是在功能规范书中要求提供
ＩＥＣ 规约的兼容测试证书。目前接受最广的是荷兰 ＫＥＭＡ 发放的兼容证书。如果要求中国
厂家的设备均提供这样的证书，目前比较难。 我们提出下面建议供用户用户设计人员
参考。
在功能规范书中，要求厂家必须提供三份文档，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的兼容表，点表
以及兼容表的测试报告。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标准文档中已经提供了各个规约的兼容
表 （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这部分完全可以拿出来请厂家按规约的实施情况添好。这
个表也称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这个表有标委会提供更好，不容许厂家更改这个表。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４ 规约兼容表的标准英文版本，作者可以提供。点表自然必须
由厂家提供。点表的格式没有固定的要求，但至少必须提供点的地址，数据格式，数据
类型，数据组。最后，测试报告。这个测试报告可以不是由第三方测试的结果，厂家自
己的也可以。但应指明测试的手段。
３．加强建设中国的标准规约兼容测试中心
北美和欧洲的规约兼容测试中心均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在行业中自然形成。这在中国短
期内可能难以实现。规约监测中心必须建立技术权威。目前 ＩＥＣ６０８７０－５ 系列规约的兼
容测试标准正在制定之中，估计还需要一两年可能完成。中国目前可能还只能通过引进
国际上规约兼容测试中心的经验来装备树立监测中心的技术权威性。
总结起来，保障规约的兼容性，首先，用户要明确提出对标准规约认证的要求．在保障规
约的兼容性的过程中，各个厂家之间的交流必须真正落实到实处。最后利用兼容性认证
来保障兼容性。

［１］Ｇｒａｎｔ Ｇｉｌｃｈｒｉ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ＣＡ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ｃｈ ２００２， Ｆｌｏｒｉｄａ．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完稿。

蔡运清
美国齐成系统有限公司经理（ Ｄｏｕｂｌｅｔｒ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Ｊｏｈｎ Ｊａｎｓｅｎ ｖｄ Ｓｌｉｇｔｅ：
荷兰 ＫＥＭＡ 咨询公司规约能力及测试中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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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ａｌ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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