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iS
保护、自动化和控制集成方案

企业的关键在于提升竞争力和生产力。新方案的开发必须能够优化资
本，立足于最新的技术并且能够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
施耐德电气针对从一次设备到市场管理软件的整条能源链提供了完整
的解决方案。
PACiS 是施耐德电气提供的最新一代的电力自动化解决方案。它可以
用于电力系统中的变电站，也可为工业及基础设施中各种各样的变电
站、发电厂及可能遇到的负荷减载提供统一的最佳方案。
PACiS 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电气设备的设计、安装和运行。

灵活的解决方案
无论从功能、结构还是服务来看，PACiS总能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因
此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时，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间作出正确的投资。比
如，PACiS可以单纯地用来监视信号，也可以拓展应用于上百公里范围
内的配电自动化系统。

专门为电力自动化设计
PACiS不仅仅是一种通用的自动化技术。电气安全、故障最小化和面向
拓扑技术等设计特色主导了PACiS的研发。通过充分利用变电站特定的
通讯规约来完全实现设备的集成，从而确保了信息的完整且最优化的
利用。

高度标准化
PACi S使我们可以平稳 地过 渡 到新的通讯 标准，比如基于以太网 的

优点
●●
●●
●●

伸缩自如的解决方案
专门为电力自动化设计
高度标准化

TCP/IP和IEC61850。除了其完善的通讯特性，PACiS还有助于实现标
准结构化方案，比如采用标准间隔优化中等项目投资的关键原理。同
样，通过24/7维护来提升系统利用率的能力，更有助于电力自动化更高
一级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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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多变的功能范围
集成
PACiS的第一个主要特性就是集成来自不同数据源
的信息，进而加以利用。
这些数据源可以是传送纯电气信号（如50/60Hz的
电流互感器）的物理设备或是串行通讯链路（特别
是当重新利用现场的已有设备时）数据源还可以是
一个或多个对过程或系统本身进行操作、维护及管
理的操作站。
PACiS可以处理多种数据类型：位置信号、控制、测
量值、故障录波和设定值等。根据不同的数据源和
通讯网络，可以为这些信息分配品质标签，如时标、
有效性等。品质数据的每一项在系统配置工具中都
是单独引用的，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信息的一致性，
同时也是为了该信息能被系统的不同部分重复利
用。PACiS采用了变电站和工厂中使用的多种通讯
规约。通讯性能主要取决于选用的规约，包括通讯
速率（300bps到100Mbps），服务（主/从式或客
户/服务器式）及通讯对象。

监视和分析

控制

数据采集（就地或远方）是PACiS的基本功能之一。

控制由操作员从就地或远方执行，在处理某一控制

通过嵌入式的图形LCD还可以简明地监视诸如单

命令前要完成多重的校验以确保绝对安全。比如，

线图、报警、测量值和事件顺序列表。对于小型变

通过校验可以判断某一时刻，一个单一遥控是在整

电站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经济的解决方案。

个系统中还是单个设备中有效取决于配置。

更复杂的监视是通过若干个PC的监视器实现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使用逻辑联锁，联锁是通过逻辑公

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功能，如主接线动态着色、高级

式或动态拓扑分析来实现的。逻辑联锁的建立尽可

报警窗口和准确的系统内故障定位、报告功能、双

能的贴近实际操作过程以保证操作安全。逻辑条件

语显示和故障录波分析等。

以图形化的方式显示在操作员的屏幕上，以求迅速
确认逻辑条件并在下发控制令前作出相应修改。
每一次手动控制都是“选择后执行”序列的一部分，
该序列有多种选项。它包括同期检测（并列或合闸
模式），旁路检同期或逻辑条件（假设已经通过用
户权限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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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自动化功能分布于不同的设备，无论这些设备是在
同一个还是多个变电站，可能是今后的重要变化。
通过使用快速以太网通讯规约(IEC61850)不仅可
以不添加额外设备就取代传统的接线方式，还能够
传送更详细的数据用于判断，从而使客户能够获取
新的利益。
PACiS是一个强大的自动化平台：
●●

使用IEC61131-3综合编辑器进行标准化设计能
够访问大多数系统数据。

●●

●●

事件触发机制（无轮询周期），固有的稳定性能

管理

够应对数据雪崩。

PACiS系统管理工具（SMT）用来下载数据库。每个

物理设备之间快速（100Mbps以太网无冲突）的

设备可以管理两个数据库，以求在系统增容或修改

点对点通讯。

时，最小化系统停运时间。当初始化服务端和客户
端时，SMT动态检查数据库间的一致性，以确保分

PACiS提供了内置的自动化模块数据库，包括
保 护、馈线自动重合闸和并 列变压器电压调
节等。

布系统的一致性。PACiS提供了显示软件和数据库
版本、硬件自检结果和软件状态的工具。可以使客
户在就地或远方访问，并极大简化了系统维护。管
理工具中还包括模拟工具：IEC61850客户及服务

配置

端均可被模拟并连接至系统配置工具。当设备已经

系统配置工具对数据库建立和维护而言是必需的。

部分安装于现场时可以使用这些工具。

其目的在于为分布于系统中不同部分中的信息索引
提供一个兼容的工具。PACiS系统配置工具（SCE）
提 供了非常有效的方 式来生 成数据库，这 源于其
面向对象的独特的结构。整合了电气数据、自动化
序 列和图形 的 多 态 数据库 的应用，简化并增强了
PACiS的设计功能。使用工程工具从其它系统或设
备里导入或导出XML文件能够进一步增强数据的
一致性。IEC61850标准的使用自然地引出了分层
和面向过程 的数据索引的概 念。这 对于减少工程
开支和增强互用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PACiS SCE
为最终用户提供了先进的工具，诸如数据库版本比
较、拓扑编辑器和为非专业人员准备的专业数据过
滤器。

PACiS为基于集中式、分布式或混合式结构
的新建站或老站提供了优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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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结构

与远方调度的通讯多使用DNP3，IEC60870 -510或IEC60870-5-104规约。PACiS还支持许多

统一的架构

早期的通讯规约，如GI74、WISP和HNZ。

PACiS提供了统一的网络架构，以求为不同的需求
打造多样的方案。它允许工程师依照用户在功能、

以太网技术

大小、性能等方面的要求做出修改升级。

PACiS采用标准的以太网通讯结构。之所以选用交
互以太网是因为它能够消除网络冲突。考虑到装置

使用统一的工程工具就地连接各种软硬件，无论系

响应时间，可能的网络等待时间是可以忽略的，所

统在物理上是集中式的（如常规的RTU模式）还是

以装置的选择成了决定因素。

完全分布式的。
MiCOM H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是专门为变电站环境设

通讯网络

计的强壮的设备，它们也可以作为一块板卡整合进

组件之间的物理通讯主要建立在两种通讯技术模

MiCOM设备以适应紧凑的方案。它兼容各种拓扑

式上，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应用需要重复利用

如环状、星型或混合型，并允许链路的冗余配置。

现有设备和第三方设备集成。
规约方面，PACiS目前支持UCA2，IEC61850的研
主/从式通讯是传统的技术。主要应用于慢速链路，

发正伴随着该标准的研发在同步进行。UCA2/IEC

如连接变电站和远方调度或是连接保护继电器和

61850 得益于丰富的设备，PACiS充分利用了这项

站级计算机的链路。

技术并最大化了互操作性的能力，比如对传统规约
的透明访问就得到了很好的支持。

PACiS支持多种规约以连接已有设备，整套系统也
可以完全集成进远控系统中。专业通讯基于客户/

系统可用

服务和端对端模式。它凭借快速以太网使得分布式

系 统 可用 性 取 决 于 结 构 的 选 择 和 系 统 软 件 的 能

功能、表现和灵活性有了新的发展，崭新的自动化

力。PACiS允许从电源到每一个设备（包括整定数

方案得以应用，并允许灵活地添加应用客户。

据库）的多种冗余。

传统规约

PACiS可以由多个设备整合而成，也可以将其不同

与变电站中的传统设备通讯可以使用DNP3、MODBUS

的功能分配给若干个设备，因而能使我们能在可用

或是 IEC 60870-5-103规约。本质上讲，它可以用来

性、成本及紧凑度三者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传送实时数据如状态量、测量值或控制命令。
除了每一个设备的自检功能之外，PACiS还提供了
在使用MiCOM设备时，我们可以使用同样的链路直

多种系统测试模式以提升整体性能，如设备维护管

接检索故障录波设定。

理或强制数据等基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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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性

整体结构

根据不同的应用，PACiS方案可以缩小进一面标准

整体结构采用以太网为基础连接基本结构部件、操

屏中，也可以扩展到上百平方英里的区域。PACiS

作员界面和IED。以太网可以架设在输电变电站中，

的结构分为若干层次。每 一级负责维护根据传输

也可以用来连接工业及基础设施项目中的若干个

时间、自动化和可靠性给定的功能，独立于其它层

分布式变电所。

次。因此可以在保证系统一贯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
客户/服务器通讯交换模式避免了通讯网络中的中间

进行扩展。

节点，并且使得客户或服务端的冗余化变得简单。

基本结构
PACiS的基本结构即是将一系列IED（智能电气设

以太网的高速传输能力抵消了与传统规约通讯时产

备），如保护继电器或测量单元，通过传统规约连

生的传输瓶颈。它同时也允许我们使用同一条物理

接至一台RTU（远方终端单元）或一台PC。主/从式

链路进行额外的工作，如利用工程工具远程访IED

结构典型地应用于简单的配电变电站、风力发电站

设备。

或输电变电站间隔（如馈线）。

设备兼容
逐渐地将现有的设备转移到新技术的一种典型方式是
使用兼容性的结构。传统的规约作为IEC61850转换器
的从站，新设备因此得以接入网络。

Full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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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S 部件
IED

图形用户接口

一个典型的PACiS方案可能通过一种或几种规约通

PACiS方案中集成了实时图形用户接口。它能够针

讯来集成若干个IED设备，如保护继电器、测量单

对变电站环境和最 终用户的具体要求提供安全有

元、间隔控制单元等等。

效的获取信息的途径。

PACiS的设计优化了系统与MiCOM系列IED的联系。
主要的模块有

MiCOM 系列

实时显示

对于第三方设备集成来说，PACiS是完全开放的，

●●

单线图，报警

●●

选择后控制序列

所以现有的装置包括用户参数设置等都可以使用。

●●

系统组件状态

●●

闭锁条件表达式

为了验证各种功能，诸如精确互操作、状态及测量

●●

事件顺序记录

●●

准同期

详细控制窗口

值检索、控制、故障录波读取、远方整定值和远方
下装数据库等，我们均进行了严格的测试。

报告及储存
在同一台PC中还可以添加更多的模块：包括故障

通讯设备

录波浏览器，IED整定工具（用于对 MiCOM IED 的

PACiS使用的通讯设备都是变电站环境专用的。

透明访问）和工程工具（见下一节）。

它们包括：
●●

●●

规约转换 器，用于连 接I E D 设 备和控制 中心主

系统工程工具

站。这种 设备最 终 会被整合进 现代的I ED 设备

三种PACiS 核心工具使 其成为一个强化的系统化

（如间隔控制单元）或操作员计算机中。

方案，而非功能的简单堆砌。PACiS系统配置编辑

加强型 MiCOM H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MiCOM 单

（SCE）用来设计用户数据库。

元可选集成设备，交直流两用，抗电磁干扰。在冗
余配置、物理介质及性能方面均可以灵活配置。

所有设备的应用模块中，信息体地址均保持一致。
比如自动化逻辑、图形和接线中用到的断路器状态

根据不同变电站的情况，可以将它们设计为星
型、环型或混合型拓扑。

量将只被引用一次。这多亏了与变电站环境和标准
导入/导出设备相匹配的强大的面向对象的方法。
PACiS系统管理工具（SMT）用来下装数据库和检
查版本一致性。这在分布式系统中是尤为重要的，
因为在系统使用过程中，数据库可能会多次更改，
版本不一致会导致各种问题。
PACiS装置模拟器（ES）用来模拟已有或没有的装
置，以求在现场运行之前测试用户操作或自动化过
程等一系列的操作过程的正确性等等。

PACiS 利用现代智能电气设备，
并将其进一步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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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S® 保护、自动化和控制集成方案
标准方案
组件可以装配进一面或多面屏中，根据不同的电气
安装要求，如变压器保护和就地控制IED或是EHV
馈线IED可以安装进同一面屏中。隔离开关、安全
切换装置、测试设备和IED内部布置由用户定义。
调制解调器、多功能可编程IED和快速端对端通讯
设备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标准间隔”的能力。标准
间隔整合了标准硬件、软件和工程数据库（自动化
逻辑、图形库、接线端子、IED）。之后若要根据工
程要求的自定义只需简单的修改该数据库即可。
标准间隔的概念为高级标准化安装提供了一套 机
制，即简化采购、缩短发货期且便于维护。标准间
隔原则可以进一步作为完全控制系统和纯IED方案
的桥梁－还在老站改造时节省投资。
标准间隔装备了IEC61850接口，但它仍用并口与
RTU连接：
●●

以太网连接用于远方维护

●●

标准间隔成为完整控制系统的一部分。类似的方
案可以用于其它地区。

●●

在变电站级，尤其是高压变电站

●●

工业或基础设施中的配电自动化，如负荷管理。

灵活的工程
PACiS 的设计是为了就地工程技术规范书、数据库
配置、屏体设计、测试、培训和维护由Schneider
Electric 或其合作伙伴完成。
Schneider Electric 的专家可以协助您最好地利用
现有的技术，比如帮助用户优化 PACiS 方案的分布
式自动化特性。

项目实例
●●

传 输 网 络 的 标准 间隔：每 一 个间隔 均 由若干
包括保护、测量和控制设备的屏柜组成，提供
UCA2 / IEC 61850 接口。

●●

综合保护控制系统通过10/100Mbps光纤冗余
以太网互连。

●●

分布式变电站的保护与 RTU 相连

●●

风力电站工程系统

●●

铁路系统变电站的自动化及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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