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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1］，主要

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2］，利用新能源逐步替

代传统能源进行发电将是今后电力工业发展的趋势，新

能源发电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实用价值［3］。为了确保

新能源厂站的安全稳定运行，实现对所有发电机组有效

监控、控制，目前主要采用厂站监控系统来对发电机组

数据进行现场或远程监控、控制，并通过发电机组采集

单元来收集发电机组内部各组件的监控信息，从而具体

分析新能源厂站运行情况和报告发电机组发电状况。

但是随着风电、小水电等新能源厂站规模的不断扩

大，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加，选址逐渐偏远，导致部分厂

站无法完全实现信息采集，无法为电力调度提供电量信息，

不利于保障电厂和电力系统的安全、优质、经济运行［4］。

近年来，在北斗短报文应用和电力系统信息安全领

域已有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中，文献［5］针对无

常规通信手段的小电厂，提出了基于北斗的信息采集系

统，解决了数据的采集问题，但未考虑到系统所具有的

信息安全风险。文献［6］针对电力通信标准IEC 61850，
通过对称密钥算法对智能变电站应用层数据进行加密，

对电力通信网以及智能变电站中的通信安全具有一定的

参考意义。由于电力系统数据属于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相

关信息，其信息安全防护手段应使用国产密码算法及国

产设备。文献［7］设计了一个利用国家密码的安全认

证方式，虽然解决了安全性，但是算法执行所需的设备

性能不适用于传统基于嵌入式设备的电力系统终端设备。

本文针对电力光缆未覆盖且覆盖难度较大、运营商无

线网络信号未覆盖的新能源厂站，利用国密算法，研究设

计了基于北斗电力应用的新能源电厂调度数据安全采集

方式，可实现新能源厂站调度自动化数据安全采集［8］。

1 新能源厂站自动化信息采集现状

根据GB/T 31464—2015《电网运行准则》对发电厂

的运行信息采集相关规定，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需要对电

力系统结构信息，遥测量、遥信量等发电厂运行信息进行

采集［9］。

现有新能源厂站自动化数据采集的设计主要有3种
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新能源厂站中设置一个监控站，

监控站内计算机通过电力光纤与远端调度系统相联，以

监控和实时调度系统总体运行及对各发电机组运行状况

进行监控和实时维护，实现发电机组功能进行现场或远

程控制，并通过发电机组采集单元收集厂站的数据，分

析和报告发电机组机运行情况；第二种模式是发电机组

与Internet联接，将该发电机组的实时运行数据和各参数

通过Internet送至远距离监控中心，由监控中心对厂站统

一监控、维护、调度；第三种模式是主要针对多台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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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组并网监控系统，采用控制多台机组为1台并网

逆变器供电，实时监控机组发电、逆变器并网、气象监

测等数据并通过无线的方式传输到调度监控中心的安全

接入区。但是对于部分通信条件制约严重的地区，自动

化基础依然非常薄弱，大量县调电站尚未实现自动化信

息采集。

2 北斗短报文通信简介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可以提供定位、导航、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

等服务功能，具备安全可靠的优势［10-12］。在短报文通信

方面，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一直沿用了GEO双向通信

功能，这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区别于GPS等系统的最

大亮点和特色。北斗短报文的功能在国防、民生和应急

救援等领域，都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13］。

北斗短报文由于其覆盖范围广、建设周期短、投资

成本低等优势，逐渐被各个行业重视并应用于无电力专

用通信覆盖地区，作为信息数据采集的补充通信方式［14］。

从2010年开始，国家电网大力推进北斗在电力行业

的应用和探索，内容涵盖了北斗的授时、授频、定位及

短报文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多种北斗+电力的应用解决

方案，在电网生产和管理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阶

段，北斗在国家电网的具体应用主要在电网控制领域的

调度自动化系统时间同步、电力通信网的频率同步，人

与车辆的准确定位，以及利用北斗短报文在偏远无人地

区的数据采集回传等方面。

北斗短报文技术可承载多种电力业务终端，业务信

息可包括用电信息采集业务、配电自动化业务、电力设

备设施监控业务等，对业务信息泄露和侵害，会对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危害；该系统

服务遭受破坏后，会影响相关电力业务的正常运行，会

对社会秩序、公共利益造成一般损害［15］。

3 基于北斗电力应用的新能源厂站自动化信息
安全采集

由于北斗短报文传输的资源限制，自动化数据采集频

率需60 s一次，且不能超过72个字节，所以无法实现自动

化数据的全量采集［16］，也无法使用通用的国密SSL VPN
安全通信协议或电力调度纵向加密协议进行安全防护。

本文针对北斗短报文的通信特点，研究设计了基于

北斗电力应用的新能源电厂调度数据采集内容及安全采

集方式。

3.1 数据采集内容

以典型电站规模为例，一次设备有1条出线、2台主

变压器、2～3条母线、6个发电机组，具体数据项见表1。
表1 数据采集内容

Table1 Data acquisition content

数据项
报文数
据量

单轮
发送
遍数

单轮
发送
条数

每小时
抄读次
数

每小时
预计发
送条数

当前三相及总

有/无功功率、

功率因数、三

相电压、电

流、零序电流

306① 2 10② 6③ 60

遥信开关刀闸

位置状态
22④ 2 2 144 12

数据采集需求（每小时） 72

北斗多卡机短报文传输能力最大值（4张卡每小时） 232

注：  ①遥测采用F205指令，帧长度=固定帧14字节+（单个测量点

数据帧73字节）×4=306字节，4个测量点分别对应出线、主

变压器、机组、母线。

  ②遥测数据306字节，若进行数据加密，则每条报文可传输64
字节数据，每条遥测数据需5条短报文进行传输，单轮传输2
遍，因此一条遥测数据需10条报文传输。

  ③遥测和遥信均设置为主动上送，发送频率为10 min/次，每小

时抄读次数=60/10=6次。

  ④遥信采用F009指令，帧长度固定为22字节，其中包括8路状

态量及变位标志。

3.2 数据采集安全防护

根据《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发改委〔2014〕 
14号令）要求，需在电网调度中心边界设立安全接入

区，并利用正反向隔离装置实现物理隔离。为实现调度

数据采集器的安全接入，本文设计在安全接入区部署北

斗接入网关［17］，实现调度数据采集终端的身份与通信

数据加密功能，架构见图1。
新能源电厂将采集的数据通过正向隔离装置，经北

斗数传终端加密后传送到主站侧北斗多卡机，再经过北

斗接入网关对数据解密，经采集服务器转换后利用正反

向隔离装置传递到调度主站。

北斗数传终端部署于室外，负责将来自采集终端的

业务数据根据业务需求进行裁剪加密后转换为北斗短报

文帧格式，然后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送至主站侧北

斗多卡机（指挥机），其星间链路数据流为北斗用户终

端→北斗导航卫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地面总站→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多卡机。

北斗多卡机部署于信息机房，负责接收北斗导航卫

星的信号，接收北斗数传终端发送来的北斗短报文数据

帧，将北斗数据帧交由北斗前置服务器进行处理。北斗

多卡机具备鉴权功能。

北斗接入网关负责在通信终端接入至北斗接入网关

的过程中，在和通信终端的认证协商过程中认证终端身份



31DISTRIBUTION & UTILIZATION

通信网络 6

供用电 2019.06

后，对通信终端和北斗接入网关之间的通信数据进行加解

密和转发，并将自身运行状态和通信终端状态汇总记录［18］。

3.3 数据安全采集协议

北斗安全通信协议采用了商用密码算法中的SM4算
法、SM2算法和SM3算法［19］。其中SM4算法是对称加密

算法，用于无线网络中的加密通信数据，保证通信的保

密性；SM2算法是非对称加密算法，用于身份认证和验

证数据完整性；SM3算法是哈希算法，用于生成消息摘

要配合SM2算法进行数据完整性检查。

北斗安全采集协议包括密钥协商和加密通信等2个
流程［10］。对于密钥协商流程，北斗安全通信协议采用

证书型密钥协商方式，使用SM2证书来实现通信双方的

双向身份认证［20］。通信的双方首先根据身份认证协议

互相验证对方的合法性，保证只有合法终端才能建立通

信通道，在此基础上利用密钥交换协议生成一个动态的

安全的对称加密密钥。密钥协商过程见图2。
1）密钥协商请求报文的处理。

北斗数传终端首先通过硬件随机数发生器产生32字
节的随机数X。然后以网关公钥为加密密钥，对随机数X

进行SM2算法的加密运算生成随机数密文Apubkey （X）［21］，

并将随机数密文A通过北斗卫星通信发送到北斗接入网

关。A的长度为128个字节，密钥协商请求报文1发送A的
前64字节，密钥协商请求报文2发送A的后64字节［22］。

2）密钥协商确认报文的处理。

北斗接入网关接收到北斗数传终端发来的随机数密

文A之后，对随机数密文A以网关私钥key为解密密钥进

行SM2算法的解密操作得到明文随机数X。
经过上述密钥协商处理过程，北斗数传终端与北斗

图1 系统架构图
Fig.1 System architecture

SCADA

图2 密钥协商图
Fig.2 Key agreement

1 X
X A

pubkey
(X) 64

X
X S

prikey
(X)

2 A
pubkey

(X)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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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网关完成了整个密钥协商流程，完成了双向身份认证

和协商出相同的会话密钥X［23］，之后就可以使用会话密

钥X通信过程进行安全加密防护［24］。加密通信流程见图3。

图3 加密通信图
Fig.3 Encrypted communication

DATA1

DATA1 E
X
(DATA1)

DATA2

DATA2 E
X
(DATA2)

3）北斗数传终端发送通信数据的处理。

北斗数传终端想要发送明文数据DATA1到北斗接

入网关。由于SM4算法的特性，需要对明文数据DATA1
进行填充处理［25］。之后以会话密钥X为加密密钥对填充

过后的DATA1进行SM4算法的加密操作得到密文数据

G=EX（DATA1），将密文数据G通过北斗卫星通信发送

给北斗接入网关。北斗接入网关接收到密文数据G后，

首先通过CRC16算法对数据进行完整性校验［26］，之后

以会话密钥X为解密钥对密文数据G进行解密操作并根据

规则进行反填充处理得到明文数据DATA1。
4）北斗接入网关发送通信数据的处理。

北斗接入网关想要发送明文数据DATA2到北斗数

传终端。由于SM4算法的特性，需要对明文数据DATA2
进行填充处理。之后以会话密钥X为加密密钥对填充

过后的DATA2进行SM4算法的加密操作得到密文数据 
H=EX（DATA2），将密文数据H北斗卫星通信发送给北

斗数传终端。北斗数传终端接收到密文数据H后，首先

通过CRC16算法对数据进行完整性校验，之后以会话密

钥X为解密钥对密文数据H进行解密操作并根据规则进行

反填充处理得到明文数据DATA2。
重复上述2个处理步骤，北斗数传终端和北斗接入

网关可以通过密钥协商产生的会话密钥X对传输过程中

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在传输通道中传输的数据都是密

文数据，禁止明文数据在传输通道中传输，防止敏感数

据被恶意篡改、窃听和破坏。

4 结语

本文提出基于北斗电力应用的新能源电厂调度数据

安全采集方式，考虑到北斗短报文通信资源的局限性与

北斗通信的安全性，安全采集协议的设计中虽然并未考

虑可靠性及报文重传机制，对采集报文的组包方式也需

要在具体工程应用中进行完善，但也足以满足数据单向

采集的安全需求。该研究成果可面向无常规通信条件下

的配电自动化终端、输变电在线监测等各类业务，在满

足泛在电力物联网中业务数据采集方式多样化的同时，

降低投资及运营成本，全面提升电网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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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ecure Power Dispatching Data Acquisition in New Energy Power Plant Based on 
Application of Beidou Technology

MA Jun，PANG Hui ，NIE Haitao，ZHANG Lili，WU Xiaoou，LIAO Baoquan
（State Grid Info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State Grid Shenwang LBS（Beijing）Co.，Ltd.，Beijing 102211，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access construction，the demand for automated collection 
of substations’ information and the security risks brought by it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automatic information collection of new energy substations in remote area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eidou 
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and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ower system security protection，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for dispatching of new energy substations based on Beidou electric power application. 
Beidou short message can be applied to realize the secure automatic data collection of units，main transformers，buses，
lines and other equipment. Beidou short message can be used as a supplementary communication mode in data acquisition of 
dispatching automation，besides power private network and wireless public network，to meet the demand of full coverage of 
dispatching data acquisition，to provide accurate and reliable data for economic dispatching，to reduce the operation cost of 
power grid and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ower grid．
Key words: Beidou short message communication；new energy power plant；automatic information acquisition；secure 
communication；national secret algorith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