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Existing cosimulation techniques for cyber-physical 
power system (CPPS) suffer from the contradiction of simulation 
accuracy and calculation speed.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influencing the simulation performance is the synchronization 
method between multiple simulators. In this paper, to efficiently 
solve the data interchange problem of asynchronous simulators, 
a state-caching-based synchronization mechanism is proposed 
to balanc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A state-caching module 
is designed to store system’s status at critical moments and 
backtrack the simulation process when necessary, thus the non-
essential data interactions are reduced. In addi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ulti-event concurrent processing and nodes 
mapping in CPPS modeling, a network boundary module is 
proposed, which distributes and assembles interface packets 
according to device number. Based on above method, a State-
Caching-based COsimulation platform (SCCO) is designed 
for CPPS evalu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advantages of 
proposed method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simulation results of 
cyber-physical event.

Keywords: cyber-physical power system; co-simulation; 
synchronization method;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摘  要：智能电网的发展依赖于大量部署的信息通信设备提

供的低延时高可靠的通信环境，然而系统可观性和可控性提

高的同时也将通信系统中的风险引入了电力系统，因此有必

要对电力信息物理系统（CPS）的交互影响机理进行研究。

目前，电力CPS领域相关研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缺少成熟的

仿真工具，可高效可靠地对电力系统与通信系统进行分析，

从而为理论研究提供验证。本文提出了一种同步方法，使连续

系统仿真与离散事件仿真准确同步，通过状态缓存和仿真回溯

机制，在保证仿真准确性的同时有效提高了效率。基于该同步

方法，结合MATLAB和OPNET，搭建了联合仿真平台，并且

通过构造边界节点，实现了电力节点与通信节点的一一对应。

仿真结果证明了该平台功能的有效性和计算的准确性，通过与

其他平台的对比，体现了该平台在计算效率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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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已有的电力网络正逐渐被重构为一个信息物理系

统（CPS），其中包含了大量智能终端，不仅用于采集

电力潮流信息，而且为高级量测和控制业务提供数据

支撑[1]。电力系统中信息流和能量流的融合，使其逐

渐具有智能化的特征，例如自我修复、自适应保护控

制、用户需求响应等。

电力CPS通过通信网络提供的实时通信，高级量

测和控制设备被有效整合，从而实现智能电网的最优

化和自动化控制[2]。信息通信技术推动智能电网发展

的同时，也将通信风险引入了电力系统，为电力系统

稳定分析和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战[3]。

对于深度融合的电力系统与通信系统，其理论

分析离不开仿真工具提供的数据和验证。然而电力

系统是连续系统，通信系统是离散系统，两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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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进行仿真，因此不需要额外设计同步模块和数据

交互模块，平台实现较容易，然而大量模型简化使其

仿真精度受限。并列式结构是针对电力系统和通信系

统分别采用独立的仿真工具进行建模，两种仿真工具

之间采用某种同步策略和数据交互策略实现两类模型

的联合求解。由于2种系统独立建模，拥有丰富的模

型库，可以保证仿真的精度和准确性。因此，本文采

用并列式结构的仿真平台。

并列式结构的仿真平台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协调控

制各个仿真工具之间的同步，保证数据交互和联合求解

的准确性，目前已有联合仿真方案可分为以下2种：

1）将离散事件映射到时间轴中，如图 1所示。仿

真过程中电力系统仿真工具和通信系统仿真工具以相

同的步长交替运行，从而实现同步[7]。这类方案通常

称为“基于时间轴的同步方法”，该方法能够在实时

范围内对系统进行精确模拟，2个仿真系统之间可以

随时完成数据交换。采用该同步方法的仿真平台计算

时间Tp1如下所示：

            1 ( 2 )p pow ict s r tra
HT T T T T T
h

= + + + +  （1）

计算时间由3个部分组成：电力系统仿真计算时

间Tpow、通信系统仿真计算时间Tict和数据交互时间。

H为预期仿真时间，h为仿真步长，因此数据交互次数

为H/h，每次数据交互所需时间包括仿真工具暂停时

间Ts、仿真工具重启时间Tr 和数据传输时间Ttra。

图 1 基于时间轴的同步方法
Fig. 1 The time-based synchronization method

2）将连续系统离散并映射到事件轴中，如图2所
示。仿真开始前预生成一个事件队列，其中包括电力

系统和通信系统的关键事件以及数据交互事件，仿真过

程中的突发事件可动态插入到事件队列中，进而实现同

步[8]。这类方案通常称为“基于事件轴的同步方法”，该

方法不需要2个系统在时间上完全同步，但仿真速度相

差较大时快速系统需要频繁等待慢速系统，否则可能无

在仿真原理上存在较大差别[4]，还未有成熟的仿真工

具可同时对2种系统进行分析，因此目前为止已有研

究主要针对联合仿真，利用多种仿真工具对电力CPS
进行仿真分析。电力元件于通信元件需要在仿真平

台中同时进行计算，并且需要考虑2种系统之间的交

互影响，因此对仿真平台的实现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联合仿真平台的性能主要由2方面因素决定：同

步方法和仿真工具，其决定了仿真精度和仿真速度。

针对高精度需求的仿真场景，已有方法通常采用多个

实时仿真工具在单个步长内交替运行的方式实现联合

仿真[5]。然而该类平台为保证计算的实时性，无法对大

规模场景进行仿真分析。针对大规模的仿真场景，已

有方法通常将仿真过程离散为多个事件，并依据事件

的发生顺序逐一执行[6]。该类平台虽然可以对部分电力

CPS的交互过程进行仿真，但对于突发事件的仿真精

度较差，因此多用于稳态过程的仿真分析。目前为止，

已有联合仿真方法均无法兼顾仿真精度和仿真速度，

因此仿真平台相关研究需要在该方向进行突破。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状态缓存的同步方法，有

效提高了仿真效率和突发事件的仿真精度，从理论

上分析了该方法与已有同步方法计算耗时的组成成

分，对比了计算效率的差异。基于该同步方法，结

合MATLAB和OPNET构建了联合仿真平台，并且在

MATLAB中嵌入了同步模块和状态缓存模块，实现

了任意仿真时刻数据的定位和回溯。提出了网络边界

节点的构建方法，解决了多个电力节点与通信节点的

一一对应问题。

论文余下部分可概括如下：第2节详细描述了同

步方法的原理和执行步骤，并且针对仿真效率和仿真

精度与已有同步方法进行了对比。第3节介绍了仿真

平台的结构及其各个模块的实现方法。第4节提供了

电力CPS的仿真算例，仿真结果证明了该仿真平台功

能的有效性和仿真的准确性。第5节对全文进行了总

结和展望。

1	 仿真同步方法

1.1  已有同步方法

典型的联合仿真平台结构有2种：嵌套式结构和

并列式结构。嵌套式结构是在一种仿真工具中对2类
系统进行建模，这种结构的仿真平台通常以某类系统

为研究主体，而对另一类系统进行简化建模或通过调

用API的方式进行建模。由于2种系统在同一个仿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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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时对突发事件做出响应，造成仿真精度降低。采用

该同步方法的仿真平台计算时间Tp2如下所示：

      
2 max( , ) ( )( )

( )
p pow ict pow ict s r tra

col s r wi
i

T T T m m T T T

m T T t

= + + + +

− + +∑  （2）

式中mpow为电力系统事件个数，mict为通信系统事

件个数，mcol为发生在相近时刻的事件个数tw为突发事

件造成的等待时间。

图 2 基于事件轴的同步方法
Fig. 2 The event-based synchronization method

1.2  基于状态缓存的同步方法

联合仿真中限制仿真速度的主要因素在于各个仿

真模块的频繁启停和大量数据交互。考虑到在大部分

电力系统稳定控制和继电保护等场景中，信息通信系

统仅监视电力系统的状态，并不对电力系统进行控

制，因此通信系统状态变化一般不会对电力系统造成

影响。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状态缓存的同步方法，考

虑通过减少正常状态下的数据交互仅保留突发事件时

的数据交互，并且尽可能避免仿真工具暂停，提高仿

真速度，如图3所示：

图 3 基于状态缓存的同步方法
Fig. 3 The state-caching-based synchronization method

该同步方法的执行步骤如下：

（1）电力系统仿真工具和通信系统仿真工具分别

从t0 时刻开始运行，在无故障、开关动作等突发事件

状态下，电力系统仿真工具和通信系统仿真工具分别

独立运行，两者之间无数据交互。电力系统状态由一

组微分方程和代数方程描述，如下所示：

                     
0 ( ( ), ( ), ( ))
0 ( ( ), ( ))

nf x t h y t h f t
g x t h y t h

= + +
= + +

 （3）

式中fn和g分别为微分方程和代数方程，t为当前仿

真时间。式1为非线性方程，因此需要通过牛顿迭代

法进行求解：

                          （4）

                           （5）

       Ai
c 由电力系统雅克比矩阵决定，本文利用梯形法

进行计算：

                    （6） 

                   （7） 

式中In为单位矩阵，其维数与电力系统暂态方

阵相同，其他矩阵均为微分代数方程的雅克比矩阵，

Fx= x f，Fy= y f，Gx= x g，Gy= y gy。当变量的增量

小于最小阈值 0或迭代次数达到最大值是停止迭代，

每一步仿真后的电力系统状态如下所示：

                           （8）

通信系统是一个离散系统，其状态由一组离散事

件描述。事件队列EQ中的事件依次执行，通信系统

的状态uc如下：

                     （9）

（2）假设电力系统在t1时刻发生突发事件，则从

该时刻开始，电力系统每一步的仿真结果都存入状态

缓存，同时量测单元启动，按照设定的数据传输频率

定时从状态缓存中读取相应节点的仿真数据发送给通

信系统仿真工具。

（3）通信系统仿真工具接收电力仿真数据包，并

将该事件插入仿真事件队列。仿真核心逐一执行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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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事件，最终将数据包传递给通信网络中的主站节

点。主站节点根据控制策略判断是否生成控制指令数

据包，若需要改变某些电力节点的状态，则在tcs时刻

向电力系统仿真工具发送控制指令数据包，同时计算

出从电力仿真数据包输入时刻tcr到控制指令数据包输

出时刻tcs之间的延时∆t 或丢包、中断等。若不需要改

变任何电力节点的工作状态，则不生成任何数据包。

第i个数据包的传输延时为：

                                （10）

（4）电力系统仿真工具在t2时刻接收到控制指令

数据包，指令执行时刻ter由发送时刻ter和延时 t 计算

得到：

                                     （11）

控制单元根据电力状态数据包的发送时刻tes和网

络延时计算判断控制指令的执行时刻ter。若ter在t2之

后，则电力仿真继续向前执行，并在ter时刻改变相应

电力节点的状态s。若ter在t2之前，则电力仿真需要回

溯，所有电力节点的状态均替换为状态缓存中ter时刻

的数据，同时控制单元改变相应电力节点的状态：

                         （12）

由此电力系统仿真分叉，在t3时刻得到新的仿真

结果，并基于该结果继续向前执行仿真。

基于状态缓存的同步方法的仿真平台整体运行时

间Tp3如式（13）所示，其中i为回溯次数，tbi为每次回

溯造成的重新仿真消耗的时间。

                 
（13）

图 4 计算时间对比
Fig. 4 The 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speed

本文提出的同步方法与已有同步方法针对不

同仿真规模所需计算时间的对比如图  4所示，设

H=1×104ms，h=0.05ms，Ts=0.1ms，Tr=0.1ms，
Ttra=0.1ms，mpow+mict=2000。在无突发事件时，电力

系统仿真工具和通信系统仿真工具之间不存在数据交

互，而只在发生突发事件并且有控制指令生成时存在

完整的数据包收发过程。与式（1）相比，本文提出

的同步方法通过并行计算将通信系统计算时间合并到

电力系统计算时间中，并且缩短了仿真同步时间。与

式（2）相比，当电力系统计算时间小于通信系统计

算时间时，可以有效减少联合仿真的计算时间。并且

两个仿真工具在整个仿真过程中不存在等待的过程，

电力系统仿真工具只在某些特定时刻进行仿真回溯。

因此在针对突发事件和控制命令较少且仿真步长较小

的场景时，可以有效提高仿真效率。

2	 联合仿真平台

2.1  仿真平台结构

本文提出的电力CPS仿真平台架构如图5所示，由

2部分组成：电力系统仿真工具和通信系统仿真工具，

两个仿真工具可以部署在同一台电脑上并行运行，也

可以部署在两台电脑上通过以太网连接。为了配合上

文所述的仿真同步模块，实现仿真工具的同步计算，

还需在2种仿真工具中设计以下功能模块。

图 5 电力CPS仿真平台架构
Fig. 5 The structure of CPS cosimulation platform

电力系统仿真工具中应包含以下模块：电力系统

时域仿真模块、状态缓存模块、量测单元、控制单

元、数据接口。电力系统仿真工具需要具有时域仿真

能力，能够计算电力网络每个步长的状态。状态缓存

模块存储一段时间内每个步长的电力系统仿真结果，

用于仿真状态的回溯以及量测单元的状态提取。量测

单元从状态缓存模块中读取相应节点的状态数据，根

CSE
E  E

IC
 

 
 

    
    

  C
SE

E  E
IC



2020 年 9 月 刘增稷 等：电力信息物理系统仿真平台及其同步方法研究 　243

据预设的数据结构打包发送给数据接口。控制单元从

数据接口中读取数据包，根据预设的数据包结构对其

进行解析，并改变状态缓存中某个时间点的电力系统

状态。数据接口用于向通信系统仿真工具发送数据包

以及接收返回的控制命令。

通信系统仿真工具中应包含以下模块：离散事件

仿真模块、网络边界节点、数据接口。通信系统仿真

工具需要具有离散事件仿真能力，能够对通信网络中

发生的每个事件进行精确仿真，并且需要具有中断功

能，能够在原有事件序列中动态插入突发事件。网

络边界节点是整个通信网络对于电力网络的等效，用

于协议转换、数据包分发汇集和外部事件触发，实现

通信节点与电力节点的映射。数据接口用于将电力系

统仿真工具发来的实际数据包映射为虚拟数据包，以

及将虚拟的控制命令数据包映射为实际数据包。

仿真平台的运行及数据传输过程可概括如下：

1）电力系统仿真工具对电力网络进行时域仿

真，当到达预设时间点或者出现跳闸、短路等突发

事件时状态缓存模块开始记录电力系统的每一步仿

真结果。

2）同时量测单元以一固定采样频率读取当前时

刻相应节点的电气量，多个量测单元的数据在数据接

口处进行汇集，打上时间戳后统一发送给通信系统仿

真工具中的网络等效节点。

3）网络等效节点将数据包进行解析，将数据映

射到电力通信协议的数据包中，并且根据包中的节点

编号分发给各个终端节点。

4）终端将数据包经由通信网络上传给主站，主

站根据预设策略生成控制命令并发送给各终端。

5）网络等效节点汇集终端收到的命令，并统计

每个数据包在网络中产生的传输延时，映射为实际数

据包后发送给电力系统仿真工具中的数据接口。

6）电力系统仿真工具中的控制单元获取到数据

接口中的控制命令，根据时间戳和通信网络中的传输

延时计算出控制命令作用的时间点，改变相应时刻状

态缓存中的数据，并且仿真同步模块判断仿真是否需

要回溯。

7）最终电力系统仿真工具根据状态缓存中的数

据对电力网络中的元件状态进行修改，从而改变仿真

结果。

为了方便嵌入状态回溯程序以及开发数据接口，

本文采用MATLAB和OPNET分别作为电力系统和通

信系统仿真工具。

2.2  状态缓存模块

状态缓存模块的数据结构如式（14）所示，分为

4个部分：仿真时间Tw、电气量矩阵DAE、故障状态

矩阵FLT和断路器状态矩阵SW。仿真时间记录每个缓

存数据所对应的仿真时刻，用于状态回溯时通过时间

进行数据定位。电气量矩阵记录每个仿真步长的计算

结果，故障状态矩阵用于记录每个仿真步长内是否发

生故障以及故障类型、位置等数据，断路器状态矩阵

用于记录每个仿真步长内各受控设备的工作状态，其

中断路器分接头位置、发电机出力和可控负载状态均

可由多个断路器状态来表示。

                           （14）

2.3  量测单元与控制单元

在电力网络中可以设置多个量测单元，用于测量

电压、电流、频率和相角，量测单元的功能描述矩阵

如下所示：

                          （15）

量测单元装设在母线n上，根据4个标志位确定

需要量测的电气量，若工作状态u=1则启动量测，并

且在仿真中每隔1/fc s读取状态缓存中相应时刻的电气

量，生成量测数据PM：

       （16）

                                  （17）

与量测单元类似，可以在网络中设置多个控制单

元，用于控制断路器开合、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头位

置、发电机出力和可控负载工作状态，控制单元的描

述格式定义如下：

                                        （18）

控制单元用于控制设备n，当工作状态u=1时根

据数据接口中的控制命令进行控制。定义设备类型编

号0~3分别代表断路器、变压器、发电机和可控负载。

当接收到数据接口模块发来的控制命令序列后，控制

单元执行程序遍历控制单元描述矩阵，搜索出工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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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为1的控制单元，并与控制命令进行匹配。控制单

元根据数据包在PSAT中的生成时刻和网络传输延时

计算出控制命令的执行时刻ter，提取状态缓存中该时

刻的断路器状态SWk，根据设备编号n和设备类型type
确定其在断路器矩阵中的位置(i, j)，将断路器状态修

改为命令值c。

                        （19）

控制单元执行程序判断每个控制命令的执行时刻

是否在当前仿真时刻之前，并向仿真同步模块发送通

知，告知是否需要进行仿真回溯。

2.4  数据接口

数据接口中传输的数据包有2类：用于传输节点

状态和命令的数据包PIF和用于事件触发的数据包

PEV。
PIF包以启动字符68H作为开头，之后可连接多

个数据段，每个数据段存储一条电力量测数据或控

制命令。若数据段中的载荷为电力量测数据，则源

地址为量测单元地址，目的地址为控制中心地址，

量测数据包生成时刻设为当前仿真时刻。若数据段

中的载荷为控制命令，则源地址为控制中心地址，

目的地址为控制单元地址，网络传输延时由OPNET
计算得到。

PEV包以启动字符97H作为开头，之后可连接多

个事件数据段，每个事件数据段存储一个当前时刻需

要触发的事件编号，该事件需要在通信系统模型中进

行预设。通信系统中的事件可由电力系统事件进行触

发，从而实现两个系统中突发事件的同步。

为了提高接口数据的传输效率，尽量缩减传输时

间，MATLAB与OPNET之间采用UDP协议进行交互。

对于通信网络中仿真的104、IEC 61850、Modbus等通

信协议，需要在网络边界节点中将接口数据包映射为

相应协议的数据包。

2.5  网络边界结点

电力系统仿真工具与通信系统仿真工具之间为点

对点通信，然而两个系统中有多个节点需要一一对

应，因此需要一个网络边界节点，将整个通信网络对

外等效为1个节点。网络边界节点的状态机模型如图6
所示。

图 6 网络边界结点状态机模型
Fig. 6 The FSM module of network boundary node

该模型由5个状态组成：“初始化”、“等待”、“分

发数据包”、“汇集数据包”和“事件触发”。网络边

界节点接收接口数据包，根据接口数据包中各个数据

段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将其分发给终端并映射为相应

通信协议，同时汇集终端收到的控制命令并重新打包

为接口数据包。

仿真开始后首先进入“初始化”状态，设置ip地
址和端口，与电力系统仿真工具建立UDP连接。之后

进入“等待”状态，等待接收接口数据包或终端控制

命令。状态转移函数δ1为判断是否收到PIF，若收到

则将状态转移到“分发数据包”。“分发数据包”状态

的进入动作E1如下所示：

                              （20）

根据映射规则fmap()将接口数据包PIF分解并修改

为各个终端的数据包PSIM。状态转移函数δ2为判断

数据包是否分发完成，若分发完成则将状态转移到

“等待”。状态转移函数δ3为判断是否收到终端控制命

令，若收到则将状态转移到“汇集数据包”。“汇集数

据包”状态的进入动作E2为E1的逆过程，将各个终

端的数据包PSIM统一格式，打包为一个接口数据包

PIF。状态转移函数δ4为判断数据包是否汇集完成，

若完成则将状态转移到“等待”。

状态转移函数δ5为判断是否接收到PEV，若收到

则将状态转移到“事件触发”。“事件触发”状态的进

入动作E3是根据PEV中的事件编号，将待触发事件逐

一插入当前事件队列中并执行。状态转移函数δ5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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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是否执行完突发事件，若完成则将状态转移到

“等待”。

3	 算例分析

为验证联合仿真平台的功能和准确性，本文分别

在MATLAB和OPNET中搭建了IEEE 9节点系统及其

通信网络。电力网络拓扑如图 7所示，其中包含9条
母线、5个负载、1个电容、3台发电机、1个理想电

压源和4台变压器。每条母线设置1个量测单元，编

号M1~M9，用于监测电压、电流、频率和相角。断

路器BKL5和BKG2分别用于切除线路L5和发电机G2，
负载R6和R7为可控负载，分别由控制单元BKR6和
BKR7执行切负荷操作。其中BKL5由短路保护控制，

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直接将其切除，BKG2、BKR6和
BKR7由主站远程控制。设线路L5在5s时刻发生三相

短路故障，故障点位于Bus7侧10%位置，系统保护及

安控策略设置如下：

E1：短路保护控制BKL5在故障发生0.1s后切除线

路L5。
E2：安控主站监测各个节点的数据，若检测到发

电机有失稳趋势，则将其切除。

E3：安控主站若检测到系统有较大功率缺额，则

切除负载R6总容量的50%。

E4：若第一轮切负载后仍存在功率缺额，则切除

负载R7总容量的25%。

图 7 电力网络拓扑
Fig. 7 The topology of power grid

通信网络拓扑如图8所示，其中包含10个路由器

节点、10个交换机节点、1个服务器节点和44个终端

节点。终端节点包括量测终端（M1~M9）、控制终

端（BKG2、BKR6和BKR7）和背景流量终端，为体

现电力节点与通信节点的对应关系，2个系统中相对

应的节点采用相同编号。主站中的服务器节点用于

部署控制策略，生成控制指令。通信网络包含2种不

同带宽的通信链路，主干网带宽100Mbps，子网带宽

10Mbps，全网平均数据流量为188.547Mbps时网络最

高利用率为98.1%。该算例通信协议采用IEC 60870-5-
104，终端与主站交互的数据包格式及交互过程均符合

协议要求。

图 8 通信网络拓扑
Fig. 8 The topolog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采用本文仿真平台对该算例进行仿真，仿真的运

行过程如图 9所示。OPNET仿真为实时运行，因此运

行时间轴与物理时间轴相同，MATLAB仿真为超实时

运行，因此运行速度比OPNET快。模型的仿真时长为

20s，仿真平台的计算时长为9.86s。仿真运行到5s时，

线路L5发生短路故障，此时计算量较大，因此消耗的

计算时间比正常运行时多。仿真过程中发生了3次回

溯：第一次回溯为切除发电机G2，仿真时间从7.896s
回溯到7.271s；第二次回溯为切除50% R6，仿真时间

从9.146s回溯到8.771s；第三次回溯为切除25% R7，
仿真时间从10.4s回溯到9.781s。

图 9 仿真运行过程
Fig. 9 The running process of co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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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在通信网络中产生的延时∆t即设备响应时

间如图10所示，该延时包括从量测终端到服务器的传

输延时、服务器的处理延时和服务器到控制终端的传

输延时。在该算例中，服务器需要等待所有量测终端

数据上传完毕再计算控制指令，因此各设备响应延时

中从量测终端到服务器的传输延时与服务器的处理延

时之和相同，而服务器到控制终端的传输延时不同。

由于单个终端产生的数据包具有较大随机性，因此

本文通过统计所有背景流量终端产生数据包的网络延

时，计算其平均值，得到每个母线附近设备的响应时

间。图中分别统计了Bus2、Bus6和Bus7上设备的响应

时间，Bus2距离服务器最远，因此延时最大，而Bus7
距离服务器最近，因此延时最小。

图 10 网络延时
Fig. 10 The time dela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电力系统中母线电压如图11所示，发电机转速

如图12所示。在5s时刻发生短路故障后，G2开始振

荡，当主站监测到Bus6电压下降至0.8，并且G2有失

稳趋势时，发出控制指令切除G2。设备响应时间为

0.1186s，与图10中Bus2上设备响应时间统计值相同，

并且指令执行时刻与图9中的回溯完成时刻相同。切

除G2后，系统中产生较大功率缺额，Bus6和Bus7的电

压逐渐降低。主站监测到功率缺额后，根据各个可控

负载的可切量进行第一轮切负载，切除50% R6。切除

成功后，系统中仍然存在较大功率缺额使Bus6和Bus7
的电压继续下降，因此主站进行第二轮切负载，切除

25% R7。切除成功后，系统中不存在功率缺额，因此

各母线的电压恢复正常。

图 11 母线电压
Fig. 11 The voltage of each bus

  

图 12 发电机转速
Fig. 12 The speed of each generator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状态缓存的仿真同步方法，

通过减少非必要的数据交互以及在仿真过程中加入

回溯机制，在保证仿真精度的同时有效提高了仿真

速度。

对于未来的研究，我们将尝试扩展仿真平台，使

其能够仿真恶意攻击和防御的全过程，从而对多种并

发故障和连锁故障进行溯源。并且，仿真平台将被用

于实现更为复杂的场景，包括详细的发电厂模型、变

电站模型和用户模型，用于精确模拟复杂电力系统与

信息系统耦合状态和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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