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With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ower systems have been typical 
Cyber Physical Systems (CPSs). Although the control function 
of the grid side is becoming more intelligent , Grid Cyber 
Physical System(GCPS) brings the risk of potential cyber-
attacks. In this paper, new anticipated fault sets generating 
methods considering cyber-attack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cyber-attacks on power system, then 
different fault set generation processes for power systems of 
different scales are proposed to ensure the completeness and 
generation efficiency. Finally,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s are verified on the IEEE standard system 

Keywords:cyber physical system; cyber-attack; anticipated 
faults; monte carlo sampling.

摘  要：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电力系统成为典型的

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在电网侧控制

日趋智能化的同时，也引入了网络攻击的风险。本文基于

不同网络攻击形式对电力CPS的影响机理，提出在预想故障

集的生成过程中考虑网络攻击，然后针对不同规模的电力系

统提出不同的故障集生成流程，保证故障集的完备性和生成

效率，最后通过IEEE 标准系统验证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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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

0	 引言

随着电力信息侧和物理侧逐渐深度耦合，当前的

电力系统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的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1]。电力CPS的形成一方面使得

电力侧的感知和控制更加准确高效，另一方面也引入

了潜在的网络攻击风险[2]。由于电网规模庞大、结构

复杂，精心设计的网络攻击是有可能由微小扰动引起

电力系统的大面积瘫痪。电网CPS网络攻击的定义为

以破坏或降低电网CPS功能为目的，在未经许可情况

下对通信系统和控制系统行为进行追踪，利用电力信

息通信网络存在的漏洞和安全缺陷对系统资源进行的

攻击行为[3]。2015年12月发生的乌克兰大停电事故被

认为是近代电力系统第一起由网络攻击引起的停电事

件[4]，更有2019年初被怀疑是网络战引起的委内瑞拉

全国多地停电事故。

由于电力系统信息物理紧密耦合的特性，意在造

成工程故障的停电事故不仅在信息侧更为隐蔽，同时

攻击的过程具有时空配合的特点。针对电力一次设备

故障引起的事故，“建模仿真+预想故障集”的紧急防

御模式已较为成熟。早期文献[5]提出一种基于行为指

数的预想事故自动排序算法。文献[6]提出计及不确

定性的预想事故自动选择方法。以上文献均未针对多

重预想故障进行筛选。文献[7]提出一种多重故障集

的自动批量生成方法，但未涉及故障集的筛选。文献

[8]提出转移系数的概念评价某设备在其他设备开断前

后的潮流变化，并将潮流变化较大且接近短时过载能

力的设备归为前序故障的影响域，作为多重预想故障

集的选取标准，但是该方法依赖于人为设定的系数阈

值。同时，上述文献所设的预想故障均为偶然因素造

成，没有考虑网络攻击的可能。然而在面对有组织、

集团式、高级定制、隐蔽性高和专业性强的网络攻击

时，尚缺乏针对性应对手段。由于网络攻击行为的针

对性、不可预知性，直接将其以预想故障形式融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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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电网安全稳定防御决策将使故障集空间剧增，无法

应用于当前“离线整定，在线匹配”的防御体系。

本文提出了一种考虑网络攻击的电力系统预想故

障集生成方法，根据设定的网络攻击类型和攻击线路

数量确定网络攻击线路的成功率，通过对某个或某些

线路进行网络攻击成功的状态和攻击成功后电力系统

中其他线路处于正常或断线状态的排列组合构建电力

系统攻击成功状态空间；对于小规模电网，遍历电力

系统攻击成功状态空间，对于大规模电网，对电力系

统攻击成功状态空间先部分遍历再抽样遍历，分别计

算网络攻击成功线路断线导致电力系统损失的负荷

量，将攻击类型、攻击成功的线路和攻击成功线路断

线导致电力系统损失的非零负荷量加入考虑网络攻击

的预想故障集，对现有三道防线中的预想故障集进行

补充。

1	 攻击原理

1.1 虚假数据注入攻击模型

虚假数据注入攻击（False Data Injection Attack, 
FDIA）通常通过分布式终端渗入虚假量测数据，篡

改系统量测数据从而破坏电网信息完整性。精心设计

的虚假数据会干扰上层控制中心的分析决策，造成严

重的攻击后果[9]。

攻击者成功将错误数据注入到信息层后，数据会

传递到EMS中的状态估计模块，其会根据系统潮流规

律对数据库中的不良数据进行检测与辨识。因此攻击

者需要基于对电力系统运行、控制和保护业务的充

分了解，设计拟篡改数据以逃过不良数据辨识过程，

从而操纵电力物理过程。电力系统中的量测数据通

过传感器传输给EMS中的状态估计器，估计出系统

的实时状态。本模型主要针对常见的基于加权最小

二乘法的状态估计，量测量与状态变量的关系可以

表示为：

                              z = h(x) + e （1）
式中，z表示量测量，包括节点电压幅值、相角、发

电机输出有功、无功功率及线路有功、无功潮流功

率，x表示系统的状态变量，包括节点电压幅值和相

角，h(x)是量测量与状态变量之间的映射矩阵，其

中涵盖了系统的拓扑结构。通常情况下传感器量测

值数目要大于状态变量数目，冗余的量测量用来提

高估计的精度。由于设备故障、传感器的偏移、错

误连接，通信干扰等偶然因素会引起不良数据，可

能导致状态估计结果受到污染，使其偏离实际情况。

针对这种情形，可以利用不良数据检测和辨识方法

来处理，目前成熟的算法主要是通过最大标准残差

方法来检测。

当攻击者期望将某一量测量修改为虚假值时，为

通过状态估计中的坏数据辨识环节，需要协同改变与

之直接相关的其余量测量。改变线路或节点潮流所需

要修改的最少量测量称为“最小协同攻击区”[10]。

图 1 最小协同攻击区
Fig. 1 Minimum coordinate attack zone

以篡改线路2-3的电气量为例。若单独改变线路

2-3的潮流测量值，节点测量和与之相连的潮流测量

就会违反基本的直流潮流规律，此时会被状态估计判

定为测量数据不可信，导致攻击失败。因此有2种攻

击选择：（1）篡改节点2的相角测量值和线路2-1、2-3、
2-4、2-5的潮流测量值。（2）篡改节点3的相角测量值

和线路3-2、3-4的潮流测量值。攻击选择（2）所需要

协同攻击的区域更小，攻击难度更低，因此该攻击选

择为线路2-3的最优攻击选择。

1.2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单一的DoS攻击主要通过一对一的方式，针对内

存不足、处理速度低的服务器进行渗透，影响其正常

业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通信网络的带宽、信

息终端的承载能力、并行处理能力与传输速度大大提

升。此时，单一攻击源的攻击能力与资源不足，攻击

者进而采用分布式手段，利用更多攻击傀儡机进行协

同攻击，从而能够组织更强的攻击规模与资源，对控

制主站进行攻击，即DDoS攻击。相对于其他攻击形

式，该攻击优势在于不需要获取读写权限，不需要了

解电网的运行参数与拓扑知识，仅需要通过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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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缺陷就能够实施，攻击手段多样，易于操作且

能造成正常的电力业务拥堵甚至瘫痪。因此，其成为

了攻击者经常采用的手段。

在电网CPS环境中，DDoS攻击的目标可以是量测

数据和控制信号的可用性，其中前者目标是造成电网

状态可观性的损失，后者目标是造成控制设备不响应

或响应延迟，造成可控性的损失。此类研究关键在于

如何量化评估风险在信息层与电力层之间的跨空间传

播机制，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复杂网络、关联矩阵、影

响图与切换系统等建模方法分析网络攻击对电力层控

制业务的影响。

按照攻击对象的不同，可以将DDoS攻击分为占

用网络带宽资源、应用资源以及系统资源的方式；按

照利用协议缺陷的不同，可以分为基于ARP、ICMP、
IP、UDP、TCP和应用层的攻击。

如下图所示，完善的DDoS攻击体系可以分成四

部分，分别是黑客、主控端、代理端和目标服务器。

以SYN Flood攻击为例，其利用了TCP协议三次握手

的缺陷。在基于TCP协议的通信之前，客户端与服

务器要互相确认三次通信需求，从而正式进行通信。

在DDoS攻击中，黑客操纵若干代理端向服务器发送

SYN数据包，当服务器回复ACK确认包后，代理端不

再回应，从而使得被攻击服务器上有大量等待的TCP
连接，网络中充斥着大量的无用的数据包，无法建

立新的正常业务连接。从而攻击者通过制造高流量无

用数据，造成网络拥塞，使受害主机无法正常和外界

通讯。

图 2 DDoS攻击流程及原理
Fig. 2 DDoS attack procedure and principle

1.3 指令重放攻击

攻击者通过重放消息或信息片段实现对电网指令

校验和执行设备的欺骗的攻击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

破坏认证正确性[11]。假如电网监视控制系统在电网紧

急状态下发了控制指令（例如切负荷指令），攻击者

若窃听到该指令，并在稍后正常状况下恶意重放该指

令，从而使负荷无故被切除，破坏电力系统的安全稳

定运行。

2	 网络攻击风险下的电力预想故障集

应对针对电力CPS工程故障的网络攻击，当前的

保护重点还是放在保证电力侧的安全稳定运行上，因

此较关注攻击对设备（线路、发电机等）工作状态的

影响，最终等效电力系统元件的N-n故障。同时，在

生成预想故障集时需考虑组合攻击时空结合，不仅在

空间上可能同时攻击多台设备，而且在时间上可能前

后配合造成更大的后果。此外，攻击不仅可能发生在

系统稳定状态下，也可能发生在系统紧急状态下。因

此要得到网络攻击先下的电力预想故障集，首先需要

确定系统拓扑和运行方式，攻击的概率和形式以及系

统元件固有可靠性，随后形成攻击空间和系统的初始

状态空间集合。最后通过合理的状态选取方式在状态

空间中确定需要考虑的故障范围，计算空间内每一种

状态的后果，得到考虑网络攻击的预想故障集。本文

主要考虑三种攻击形式：虚假数据注入攻击PMU诱

导错误指令发出，指令重放攻击引起安控装置误动，

DDoS攻击导致稳控装置拒动。

2.1 故障选取方法

对于规模较小的系统，故障总数较少，可以通过

遍历的方式得到预想故障集。对于规模较大的系统，

遍历总计算量极大，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在故障

集的计算量和完备性方面取得平衡。

故障概率截止法是最常用的解析法。如果系统非

常可靠，例如元件故障概率较小或者系统负荷水平较

低，那么枚举法更加有效，但其计算量却随着故障重

数的增加和系统规模的增大而急剧增加。状态抽样法

是最常用的模拟法，如果系统可靠性较低，例如严重

故障的概率相对较大，那么模拟法收敛速度较快，优

势也更明显。与枚举法不同的是，模拟法在全状态空

间抽样，计算出的指标是实际期望值的估计值而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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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界值。在一定的精度要求下，模拟法的抽样次数与

系统的规模和复杂度无关，因此特别适用于大型电力

系统的快速评估计算。然而，模拟法的计算时间随着

指标误差精度要求的提高而急剧增加，对于可靠性较

高的系统尤其显著。尽管一些故障筛选技术进一步提

高了计算效率，但枚举选择的系统状态集合只是全状

态空间的一部分。由于未选择的高重故障可能对可靠

性指标具有不可忽略的贡献，因此仍有可能漏掉一些

概率较小但风险较大的状态。据此，本节采用了基于

状态空间分割法的系统状态选择算法以快速、精确地

实现预想故障集的选择，主要分为两步：

（1）在发生概率较大的攻击引起的工程故障中，

选取遍历的故障范围，若故障的结果在静态稳定分析

中已经计算过，则直接匹配，否则逐一计算。

（2）在发生概率较小的攻击引起的工程故障中，

选择抽样的故障数目，通过蒙特卡洛抽样方法确定需

要计算的故障类型，获得结果。

2.2 故障后果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最优负荷减载算法量化攻击后果：当一

个系统受到攻击导致系统的拓扑结构发生变化时（如

某条线路断线，某个发电机脱机或造成系统分区），

为维持电网稳定状态所需的最小负荷减载量为

                          min tt T
f L

∈
= ∑  （2）

式中：f代表系统负荷减载量之和；T代表系统节点集

合；t代表节点序号；Lt代表节点t的负荷减载值。

采用直流潮流模型，线路功率受到两端节点相角

约束，因此线路潮流应满足式（3）约束：

                        l
l t tt T

l

ZF H l W
x

δ
∈

= ∈∑  （3）

式中：W代表系统线路集合；l代表线路序号；Fl代表

线路上的潮流；Zl 代表线路的状态；xl 代表线路的阻抗，

Ht代表节点关联矩阵，δ 代表节点相角矩阵。

系统中流入各个节点的功率和节点的负荷应满足

基本的平衡约束：

        =Q    m m t l t tm M l W
B G H F L t T

∈ ∈
− − ∈∑ ∑  （4）

式中：M代表系统发电机集合，m代表发电机序号，

Bm代表发电机的状态，Gm代表发电机的发电功率，Qt

代表节点t上所带负载。

线路上流过的功率和发电机的出力应处于各自的

承受范围内：

              
max max    l l lF F F l W− ≤ ≤ ∈  （5）

             min max     m m mG G G m M≤ ≤ ∈  （6）

式中，
max
lF 代表线路l的传输极限，

max
mG 和 min

mG 分别代
表发电机m的最大和最小出力；

同时，每个节点可切的负载不能超过原有的负

载值：

                        0    t tL Q t T≤ ≤ ∈  （7）

图 3 考虑网络攻击的预想故障集生成方法
Fig. 3 Anticipated fault set generation method considering cyber-

attacks

3	 算例分析

3.1 单一攻击方式

以结构简单的四节点三母线系统和IEEE 14节点

系统为例。对于四节点三母线系统，根据Petri网建

模得到的网络攻击成功概率分别为（0.2,0.18,0.23），
设定网络攻击的规模为一条线路，三条线路的正常

可用概率为（0.98,0.97,0.99）。值得注意的是，网

络攻击的规模为一条线路不代表网络攻击时，只有

一条线路断线。有可能一条线路因为受到网络攻击

断线的同时，另一条线路恰好处于不可用状态，此

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小，但不是不可能。此时，电

力系统攻击成功状态空间包括攻击某条线路成功的

状态以及其他两条线路各自处于正常/断线状态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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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组合，共有12种。对于该小系统，遍历电力系统

攻击成功状态空间，分别计算网络攻击成功线路断

线导致电力系统损失的负荷量，将攻击类型、攻击

成功的线路和攻击成功线路断线导致电力系统损失

的非零负荷量加入考虑网络攻击的预想故障集如表1
所示。

图 4 三线四节点系统
Fig. 4 Four bus three line system

表 1 三线四节点系统考虑网络攻击预想故障集

Table 1 Anticipated fault set considering cyber-attacks for the four 
bus three line system

预想故障 故障后果

跳闸指令重放造成L2断线 1.5MW

跳闸指令重放攻击造成L1断线 8.5MW

跳闸指令重放攻击造成L3断线 40MW

L1断线情况下配合DoS攻击造成切负荷指令延时 10MW

L3断线情况下配合DoS攻击造成切负荷指令延时 40MW

类似的，生成IEEE 14节点的预想故障集如表2
所示：

图 5 IEEE 14节点系统
Fig. 5 IEEE 14 bus system

表 2 IEEE 14节点系统考虑网络攻击预想故障集

Table 2 Anticipated fault set considering cyber-attacks for the IEEE 
14 node system

攻击方式 攻击导致脱网节点/线路

紧急状态下DoS攻击使
安控装置拒动

节点:(1),(4),(9), (14) (13) (4) (10) (5) 
(12) (11) (4) (1,6) (4,13) (8,3) (10,3) 

(7,9),(12,13)

跳闸指令重放攻击 线路:(6-11),(6-13),(7-9),(9-14)

图 6 IEEE 14节点预想故障集后果
Fig. 6 Consequences of anticipated faults of IEEE 14 nodes system

3.2 组合攻击方式

在小系统中，通过遍历就可以得到考虑网络攻击

的预想故障集；在规模较大的系统中，由于系统具有

较强的鲁棒性，单一攻击形式往往无法造成较大的攻

击后果，因此在IEEE 57节点上仿真得到考虑组合网络

攻击的预想故障集。IEEE 57节点示意图如图7所示：

图 7 IEEE 57节点系统
Fig. 7 IEEE 57 bu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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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较大规模的电力系统，对电力系统状态空间

先部分遍历再抽样遍历，分别计算网络攻击成功线路

断线导致电力系统损失的负荷量，将攻击类型、攻击

成功的线路和攻击成功线路断线导致电力系统损失的

非零负荷量加入考虑网络攻击的预想故障集。该系统

线路较多，则得到的状态空间非常庞大，最优负荷削

减算法的计算时间较长，因此遍历时间成本高。但是

计算概率的乘积，排序的速度很快，因此可以先对状

态的概率大小进行排序，然后分别计算需要遍历的前

50个电力系统损失的负荷量。考虑跳闸指令攻击组合

针对二次保护设备的DDOS攻击和单一的虚假数据注

入攻击。

表 3 IEEE 57节点系统考虑网络攻击预想故障集
Table 3 Anticipated fault set considering cyber-attacks for the IEEE 

57 node system

攻击方式 攻击导致脱网节点/线路

跳闸指令
重放组合

+
DoS攻击

节点:(16),(47),(18),(15),(53),(51),(50),(49),(13),(29),(3
8),(5),(44),(14),(27),(56),(42),(55),(57),(41)

FDIA

(线路49-50 和10-51, PMU于节点50), (线路19-20,20-
21, PMU于节点20)， (线路1-17, 1-18, 12-16 和12-
17, PMU于节点 1)， (线路29-52,52-53,53-54和54-

55,PMU于节点53)， (线路27-28和28-29,PMU于节点
28)， (线路25-30和30-31,PMU于节点30)， (线路31-32
和32-34,PMU于节点32)， (线路52-53和53-54,PMU于
节点53) ，(线路39-57,PMU于节点57) ，(线路49-50

和50-51,PMU于节点50)

图 8 IEEE 57节点预想故障集后果
Fig. 8 Consequences of anticipated faults of IEEE 57 nodes system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考虑网络攻击对电网测量控制设

备和系统的影响机理，考虑攻击类型、单一或多重攻

击组合、电网运行状态等维度，提出计及测控设备受

网络攻击影响的电力系统预想故障集在线自生成方

法。为了保证预想故障集的完备性和计算量，针对不

同规模的电网分别提出了遍历和蒙特卡洛抽样结合的

生成思路。但本文所考虑的加入预想故障的网络攻击

受限于电网侧的已有知识，存在漏洞被未知攻击突破

的可能，因此后续仍要针对该问题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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