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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net 在楼宇自动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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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BACnet 是开放的楼宇自控系统数据通信协议标准，提供了系统和设备之间的相互通信和互操
作机制。本文分析了 BACnet 协议的体系结构，并给出了一些典型的 BACnet 在楼宇自控系统中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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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BACnet is t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standard of open building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which
provides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mechanism between system and equipments. In this pape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BACnet protocol is analyzed, and some typical application cases of BACnet in intelligent
building are presented.
Ｋｅｙｗｏｒｄs：BAS; BACnet；Communication Protocol
０ 引言

BACnet 通信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楼宇设备控制

随着信息技术、
计算机控制技术、
通信技术及智
能建筑技术的不断发展, 楼宇自动控制系统(BAS)

信息的交换和共享，采用四层网络结构，即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其体系结构如图一所

的智能化、
网络化和集成化程度不断提高。为了提高
系统相互通信能力，应采用标准的通信协议,以增加

示。

系统之间的透明性和互操作性。1995 年 6 月，美国
暖通、空调和制冷工程师协会 (ASHRAE) 提出了
BACnet 协议，是一种适用于楼宇自控系统的开放性
协议标准, 成为广泛应用的楼宇自动控制系统的国
际标准协议之一。
１ ＢＡＣｎｅｔ 通信协议模型
1.1 BACnet 协议体系结构
★ 基 金 项 目 ： 辽 宁 省 科 技 攻 关 项 目 （项 目 号 ：
2011216008）；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项目号：
20115014）

４２

图一 ＢＡＣｎｅｔ 协议体系结构图

在 BACnet 协议中，没有定义自己特有的物理
层和数据链路层，而是借用已有的物理层和数据链
路层标准，如图一所示。其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可以
有多种选择，在其增补的标准 135a 中将 IP 协议作

为其数据链路层,形成 BACnet/IP。

BACnet 定义了 6 大类 35 种服务，分别为：
（1）
报警与事件服务；
（2）文件访问服务；
（3）对象访问服
务；
（4）远程设备管理服务；
（5）虚拟终端服务；
（6）网
络安全性。
２ ＢＡＣｎｅｔ 在 ＢＡＳ 中的应用
楼宇自控系统是建筑智能化技术中的重要环

道），在对等实体间实现帧的透明传输、流量控制和
差错控制，管理竞争信道的使用权。
（3）网络层。BACnet 网络层的功能相对简单，
主要是为了在 BACnet 网络之间实现互联时，能够
屏蔽各种异构的 BACnet 网络在链路技术方面的差

节, 对智能建筑中各个系统进行自动控制和数据通
信。典型的采用 BACnet 实现智能建筑楼宇自控系
统分布式网络集成的解决方案，如图二所示。
该楼宇自动化系统对现场仪表盘和控制器能实
现分散控制功能，而不再是必须依靠中央控制器。利

异，并将报文从一个 BACnet 网络传递到另一个
BACnet 网络。
（4）应用层。BACnet 通过应用编程接口为上层
应用程序服务，并用于对应用层通信。应用层提供
确认和非确认两种类型的服务，并定义了请求、指

用集成网络 BACnet/IP 所提供的技术，可以快速、便

示、
响应和确认四种服务原语，它们通过应用层数据
单元 APDU 进行通信。BACnet 的应用层还提供了
可靠的端到端传输和差错校验、报文分组、流量控
制、
报文重组和序列控制等功能。

关量 DI 两个；母联柜与出线柜开关状态，为开关量
DI 两个；主供电电源的电流、电压监测，为模拟输入
量 AI 两个。

捷地传递数据，也可以远程遥控楼宇自动化设备的
运行。
图三给出了变配电及电源监控系统的结构图。
该监控系统包括双路高压供电的进线开关状态，开

1.2 BACnet 对象模型
BACnet 的对象是用来表示楼
宇设备（如输入 / 输出、控制环等）
和与控制过程有关的逻辑实体 （如
数据文件、应用程序等）。BACnet
数据通信协议目前定义了 18 个对
象,包括模拟输入量 AI、模拟输出
量 AO、模拟量值 AV、数字输入量
BI、数字输出量 BO、数字量值 BV、
日历表 Calendar、命令 Command、
设备 Device、事件注册 Event Enrollment、数据文件 File、组 Group、
控制环 Loop、通告类 Notification
Class、多状态输入 Multi-State Input、 多 状 态 输 出 Multi-State Output、应用程序 Program 及时间表
Schedule。
1.3 BACnet 的服务功能
BACnet 设备向其他设备请求获取信息,向其他
设备发出指令去执行某种操作的方法，称为“服
务”。

图二 采用 ＢＡＣｎｅｔ 的楼宇自动化系统构成图

图四给出了建筑照明供电及监控系统。该系统
配电线路采用 380/220V 三相四线制供电，包括双电
源切换照明配电箱：设备启停 DO，设备控制状态
DI；照明配电箱：设备启停 DO，设备控制状态 DI；立
面照明配电箱：设备启停 DO，设备控制状态 DI；园
区照明配电箱：设备启停 DO，设备控制状态 DI。

４３

ＢＡＣｎｅｔ

（1）物理层。BACnet 的物理层为数据端设备提
供传送数据的通路，确保比特流能在物理信道上进
行透明传输。
（2）数据链路层。BACnet 的数据链路层是在物
理连接基础上建立、维护和释放数据链路（逻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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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BACnet 协议主要目的是为了楼宇自控系统设
备之间的数据通信，有完善的体系结构和数据结构，
已经成为当今智能建筑楼宇自动控制系统的主流趋
势。本文分析了 BACnet 协议模型，给出了一些典型
的楼宇自控系统中的应用实例。
图三 变配电及电源监控系统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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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照明电源供电与状态监视系统构成图

图五为空调机组监控系统。监控内容包括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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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风机启停；温度控制：根据回风温度与设定值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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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范围之内；风门控制：新风、回风风门控制调节；监
测：回风温度、新风温度、风压差、设备启停状态、设
备控制状态、温度、湿度；报警：过滤器阻塞报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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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五所示。

图五 二管制空调机组监控系统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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