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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一种基于串口通信服务器的新型分布式中频供电自动监

测系统的设计方案，并详细地阐明了系统的实现原理方法及关键技

术。该系统利用了串口服务器的实时控制转换功能，实现了双机备

份冗余数据采集功能o 新装置采用网络自诊断技术及光电隔离通讯

接口，提高了通讯抗干扰能力，通讯采用报警信息数据优先发送及重

复循环发送等技术，克服了原监测系统网络通信速度慢的弊端，增强

了供电监测系统报警反映的快速性及可靠性。经现场实际运行表

明，新供电监测系统比原系统功能更加完善，使用更加方便，具有更

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报警更加迅速，而且便于事故后故障分析等优

点，同时还具有很强的系统扩展能力及推广价值。

关键词:中频供电分布式系统供电自动监测系统串口通信服务器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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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rmediate Frequency Power Supply Automatic

Monitor System
( In Chinese)

WANG Yuntong XU Bin

(Shaanxi Uranium Enrichment Co. , ltd. CNNC ,Shaanxi Hanzhong ,723014)

ABSTRACT

A new design project of the automatic monitor system for the intermediate

frequency power supply system by using the communication server is put for

ward and the realizing principle method and the key technique are clarified in

detail. This system made use of the conversion function with the series commu

nication server' s control , realized the data collecting function by the double ma

chine backup and redundancy. The new network system adopted the photoelec

tric-insulated-communication connect device and the diagnosis technique , in

creased the anti-interference ability , the communication adopted the technique

by the alarm inforrrlation sending out in first and circularly repeating , the slow

ly speed is overcame in the original monitor network system , and strengthened

the celerity of the monitor system and 出e reliability of the alarm report. After

the new monitor system running ,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unctions is more

perfect than the original monitor system , the usage is more convenient , have

the higher and dependable stability , the report of alarm is more quickly , and is

convenient for the analysis after the trouble , at the same time , the system still

have the strong ability and value to expand.

Key words: Intermediate frequency power supply system , Distribute type system , Power

supply automatic monitor system ,Communication server ,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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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频供电监测系统是用来测量和监视整个中频电源系统运行参数及状态，对变频器供

电盘、中频电源系统、补压机电源及冷却水泵等工艺供电设备的运行状态、机组电流参数的

显示和记录，还有故障状态报警、事故报警打印等功能的。它可以协助运行值班人员全面掌

握事故发展过程，便于快速查明事故原因，迅速采取措施恢复机组供电，有利于避免和防止

机组重大停电事'故的发生，对主工艺供电系统的安全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公司原中频供电监测系统属国外成套引进设备，自 1996 年投入运行以来，由于设备

本身原因，该系统运行情况一直不好，经常出现设备故障、死机瘫痪及报警信息丢失现象。

系统故障率高，恢复时间长，运行维护工作量大。另外，原系统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理解

性都较差，对主机供电系统的安全、持久、稳定运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1) 系统可靠性差。原系统的计算机硬件设备及配套产品均属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早

期产品，所使用的元器件均较为落后，单元板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发生元器件损坏故障，据维

修记录统计，仅现场监测台接插件维修次数年均高达 160 余次。同时，由于计算机系统设备

的缺陷，常常出现整个系统死机、瘫痪现象，造成大厅中的监测台与控制室计算机的联系中

断，现场数据及报警信息在控制室不能得到正确的响应，通常需要长时间的人工复位重新启

动后，系统才能恢复运行。

(2) 系统可维护性差。故障单元板及器件由于集成度低且故障率高，大多数损坏的单

元板及零部件因国内没有相应的元器件替换而无法修复。

(3) 系统可理解性差。由于原系统显示全部为外文，不便于运行人员及维护人员阅读

及查看，且元历史报警查询功能，不利于事故原因分析。

因此，对原中频供电监测系统的国产化研究及改造工作显得十分必要。随着计算机和

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分布式自动化监控系统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门课题，同时也为供电

监控系统自动化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并随着近年来国内关于该方面的研究及

科研活动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电力系统自动化事业的发展。我公司根据目前国

内外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情况，通过近两年多时间的市场调研和开发研制，采用了先进的分

布式计算机监测系统，己成功地对原成套引进的监测系统进行了国产化技术改造。经现场

两年多的实际运行表明，新系统功能更加完善，使用更加方便，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更高，报

警更加迅速，便于事故后分析等优点。

1 系统设计原则及目标

为了弥补原系统的缺陷及不足，新系统的设计工作是主要根据以下设计原则及技术要

求进行设计和完善的。考虑到施工方便及经济性等方面，改造方案中参照了原系统的网络

拓扑结构，保留了原系统的通讯电缆及信号电缆。

1. 1 系统建网方案要求

(1)网络标准化，支持 TCP/IP 标准协议及网络扩展和互连;

(2) 网络应满足吞吐率和响应时间的要求，尤其要考虑大面积报警时的网络数据处理

能力及速度;

(3) 网络传输距离和拓扑结构，应满足用户的现场环境和介质访问要求;



(4) 网络传输介质应有足够带宽，通讯抗干扰能力强等要求;

(5)服务器应具有相当的处理速度及内存容量;

(6) 网络管理软件应支持多种管理、服务功能及兼容性要求;

(7)具有网络自诊断及报警功能;

(8)主、备数据服务器机具有热冗余切换功能，切换时间要短。

1. 2 系统软件功能要求

在原有系统的功能上，新系统在保留原系统所有的功能基础上，新增的主要软件功能

有:

(1)人机界面图形中文化;

(2)实时监测数据信息的查看及参数实时记录;

(3)供电系统模拟图显示;

(4)历史报警记录查看;

(5)报警信息动态提示;

(6)画面自动切换到报警处并可进行简单的事故分析。

1. 3 主要技术设计难点

新系统设计时主要技术难点存在于如何保证系统在大面积报警时的网络数据处理能力

及速度，同时还要满足系统网络的可靠性及经济性、可扩展性。经过对多种网络方案的分

析，最终选用具有网络冗余功能的串口通信服务器组成分布式网络系统，而软件系统采用扩

展功能强大的组态软件 Intouch 作为用户界面平台。

2 系统组成及技术性能特点

2.1 系统整体网络结构

新系统采用如图1 所示的网络系统结构形式。这是一种基于串口通信服务器Nport

Server 的新型分布式监测系统，该系统主要是由数据采集层和数据管理层组成。数据采集

层主要由设计容量为32 套现场监视j装置组成，数据管理层由两台研华工控机组成，整个系

统的工作过程首先是由现场监测装置采集现场实时数据，并将采样数据编码后通过光电隔

离 RS232 通讯接口经Nport Server上传送至数据采集主服务器，现场的开关变位信号经处

理后送至模拟屏进行灯光报警显示。服务器与Nport Server 之间通过 10 M 以太网相连，

主、备服务器之间通过10 M 以太网可实现双机之间的数据自动备份及热冗余自动切换功

能。

2.2 数据采集层组成及特点

如前所述，现场数据采集层由32 套现场监测装置组成，该装置的功能框图如图2 所示。

整个装置的主要功能是采集现场的各种供电系统运行状态参数，其中主要包括64 路开关状

态量、16 路电流量、8 路电压量和频率量，并将实时采样数据编码后通过RS232 光电隔离通

讯接口上发至数据管理层。该装置具有4 位 LED面板显示，可进行现场实时监测数据的查

询，并具有现场报警显示及报警查询功能，方便了现场操作人员就地对事故状态的查询。该

装置与原监测台相比，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及优点:

(1)新装置采用PHLIPIS公司生产的高性能增强型8 位 80C552 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

该芯片因具有集成高，运行速度快，性能优良等特点，而被广泛用于仪器仪表、工业控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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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新型中频供电监测系统结构图

机调速等测控领域。 80C552 主频最高可达 32 MHz，设置有 Watchdog 防死机等功能，其内

部还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芯片及其组成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并具有很好的兼容性。

(2)新装置具有多种通讯速率，最高通讯速率可达9 600 bit/s，而原系统监测台最高通

讯速率仅为 300 bit/ s ，新装置比原系统的通讯速度快近12 倍。

(3)新装置具有现场声、光报警及报警查询功能，方便现场操作员查询事故状态。该功

能是原系统所不具备的。

(4)新装置采用 X25045/E2 PROM芯片存储设定参数值，具有现场定值修改及掉电记

忆功能，参数设定功能仅用面板按键输入即可，比原系统修改设定值需要重新焊跨接线的方

法，方便和快了许多。

(5)新装置采用了模拟量越限报警技术，大大增加了报警系统的可靠性。该项功能是我

们在仔细地分析了原有系统报警缺陷的基础上所傲的又一项技术改进措施，新改进的这项

功能可有效地防止因工作变频器TK 断开 9 区段供电柜主回路自动空开QF1 无法断开，备

用变频器又无法自动投入等一系列供电故障的发生，很受现场运行值班人员的欢迎。

(6)原系统的监测数据采用周期查询方式，当发生大面积报警时?由于报警数据增多9 网

络通信拥挤，报警信号上传速度将会变得很慢，报警通讯时间最长可达60 s。新装置采用了

报警信息数据优先及重复循环发送等技术，克服了原系统网络通信的弊端，大大增强了监测

系统报警反映的快速性及可靠性。经理论计算和实际测试，新系统的报警速度~O. 36 s ，而

原系统报警速度~60 s，新系统的报警速度比原系统快 167 倍以上。

(7)新装置采用新型开关电源，增强了系统的电源稳定性，有效地防止了因供电电源不

稳而造成的误报、乱报。

(8)新装置的设计采用了系统多功能划分的结构特点，增强了系统的灵活性，提高了单

元板之间的互换性，并且每种单元板都设计有自诊断功能，使单元板的维修工作变得非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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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场监测装置系统原理结构图

易和简单。

(9)新系统单台监测装置监测信号数量的最大设计容量可达64 路开关量，16 路电流

量，8 路电压量，8 路频率量，也较原系统数量多、功能强。

(10)新装置均采用通讯光电隔离器，有效地防止了线路干扰及信号损耗，大大提高了通

讯的可靠性。

2.3 数据管理层组成及特点

数据管理层由两台专门用于进行数据管理的主、备服务器及两套串口服务器Nport

Server 组成。串口服务器采用MOXA公司生产的Async Server CN2000 ，每台 Nport Serv

er 分别最大可连接16 台现场监测装置，并通过10 M 高速以太网与两台数据管理机连接，

通讯协议采用TCPjIP协议，这种结构组成形式有利于实时数据的互换及网络功能的扩展。

下面介绍一下数据管理层的工作原理及其功能。

(1)首先，由 Nport Server接收来自各个现场监测装置采集来的现场数据信息，并将这

些信息经以太网送至主数据管理机，主数据管理机将接收到的数据转发至备用机，同时将开

关变位信号发送到智能模拟屏控制器上，并由智能模拟屏控制器驱动相应的灯光亮与灭，当

有电流、电压、频率量越限报警及开关变位报警时，在监视器上还会自动弹出报警提示画面，

并由多媒体音箱发出报警声音提示。

(2)新系统具有事故报警记录功能，只要输入想要查看报警信息的年、月、目，就能立即

得到当天的报警记录信息，并可利用在线打印功能，将报警记录信息由打印机打印输出，十

分便于事故后的故障分析。新系统采用大容量硬盘存储设备，可实现信息记录的长期及大

批量存储。新系统中所有显示信息均采用简体中文，报警信息中详细地包括有事故发生时

间、设备种类、设备代号、故障类型等信息，克服了原系统故障显示均为外文显示，并无法长

期存储记录等缺陷与不足。

(3)新系统具有运行参数自动抄写功能，可在每班定时自动填写运行参数，方便了运行



参数的记录。

(4)新系统采用流行的 Windows NT 操作系统，该操作系统具有多任务，稳定性高，网

络管理能力强，友好图形界面，操作简单、快捷等特点，大大增强了整个监测软件系统的稳定

性。

(5)新系统的用户界面采用组态软件 Intouch 制作，整个系统采用彩色图形友好界面，

所有操作只需使用鼠标轻轻点击即可实现，无须记忆命令，整个数据画面采用实时、动态刷

新，数据显示采用动态彩色提示，真正做到了一目了然。

(6)新系统拥有监测软件使用说明，报警专家系统提示，监测装置使用方法等丰富的在

线帮助功能，可以更加方便使用者的使用。

(7)新系统具有双机热冗余功能。通过 TCP/IP 网络通信功能，实现了主备双机之间的

数据自动备份及主备机之间的自动切换功能，大大提高和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

(8)采用光电隔离通讯接口，提高了通讯的抗干扰能力，保证了通讯的可靠性，并加大了

RS232 的通讯距离。

(9)新系统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只需增加一台调制解调设备即可通过 Internet 实现数据

的远程访问功能，这也是原系统所不能比及的。

(10)新系统采用智能分布式模拟屏，采用 RS232 接口通讯，简化了系统接线。采用高

亮度三色 LED 显示，提高了发光器件的寿命。

3 系统整体功能

3.1 系统总体功能

中频供电自动监测系统软件总体结构如图3 所示，该软件系统是为配合405DVM型现

场监测装置而开发的新一代电力自动化系统。该系统人机界面采用Intouch 7.0 组态软件

开发制作，增强了系统开发的灵活性。数据采集层软件采用稳定的Visual C十十 6.0 开发，

通过高速网络系统将功能强大的主计算机系统及现场数据采集装置有机灵活地联系在一

起，可对现场的各种开关状态，电流量、电压量、频率量进行实时测量与监视。该系统具有人

机界面友好，操作简单，系统整体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报警反应迅速等特点，并具有良

好的移植性，兼容性及扩展性。系统软件功能主要包括:实时数据查询，供电系统状态图，历

史报警查询，自动抄表，多种系统维护功能。

3.2 实时数据查询功能

(1)实时显示各开关状态，信号状态及动作累计数据。

(2) 实时显示电流、电压、频率数据。

(3) 实时显示当前各装置，通讯，打印机等工作状态，出错自动报警。

(4) 动态显示供电系统状态，数据自动刷新，大于整屏画面可漫游移动。

(5) 具有系统运行参数定时记录功能和自动抄表功能。

(6) 根据运行工况及现场情况，可在线修改各测量电量各种特征，优化及扩充系统。

3.3 报警查询功能

(1)动态显示开关变位，电流、电压、频率越限报警，并存储相关历史报警数据。

(2) 事件报警、越限事件，报警顺序显示及查询。

(3) 历史数据及历史报警均采用选择打印方式，灵活，方便，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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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软件总体结构图

(4) 历史报表存盘记录后可选择打印，延长打印机的使用寿命。

3.4 自动妙表功能

该功能提供了对变压器二次侧的工作电压、频率及机组供电电流、电压、频率，100 Hz

系统电压、频率参数的自动记录功能及报表管理功能。

3.5 系统维护功能

(1) 采用中文彩色图形显示方式。

(2) 画面报警响应时间~360 ms 。

(3) 采用主、辅机热冗余工作方式，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4) 完善的自检功能，主辅机通讯自动互查，实时多任务各工作任务调度进程互检，各

通讯环节工作情况实时互检，各硬件模块工作状况实时检查及报警。

(5) 对于系统配置参数修改及系统功能操作，配有多种授权密码，整个系统操作控制安

全可靠。

(6) 具有在线帮助功能。

4 系统技术特点及性能参数

4.1 主要技术特点

(1)网络热冗余功能

新系统为了搭建一个高稳定性的监控系统，利用了串口服务器的实时控制转换功能，实

现了双机备份冗余数据采集功能(工作原理见图4) 。在正常状况下，主机可与来自于通信

服务器所连接的串行设备收送信号和命令，备机与主机之间采用定时握手。当第一主机停

止反应时，定时握手信号启动备机切换至控制状态，作为后备的主机会立即取代主机进行管

理通信服务器，并采集系统数据。通过网络冗余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采用这种方式简

化了网络结构，使系统更加经济。

(2) 网络可靠性及可扩展性

新系统采用网络自诊断技术及采用光电隔离通讯接口，提高了通讯的抗干扰能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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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服务器

服务器问通讯数据

主服务器通讯数据

备用服务器通讯数据

正常通讯方式

监测站

备用服务器

主服务器故障

控制交换状态

备用服务器转换为主机工作

监制站

图 4 网络热冗余功能工作图

了通讯的可靠性。系统机与串口服务器之间数据交换采用 Tep/IP 网络标准，具有很强的

扩展性，通过增加串口服务器即可实现系统的扩充。软件系统采用组态软件开发，具有很强

的软件功能扩充能力，根据运行要求可以方便添加。

(3)数据通讯的快速可靠性

原系统的监测数据采用周期查询方式，当发生大面积报警时，由于网络数据拥挤，报警

信号上传速度将变得很慢。新装置采用了报警信息数据优先发送及重复循环发送等技术，

克服了原系统网络通信的弊端，大大增强了监测系统报警反映的快速性及可靠性。

4.2 系统性能参数对比

新研制的中频供电微机自动监测系统能够完成原系统的所有功能，并在其基础上进行

了较大改进及功能完善。新系统的主要性能参数与原系统相比都有很大的提高，具体对比



见表 1 。

表 1 系统性能参数对比表

性能参数 新监测系统 原监测系统

系统机双机热冗余
无冗余

通讯故障自动诊断
非通用标准，网络扩展性差

网络特点
支持 TCP/IP 标准网络，扩展性强

支持 RS232 ， RS485 接口

中文图形界面 外文文本界面

软件功能 组态软件 软件扩展功能差

软件扩展功能强

数据存储方式
硬盘及打印机 打印机，无硬盘

报警历史记录查询 无报警历史记录查询功能

数据采集通讯方式
周期主动监测数据发送

报警优先发送 周期查询

最大通讯速率 9 600 bit/s 300 bit/s

最大站点数 128 32

报警信号上传显示时间 主二360 ms <;60 s

主备机切换时间 ζ3 s 元

16 路电流输人量 16 路电流输入量

单台监测台信号接口数量
64 路开关输人量 64 路开关输入量

8 路电压输入量

8 路频率输入量(0~~2 000 Hz)

模拟屏
采用智能分布式驱动部件，接口简单 硬线连接，施工接线复杂

高亮度 LED，使用寿命长 氛管，使用寿命短

系统平均无故障
注30 000 h ζ200 h

工作时间 MFTB

系统平均维护时间 MTTR ~O. 5 h 二三2 h

可靠性高 可靠性差

系统特点
可理解性及可操作性强 可理解性及可操作性差

可维护性强 可维护性差

可扩展性强 可扩展性差

5 系统应用及使用效果

供电监测系统是整个主机供电系统的眼睛，其运行的好坏对整个中频供电系统的安全

运行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供电系统事故率约占整个工艺系统事故的 62.89% 以

上，仅 2000 至 2003 年期间，我公司的外电网波动及故障次数就达 16 次。新监测系统自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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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以来，监测系统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MTBF 由 200 h 提高到 30 000 h 以上，供电事

故卸料率由 53.7% 下降至 5.2% ，平均每年可直接减少数十万元产品的损失及节约大量运

行维护费用，该系统为保证整个中频供电系统的可靠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系统在实

际运行及应用中，元论在可靠性、可维护性，还是在可理解性上均比原系统有了很大的改进

与提高，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运行人员对供电事故的快速反应能力，有效地防止和避免了重大

停电事故的发生，也更加有利于设备维护人员对供电系统设备的维护和事故后的分析，从而

极大地降低了事故的损失，提高了工艺生产线的运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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