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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

系统，属于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领域。本发明的规

约通信系统用于设置在高压直流输电控制保护

系统与各保护信息子站之间，包括运行时系统、

规约数据初始化模块、网络通讯驱动模块、规约

通讯主处理模块和应用层数据接口模块，在硬件

设计上采用双以太网口，实现高压直流输电控制

保护系统与各保护信息子站之间信息交互，软件

设计上将应用程序与底层通讯处理程序相分离，

提高了程序修改可靠性及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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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该规约通信系统用于设置在高压

直流输电控制保护系统与各保护信息子站之间，包括运行时系统、规约数据初始化模块、网

络通讯驱动模块、规约通讯主处理模块和应用层数据接口模块，所述运行时系统用于图形

化编程工具代码的解析和执行、任务管理及调度，所述规约数据初始化模块用于初始化规

约信息体数据，为规约通讯主处理模块和应用层数据接口模块中的数据提供初始化服务，

所述网络通讯驱动模块用于配置通讯板卡信息，为应用层数据接口模块提供硬件支撑，所

述规约通讯主处理模块用于周期调用通讯主处理程序，所述应用层数据接口模块用于将用

户需要传输或者接收数据的导入，完成用户应用数据与规约处理程序部分的接口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规约通讯

主处理模块采用两条互为备用的链路实现高压直流输电控制保护系统与保护信息子站之

间的通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规约通信

系统还包括消息发送缓冲区，所述应用层数据接口模块通过所述消息发送缓冲区向保护信

息子站发送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息发送缓

冲区在向保护信息子站发送信息时按照设定优先级顺序进行发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设定优先

级顺序为：保护动作信息、顺序事件和突变上送数据的优先级高于总召、查询和周期数据，

总召、查询和周期数据的优先级高于故障录播数据。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规约通信系统采用IEC61131图形化设计语言进行通讯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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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属于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常规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中，控制保护设备与信息保护子站之间要进行状态

量、模拟量、顺序事件、故障录播数据等信息交互，对数据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有苛刻的要求。

传统的直流输电控制保护系统由于历史及技术线路原因，不具备接入交流保护信息子网功

能，保护信息无法顺利上送保护信息子站，这与现阶段要求采用标准的通讯规约实现与第

三方保护信息子站的通讯需求产生矛盾。目前控制保护系统与后台、远动的通讯均已采用

双重化配置，大大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但是控制保护系统与信息保护子站之间尚不

具备双网络通讯处理功能，发生硬件故障时会引起通信长时间中断，通讯可靠性不高。由于

直流工程项目难度大，保护装置数量庞大，工程应用需求变化频繁，需要一种开发时间短、

易于编程且适应性强的软件方法来实现通讯功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以解决目前控制保护设

备与信息保护子站之间无法正常、及时通信的问题。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该规约通

信系统用于设置在高压直流输电控制保护系统与各保护信息子站之间，包括运行时系统、

规约数据初始化模块、网络通讯驱动模块、规约通讯主处理模块和应用层数据接口模块，所

述运行时系统用于图形化编程工具代码的解析和执行、任务管理及调度，所述规约数据初

始化模块用于初始化规约信息体数据，所述网络通讯驱动模块用于配置通讯板卡信息，所

述规约通讯主处理模块用于周期调用通讯主处理程序，所述应用层数据接口模块用于将用

户需要传输或者接收数据的导入，完成用户应用数据与规约处理程序部分的接口工作。

[0005] 进一步地，为了提高通信的可靠性，所述的规约通讯主处理模块采用两条互为备

用的链路实现高压直流输电控制保护系统与保护信息子站之间的通信。

[0006]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实现数据的发送，所述的规约通信系统还包括消息发送缓冲

区，所述应用层数据接口模块通过所述消息发送缓冲区向保护信息子站发送信息。

[0007] 进一步地，为了实现重要消息优先发送，保证保护动作信息的及时发送，所述消息

发送缓冲区在向保护信息子站发送信息时按照设定优先级顺序进行发送。

[0008] 进一步地，为了实现不同数据的发送，所述的设定优先级顺序为：保护动作信息、

顺序事件和突变上送数据的优先级高于总召、查询和周期数据，总召、查询和周期数据的优

先级高于故障录播数据。

[0009] 为了实现应用程序与底层通讯处理程序相分离，提高程序修改可靠性及工作效

率，所述的规约通信系统采用IEC61131图形化设计语言进行通讯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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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双网络通讯硬件架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在HCM3000系统中应用的主要功能模块示意

图；

[0012] 图3是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双网络通讯软件处理机制示意图；

[0013] 图4是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接收数据及解析数据流程图；

[0014] 图5是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发送数据流程图；

[0015] 图6是HCM3000系统消息转换成IEC60870‑5‑103规约新消息发送编辑窗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0017] 本发明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如图1所示，是设置在高压直流输电控制

保护系统和各保护信息子站之间，用于实现高压直流输电控制保护系统和各保护信息子站

之间的通信。该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采用10M/100M以太网接口实现硬件传输，在

物理通道上配置通讯链路，为了实现通讯的可靠性，其中10M/100M以太网接口有两个，以实

现硬件的冗余，通讯链路有两条，分别为LAN  1和LAN  2，两条链路互为备用，高压直流输电

控制保护系统通过上述以太网接口和通讯链路与各保护信息子站进行信息的传输，且互不

干扰，当一条通讯链路发生硬件故障时，可通过另外一条链路与子站通讯避免因链路故障

导致通信长时间中断，从而提高了控制保护系统与保护信息子站之间通信的可靠。

[0018] 本发明将应用程序与底层通讯处理程序相分离，从结构上可分为两部分，

IEC60870‑5‑103底层通讯处理部分和应用层报文接口部分，如图2所示，虚线框内是用户不

可见部分，通过IEC60870‑5‑103规约通讯主处理模块周期调用通讯主处理程序；另一部分

是用户可见部分，即应用层通讯数据接口功能块，这些功能块负责将用户需要传输或者接

收的数据导入到IEC60870‑5‑103规约的模块中，完成用户应用数据与规约处理程序部分的

接口工作。本发明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包括SMART  PLC运行时系统、规约数据初

始化模块、网络通讯驱动模块、IEC60870‑5‑103规约通讯主处理程序、应用层数据接口模

块、异常处理及测试模块。运行时系统用于图形化编程工具代码的解析和执行、任务管理及

调度，规约数据初始化模块用于初始化规约信息体数据，网络通讯驱动模块用于配置通讯

板卡信息，规约通讯主处理模块用于周期调用通讯主处理程序，周期可由用户配置，应用层

数据接口模块用于将用户需要传输或者接收数据的导入，完成用户应用数据与规约处理程

序部分的接口工作。

[0019] 下面以HCM3000系统作为控制保护系统为例进行说明，将本发明的高压直流输电

的规约通信系统应用到HCM3000系统和各保护子站之间，如图2所示，HCM3000系统与保护信

息子站通过本发明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进行状态量、模拟量、软压板、顺序事

件、故障录波数据等信息的交互。HCM3000系统执行IEC60870‑5‑103及DL/T  667‑1999标准

定义的ASDU的格式规定。每个IEC60870‑5‑103通讯客户端均对应一个IEC60870‑5‑103信息

结构体，所有与IEC60870‑5‑103通讯有关的链路数据、应用数据及其他信息均配于信息结

构体中。该信息体主要包含以下信息：IEC60870‑5‑103客户端的通讯配置信息，如通讯状

态、IP地址、端口号；IEC60870‑5‑103客户端的规约信息，如功能类型、装置地址；服务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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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接收和发送任务ID，接收发送socket信息，IEC60870‑5‑103规约链路层监视状态信息；

接收发送报文指针及长度；各种功能的使能信息，如周期使能、突变使能、总召使能等；带有

3个优先级的发送数据缓存区指针信息；周期性应用ASDU的计时计数器及超时信息；周期性

数据的模拟量、状态量、定值、软压板等各个应用数据按扇区配置的地址信息；故障录波数

据信息。

[0020] 根据上述的IEC60870‑5‑103信息体数据信息，本发明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

系统的应用程序通过SCI功能块申请相应的信息结构体，根据状态量接口功能块SBNI、模拟

量接口功能块SAI、定值上送及接收接口功能块SPI、以及SOE接口功能块SSI配置，对该信息

体中的相关元素初始化。整个通讯规约程序靠该信息体将数据整合在一起，完成整个通讯

功能。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双网络通讯软件处理机制如图3所示。在运行过程中，

两条通讯链路LAN1和LAN2，都具备有接收和发送条件。当有接收数据任务时，将该数据存储

进入接收数据链表，IEC60870‑5‑103规约通信系统的主处理功能块SMP根据接收的数据，按

帧解析接收数据，具体的流程如图4所示。

[0021] HCM3000系统中，本发明的IEC60870‑5‑103规约通信系统在处理发送数据时是有

优先级顺序的，一般说来，遵循以下的优先级顺序：

[0022] 1.优先级H：保护动作信息，顺序事件，突变上送数据；

[0023] 2.优先级M：一般数据的回应，如总召、查询、周期；

[0024] 3.优先级L：故障录播数据传输。

[0025] 根据不同的优先级顺序，程序中申请了不同的数据发送FIFO，分别是：

[0026] 1.pSentListUS，发送U、S报文，优先级最高；

[0027] 2.pSentListL1，发送上述的优先级H数据；

[0028] 3.pSentListL2，发送上述的优先级M数据；

[0029] 4.pSentListL2，发送上述的优先级L数据。

[0030] 发送数据原则如下：高优先级的数据会被优先发送，低优先级的数据则后发送，另

外，链路控制的U、S报文优先级均高于上述应用数据的优先级。具体流程如图5所示。

[0031] 对于HCM3000系统中的状态量、模拟量信息，现有数据的传输只需要将该数据在应

用层程序中的入口地址，导入到IEC60870‑5‑103规约通讯服务相关功能块的数据接入地

址，并配置相关的扇区号及信息序号信息，即可完成数据的传送。对于HCM3000系统中的SOE

信息，需要做一定的转换工作，HCM3000系统和IEC60870‑5‑103规约中的SOE格式，见表1和

表2。

[0032] 表1

[0033]

[0034]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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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HCM3000系统本身具有完整的顺序事件记录系统，包含测控装置单元产生的硬件

事件和控制保护系统产生的软件事件。硬件事件由测控装置单元实现，每隔1ms的时间周期

扫描一次输入，采集信息由这些单元通过现场总线传送到控制保护系统。应用软件的状态

事件在控制保护系统中加以时间标记和记录信息。

[0037] HCM3000中通过IEC60870‑5‑103规约传输的消息预先存储于FMR功能块中，

HCM3000系统的SOE需要先转换成IEC60870‑5‑103通讯规约标准格式的ASDU，相关的转换工

作由功能块SCS2完成，转换后的符合IEC60870‑5‑103规约ASDU_1格式的消息存储于2个

IEC60870‑5‑103消息缓冲区SSM中，SSM的大小可配置。控制保护程序编制的时候，只需要将

输送IEC60870‑5‑103通讯规约的SOE  FIFO地址导入到SCS2功能块的入口地址，转换工作由

其完成。消息存储进入SSM缓冲区后，每一个IEC60870‑5‑103客户端分别通过SFRB从各自的

SSM中读取一条消息，然后通过SSI插入到相应的消息发送缓冲区，经LAN1和LAN2传送至两

个保护信息子站，具体的流程见图6，系统运行及调试信息均可在线监测。

[0038] 由于IEC60870‑5‑103规约没有专门的消息确认机制，本发明使用规约本身的回应

确认计数器来防止消息的丢失，包括以下三种约束保证消息的丢失和错误发送：

[0039] 1.SFRB.PRQ连接至SMP.SOK，SOK由0变1表示上一帧消息被收到(回应计数器等于

发送计数器)，故可以发送下一帧消息了，如果SOK为0，则表示链路层不正确，消息停止发

送，保留在缓冲区中，等待回复了再启动发送；

[0040] 2.SOK如果一直为真(没有0到1的变化)，表示较长时间内都没有I报文的交互，但

是缓冲区中还有消息待发送，我们可以通过TIM配置的超时来发送SOE，即只要链路层正确，

有消息待发送，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主动发送，防止消息滞留在SSM缓冲区中；

[0041] 3.SFRB.CRQ连接至SMP.SL，SL表示通讯建立连接，如果在通信过程中，有一帧消息

已经发送至SSI，但是由于通信断开连接，未收到回应，那么在下次链路重新连接后(SMP.SL

由0变1)，当前未被回应的消息会被重新发送一次。

[0042] 因此，本发明的高压直流输电的规约通信系统采用标准的IEC60870‑5‑103规约与

TCP/IP协议相结合的网络传输协议，在硬件设计上采用双以太网口，实现高压直流输电控

制保护系统与两个保护信息子站之间信息交互；软件设计上将应用程序与底层通讯处理程

序相分离，通过高度封装的底层通讯处理模块与用户CFC模块相融合实现保护装置的通讯

程序设计，通讯业务功能可通过功能块自由配置，提高了程序修改可靠性及工作效率，维护

成本低廉。可广泛应用于常规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实现控制保护系统与信息保护子站

安全可靠的数据交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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