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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

通讯的组网方法,以及对应此方法产生的通讯监

视机制,该方法将站内SDH/MSTP设备作为实现站

间设备通讯互联中间连接设备，以便使用以太网

专网业务，采用连接方式是站内控制保护装置通

过百兆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组网，然后通过SDH/

MSTP设备接入SDH网络。该站间通讯作用是在传

统电流源换流站和电压源型换流站之间交换控

制命令以及运行状态信息,站间通讯采用双网互

为备用的连接方式,组成混合直流拓扑的多个站

之间采用点对点连接方式，从任何一个站都有到

其他站的连接通道，该连接通道采用光纤通道方

式，光缆跟随每个站之间的地下电缆或者海缆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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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每个站设置两个交换机，

分别组成A、B网,A、B网采用完全相同的接法，A、B网交换机与极控制保护A套主机、极控制保

护B套主机采用交叉连接方式，对任意一套极控制保护主机，同时接收到A、B网数据，但只采

用其中一个网数据，另外一个网数据作为备用，交换机转发收到数据，极控制保护主机通过

光通讯板卡实现控制主机间高速光纤以太网通讯及监视，A、B网数据的选择由控制主机内

部逻辑实现，设定原则为：

A网和B网都正常或都异常的情况下，A套系统选择A网数据，B套系统选择A网数据.

A网正常，B网异常的情况下，选择A网数据；

A网异常，B网正常的情况下，选择B网数据；

将A、B网中的一个设定为专用通道，专用通道随直流线路铺设，另一个设定为其他通道

分时复用或者使用切分出的站间通讯通道，每个站的两套处于主备状态的主机都监视自身

的收通道，同时将收通道的通讯是否通畅的信号传送回发送端；

站间相互通讯的主机间相互发送自身的心跳报文信号，判断A、B网异常的方法是：通过

接收其他站主机通过A、B网发送的数据有效标志、光纤数据校验出错标志以及心跳报文信

号，这三类信号只要有一个出错就认为从该网接收数据异常，切换到另外一个通道接收数

据，同时该主机报警；

当主机的A、B网都检测到故障后，才切换到备用主机，继续监视A、B网状态；如果混合直

流系统正常运行中，主机A、B都检测到自身的A、B网故障，选择为报警或者跳闸。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站内

SDH/MSTP设备作为实现站间设备通讯互联中间连接设备；

采用的连接方式是站内控制保护装置通过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组网，然后通过SDH/MSTP

设备接入SDH网络；

所述MSTP是基于SDH的多业务传送平台，具体是指基于SDH平台同时实现TDM、ATM、以太

网的接入、处理和传送，提供统一网管的多业务节点,由该设备统一分配站内接入设备通讯

带宽，当混合多站直流系统随直流电缆新铺设光缆增加了站内总的通讯带宽资源时，由上

述MSTP将新铺设光缆通讯资源分配给站内控制保护系统使用；

保护过程不采用专用通讯通道，合用直流控制站间通讯通道。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心

跳报文信号在控制保护主机的主CPU板上实现；

心跳报文信号作为一个主机是否死机的判断，通过主机间通讯发送到对端；接收端将

接收到的对端心跳报文和本侧的接收通道有效标识位相与，用于判别与对侧主机的通讯通

道是否通畅；针对通讯通道传输延时，判断心跳信号失去判据中加延时t，t取值范围1ms～

1s。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其特征在于，A、B网

的组网方式采用多路点对点方式，每个站内采用带有光纤通讯接口以及网线接口的交换

机，n个换流站交换机的1到n端口分别设定接到站1到站n的交换机上，每个站站内对应的交

换机与站号相同的端口不接入网线，每个站的极控制保护A套与极控制保护B套分别接到该

站交换机的光通讯接口端。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中，其特征在于，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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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站之间通讯数据量，通道延时要求确定需要的带宽要求，再和站内为直流控制保护

系统预留的带宽进行对比，决定是否采用预留通道；如果预留通道比直流控制保护使用通

道带宽小，在控制保护侧交换机出口增加带宽转换设备，或者减少直流控制保护站间通讯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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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直流输电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柔性直流输电采用电压源换流器，可以独立调节有功和无功的传输、提高交流系

统的输电能力，易于构成多端直流输电系统，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并网、孤岛城市供电以及

交流系统互联等应用领域，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0003] 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以及光缆随直流电缆铺设示意如图1所示，以四个站为例,对于

混合直流的多站之间通讯，要求任意两站之间能够高速通讯，并且不增加变电站额外的通

讯设备。

[0004] 对于两端直流换流站拓扑中，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是点对点通讯，这种方式是利用

站间通讯通道切换装置，输入为控制系统双套输入信号，输出是经过站间通讯通道切换装

置选择为有效系统的数据，有效系统是指控制系统双套当前处于有效状态的一套，当控制

系统双套切换后，站间通讯通道切换装置选择切换后的有效系统数据传输，有效数据的选

择不在控制保护主机中实现，可以减少控制保护主机选择的代码，减轻主机负载，在控制保

护系统中按照该方式连接示意图见下图2所示。

[0005] 图2中站间通信功能主要由通讯板卡以及通道切换装置实现。主要完成直流控制

保护系统的站间和极间通讯。通道切换装置有通道切换板卡，对来自冗余系统的站间通信

通道进行切换。图中MUX为连接控制保护设备和光纤通信设备的连接装置。

[0006] 但这种方式仅仅适用于两站之间点对点通讯，对于混合直流的多站之间通讯，按

照这种方式不仅需要控制保护装置侧安装多块通讯板卡，并且需要多台通道切换装置，尤

其组成AB网，装置和板卡数量都要乘于2，不经济并且增加了组网复杂性。因此本文针对这

种弊端提出一种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简化  站间

通讯方式，节约资源。

[0008] 在每个站设置两个交换机，分别组成A、B网。A、B网交换机与极控制保护A套与极控

制保护B套采用交叉连接方式，A、B网采用完全相同的接法，对任意一套极控制保护主机，同

时接收到A、B网数据，但只采用其中一个网数据，另外一个网数据作为备用，交换机自身没

有效数据切换机制，直接转发收到数据，极控制保护主机通过光通讯板卡实现主机间高速

光纤以太网通讯及监视，A、B网数据的选择由主机内部逻辑实现，设定原则为：

[0009] A网和B网都正常或都异常的情况下，A套系统选择A网数据，B套系统选择A网数据.

或者A网和B网都正常情况下，A、B套系统都选择其中一个网数据作为有效数据；

[0010] A网正常，B网异常的情况下，选择A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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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A网异常，B网正常的情况下，选择B网数据；

[0012] 以上A网作为专用通道，专用通道随直流线路铺设，B网为其他通道分时复用或者

使用切分出的2Mbit/s站间通讯通道，每个站的两套处于主备状态的主机都监视自身的收

通道，同时将收通道的通讯是否通畅信号传送回发送端。站间相互通讯的主机间还相互发

送自身的心跳报文信号，判断A、B网异常的方法是：通过接收其他站主机通过A、B网发送的

数据有效标志、光纤数据校验出错标志，以及心跳信号，这三类只要有一个出错就认为从该

网接收数据异常，切换到另外一个通道接收数据，同时该主机报警，只有当该主机AB网都检

测到故障后，才切换到备用主机，继续监视A、B网状态。如果混合直流系统正常运行中，主机

AB都检测到自身的AB网故障，选择为报警或者跳闸。

[0013] 以上所述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将站内SDH/MSTP设备作为实

现站间设备通讯互联中间连接设备，以便使用以太网专网业务，采用连接方式是站内控制

保护装置通过百兆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组网，然后通过SDH/MSTP设备接入SDH网络。以上所述

MSTP(基于SDH的多业务传送平台)是指，基于SDH平台同时实现TDM、ATM、以太网等业务的接

入、处理和传送，提供统一网管的多业务节点,由该设备统一分配站内接入设备通讯带宽，

由于混合多站直流系统随直流电缆新铺设光缆增加了站内总的通讯带宽资源，由上述MSTP

将新铺设光缆通讯资源分配给站内控制保护系统使用。保护不采用专用通讯通道，合用直

流控制站间通讯通道。

[0014] 如上所述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心跳信号在控制保护主机的

主CPU板上实现。心跳报文作为一个主机是否死机的判断，会通过主机间通讯发送到对端。

接收端将接收到的对端心跳报文和本侧的接收通道有效标识位相与，用于判别与对侧主机

的通讯通道是否通畅。考虑通讯通道传输延时，判断心跳信号失去判据中加延时t，t取值范

围1ms～1s。

[0015] 如上所述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组网方式采用多路点对点方

式，每个站内采用带有光纤通讯接口以及网线接口的交换机，n个换流站交换机的1到n端口

分别设定接到站1到站n的交换机上，每个站站内对应的交换机与站号相同的端口不接，每

个站的极控制保护A套与极控制保护B套分别接到该站交换机的光通讯接口端。

[0016] 如上所述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中，预先根据多站之间通讯数

据量，通道延时要求确定需要的带宽要求，再和站内为直流控制保护系统预留的带宽进行

对比，决定是否采用预留通道。如果预留通道比直流控制保护使用通道带宽小，在控制保护

侧100M交换机出口增加带宽转换设备。或者减少直流控制保护站间通讯数据。

[0017] 采用上述方案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在混合多端柔直拓扑

中，按照这种方式组网AB时，不需要控制保护装置侧安装多块通讯板卡，也不需要多台通道

切换装置，简化站间通讯方式，节约资源。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混合直流拓扑以及光缆随直流电缆铺设示意图；

[0020] 图2是常规两站之间点对点通讯构建方式,按照点对点方式两站极控制保护系统

站间通讯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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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3是混合直流多站站内通讯网络连接示意图；

[0022] 图4是混合直流多站外部通讯网络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一种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图1)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如图3所示，在每个站设置

两个交换机，分别组成A、B网。A、B网交换机与极控制保护A套与极控制保护B套采用交叉连

接方式，A、B网采用完全相同的接法，对任意一套极控制保护主机，同时接收到A、B网数据，

但只采用其中一个网数据，另外一个  网数据作为备用，交换机自身没有效数据切换机制，

直接转发收到数据，极控制保护主机通过光通讯板卡实现主机间高速光纤以太网通讯及监

视，A、B网数据的选择由主机内部逻辑实现，设定原则为：

[0024] A网和B网都正常或都异常的情况下，A套系统选择A网数据，B套系统选择A网数据.

或者A网和B网都正常情况下，A、B套系统都选择其中一个网数据作为有效数据；

[0025] A网正常，B网异常的情况下，选择A网数据；

[0026] A网异常，B网正常的情况下，选择B网数据。

[0027] 以上A网为专用通道，专用通道随直流线路铺设，B网为其他通道分时复用或者使

用切分出的2Mbit/s站间通讯通道，每个站的两套处于主备状态的主机都监视自身的收通

道，同时将收通道的通讯是否通畅信号传送回发送端。站间相互通讯的主机间还相互发送

自身的心跳报文信号，判断A、B网异常的方法是：通过接收其他站主机通过A、B网发送的数

据有效标志、光纤数据校验出错标志，以及心跳信号，这三类只要有一个出错就认为从该网

接收数据异常，切换到另外一个通道接收数据，同时该主机报警，只有当该主机AB网都检测

到故障后，才切换到备用主机，继续监视A、B网状态。如果混合直流系统正常运行中，主机AB

都检测到自身的AB网故障，选择为报警或者跳闸。

[0028] 以上所述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如图4所示，将站内SDH/MSTP

设备作为实现站间设备通讯互联中间连接设备，以便使用以太网专网业务，采用连接方式

是站内控制保护装置通过百兆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组网，然后通过SDH/MSTP设备接入SDH网

络。以上所述MSTP(基于SDH的多业务传送平台)是指，基于SDH平台同时实现TDM、ATM、以太

网等业务的接入、处理和传送，提供统一网管的多业务节点,由该设备统一分配站内接入设

备通讯带宽，由于混合多站直流系统随直流电缆新铺设光缆增加了站内总的通讯带宽资

源，由上述MSTP将新铺设光缆通讯资源分配给站内控制保护系统使用。保护不采用专用通

讯通道，合用直流控制站间通讯通道。

[0029] 如上所述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心跳信号在控制保护主机的

主CPU板上实现。心跳报文作为一个主机是否死机的判断，会通过主机间通讯发送到对端。

接收端将接收到的对端心跳报文和本侧的接收通道有效标识位相与，用于判别与对侧主机

的通讯通道是否通畅。考虑通讯通道传输延时，判断心  跳信号失去判据中加延时t，t取值

范围1ms～1s。

[0030] 如上所述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组网方式采用多路点对点方

式，每个站内采用带有光纤通讯接口以及网线接口的交换机，n个换流站交换机的1到n端口

分别设定接到站1到站n的交换机上，每个站站内对应的交换机与站号相同的端口不接，每

个站的极控制保护A套与极控制保护B套分别接到该站交换机的光通讯接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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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如上所述混合多端直流拓扑下站间通讯的组网方法中，预先根据多站之间通讯数

据量，通道延时要求确定需要的带宽要求，再和站内为直流控制保护系统预留的带宽进行

对比，决定是否采用预留通道。如果预留通道比直流控制保护使用通道带宽小，在控制保护

侧100M交换机出口增加带宽转换设备，如图2虚线部分的以太网转2M装置，另外一种方法是

减少直流控制保护站间通讯数据。但如果预留通道比直流控制保护使用通道带宽大，可以

去掉虚线部分的以太网转2M装置。

[0032]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阅读本申请后，参照上述实施例本本发明进行种种修改或变更，但这些修改或变更均在申

请待批本发明的权利申请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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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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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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