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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

报文分发系统及分发方法，涉及电力系统数据采

集领域。目前报文分发存在程序加载占内存大，

程序集群扩展能力弱的情况。本发明包括通信网

关集群、采集前置集群、数据入库模块，分布式消

息队列模块；通信网关实现通信层的链路层功

能，前置机的调度分发策略采用地址域取模分发

策略，由通信网关实现分发策略，采集前置与通

信网关定时心跳握手来确认双方节点是否运行

正常；通信层的业务功能通过采集前置机、数据

入库及消息队列三大独立功能模块共同实现；降

低了程序对服务器内存配置要求，降低通信调度

程序分发策略对系统档案的依赖性，提高前置系

统的分布式扩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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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通信网关集群、采集前

置集群、数据入库模块，分布式消息队列模块；

通信网关，用于终端各种信道的链路维护功能，链路的负载均衡功能由通信网关之前

的负载均衡器实现，分发异常或分发量超过处理能力时报文本地文件缓存，gprs/cdma及光

纤终端通过负载均衡器接入通信网关实现集群；

采集前置机，与网关集群相连，用于原始数据报文的分发调度，并将原始数据报文推送

至分布式消息队列中；采集前置集群对报文的分发调度基于设备地址域算法实现策略分

发，通过监控业务处理器集群各节点的运行状况实现分发策略的动态调整；采集前置机所

有节点启动后都在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上注册运行状态，每个节点可以通过

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获取各个节点运行信息；通信网关节点通过与采集前置机的定

时心跳握手获取所有采集前置机节点运行状态，把本节点上的终端地址按地址域取模算法

分发给指定采集前置机节点，分配信息保存在内存；采集前置机收到上行报文后发现是未

知终端则加载档案，通信网关的对应关系，定时更新到zookeeper分布式服务器；从消息队

列集群中取该终端设备地址所对应的下行请求，下发给对应网关；通信网关定时检测采集

前置机节点状态，如发现2个心跳周期没有收到采集前置机节点心跳，则认为该节点故障，

把该节点所属终端按地址域划分均衡分配给其他活动节点；通信网关发现故障节点恢复

时，把上一次原属于该节点的终端再还给该节点，并把最新的对应信息更新内存；采集前置

机需要定时清理非本节点管理终端档案信息；

数据入库模块，与采集前置机相连，用于对消息队列中采集前置机推送的解析数据存

储到关系型数据库；采用分布式大数据框架Hadoop和传统关系型数据库Oracle结合的方式

以适应海量数据的分析和存储，解析数据包括上报任务数据和异常事件；

分布式消息队列模块，与采集前置机相连，用于支撑上下行通信交互信息的时序化和

持久化；采用分布式Kafka消息队列，在逻辑架构中体现数据总线的功能，通信层、应用层和

数据持久层通过消息队列来进行数据交互，消息队列存放下行请求队列、上行应答队列、解

析数据队列、上下行报文队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系统，其特征在于：采集

前置机把现场所有终端设备地址域划按一定规则划分为多个区间，设备地址按下行Topic

的数量取模得到对应组地址域区间；下行Topic与地址域区间之间存在映射关系，前置业务

处理器节点对地址域区间的管理，也即对下行Topic的管理；初始化地址域分配策略按业务

前置处理服务节点数量取模，节点新增、节点故障及故障节点恢复时分别按照“新增节点分

发策略”、“节点故障时分发策略”和“故障节点恢复时分发策略”实现动态调整，将分配信息

及时更新至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以降低程序内存加载，提高程序集群扩展能力。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系统，其特征在于：A)节

点新增/扩容时的分发策略为：

A01)对每个业务处理器节点所分配的Topic按照Topic编码进行排序，并计算该节点当

前处理的Topic总数；

A02)对业务处理器节点根据Topic总数进行排序；

A03)计算每个业务处理器节点能处理Topic的平均值，Topic总数除以业务处理器节点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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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将节点中Topic数量大于AvgTopic的所有业务处理器节点的多余Topic取出，取出

规则：A05)优先选择步骤A02）排序较大的业务处理器节点中Topic编码较大的Topic；

A06)将步骤A04）中取出的Topic优先分配给新增的业务处理器节点，使新增节点的

Topic数约平均值；若仍有未分配的Topic则对所有节点进行取模分配；

A07)其他节点中删除被分配走的Topic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系统，其特征在于：B)节

点故障时的分发策略为：

B01)对前置业务处理器节点按照Topic数量进行排序；

B02)Topic总数除以当前运行的前置业务处理器节点总数，得到当前运行的每个业务

处理器节点处理Topic的平均值；

B03)根据平均值计算当前运行的每个业务处理器节点可新增的Topic数量：由b计算得

的均值-现有的Topic数；

B04)将因节点故障引起的待分发Topic按照节点新增/扩容时的分发策略的计算值依

次分发给排序小的业务处理器节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系统，其特征在于：C)故

障节点恢复时分发策略为：

C01)恢复的业务处理器节点按照初始化时的分配策略加载对应的Topic；

C02)从其他业务处理器节点定时删除这些被归还给恢复节点的Topic信息。

6.采用权利要求1-5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系统的

通讯报文分发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步骤：

1）把现场所有终端设备地址域划按一定规则划分为若干区间；

2）kafka分布式消息队列下行队列设计，按组编号分对应组topic，每组按优先级再细

分若干个队列；

3）初始化地址域分配策略按采集前置机数量取模，后续增加或者减少节点动态按数量

取模分配，并把分配信息及时更新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

4）采集前置机所有节点启动后都在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上注册运行状态；通信

网关节点通过与采集前置机的定时心跳握手获取所有采集前置机节点运行状态，把本节点

上的终端地址按地址域取模算法分发给指定采集前置机节点，分配信息保存在内存；

5）采集前置机收到上行报文后发现是未知终端则加载档案，并记录终端地址和通信网

关的对应关系，并地址更新到zookeeper分布式服务器；从消息队列集群中取该终端设备地

址域所属topic下优先级从高到低取下行请求，组帧后下发给对应通信网关；采集前置机发

送实现多终端并行单终端串行发送策略；

6）通信网关定时检测采集前置机节状态，当发现2个心跳周期没有收到采集前置机节

点心跳，则认为该节点故障，把该节点所属终端按地址域划分均衡分配给其他活动节点；通

信网关发现故障节点恢复时，把上一次取模原属于该节点的终端再还给该节点，并把最新

的对应信息更新内存；采集前置机需要定时清理非本节点管理终端地址域组档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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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系统及分发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系统数据采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

发系统及分发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力现场采集终端规模的不断扩大，浙江省用电采集系统采集终端数量规模

达到300多万，采集用户达到2500多万，业务处理程序用于保存的终端、表计档案的内存高

达50到60GB，对于单节点程序内存的管理肯定无法接受全加载档案，这就意味着业务处理

程序需要集群分组，通信分发程序向业务处理程序分发报文需要采用一定策略来降低单节

点内存加载并且同时具备节点高扩展性。

[0003] 通信报文分发方法是为了降低处理程序集群单节点加载的内存，同时让处理集群

具备分布式扩展特性。

[0004] 通信报文分发方法有很多，例如按终端资产的单位代码来分配各个节点处理的终

端数量，还有按终端设备地址域来分配等等。

[0005] 目前报文分发存在程序加载占内存大，程序集群扩展能力弱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提出的技术任务是对现有技术方案进行完善与改进，

提供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系统及分发方法，以达到降低地服务器内存配置

要求的目的。为此，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系统，包括通信网关集群、采集前置集群、数

据入库模块，分布式消息队列模块；

通信网关，用于终端各种信道的链路维护功能，链路的负载均衡功能由通信网关之前

的负载均衡器实现，分发异常或分发量超过处理能力时报文本地文件缓存，gprs/cdma及光

纤终端通过负载均衡器接入通信网关实现集群；

采集前置机，与网关集群相连，用于原始数据报文的分发调度，并将原始数据报文推送

至分布式消息队列中；采集前置集群对报文的分发调度基于设备地址域算法实现策略分

发，通过监控业务处理器集群各节点的运行状况实现分发策略的动态调整；采集前置机所

有节点启动后都在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上注册运行状态，每个节点可以通过

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获取各个节点运行信息；通信网关节点通过与采集前置机的定

时心跳握手获取所有采集前置机节点运行状态，把本节点上的终端地址按地址域取模算法

分发给指定采集前置机节点，分配信息保存在内存；采集前置机收到上行报文后发现是未

知终端则加载档案，通信网关的对应关系，定时更新到zookeeper分布式服务器；从消息队

列集群中取该终端设备地址所对应的下行请求，下发给对应网关；通信网关定时检测采集

前置机节点状态，如发现2个心跳周期没有收到采集前置机节点心跳，则认为该节点故障，

把该节点所属终端按地址域划分均衡分配给其他活动节点；通信网关发现故障节点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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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把上一次原属于该节点的终端再还给该节点，并把最新的对应信息更新内存；采集前置

机需要定时清理非本节点管理终端档案信息；

数据入库模块，用于对消息队列中采集前置机推送的解析数据存储到关系型数据库；

采用分布式大数据框架Hadoop和传统关系型数据库Oracle结合的方式以适应海量数据的

分析和存储，解析数据包括上报任务数据和异常事件；

分布式消息队列模块，用于支撑上下行通信交互信息的时序化和持久化；采用分布式

Kafka消息队列，在逻辑架构中体现数据总线的功能，通信层、应用层和数据持久层通过消

息队列来进行数据交互，消息队列存放下行请求队列、上行应答队列、解析数据队列、上下

行报文队列；

通信网关实现通信层的链路层功能，前置机的调度分发策略采用地址域取模分发策

略，由通信网关实现分发策略，采集前置需要与通信网关定时心跳握手来确认双方节点是

否运行正常；通信层的业务功能通过采集前置机、数据入库及消息队列三大独立功能模块

共同实现。解决程序内存高效处理与降低内存提高系统内存回收效率之间的矛盾，降低了

程序对服务器内存配置要求，降低通信调度程序分发策略对系统档案的依赖性，提高前置

系统的分布式扩展能力。

[0008] 作为优选技术手段：采集前置机把现场所有终端设备地址域划按一定规则划分为

多个区间，设备地址按下行Topic的数量取模得到对应组地址域区间；下行Topic与地址域

区间之间存在映射关系，前置业务处理器节点对地址域区间的管理，也即对下行Topic的管

理；初始化地址域分配策略按业务前置处理服务节点数量取模，节点新增、节点故障及故障

节点恢复时分别按照“新增节点分发策略”、“节点故障时分发策略”和“故障节点恢复时分

发策略”实现动态调整，将分配信息及时更新至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以降低程序内

存加载，提高程序集群扩展能力。

[0009] 作为优选技术手段：A)节点新增/扩容时的分发策略为：

A01)对每个业务处理器节点所分配的Topic按照Topic编码进行排序，并计算该节点当

前处理的Topic总数；

A02)对业务处理器节点根据Topic总数进行排序；

A03)计算每个业务处理器节点能处理Topic的平均值，Topic总数除以业务处理器节点

总数；

A04)将节点中Topic数量大于AvgTopic的所有业务处理器节点的多余Topic取出，取出

规则：A05)优先选择步骤A02）排序较大的业务处理器节点中Topic编码较大的Topic；

A06)将步骤A04）中取出的Topic优先分配给新增的业务处理器节点，使新增节点的

Topic数约平均值；若仍有未分配的Topic则对所有节点进行取模分配；

A07)其他节点中删除被分配走的Topic信息。

[0010] 作为优选技术手段：B)节点故障时的分发策略为：

B01)对前置业务处理器节点按照Topic数量进行排序；

B02)Topic总数除以当前运行的前置业务处理器节点总数，得到当前运行的每个业务

处理器节点处理Topic的平均值；

B03)根据平均值计算当前运行的每个业务处理器节点可新增的Topic数量：由b计算得

的均值-现有的Topic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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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将因节点故障引起的待分发Topic按照节点新增/扩容时的分发策略的计算值依

次分发给排序小的业务处理器节点。

[0011] 作为优选技术手段：C)故障节点恢复时分发策略为：

C01)恢复的业务处理器节点按照初始化时的分配策略加载对应的Topic；

C02)从其他业务处理器节点定时删除这些被归还给恢复节点的Topic信息。

[0012] 本发明的另一个发明目的为提供一种基于面向对象的数据分发方法，其特征在

于：

1）把现场所有终端设备地址域划按一定规则划分为若干区间；

2）kafka分布式消息队列下行队列设计，按组编号分对应组topic，每组按优先级再细

分若干个队列；

3）初始化地址域分配策略按采集前置机数量取模，后续增加或者减少节点动态按数量

取模分配，并把分配信息及时更新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

4）采集前置机所有节点启动后都在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上注册运行状态；通信

网关节点通过与采集前置机的定时心跳握手获取所有采集前置机节点运行状态，把本节点

上的终端地址按地址域取模算法分发给指定采集前置机节点，分配信息保存在内存；

5）采集前置机收到上行报文后发现是未知终端则加载档案，并记录终端地址和通信网

关的对应关系，并地址更新到zookeeper分布式服务器；从消息队列集群中取该终端设备地

址域所属topic下优先级从高到低取下行请求，组帧后下发给对应通信网关；采集前置机发

送实现多终端并行单终端串行发送策略；

6）通信网关定时检测采集前置机节状态，当发现2个心跳周期没有收到采集前置机节

点心跳，则认为该节点故障，把该节点所属终端按地址域划分均衡分配给其他活动节点；通

信网关发现故障节点恢复时，把上一次取模原属于该节点的终端再还给该节点，并把最新

的对应信息更新内存；采集前置机需要定时清理非本节点管理终端地址域组档案信息。

[0013] 有益效果：

一、本技术方案基于设备地址域，根据业务处理节点数量动态取模，实现报文分发，解

决程序内存高效处理与降低内存提高系统内存回收效率之间的矛盾，降低了程序对服务器

内存配置要求，降低通信调度程序分发策略对系统档案的依赖性，提高前置系统的分布式

扩展能力。

[0014] 二、本技术方案采用分布式弹性架构设计，运用流处理、消息中间件、分布式存储

与并行计算等技术，重构电力数据采集系统，从存储能力、计算性能、数据处理速度和智能

分析等方面进行极大地提升，为支撑用电营销智能分析、服务业务创新、拓展专业应用和提

高供电服务水平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

[0015] 三、本技术方案实现动态调整，以减少且均衡加载系统档案，降低程序对服务器内

存配置要求。

[0016] 海量数据存储架构重在“内存化、云化、分工专业化”，实现电能量数据集成融合和

高效管理。

[0017] 对海量数据的分析，采用大数据云平台通过基于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大数据框架实

现业务数据的实时计算、离线分析。

[0018] 离线分析框架优选的采用Hive+Spark，Spark离线计算框架实现将原始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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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数据仓库执行海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业务及数据挖掘。

[0019] 对海量数据的存储，根据不同的数据使用属性将关系型数据库划分为主生产库、

灾备库、历史库、数据发布库，保障采集数据安全稳定、降低生产库的数据访问压力、提升数

据发布效率，并按业务和存储时限做分库策略以降低单点数据库的访问压力。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2]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方法包括包括通信网关集群、采

集前置集群、数据入库模块，分布式消息队列模块；

通信网关，用于终端各种信道的链路维护功能，链路的负载均衡功能由通信网关之前

的负载均衡器实现，分发异常或分发量超过处理能力时报文本地文件缓存，gprs/cdma及光

纤终端通过负载均衡器接入通信网关实现集群；

采集前置机，与网关集群相连，用于原始数据报文的分发调度，并将原始数据报文推送

至分布式消息队列中；采集前置集群对报文的分发调度基于设备地址域算法实现策略分

发，通过监控业务处理器集群各节点的运行状况实现分发策略的动态调整；采集前置机所

有节点启动后都在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上注册运行状态，每个节点可以通过

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获取各个节点运行信息；通信网关节点通过与采集前置机的定

时心跳握手获取所有采集前置机节点运行状态，把本节点上的终端地址按地址域取模算法

分发给指定采集前置机节点，分配信息保存在内存；采集前置机收到上行报文后发现是未

知终端则加载档案，通信网关的对应关系，定时更新到zookeeper分布式服务器；从消息队

列集群中取该终端设备地址所对应的下行请求，下发给对应网关；通信网关定时检测采集

前置机节点状态，如发现2个心跳周期没有收到采集前置机节点心跳，则认为该节点故障，

把该节点所属终端按地址域划分均衡分配给其他活动节点；通信网关发现故障节点恢复

时，把上一次原属于该节点的终端再还给该节点，并把最新的对应信息更新内存；采集前置

机需要定时清理非本节点管理终端档案信息；

数据入库模块，用于对消息队列中采集前置机推送的解析数据存储到关系型数据库；

采用分布式大数据框架Hadoop和传统关系型数据库Oracle结合的方式以适应海量数据的

分析和存储，解析数据包括上报任务数据和异常事件；

分布式消息队列模块，用于支撑上下行通信交互信息的时序化和持久化；采用分布式

Kafka消息队列，在逻辑架构中体现数据总线的功能，通信层、应用层和数据持久层通过消

息队列来进行数据交互，消息队列存放下行请求队列、上行应答队列、解析数据队列、上下

行报文队列。

[0023] 一种基于设备地址域的通讯报文分发方法，包括步骤：

1）把现场所有终端设备地址域划按一定规则划分为若干区间；

2）kafka分布式消息队列下行队列设计，按组编号分对应组topic，每组按优先级再细

分若干个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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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始化地址域分配策略按采集前置机数量取模，后续增加或者减少节点动态按数量

取模分配，并把分配信息及时更新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

4）采集前置机所有节点启动后都在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上注册运行状态；通信

网关节点通过与采集前置机的定时心跳握手获取所有采集前置机节点运行状态，把本节点

上的终端地址按地址域取模算法分发给指定采集前置机节点，分配信息保存在内存；

5）采集前置机收到上行报文后发现是未知终端则加载档案，并记录终端地址和通信网

关的对应关系，并地址更新到zookeeper分布式服务器；从消息队列集群中取该终端设备地

址域所属topic下优先级从高到低取下行请求，组帧后下发给对应通信网关；采集前置机发

送实现多终端并行单终端串行发送策略；

6）通信网关定时检测采集前置机节状态，当发现2个心跳周期没有收到采集前置机节

点心跳，则认为该节点故障，把该节点所属终端按地址域划分均衡分配给其他活动节点；通

信网关发现故障节点恢复时，把上一次取模原属于该节点的终端再还给该节点，并把最新

的对应信息更新内存；采集前置机需要定时清理非本节点管理终端地址域组档案信息。

[0024] 本发明用于电力采集前置系统的通信调度程序向业务处理程序集群分发报文的

分发方法，解决程序内存高效处理与降低内存提高系统内存回收效率之间的矛盾，降低了

程序对服务器内存配置要求，降低通信调度程序分发策略对系统档案的依赖性，提高前置

系统的分布式扩展能力。总结来说，改方法经济有效。

[0025] 本技术方案可采用弹性架构重构通信程序，满足不断增长用户规模和采集需求：

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架构进行重新设计，采用分布式弹性架构设计：一

是通信网关与采集前置机利用消息缓存作为总线，进行报文通信；二是前置机业务处理器

仅对报文进行规约解析，并将数据写入消息缓存；三是存储架构重在“内存化、云化、分工专

业化”，引入NOSQL存储、数据量大、存储管理能力多样，云平台流式计算和离线分析服务集

群进行事件分析、数据校验、修复等操作，关系数据库根据不同的数据使用属性划分为主生

产库、灾备库、历史库、数据发布库。四是所有采集数据由入库服务集群统一入库。

[0026] 通信网关服务主要负责专变负控终端、配变监测终端、低压集中器等采集设备接

入电力数据采集系统，并维护终端通讯链路和原始报文的收发。

[0027] 采集前置服务负责原始数据报文的分发调度。

[0028] 采集前置服务对报文的分发调度基于设备地址域算法实现策略分发，通过监控前

置业务处理器各节点的运行状况实现分发策略的动态调整。其具体算法如下：

a.把现场所有终端设备地址域划按一定规则划分为若干区间，比如设备地址按下行

Topic的数量（100个）取模得到100组地址域区间。如此，下行Topic与地址域区间之间也存

在映射关系，前置业务处理器节点对地址域区间的管理也即对下行Topic的管理；

b.初始化地址域分配策略按业务前置处理服务节点数量取模，节点新增、节点故障及

故障节点恢复时分别按照“新增节点分发策略”、“节点故障时分发策略”和“故障节点恢复

时分发策略”实现动态调整，并将分配信息及时更新至Zookeeper分布式服务系统。此分发

策略目的在于降低程序内存加载，提高程序集群扩展能力；

c.节点新增(扩容)时分发策略：

1)对每个业务处理器节点所分配的Topic按照Topic编码进行排序（如：由大到小），并

计算该节点当前处理的Topic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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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业务处理器节点(不含新增节点)根据Topic总数进行排序（如：由大到小）；

3)计算每个业务处理器节点能处理Topic的平均值（假设该值标记为  AvgTopic）：

Topic总数除以业务处理器节点总数（含新增节点），小数位舍去；

4)将节点中Topic数量大于AvgTopic的所有业务处理器节点的多余Topic取出，取出规

则：优先选择步骤2排序较大的业务处理器节点中Topic编码较大的Topic；

5)将步骤4中取出的Topic优先分配给新增的业务处理器节点，使新增节点的Topic数

约平均值；若仍有未分配的Topic则对所有节点进行取模分配；

6)其他节点中删除被分配走的Topic信息；

d.节点故障时分发策略：

1)  对前置业务处理器节点按照Topic数量进行排序(如由大到小)；

2)  Topic总数除以当前运行的前置业务处理器节点总数，得到当前运行的每个业务处

理器节点处理Topic的平均值；

3)  根据平均值计算当前运行的每个业务处理器节点可新增的Topic数量：由b计算得

的均值-现有的Topic数；

4)  将因节点故障引起的待分发Topic按照步骤c的计算值依次分发给排序小的业务处

理器节点；

e.故障节点恢复时分发策略：

1)恢复的业务处理器节点按照初始化时的分配策略加载对应的Topic；

2)从其他业务处理器节点定时删除这些被归还给恢复节点的Topic信息。

[0029] 前置业务处理服务负责通讯规约解析，并与分布式消息队列进行交互。即从消息

队列获取下行请求并组成下行帧，将采集前置的原始数据报文进行规约解析并将解析结果

推送至分布式消息队列中。

[0030] 采集前置服务节点通过与业务处理器节点间定时心跳握手来获取所有业务处理

器节点的运行状态，并把本节点上的终端地址按地址域算法分发给指定业务处理器节点。

[0031] 实时处理集群采用大数据云平台通过基于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大数据框架实现业

务数据的实时计算、离线分析，为进一步深度挖掘提供技术支撑。

[0032] 本技术方案可运用流处理技术，实现对采集负荷、电能示值数据进行实时检查、校

验，并对问题数据进行标记，对异常负荷数据进行修复；针对问题数据通过功率估值、ARIMA

算法和营销发行电量进行修复，保证数据的合理性、一致性、逻辑性，通过及时发现、标注无

效和失真数据，提高系统数据质量。同时，运用流处理技术实现电能量数据、告警事件的实

时监测与分析。所述流处理技术即实时计算的框架，优选的采用Hbase+Storm，Storm实时计

算框架负责从消息队列中获取原始数据和报文数据入HBase分布式数据库；

本技术方案可通过分布式并行计算框架，实现海量数据准实时统计：通过大数据分布

式内存并行计算框架，实现按小时对采集成功率指标、各类用户电量和负荷、线损计算、配

变运行监测、移动运营商信道质量监测、终端在线率等进行统计，满足各级单位业务管控需

求。准实时分析框架优选的采用Hive+Spark，Spark离线计算框架实现将原始数据导入Hive

数据仓库执行海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业务及数据挖掘。

[0033] 本技术方案可构建灵活的数据存储策略，实现“按需存储”，满足多维度查询需求：

分析不同业务数据应用需求，发挥商用数据库（Oracle）、缓存数据库（Redis）、分布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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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HBase）和数据仓库（Hive）长处，设计多级存储机制，提高查询性能，提升数据应用效率。

[0034] 商用数据库采用Oracle12c数据库版本，结合InfiniBand高速网络和SSD（固态硬

盘）存储搭建支撑高吞吐量高并发的OLTP（联机事务处理）业务的数据存储平台，主要负责

存储全部业务数据、档案数据、原始数据，为系统提供基本数据支持和计算服务。关系型数

据库可细分为主生产库、灾备库、历史库、数据发布库，保障采集数据安全稳定、降低生产库

的数据访问压力、提升数据发布效率，并按业务和存储时限做分库策略以降低单点数据库

的访问压力。

[0035] 缓存数据库（Redis）是一个高性能的Key-Value数据库，性能极高  –  Redis能支持

超过  100K+  每秒的读写频率。不仅仅支持简单的Key-Value类型的数据，同时还提供list、

set、zset、hash等数据结构的存储。

[0036] 分布式数据库HBase是一个高可靠性、高性能、面向列、可伸缩的分布式存储系统。

[0037] Hive是基于Hadoop的一个数据仓库工具，可以将结构化的数据文件映射为一张数

据库表，通过类SQL语句快速实现简单的MapReduce统计，十分适合数据仓库的统计分析。

[0038] 云数据平台和关系型数据库之间的数据同步优选的采用Sqoop数据转移工具实

现。

[0039] 以一电力为例，采用本技术方案后，实现的性能指标：

计算耗时指标：大数据云平台各类离线计算业务在半小时内完成（如采集质量分析、行

业负荷趋势分析等典型业务）；各类实时流计算业务每秒处理规模达到2万笔（如负荷特性

分析、终端通信状态维护等典型业务）。

[0040] 通信处理指标，采集前置集群单节点TCP链路接入量最高达40万台；采集前置集群

单节点每秒分发处理报文达3万条；数据存储服务整体数据入库效率达每秒6万条。

[0041] 以上图1所示的一种基于面向对象的数据分发方法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已经

体现出本发明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可根据实际的使用需要，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对其进行形

状、结构等方面的等同修改，均在本方案的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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