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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看门狗技术的智能

变电站监控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以智能变电站

后台监控系统为基础，系统运行时即自动启动监

控服务控制台，监视后台每个子服务进程的线程

的运行状态，并根据相关参数自动重启崩溃的子

服务进程，实现智能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自愈

功能。本方法秉承了面向对象和模块化的设计理

念，具有高内聚、低耦合、可维护性和移植性强等

优点。利用本发明提供的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

可以实现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监控及自愈功

能，对保证智能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稳定运行

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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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看门狗技术的智能变电站监控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根据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启动要求配置需运行的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该子

服务进程管理文件具体包括以下信息：

(1)子服务进程数量，服务控制台所要启动的子服务进程数；

(2)子服务进程名称，服务控制台在启动时根据子服务进程名称在操作系统中创建对

应的共享内存；

(3)子服务进程启动时间，即服务控制台在启动该子服务进程时的最长启动时间，如在

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启动则服务控制台将杀死该子服务进程；

(4)子服务进程看门狗时间，即服务控制台在等待该子服务进程向其发送服务活动数

据时的最长等待时间；

步骤2：服务控制台启动子服务进程；

步骤2-1：服务控制台读取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获取需要监控的子服务进程数量；

步骤2-2：服务控制台读取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中各子服务进程名称、子服务进程启动

时间、子服务进程看门狗时间，初始化子服务进程管理器；

步骤2-3：子服务进程管理器创建监视子服务进程的线程，记录各子服务进程的ID、启

动时间、看门狗时间，并建立内存处理对象，针对各子服务进程建立事件管理器，子服务进

程启动完成；

步骤2-4：如果启动子服务进程不成功，则返回步骤2，否则执行步骤3；

步骤3：子服务进程启动其子线程；

步骤3-1：子服务进程建立与该子服务进程的事件管理器的通信，并初始化实时内存，

同时初始化其子线程管理器及看门狗时间；

步骤3-2：子服务进程的子线程向其子线程管理器注册，将子线程的活动事件交由子线

程管理器进行统一管理；

步骤3-3：子服务进程的子线程启动，子线程在运行时发送活动事件通知其子线程管理

器，子线程管理器根据每个子线程的活动事件监视每个子线程的活动；

步骤4：服务控制台监视子服务进程；

步骤4-1：子服务进程在运行时将本子服务进程各子线程的运行情况通知到服务控制

台的子服务进程管理器的事件管理器，同时写入本子服务进程的活动数据；

步骤4-2：服务控制台的子服务进程管理器实时获取所监控的子服务进程的活动数据，

判断子服务进程是否运行正常；

步骤4-3：如果子服务进程运行不正常，即在设定时间内未收到子服务进程的活动数

据，子服务进程管理器认定该子服务进程已经程序出错或者程序崩溃，服务控制台杀死该

子服务进程，并返回步骤2重新启动该子服务进程；

如果子服务进程运行正常，返回步骤3，同时，服务控制台通知服务控制台界面显示子

服务进程的实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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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看门狗技术的智能变电站监控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

看门狗技术的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系统用户对智能变电站的要求主要是可靠性高、智能化程度高，因为智能变

电站是一个系统的存在，容易出现某一故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所以变电站自身和内

部的所有设施都要求高度的可靠性，这样的特性也就要求变电站的各子系统需要具有自我

检测及管理故障的功能，只有具有该功能才可以有效地预防变电站故障的出现。作为智能

变电站监控系统的子系统之一的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也要求具备高度的可靠性，并具备自

恢复功能。

[0003] 为了提高智能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可靠稳定运行，在后台监控系统出现故障时

能够自动恢复，提高其可用率；同时也为了便于用户在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人工和自动

化操作，提出了一种基于看门狗技术的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

[0004] 本发明通过子服务进程配置文件管理需要启动的子服务进程，子服务进程管理器

监视子服务进程的运行情况，子服务进程管理器通知控制台子服务是否正常运行，并可通

过控制台的服务界面启动/停止所有监控的子服务进程。本发明提供子服务进程故障自动

重启功能，可以高效地监视后台监控系统的运行，实现后台监控系统无人值守，同时也可以

给相关变电站操作人员提供友好的操作界面，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

[0005] 以下是文中所用到的一些专用名词的说明：

[0006] 服务控制台：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总控制台，可运行于后台，也可运行于前台。

[0007] 服务控制台界面：服务控制台C/S架构的界面，可用于对服务控制台监控的子线程

进行启动/停止操作。

[0008] 子服务进程管理器：服务控制台中用于管理后台运行的子服务进程。

[0009] 子服务进程：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各功能服务，其依赖于服务控制台。

[0010] 子线程管理器：用于管理子服务进程中的子线程。

[0011] 子线程：子服务进程中的线程，用于实现监控系统中不同的功能。

[0012] 事件管理器：每个子服务进程对应一个事件管理器，用于其与子服务进程管理器

的通信。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看门狗技术的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

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本方法在变电站运行时，根据服务控制台管理文件初始化子服务进

程管理器，自动监视各子服务进程的运行状态，实现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自动监视、控制

及故障重启功能，保障变电站的长时间稳定运行，为实现变电站无人值守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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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5] 基于看门狗技术的智能变电站监控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步骤1：根据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启动要求配置需运行的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

该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具体包括以下信息：

[0017] (1)子服务进程数量，服务控制台所要启动的子服务进程数；

[0018] (2)子服务进程名称，服务控制台在启动时根据子服务进程名称在操作系统中创

建对应的共享内存；

[0019] (3)子服务进程启动时间，即服务控制台在启动该子服务进程时的最长启动时间，

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启动则服务控制台将杀死该子服务进程；

[0020] (4)子服务进程看门狗时间，即服务控制台在等待该子服务进程向其发送服务活

动数据时的最长等待时间；

[0021] 步骤2：服务控制台启动子服务进程；

[0022] 步骤2-1：服务控制台读取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获取需要监控的子服务进程数

量；

[0023] 步骤2-2：服务控制台读取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中各子服务进程名称、子服务进程

启动时间、子服务进程看门狗时间，初始化子服务进程管理器；

[0024] 步骤2-3：子服务进程管理器创建监视子服务进程的线程，记录各子服务进程的

ID、启动时间、看门狗时间，并建立内存处理对象，针对各子服务进程建立事件管理器，子服

务进程启动完成；

[0025] 步骤2-4：如果启动子服务进程不成功，则返回步骤2，否则执行步骤3；

[0026] 步骤3：子服务进程启动其子线程；

[0027] 步骤3-1：子服务进程建立与该子服务进程的事件管理器的通信，并初始化实时内

存，同时初始化其子线程管理器及看门狗时间；

[0028] 步骤3-2：子服务进程的子线程向其子线程管理器注册，将子线程的活动事件交由

子线程管理器进行统一管理；

[0029] 步骤3-3：子服务进程的子线程启动，子线程在运行时发送活动事件通知其子线程

管理器，子线程管理器根据每个子线程的活动事件监视每个子线程的活动；

[0030] 步骤4：服务控制台监视子服务进程；

[0031] 步骤4-1：子服务进程在运行时将本子服务进程各子线程的运行情况通知到服务

控制台的子服务进程管理器的事件管理器，同时写入本子服务进程的活动数据；

[0032] 步骤4-2：服务控制台的子服务进程管理器实时获取所监控的子服务进程的活动

数据，判断子服务进程是否运行正常；

[0033] 步骤4-3：如果子服务进程运行不正常，即在设定时间内未收到子服务进程的活动

数据，子服务进程管理器认定该子服务进程已经程序出错或者程序崩溃，服务控制台杀死

该子服务进程，并返回步骤2重新启动该子服务进程；

[0034] 如果子服务进程运行正常，返回步骤3，同时，服务控制台通知服务控制台界面显

示子服务进程的实时状态。

[0035]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看门狗技术的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

实现方法，基于该方法可以开发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软件，用于守护监控系统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598767 B

4



后台运行的各子服务进程，具有如下效果：

[0036] (1)本发明提出的基于看门狗技术的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秉

承了面向对象和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数据处理效率快，可靠性强，准确率高，具有高内聚、低

耦合、可维护性和移植性强等优点。

[0037] (2)基于本发明提出的智能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可以研制智能

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软件，该控制台软件应用灵活，可扩展性强；具备友好的人工监

视和控制界面；控制台服务可自动监视各子服务进程的运行状态，实现子服务进程的监视、

控制及故障重启功能，并可将各子服务进程的状态显示在界面上。基于本发明提出的智能

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可广泛应用于智能变电站的后台监控系统，有力地

保障智能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长时间稳定运行，对于智能变电站无人值守的大力推广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主流程图；

[0039] 图2为本发明数据流图；

[0040] 图3为数据交互序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如图1－3所示，一种基于看门狗技术的变电站监控系统服务控制台实现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42] 步骤1：根据变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的启动要求配置需运行的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

该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具体包括以下信息：

[0043] (1)子服务进程数量，服务控制台所要启动的子服务进程数；

[0044] (2)子服务进程名称，服务控制台在启动时根据子服务进程名称在操作系统中创

建对应的共享内存；

[0045] (3)子服务进程启动时间，即服务控制台在启动该子服务进程时的最长启动时间，

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启动则服务控制台将杀死该子服务进程；

[0046] (4)子服务进程看门狗时间，即服务控制台在等待该子服务进程向其发送服务活

动数据时的最长等待时间；

[0047] 步骤2：服务控制台启动子服务进程；

[0048] 步骤2-1：服务控制台读取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获取需要监控的子服务进程数

量；

[0049] 步骤2-2：服务控制台读取子服务进程管理文件中各子服务进程名称、子服务进程

启动时间、子服务进程看门狗时间，初始化子服务进程管理器；

[0050] 步骤2-3：子服务进程管理器创建监视子服务进程的线程，记录各子服务进程的

ID、启动时间、看门狗时间，并建立内存处理对象，针对各子服务进程建立事件管理器，子服

务进程启动完成；

[0051] 步骤2-4：如果启动子服务进程不成功，则返回步骤2，否则执行步骤3；

[0052] 步骤3：子服务进程启动其子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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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步骤3-1：子服务进程建立与该子服务进程的事件管理器的通信，并初始化实时内

存，同时初始化其子线程管理器及看门狗时间；

[0054] 步骤3-2：子服务进程的子线程向其子线程管理器注册，将子线程的活动事件交由

子线程管理器进行统一管理；

[0055] 步骤3-3：子服务进程的子线程启动，子线程在运行时发送活动事件通知其子线程

管理器，子线程管理器根据每个子线程的活动事件监视每个子线程的活动；

[0056] 步骤4：服务控制台监视子服务进程；

[0057] 步骤4-1：子服务进程在运行时将本子服务进程各子线程的运行情况通知到服务

控制台的子服务进程管理器的事件管理器，同时写入本子服务进程的活动数据；

[0058] 步骤4-2：服务控制台的子服务进程管理器实时获取所监控的子服务进程的活动

数据，判断子服务进程是否运行正常；

[0059] 步骤4-3：如果子服务进程运行不正常，即在设定时间内未收到子服务进程的活动

数据，子服务进程管理器认定该子服务进程已经程序出错或者程序崩溃，服务控制台杀死

该子服务进程，并返回步骤2重新启动该子服务进程；

[0060] 如果子服务进程运行正常，返回步骤3，同时，服务控制台通知服务控制台界面显

示子服务进程的实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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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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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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