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应用

塔河油田电力调度数据远传轮台县基地
电调室的通信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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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塔河油田在轮台县的前线指挥基地新建电调室，需将油田的电力调度数据上传。由于
电调数据业务种类多，有监控数据、电话、视频等，估算流量 110Mb/s，且传输距离远至 60km，
无线通信和网线通信受限于距离和带宽不能采用，而同步光纤传输网在距离和带宽等性能上能满
足要求，因此新建两条光缆至轮台县基地进行同步光纤传输网络的组网，并在网管系统配置相关
业务，实现电调数据远传。
关键词：同步光纤传输网络；点对点以太网；光时域反射测试仪

The design of power dispatching data remote transmission from
Tahe oilfield to Luntai county station
Pu Jun Li Jie
(Sinopec Northwest Oilfield Company, Bayingol Mongoli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Xinjiang

841600)

Abstract The new power dispatching center has been builded in Luntai county, it needs to upload
the data from the old power dispatching centre in tahe oilfield. Because the data have many types,
including monitoring data, telephone data, video data etc, estimates the rate of flow at 110Mb/s, and the
transmission distance is as far as 60 kilometers. The gener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communication is not up to the requirements in distance and bandwidth, the synchronous optical
transmission network can meet the above indicators well, therefore, building two new optical cables to
the luntai county base to carry out the synchronous optical fiber transmission network, and in the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configuration related business, realize the electrically tuning data far
transmission.
Keywords：synchronous optical fiber transmission network; point to point Ethernet;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新疆塔河油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边缘，
主油区面积达 600km2。塔河油田电管中心的各个变
电站及输配电线路分布在各采油区块。油田电管中
心通过组建光纤同步传输网络，实现了变电站无人
值守，电调自动化、视频监控和视频会议等自动化
系统。变电站无人值守的实现为单位节省了每变电
站 14 人的人工成本。
随着油田的生产发展和办公优化，需在距离油
区 60km 外的轮台县基地新建电调中心，使领导能
全面及时的掌控塔河电网的电调数据，正确作出电
网维护建设的决策。

1

塔河油田电管中心的同步光纤传输网络
（以下简称 SDH 网络）简介

1.1

组网目的
塔河油田电管中心的 SDH 网络的组建目的是
实现变电站的无人值守，将变电站的综合自动化监
控系统数据、视频监控系统数据上传电调中心，后
期利用 SDH 网络实现了远程故障录波系统、网络电
话、视频会议等自动化系统。
1.2 组网结构及性能分析
由于油田的变电站在地理位置上比较分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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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经济性上考虑，SDH 网络建设成树形拓扑结构。
树形结构的优点是建设光纤路径少，比较经济。缺
点是可靠性差，光纤网络中某一点中断，其下站点
的通信业务中断。因此，将来会根据站点的地理位
置，新建部分光缆形成环网，配置保护业务，提高
通信可靠性。
1.3 组网光传输设备
每个变电站的综合自动化系统流量估算为 12M，
因此末端节点的光传输设备配置为 ZXMP-S200 光
端机（155M），枢纽节点的光传输设备配置为 ZXMPS330 光端机（622M）
（ 光传输设备为中兴厂家产品）。

2

轮台县电调中心节点网络拓扑设计

2.1

网络拓扑结构
SDH 网络有链型、星型、树形结构、环网等拓
扑结构。以上拓扑结构中，环网结构具有较高的可
靠性，同时构建自愈环网，进一步提高可靠性。
自愈环网的优点：某一条光缆出现故障时，数
据业务自动切换到另一条光缆。在将故障光缆抢修
完好后，再投入运行，用户基本感觉不到业务中断。
因此将轮台县电调中心节点网络拓扑结构设计
为环网型，并配置自愈环网保护业务。
2.2 环网型拓扑结构光纤路径设计
根据轮台县电调中心与塔河油田的地理位置，
设计建设两条不同路径的光缆，实现环网结构（见
图 1）。

0.02]+[适配器连接次数×0.5]
第一条光缆理论衰减值估算为：[60×0.36]+
[2×0.02]+[2×0.5]=22.6DB
第二条光缆理论衰减值估算为：[55×0.36]+
[2×0.02]+[2×0.5]=20.8DB
2）光缆的实测值
用光时域反射测试仪（OTDR）对两条光缆进
行光衰耗测试，数据如下：
第一条光缆光衰耗：−23DB
第二条光缆光衰耗：−22DB
可以看出，两条光缆的实测值和理论计算值相
差 不 大 ， SDH 网 络 的 光 纤 使 用 的 衰 耗 极 限 值 为
−27DB，两条光缆都在使用范围内。

3

SDH 网络的数据流分析

3.1

SDH 网络传输数据类型
联合基地电调中心向轮台县基地电调中心传递
的数据业务有：电调自动化系统数据、远程故障录
波数据、变电站视频监控数据、视频会议数据等。
3.2 SDH 网络传输数据的数据流的流量分析
1）电调自动化系统数据流分析
电调自动化数据由变电站的遥测值、遥信值和
遥控值构成，以上数据在配置为转发表后通过远动
机进行上传，采用 IEC 104 规约。
变电站的遥测信息有：断路器间隔的母线电压、
频率；电流、有功、无功和功率因素；变压器的档
位和温度；直流系统的电池组电压、合母电压、控
母电压和负载电流；低压站用系统的电压。
变电站的遥信信息有:断路器位置、刀闸位置、
电机储能、保护动作等信号。
按照 IEC 104 规约，每个遥测量占 2 个字节，
即 16 个比特；每个遥信占 1 个字节，即 8 个比特。
以塔河油田九区变电站为例，共有 135 个遥测量，
66 个遥信量，那么该站一次上传数据流量为
Q(数据流量）=135 × 16+66 × 8=2688b/s=2.62mb/s

图1

塔河油田电管中心 SDH 网络拓扑图

第一条光缆建设路径：电力调度中心节点新建
一条光缆到轮台县电调中心，光缆长 60km。
第二条光缆建设路径：雅克拉村节点新建一条
光缆到轮台县电调中心，光缆长 55km。
2.3 新建光缆的光衰计算及实测值
1）光缆的理论光衰计算
光路衰减=[光缆长度(km)×0.36]+[熔接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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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调中心给变电站的下发数据为遥控量，每个
遥控信息占 2 个字节，即 16 个比特，由于遥控信息
只在电调室遥控操作才传输，且遥控操作一般在变
电站后台进行，因此其流量可以忽略。
2）远程故障录波数据流分析
（1）远程录波故障数据由遥测值、遥信值构成。
（2）遥测信息由电压、各断路器间隔电流组成。
（3）遥信信息由各断路器的位置信号和保护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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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动作节点组成。
同样按照 IEC 104 规约，以塔河油田九区变电
站的故障录波为例，共有 82 个遥测量，44 个遥信
量，那么该站一次上传数据流量为：
Q(数据流量）=82 × 16+44 × 8=1664b/s=1.63mb/s （1）

3）变电站视频监控数据流分析
以塔河油田的变电站配置 2 个 720P 的摄像头考
虑，单个摄像头的数据传输带宽为 2mb/s，那么共
需要 4mb/s。
4）视频会议数据流分析
视频会议根据单位需要，将设置 5 个会场，1
个会场放置视频会议服务器，其余 4 个会场放置客
户端。轮台县电调中心作为客户端会场，其带宽理
论计算见下（视频码流 150K，音频带宽 24K）。
上行带宽=广播视频路数×视频带宽+音频带宽
=1×150K+24K=174K=1.36mb/s
下行带宽=接受视频路数×视频带宽+音频带宽
=1×150K+24K=174K=1.36mb/s
视频会议共计需要 2.72mb/s
5）综合以上因素，单个变电站总的数据流量为
Q(单个站总数据流量）=2.62mb/s+1.63mb/s + 4mb/s + 2.72mb/s
=10.97mb/s

10 个变电站总的数据流量为
Q(10个站总数据流量）=10.97mb/s × 10=109.7mb/s

由于 SDH 网的最小数据传输通道为 2mb/s，因
此需配置 55 条数据传输通道。

4
4.1

SDH 网络业务设计及光传输设备选型

SDH 网络业务设计
轮台县节点网络业务配置有两种方式：
1）轮台县节点网络配置为虚拟局域网节点。该
种方式存在以下缺点：①轮台县节点作为数据采集
终端，需选择足够带宽的 ZXMP-S330 光端机，成本
较高；②网络业务配置改动很大，即由以前的各变
电站数据本地上装后经中间站点到联合基地电调机
房下发，改为各变电站数据本地上装后经中间站点
到轮台县电调机房后下发，会导致各变电站通信中
断一定时间。
2）轮台县节点网络配置点对点透传以太网业
务，通过连接联合基地电调机房的数据采集网络去
采集数据。该种方式克服了第一种方式缺点：①只
需选择带宽小的网络设备，如 ZXMP-S200 光端机，

成本低；②即网络业务配置改动小，只需配置 2 条
从联合基地电调机房数据上装经中间节点到轮台县
基地电调机房下发的路径，不影响变电站的通信。
因此，选择开通两条从联合基地电调机房到轮
台县电调机房的点对点透传以太网业务，各分配带
宽 110M。
4.2 新增轮台节点网络设备选型
开通两条从联合基地电调机房到轮台县电调机
房的点对点透传以太网业务，相关站点需增加的网
络设备为：
电调室机房 ZXMP-S330 光端机设备需增加 1
块快速智能以太网板。
雅克拉村变 ZXMP-S330 光端机设备增加 1 块
OL1.1 光接口板。
轮台新办公大楼机房的网络设备有 3 种方案可
选：①一台 ZXMP-S200 光端机传输设备和两个交换
机；②一台多功能业务光端机和两个交换机。
两种方案的比较：ZXMP-S200 光端机传输设备
可靠性高，网络传输速率为 155Mb/s；多功能业务
光端机简单实用，兼备电话功能，网络传输速率为
155Mb/s。为了达到可靠性，选择用 ZXMP-S200 光
端机传输设 备主用，多 功能业务光 端机用作事 故
应急。

5

SDH 网管系统业务配置

5.1

根据设计的 SDH 网络方式为点对点透传以太网
业务，在网管系统配置步骤如下
1）新建网元参数设置
在网管系统新建网元：网元名称为轮台，网元
地址为 193.1.17.18，系统类型和设备类型均为 ZXMPS200 光端机，网元类型为 ADM&REG，速率等级为
STM-1。

图2

新建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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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管系统配置数据传输路径
联合基地电力调度中心网元的智能以太网板—
电力调度中心网元光板—索拉电站网元光板—布朗
电站网元光板—雅克拉气田网元光板—雅克拉村变
网元光板—轮台网元光板—轮台网元以太网板。

图3

传输路径配置

3）网管系统的以太网业务参数设置
联合基地电调室网元的数据端口属性开通用户
端口 1 和用户端口 2，静态 MAC 地址配置选择用户
端口 1、2 和系统端口 1、2，通道组配置选择开通
的 150 个 2M 业务；LCAS 配置的系统端口 1 占用
55 个 2M 业务，系统端口 2 占用 55 个 2M 业务，数
据单板属性选择透传模式。

另外一条点对点网络透传业务测试方法同上。

6

结论

该通信方案的设计及实施成功，开通了塔河油
田电调室至轮台县基地电调室的信息高速公路，为
各种自动化系统的数据远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
前在轮台县电调室安装调试了电调自动化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远程故障录波系统、电话业务和视频
会议等，以上自动化系统带来的效益列举几点如下：
1）电调中心从油田前线的联合基地搬迁到轮台
县，改善了职工生产生活环境。
2）电调自动化系统能快速切除和恢复电网故
障，节省了操作人员到现场的几小时乘车时间，减
少油田停电时间。
3）视频会议的应用为单位节省从轮台县到联合
基地开会的往返用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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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业务参数设置

轮台网元以点对点透传太网配置同上。
5.2 测试网络通信
1）电调机房和轮台新办公楼机房分别准备一台电
脑，
电脑 IP 地址分别设置为 192.168.0.5 和 192.168.0.6。
2）电调机房的电脑网线连 ZXMP-S330 光端机
的 17 号以太网板的网口 1，轮台新办公楼机房电脑
网线连 ZXMP-S200 光端机的网口 1。
3）点电调中心电脑的“开始”—“运行”，在
弹出窗口输入：Ping 192.168.0.6 后点“确定”。
4）如 ping 通则网络配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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