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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 C/S 架构的分布式电源监控系统，将系统分解为设备及数据采集层、现场数据管理层、用
户层和服务层，对系统架构进行了详细的设计。系统服务层采用 Apache+PHP+MYSQL 组合的服务器架构，用户层
采用安卓应用程序（Android application）的形式，本文着重对两者的关键技术和具体实现进行了详细阐述。实际
应用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准确、高效地采集和查询分布式发电单元的遥测、遥信数据，能够准确、及时地对发电单
元下达控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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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pervisory Controlling for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Based on C/S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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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Energy Convers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China;
2. Shaoguan Research Institute, Jin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 supervisory controlling system for the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ER) based on C/S wa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which was composed of 4 layers as follows: device and data-acquisition layer, field data management layer, user
layer, and service layer. The service layer was built with Apache+PHP+MYSQL technology, and the user layer was given
by an Android application. Key technology and implementation details of these 2 layers were provided. An actual
application showed that it could correctly and effectively get the running data of the DER and deliver the control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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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以光伏发电为代表的分布式发电技术
由于其经济可靠、环境友好的特点，得到欧美多
个发达国家的重视，政府纷纷出台相关利好政策
去扶持该技术，分布式发电技术及其实施得到良
好的发展与普及 [1-3]。我国地域面积辽阔，太阳能
资源丰富，为光伏的利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
国家能源局统计，2017 年我国分布式光伏发电装
机达到 2 966 万 kW，其中，新增装机 1 944 万 kW，
同比增长 3.7 倍。可见分布式发电技术的应用在我
国发展迅猛、前景可观；随着光伏发电设备成本以

及安装成本的进一步下降，诸如屋顶光伏之类的分
布式光伏电站将会在工业园区、商业建筑、大学园
区乃至居民住宅中进一步普及。
光伏发电存在随机性以及间歇性的特点，在实
际应用中，系统大部分时间处于无人值守运行状态，
为充分有效地协调发电、储能以及负荷的功率平衡
关系，对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及数据分析
显得极为重要。国内外学者对光伏电站远程监控技
术与应用进行了研究。ALUISIO 等[4]提出一种基于
1 日预测调度功能的热电联供微电网监控架构；
MANUR 等[5]提出一种基于多个独立用户和多个分
布式电源的微电网并网监控、通信、计算的通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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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姚珏菂等[6]针对恶劣的气候环境提出了详细的
解决方案，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光伏电站监控系统；
王辉等[7]针对家庭式分布式电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 ） 设 计 了 一 套 基 于 浏 览 器 / 服 务 器
（browser/server, B/S）架构的分布式电源并网监控系
统；CHIEN 等[8]深入探讨了微电网监控人机交互系
统中的用户需求以及接口模型。相关文献及研究成
果指出，已有的监控系统大多基于上位机监控软件
技术，或者基于网页（Web）浏览器，甚少采用手
机 APP 形式。只要存在无线数据网络，手机客户端
就能随时随处接入系统，便于用户及时了解现场设
备的运转情况。结合已有的实施案例及经验，本文
提出一种基于客户机/服务器（client/server, C/S）架
构的分布式电源远程监控系统，用户可通过安卓
（Android）移动终端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并实时
接收系统关注事件的消息推送。文中介绍了该监控
系统的总体架构，并着重对 Android 客户端及其后
台服务器软件的功能和关键技术进行详细介绍。

1 系统总体架构
分布式电源具有设备多、数据量大、分布区域
广、地理位置偏远等特点，分布式发电单元之间的
信息共享和交互要求较高。本文提出的分布式电源
监控系统采用分散采集、区域汇聚、集中处理的体
系结构，由现场服务器对站点的发电单元数据进行
汇集，由云端服务器对数据进行集中处理；数据传
输层面采用 C/S 结构，由云端服务器提供高性能的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
服务以及消息推送服务，以安卓应用程序（Android
application, Android APP）作为人机交互接口供电站
用户使用，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实用性以
及扩展性。
应用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移动终端
现场服务器

各种分布式发电
单元及其前置数
据采集设备

服务层

用户层

现场数据管理层

气象
监测

图 1 系统架构图
Fig.1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设备及
数据采集层

源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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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从功能上划分为 4 层，如图 1 所示，
由下至上分别为设备及数据采集层、现场数据管理
层、用户层以及服务层。

1.1

设备及数据采集层

设备及数据采集层由分布式发电设备及相应的
测量设备、控制设备组成。其中，分布式发电设备
如光伏组件、逆变器、汇流以及蓄电池等，实现太
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及电流电压的转换、平衡；
测量设备包括模拟量测量及开关量检测，对各种电
流、电压、频率等电气属性以及开关的通断进行测量、
汇报；控制设备根据上层下达的指令对各种保护开
关进行开合控制并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控制等。
该层根据实际采用的设备接口情况以及具体的
网络情况灵活选择 RS485、RF433、ZIGBEE、WIFI、
以太网或光纤等通信方式与本地数据管理层进行通
信，实现数据的传输以及控制指令的获取。

1.2

现场数据管理层

本地数据管理层通常由一台性能稍好的计算机
来实现，负责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对下层收集上来
的数据进行解析、整理，并按照一定的协议、格式
将此数据上传至云端数据库服务器，实现云端数据
与本地数据的同步；二是提取由云端应用服务器下
发的控制指令，并转发至下层实现对现场设备的控
制。对于具备预测调度功能的分布式发电系统，该
层根据气象监测数据以及预测算法运行计算，进而
执行相应的调度操作。

1.3

用户层

用户层主要为终端用户提供客户端应用，通过
该客户端应用，用户可以方便地浏览设备状态信息，
对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并接收系统的实时推送消息。
客户端应用可以是 WEB 客户端，也可以是 APP 客
户端。WEB 客户端以 B/S 的方式进行运作，用户主
要通过计算机的浏览器对服务器进行访问；APP 客
户端以 C/S 的方式进行运作，用户通过手机 APP 对
服务器进行访问。相对于 WEB 应用，手机 APP 在
接收服务器的推送消息方面显得更胜一筹，对设备
的突发事件掌握得更为及时，有利于对分布式电源
系统的整体监控。

1.4

服务层

服务层包括应用服务以及数据库服务，该层在
系统中负责四大功能：一是接收本地数据库上传的
运行数据，与本地服务器维持数据同步；二是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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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的请求，包括数据查询修改以及对控制命令
的转发；三是与本地服务器及移动客户端维持长连
接，对消息进行及时推送；四是对海量的发电数据
进行管理及备份。

登录/注册

密码找回

站点管理

站点添加、修改、删除

设备管理

设备添加、修改、删除
设备控制

2 服务器的设计
数据查看

云端服务器的框架采取 Apache+PHP+MySQL
的形式，其中，Apache 是一个开源的、模块化的
Web 服务器；MySQL 是一种关系型数据库管理软
件，具有轻巧、高效以及部分开源等特性；PHP 是
一种通用的脚本语言，主要适用于 Web 开发，对
MySQL 具有良好的支持。如此，Apache、PHP 和
MySQL 成为一个开源、跨平台的服务器组合，可以
轻松构建于 Windows 或 Unix 操作系统之上。服务
器的主要功能模块及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现
场
服
务
器

Apache服务器

WebSocket
接口
消息
推送

长连接
的建立
及维持

普通HTTP
接口
HTT
P请
求

设置

遥测数据

历史数据

遥信数据

当前数据

事件告警

事件处理

账户管理

用户信息
密码管理

系统设置

公司设置
数据字典管理
权限管理

mysqli
接口
MySQL
数据库

JSON格式
的HTTP响
应

Android客户端

图 2 服务器工作流程
Fig. 2 Flowchart of the server

如图 2 所示，Android 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数
据交互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请求–响应的形式，由
Android 客户端向服务器提交 HTTP 请求，服务器对
此请求进行解析从而获取请求参数，通过 PHP 库函
数中的 mysqli 接口对 MySQL 数据库进行相应操作，
最后将操作结果经过 JS 对象标记（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JSON）封装后形成一个 HTTP 响应返回给
Android 客户端；一种是服务器的主动推送形式，服
务器与 Android 客户端通过 WebSocket 协议维持一
个长连接，当有新消息过来的时候，服务端查出该
消息对应的目标地址，并找到相应的 WebSocket 通
道进行消息下发。

3 Android 客户端的程序设计
3.1

153

功能模块说明

根据分布式电源监控的具体需求，把 Android
客户端（以下简称 APP）的用户功能梳理成 5 部分，
具体如图 3 所示。

图 3 Android 客户端结构图
Fig. 3 Structure of the App

软件的主要功能如下：
①登录/注册模块。系统内用户划分为多个类
别，包括超级管理员、管理员、操作员、游客等，
对应不同的操作权限。用户登录后，App 从服务器
获取其权限类别，用户仅能进行权限规定范围之内
的操作。
②站点管理模块、设备管理模块。管理员级别
以上的用户可以对此项进行管理，包括新增、删除、
信息修改等。其中，设备管理模块还具有对设备的
控制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设备通、断的控制。
③数据查看模块。数据查看模块包括遥测、遥
信实时数据的查看、告警事件的查看以及遥测历史
数据的查看。遥测历史数据可选择以 1 min、5 min、
1 h 或 1 d 为步进量来进行查看，具有曲线图以及数
据表格的展现形式。
④设置模块。设置模块包括用户设置以及系统
设置，用户设置用于用户的个人信息设置、密码修改；
系统设置用于公司信息设置、数据字典管理以及用户
权限管理，系统设置权限仅对超级管理员开发。

3.2

开发平台及语言

APP 的 开 发 平 台 采 用 安 卓 工 作 室 （ Android
Studio）
，
开发语言采用 Java 及 HTML、
JSP 等。
Android
Studio 是基于 IntelliJ IDEA 的官方 Android 应用开发
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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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除了 IntelliJ 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代码编辑
器和开发者工具，Android Studio 还提供了多个可提
高 Android 应用构建效率的功能，如开发中协助调试
的 Android 设备模拟器等。

3.3

源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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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请求成功，则在 UI 显示中作相应的更新，同时把
该数据同步到本地数据库中；如果网络请求失败，
则从本地数据库中调取数据到 UI 中作相应的更新，
同时在 UI 中提示网络请求失败。

软件设计流程

Android 客户端软件的开发遵循模型–视图–控
制器（model-view-controller, MVC）模式，这是一
种软件设计典范，在当前的网页、Android 以及 iOS
的应用开发中广泛流行，该技术采用业务逻辑、数
据、界面显示分离的方法来组织代码，有助于管理
复杂的应用程序，简化了分组开发，同时也让应用
程序的测试更加容易。在该模式下，系统框架的分
类有 3 种：模型（model）、视图（view）、控制器
（controller），控制器对象负责获取用户的按键和屏
幕触摸等事件，协调模型及视图对象。

AppUI事件监听
请求成功回调

N

N

UI按键事件？

从本地数据调取数据，
UI更新显示，同时提醒
网络请求失败

Y
UI页面切换、视图转换

需要请
求数据？
N

Y

UI更新显示，数据同步
到本地数据库中

Y

从服务器请求数据
返回
开始

UI显示游客界面

图 5 点击事件软件流程图
Fig. 5 Flowchart of Click Event

初始化
侦听端口

3.4

N

N

登录成功？
收到notify？

3.4.1 网络数据请求
APP 的网络数据请求通过 HTTP 异步请求代理

Y
Y
UI显示用户界面
创建Websocket连
接，维持心跳

关键函数应用

发送ack，根据notify事
件同步对应数据，通知
UI更新显示

实现，
具体采用 GitHub 上的开源库 Asynchttpclient [9]，
该代理构建于 Apache 的 HttpClient 库，所有的网络
请求都在 APP 的 UI 主线程以外执行，采用线程池
来处理并发请求，回调函数则在原线程中执行。

返回

Asynchttpclient 的应用说明如图 6 所示，APP

图 4 推送事件软件流程图
Fig. 4 Flowchart of Notification

在主线程中通过 ProcessRequest.get()函数向服务器

该软件的主要控制逻辑包含两部分，一是对服
务器的主动推送事件的处理，二是 App 对用户按键
屏幕触摸等事件的响应处理。推送事件软件流程如
图 4 所示，用户登录成功后，APP 创建到服务器的
WebSocket 连接，并通过心跳机制与其保持连接，
同时对指定端口进行阻塞侦听，一旦收到推送消息，
则向服务器发送确认消息，同时根据消息内容对相
应数据进行同步，并在用户界面（user interface, UI）
作相应的页面更新。
APP 点击事件软件流程如图 5 所示，APP 对用

结果以回调函数的形式在主线程中进行。

户按键、屏幕触摸等事件进行监听，对于涉及显示
具体数据的操作，APP 从服务器请求数据，如果网

提交网络请求，具体的网络通信在后台执行，执行

主线程

Asynchttpclient
ProcessRequest.
get()
网络请求
doInBackGround
时间轴
onFailure()/
onSuccess()
函数回调

图 6 Asynchttpclient 应用说明图
Fig. 6 Usage of Asynchttp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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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服务器推送消息的接收
服务器消息推送采用 WebSocket 协议，APP 端
采用 GitHub 开源软件包 WebSocketClient[10]，这是
完全用 Java 编写的 WebSocket 客户端软件包，该软
件中 WebSocket 协议的实现基于 RFC6455[11]，能够
很好地工作于 Android4.0 及更高版本中。
客户端

服务器端

时间轴

155

函数用以打开连接，重写 onMessage()函数用以处理
接收到的新消息，重写 onFragment()函数以处理收
到的数据帧。当连接被关闭或发生错误时，则分别
调用 onClose()、onError()函数进行相应处理。
3.4.3 本地数据库
APP 在本地的数据采用 SQLite 数据库进行存储
与管理。SQLite 是一款轻量级、零配置、跨平台的
开源数据库，支持标准的 SQL 语句操作，广泛应用
于 iOS 以及 Android 的 APP 中。SQLite 的基本应用
包括数据库的建立（采用 openOrCreateDatabase()函
数）以及数据表格的建表、增删改查等操作（采用
execSQL()函数）。

4 运行结果
图 7 WebSocket 应用说明图
Fig. 7 Usage of WebSocket

WebSocketClient 的应用说明如图 7 所示，自定
义一个类继承自 WebSocketClient，重写 onOpen()

（a）查看

（b）遥测

（e）历史数据曲线视图
图 8 App 部分截屏
Fig. 8 Screenshot of the App

为查看系统的运行效果，做了以下准备工作：
把后台 PHP 代码以及 Java 代码部署到服务器上，做
好相关配置，并启动 Apache 以及 MySQL 服务；在
Android Studio3.0.1 上完成 APP 代码的编译，并运
行于自带的 Android 模拟器上。App 顺利运行，其
部分截屏如图 8 所示。

（c）告警

（ d）设备控制

（f）历史数据表格视图

新

156

能

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结果表明，本系统确实能
够准确及时地展现分布式发电单元的实时运行数
据，能够实时接收系统推送，并能够对控制单元下
达设备通、断等控制指令，实现遥测、遥信以及遥
控等功能，达到了设计要求。

5 结

源 进
[4]

[5]

语

随着以光伏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相关扶持，分布式发电的普
及化和规模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提出的基于
Android 应用以及云端管控的分布式电源监控系统，
对系统中各功能模块进行合理抽象的划分，普遍适
用于各种规模的分布式发电微电站，能够准确、实
时的实现对分布式发电单元的遥测、遥信、遥控以
及历史数据的查询；随着云服务器租赁成本的日渐
下降以及 Android 手机的良好普及，进一步体现出
该系统的经济性、实用性。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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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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