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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武汉市供电局 110 联动报修系统报修单流转子系统的设计思想和主要实现技术 , 着重阐述了

报修单流转系统中的通信实现技术 ,包括 ATM 网终端通信和 PS TN 网终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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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修单流转子系统的实现

　　武汉市供电局 110联动报修系统
[ 3]
由局生产

值班室(简称中心)、分局生产值班室(简称终端)

中的相关设备组成。部分终端通过 A TM 网络同

中心相联 ,部分终端通过 Modem 经 PSTN网络同

中心相联 。报修单流转系统管理报修单在网络中

的流转过程 ,它综合了网络技术 、通信技术 、数据

库处理等技术 ,是 110联动报修系统的核心。110

联动报修系统的报修单流转过程包括中心工作站

派单 、分局终端接单 、分局终端竣工返单 、中心工

作站回馈用户 、中心终端存档 。其中 ,派单过程要

求分局终端实时接收 。报修单流转结构示意图见

文献[ 3] 。

考虑到系统是多种技术的综合 ,在开发过程

中需要使用不同的开发工具。为简化系统开发的

工作量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在满足系统需求的基

础上 ,开发报修单流转子系统时遵循两条原则:

①尽量采用成熟的技术;②尽量采用统一的接口

和简化模块间的关联 。主要表现为:

1)采用 Pow er Builder 提供的远程通信机制

实现供电局 ATM 网上终端之间的基于 TCP/ IP

的Winsock 通信。同采用 V C++编写 Winsock

通信程序 ,再由 Power Builder 主程序调用相比 ,

Pow er Builder 5.0提供的远程过程调用机制实现

起来方便可靠。

2)PSTN网终端采用 Modem 拨号软件实现

同主站的挂接 。由于系统派单的实时性要求 ,每

一个报修单必须被终端工作站实时接收 ,因而在

中心设置一台通信机完成对 PSTN 网终端的触

发通信 。通信机是一台专门用来进行自动拨号 ,

使终端工作站同中心联接的计算机 。对 PSTN

网终端进行派单操作时 ,由中心通知通信机 ,然后

通信机拨号通知 PSTN 网终端有信息到达 ,终端

再向中心挂接获取信息。对于中心应用程序来

讲 ,不管对 ATM 网终端还是对 PSTN 网终端 ,派

单操作都是通过远程过程调用机制实现的 ,即派

单操作具有一致性。

3)不同程序间采用文件交流信息。报修单流

转系统的A TM 网通信由 Pow er Builder提供的远

程过程调用机制实现 ,而 PSTN 网通信由 V C++

控制下的拨号软件完成 ,两者之间靠文件进行联

系。同样 ,对于分局终端的接单程序也是靠文件

的方式得到派单信息 ,使得分局信息(PSTN网终

端和 ATM 网终端)的接单程序的外部接口一致。

采用这种方式 ,简化了程序间的接口 ,降低了系统

接口的复杂性 ,同时也满足了系统的需求。

此外 ,考虑到中心的多个终端可能对一个报

修单进行派单操作而产生冲突 ,以及终端通信失

败或终端软件没有启动等因素 ,必须保证对数据

库的操作与通信的操作一致 ,以满足系统的完整

性。派单处理流程如图 1所示 。

2　终端通信机制的实现

2.1　ATM 网终端通信的实现

采用Power Builder提供的分布式远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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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机制实现 110联动报修系统的 A TM 网终端

通信 ,其应用包括分布在不同机器上的服务器程

序和客户程序。

　　服务器程序包括两个主要的对象:①异地对象

(remote object):在分布式应用中 ,客户程序可以使

用服务器端异地对象提供的服务 。在 Power

Builder异地对象是用户定义类(custom class)的用

户对象(user object)。②传输对象(t ransport object):

用来处理接收客户程序联接请求和服务请求。客

户程序主要包括:①代理对象(proxy object):每个

包含在服务器程序中的异地对象都有一个对应的

客户程序中的代理对象 ,代理对象是异地用户对象

的本地表示 ,它使得用户使用异地对象就像使用本

地对象一样。 ②联结对象(connection object):用于

客户程序可以联接服务器程序。

2.1.1　客户程序的建立

(1)联接服务程序

图 1　派单过程示意图

Fig.1　Failure Report Transfer Process

　　其过程为:①声明一个联结对象;②建立联

接;③使用 Create 声明初始化联结对象;④设置

联结对象的属性;⑤调用 ConnectToServer函数联

接服务程序。实例如下:

myconnect=create connection

myconnect.driver=“Winsock”

myconnect.applicat ion=“10000” 　//服务程

序的端口号

myconnect.location=“202.114.115.9”

//服务程序所在机器的 IP 地址

myconnect.ConnectToServer()

(2)调用服务程序中的异地对象的方法(函

数)

　　为了调用服务程序中的异地对象 ,需要以下

的Pow erScript 声明:①创建代理对象;②调用

SetConnect函数来实例化服务器程序的异地对

象;③引用代理的方法来调用异地对象 。

当使用完一个代理对象后 ,需要释放。当释

放代理对象后 , Pow er Builder 自动释放应用程序

中 remote object 对象的实例 , 如 destroy po_my-

custacct。

(3)建立代理对象

建立代理对象首先在 PB 的 user object

painter中设置代理对象名字 ,过程如下:①打开

user object painter;②选择一个 custom class(non-

visual)user object设置代理名字;③在对象的弹出

菜单选择设置代理名字(Set Proxy Name);④显

示出 Save Proxy dialog box 对话框 , 输入 proxy

object的名字 ,然后按 ok按钮 。

然后把异地对象移到服务器程序的动态联接

库中。当保存一个带有代理名字的用户对象时 ,

Pow er Builder 在 PBL 中同时保存了 user object

和 proxy object ,然后把 user object移到(或拷贝

到)服务器程序的 PBL 中。

2.1.2　服务器程序的建立方法

(1)创建异地对象 ,与客户程序的建立方法相

同。

(2)侦听客户程序的联接请求

①声明一个 transport object对象。

②开始侦听

a.创建 transport object对象;

b.设置 t ranspo rt object对象的属性;

c.调用 Listen函数开始侦听。

由于在服务器程序中没有显式地使用异地对

象 ,这样由 PBL 生成的 EXE 文件不包括异地对

象 ,必须把异地对象包含在 DLL 中(在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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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er 的工程中选择生成动态联接库选项)。

2.2　PSTN网终端通信的实现

PSTN 网的运行机制和 ATM 网的运行机制

不同 ,因此需要针对 PSTN 网的特点进行通信处

理。在通信机和终端工作站分别运行通信机服务

程序和终端工作站服务程序。

2.2.1　通信机服务程序的建立

1)通信机服务程序的功能包括两个部分:监

视主站是否有 Modem 网派单请求;触发终端工作

站通过 Modem 网同数据库联机。程序首先启动

监视程序 ,当有派单请求时 ,通信机服务程序启动

Modem 的拨号程序通知终端工作站 。

2)通信机服务程序的实现:系统启动两个线

程用于监视派单请求和触发 Modem 终端工作站

接单。系统协调两个线程之间的通信处理机制 ,

保证处理过程的正确执行。服务程序流程如图 2

所示 。

图 2　通信机服务程序实现流程图

F ig.2　Communication Control Machine Service Flow

　　通信机服务程序必须正确处理由于 PSTN

网的不稳定性而导致的对终端工作站派单触发的

失败 ,同时要处理由于终端工作站故障或关闭引

起的反复拨号。通过对某一终端工作站派单触发

和对系统其他终端工作站派单触发的加权处理 ,

保证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2.2.2　终端工作站 Modem 网服务程序的建立

1)终端工作站 Modem 网服务程序的主要功

能有两部分:监视是否有派单触发;同数据库服务

器挂接。服务程序监视 PSTN 线路 ,当有派单触

发到来并接收到正确信息后 ,服务程序断开通信

机的联接 ,转而启动数据库服务器联接服务程序 ,

同数据库挂接 。

2)终端工作站 Modem 网服务程序的实现:接

单操作中 ,由于服务程序的接单操作和同数据库

的联接操作都使用同一 Modem ,因此 ,保证系统

执行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服务程序主要完成

的任务。处理程序对这两个部分工作进行着有效

的协调 ,保证服务程序处理Modem 通信的关联性

和独立性 。当一个线程占用Modem 时 ,另一个线

程必须已经杀死。

如图 3所示 ,系统首先启动 Modem 的监视线

程 ,判断是否有派单到来 。如果有派单信息 ,系统

首先杀死 Modem 的监视线程 ,释放 Modem 控制

权 ,然后启动数据库联接线程。一旦和数据库服

务器联接完成后 ,系统进行接单 、数据库的查询 、

检听操作。当系统断开同数据库服务器的联接

时 ,需要杀死数据库联接线程 ,转而启动 Modem

的监视线程。

图 3　终端工作站 Modem 网服务程序的实现

Fig.3　Implementation of Modem Servic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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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han pow er supply bureau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linked w ith 110 emer-

gency alerting station(WIMS)is a dist ributed computer process system combining telephone re-

cept ion , voice recording , voice compression/ synthesis and playback , database management , and

netwo rk communication.The multimedia audio technology_based WIMS shall manage the failure

report transfer via the netwo rk.The whole system shall implement the automatic process of cus-

tomer complaint including complaints reception , failure report sheet t ransfer and management , task

check , telephone recording playback , audio conveyance on netw ork , failure information archiving ,

statistics , etc.This sy stem will help the elect ricity industry standardize thei r management and im-

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wo rk ef ficiency.

The system comprises equipment ow ned by the failure process call center , failure management

department , and failure maintenance department.Part of the equipment of failure maintenance de-

partment is connected w ith failure management department via ATM netwo rk;and other equip-

ment is connected with failure management department ,using modem via PSTN.

The operation of the w hole sy stem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following .The user makes a com-

plaint call w hich is recorded by the operators of failure process call center.At the same time , the

sy stem automatically completes the tw o_way telephone recording and voice compression and stor-

age.The pow er failure management department w ill check the failure information and send the

maintenance o rder to the terminal of relevant failure maintenance department that is automat ically

located by the system per the user' s geog raphical location.When the failure maintenance depart-

ment receives the maintenance o rder , they w ill assign the operato rs to handle the failure;and

meanwhile ,will further def ine the failure reason per the conveyed telephone reco rding.When the

failure is eliminated , the operator of failure maintenance department w ill repo rt the failure man-

agement department about the info rmation w hich is then passed to the user per the operato r of

failure management department.Finally , the failure information is kept.

Key words　netw ork;dialing ;remot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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