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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根据《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技术规范  站控系统系列规范 4 数

据通信网关机》和《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范》等技术规

范中的技术要求，杭途科技研发了 iHT-GW818 数据通信网关机，可做为实时网

关机或服务网关机应用，以下是 iHT-GW818 的硬件介绍。  

2. 硬件参数 

名称 参数 

硬件平台 ARM A73×4 + A53×2 

CPU 型号 上海晶晨 A311D 

主频 2.2GHz×4 +1.8GHz×2 

内存 4GB （国产） 

基本存储 8GB（国产） 

扩展存储 固态硬盘 256GB（国产） 

以太网接口 8×10M/100/1000 M 自适应 RJ45 接口，可扩展 6 路

RJ45 

串口 8×RS232/485 自适应串口，支持扩展 

对时接口 1×工业端子 2PIN 5.08 间距，IRIG-B 接口 

开关量输出（装置故障） 1×工业端子 4PIN 5.08 间距 

电源 2×工业端子 7PIN 5.08 间距，带失电告警 

2×AC 88～264V 或 DC 100～370V 自适应 

功耗<30W 

控制台 1×RJ45 串口 

USB 3×USB2.0 

显示接口 VGA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25～55℃ 

工作湿度：5%～95% 无冷凝 

机械特性 材质：金属外壳，铝合金面板 

尺寸：440×310×8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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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方式:：19"机架安装 

3. 外观接口 

3.1. 外形尺寸 

iHT-GW818 外形尺寸满足《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范》

7.4 型号 2U 装置的要求： 

 

图 3-1 iHT-GW818 尺寸图 

3.2. 面板布局 

iHT-GW818 面板布局满足《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范》

7.4.1 面板布局的要求： 

分为运行监视区域、通道监视区域、厂家标识区域、装置型号区域及铭牌标

识区域等，其中通道监视区包含网口监视区与串口监视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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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正视图 

3.3. 背板布局 

iHT-GW818 背板布局满足《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范》

7.4.2 背板布局的要求： 

分为外设接口区域、通信接口区域及电源区域，其中外设接口区域包含 VGA、

IRIG-B 码对时接口及 USB 接口等，通信接口区包含固定网口区、固定串口区及

扩展网口区，电源区域包含双电源模块、失电告警及装置故障开出接口等。 

 

 

图 3-3 背视图 

3.4. LED 指示灯 

iHT-GW818 LED 指示灯满足《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

范》7.4.3LED 指示灯的要求： 

应具备 5 个运行指示灯和若干通道监视灯，指示灯定义见下表。 

表格 1 运行指示灯定义 

序号 名称 定义 颜色 

1 运行 装置上电后该灯为常亮状态，装置由于硬件或是软 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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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出现异常时导致装置不能工作或部分功能缺失

时，处于常灭状态。 

2 电源 1 装置电源 1 上电后点亮，失电后熄灭。 绿灯 

3 电源 2 装置电源 2 上电后点亮，失电后熄灭。 绿灯 

4 告警 装置由于硬件、软件或是配置出现异常时会处于常

亮状态，正常运行时处于常灭状态，其中通信中断

及对时异常时不亮告警灯。 

红灯 

5 对时异常 对时服务状态异常时会处于常亮状态，对时正常时

处于常灭状态。 
红灯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iHT-GW818 满足《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技术规范  站控系统系

列规范 4 数据通信网关机》中 4.1.1 一般要求： 

a) 应采用自主可控软件及硬件； 

4.2. 技术指标 

iHT-GW818 满足《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技术规范  站控系统系

列规范 4 数据通信网关机》4.2 技术指标： 

数据通信网关机性能应满足如下要求： 

f）实时网关机：远动业务及相量数据应采用独立磁盘，具备可拆换能力，

远动业务存储容量≥32GB，相量数据存储容量≥256GB； 

g）服务网关机：磁盘存储≥256GB； 

r）通过 IRIG-B 同步，对时精度≤1ms，通过 SNTP 同步，对时精度≤100 ms； 

s）在没有外部时钟源校正时，24 小时守时误差应不超过 1s； 

t）整机功耗≤70W。 

4.3. 接口要求 

iHT-GW818 满足《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技术规范  站控系统系

列规范 4 数据通信网关机》中 4.3 接口要求： 

a) 应至少提供 6 个以太网接口及 8 个串口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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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持 B 码对时接口； 

c) 支持故障开出接口； 

d) 需具备失电告警接口。 

4.4. 电源要求 

iHT-GW818 满足《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技术规范  站控系统系

列规范 4 数据通信网关机》中 4.4 电源要求。 

a) 采用双路直流电源独立供电，任一回路电源中断不造成装置故障或重启； 

b) 直流电源电压：可支持 110V、220V，允许偏差－20%～＋15%； 

c) 直流电源电压纹波系数小于 5%； 

d) 直流电源中断 100ms，不会导致装置故障或重启； 

e) 每个电源模块应具备失电信号硬接点输出及告警信号。 

4.5. 产品命名 

实时网关机：iHT-GW818-S1-ZK; 

服务网关机：iHT-GW818-S2-ZK; 

4.6. 环境条件 

iHT-GW818 满足《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范》6.2 环

境条件。 

4.6.1. 正常工作大气条件 

环境温度和湿度见表，大气压力： 70～106kPa。iHT-GW818 满足长期在

C1 环境中运行、工作。 

表格 2 环境温度和湿度见表 

级别 

环境温度 湿度 

使用场所 范围 

℃ 

最大变化率 

℃／h 

相对湿度 

% 

最大绝对湿度 

g/ m³ 

C0 －5～＋45 20 5～95 28 室内 

C1 －25～＋55 20 5～100 28 遮蔽场所 

C2 －40～＋70 20 5～100 28 室外 

CX 特定 与用户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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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装置内部既不应凝露，也不应结冰。 

4.6.2. 对周围环境要求 

装置的使用地点应无爆炸危险，无腐蚀性气体及导电尘埃、无严重霉菌、无

剧烈振动源，不允许有超过所处应用场所正常运行范围内可能遇到的电磁场存在。

有防御雨、雪、风、沙、尘埃及防静电措施。场地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 9361 2011

中 B 类的规定。 

4.6.3. 贮存、运输极限环境温度 

装置的贮存、运输极限的环境温度－25℃～＋70℃，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不应出现异常情况。温度恢复正常后装置的功能和性能应符合要求。 

4.7. 绝缘性能要求 

iHT-GW818 满足《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范》6.4 绝

缘性能要求。 

4.7.1. 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满足如下要求： 

a) 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绝缘电阻的要求见表； 

b) 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3±3）％恒定湿热条件下绝缘电阻

的要求见下表。 

表格 3 绝缘电阻的要求 

额定绝缘电压 U1 绝缘电阻要求 

U1≤60V ≥5 MΩ（用 250V 兆欧表） 

U1＞60V ≥5 MΩ（用 500V 兆欧表） 

注：与二次设备及外部回路直接连接的接口回路绝缘电阻采用 U1＞60V 的要求。 

表格 4 湿热条件下绝缘电阻和要求 

额定绝缘电压 U1 绝缘电阻要求 

U1≤60V ≥1 MΩ（用 250V 兆欧表） 

U1＞60V ≥1 MΩ（用 500V 兆欧表） 

注：与二次设备及外部回路直接连接的接口回路绝缘电阻采用 U1＞60V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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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介质强度的要求 

介质强度的要求下表。 

表格 5 介质强度的要求 

额定绝缘电压 U1 绝缘电阻要求 

U1≤60V 500V 

60V<U1≤125V 1000V 

125V<U1≤250V 1500V 

注：与二次设备及外部回路直接连接的接口回路试验电压采用 125-250V 的要

求。 

4.8. 冲击电压 

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装置的电源输入回路、交流信号输入回路、信号输出

触点等各回路对地、以及回路之间，应能承受 1.2/50μs 的标准雷电波的短时冲

击电压试验，当额定绝缘电压大于 60V 时，开路试验电压为 5kV；当额定绝缘

电压不大于 60V 时，开路试验电压为 1kV。试验后装置应无绝缘损坏和器件损

坏。 

4.9. 电磁兼容要求 

iHT-GW818 满足《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范》6.5 电

磁兼容要求，具体性能试验和要求见表 5。 

表格 6 电磁兼容 

序号 试验名称 引用标准 等级要求 

1 静电放电抗扰度 GB/T 17626.2 4 级 

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GB/T 17626.3 4 级 

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GB/T 17626.4 4 级 

4 浪涌（冲击）抗扰度 GB/T 17626.5 4 级 

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T 17626.6 3 级 

6 工频磁场抗扰度 GB/T 17626.8 5 级 

7 脉冲磁场抗扰度 GB/T 17626.9 5 级 

8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GB/T 17626.10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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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压短时中断的抗扰度 GB/T 17626.11 

GB/T 17626.29 

电压中断 2 级 

10 振荡波抗扰度 GB/T 17626.12 III/IV 级 

注 1：电压暂将、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要求短时中断时间不小于 100ms。 

注 2：振荡波抗扰度差模试验电压值为共模试验值的 1/2。 

4.10. 机械性能要求 

iHT-GW818 满足《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范》6.6 机

械性能要求： 

机械影响因素中场所类型和运输条件，以及有关正弦稳态振动、冲击、自由

跌落的参数等级详见 GB/T 15153.2 中的规定。 

4.11. 时钟同步 

iHT-GW818 满足《Q/GDW11627 变电站数据通信网关机技术规范》8.6 时

钟同步要求： 

时间同步功能包括对时功能与时间同步状态在线监测功能要求如下：  

a) 应能够接受主站端和变电站内的授时信号；  

b) 应支持 IRIG-B 码或 SNTP 对时方式；  

c) 对时方式应能设置优先级，优先采用站内时钟源；  

d) 应具备守时功能；  

e) 应能正确处理闰秒时间；  

f) 应支持时间同步在线监测功能，支持基于 NTP 协议实现时间同步管理

功能；  

g) 应支持时间同步管理状态自检信息输出功能，自检信息应包括对时信号

状态、对时服务状态和时间跳变侦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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