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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

试系统和方法，调试系统包括操作终端、接入设

备、CCO和STA，所述操作终端和接入设备通过接

入接口进行通信，所述接入设备和CCO、STA通过

电力线进行通信；操作终端的载波应用层和CCO、

STA的应用层为对等通信，用于电力线载波应用

层消息的通信；操作终端的接入应用层和接入设

备的接入应用层为对等通信，用于接入消息的收

发处理；接入设备的载波适配层用于接入消息和

载波报文消息的转换处理。本发明可以在电力线

任意位置接入电力线载波网络，可以运行多种调

试方式，方便运维实施，能够提升宽带载波调试

效率，避免对现场模块的开箱操作，提高了安全

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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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操作终端、接入设备、CCO和

STA，所述操作终端和接入设备通过接入接口进行通信，所述接入设备和CCO、STA通过电力

线进行通信；操作终端的载波应用层和CCO、STA的应用层为对等通信，用于电力线载波应用

层消息的通信；操作终端的接入应用层和接入设备的接入应用层为对等通信，用于接入消

息的收发处理；接入设备的载波适配层用于接入消息和载波报文消息的转换处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终端上

部署模拟集中器、模拟CCO、远程终端和模拟电能表；所述模拟集中器的调试报文内容构造

和解析为集中器本地通信数据帧报文；所述模拟CCO的调试报文内容构造和解析为CCO标准

电力线载波通信应用层报文；所述远程终端的调试报文内容构造和解析为与CCO、STA进行

通信的控制功能；所述模拟电能表的调试报文内容构造和解析为电能表报文。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中器本地

通信数据帧报文用于和CCO应用层进行通信，该报文包含在电力线载波通信的网络诊断报

文中传输。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CCO标准电力

线载波通信应用层报文用于和STA应用层进行通信，该报文作为电力线载波通信的标准应

用层报文传输。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功能包

括数据采集、参数设置、状态查询与上报，该报文包含在电力线载波通信的网络诊断报文中

传输。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电能表

用于同CCO、STA的应用层通信，该报文包含在电力线载波通信的网络诊断报文中传输。

7.一种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01：操作终端内构造调试报文，并将该报文和接入消息头封装在接入消息内；

S102：将接入消息报文通过接入接口发送给接入设备；

S103：接入设备接收到接入消息后，将调试报文和接入消息头组装为电力线载波数据

帧；

S104：将电力线载波数据帧通过载波网络发送给目的地址载波模块；

S105：目的地址载波模块收到接入设备发来电力线载波数据帧后，解析调试报文，并按

照报文内容进行处理；处理完成后，构造调试报文，并组装目的地址为接入设备地址的应答

电力线载波数据帧；

S106：将应答电力线载波数据帧通过载波网络发送给接入设备；

S107：接入设备接收到应答电力线载波数据帧后，将调试报文部分组装为接入消息；

S108：将步骤S107的接入消息通过接入接口发送到操作终端；

S109：操作终端接收到接入消息后，解析并处理调试报文。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01中，当调

试报文为模拟集中器报文时，目的地址为CCO地址；当调试报文为模拟CCO报文时，目的地址

为STA地址；当调试报文为远程终端报文时，目的地址为CCO地址或STA地址；当调试报文为

模拟电能表报文时，目的地址为CCO地址或STA地址。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接入消息报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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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接入消息头和调试报文，所述接入消息头包括消息类型、消息长度、源地址、目的地址、发

送方式和发送次数；所述调试报文指调试软件与CCO、STA通信用的报文，包括集中器本地通

信报文、电能表本地通信报文、自定义远程终端报文，CCO标准电力线载波通信应用层报文。

10.一种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虚拟串口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操作终端构造调试

信息，借助接入设备将调试信息发送到载波网络中的目的设备，目的设备收到调试信息后

再进行处理和应答，由此，将操作终端和CCO、STA之间的通信接口表示为虚拟串口，其通信

效果就像实体设备之间使用串口连接通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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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调试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已经大量应用，但由于电力线路容易受到某些

时变特性、突发噪声和阻抗变化的影响，如开关操作引起的脉冲噪声，整流设备产生的与电

网频率同步的噪声，负荷变化导致阻抗变化，强风降雨等引起的衰减变化等，使得现有载波

通信网络中存在采集盲区，集中器不能抄收到位于采集盲区内的电能表的用电信息，往往

需要运维人员现场进行问题诊断。现有的集中器设备，一般调试和分析功能较差，难以有效

的支撑载波模块诊断和解决问题。而传统的模拟集中器系统需要连接集中器中的CCO模块，

位置靠近变压器且需要集中器进行开箱操作，直接操作电能表上的载波模块也需要开箱操

作，不利于运维实施。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载波通信系统在调试方面存在的问题，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基于

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操作终端、接入设备、CCO和STA，所述操作终

端和接入设备通过接入接口进行通信，所述接入设备和CCO、STA通过电力线进行通信；操作

终端的载波应用层和CCO、STA的应用层为对等通信，用于电力线载波应用层消息的通信；操

作终端的接入应用层和接入设备的接入应用层为对等通信，用于接入消息的收发处理；接

入设备的载波适配层用于接入消息和载波报文消息的转换处理。

[0004] 优选地，所述操作终端上部署模拟集中器、模拟CCO、远程终端和模拟电能表；所述

模拟集中器的调试报文内容构造和解析为集中器本地通信数据帧报文；所述模拟CCO的调

试报文内容构造和解析为CCO标准电力线载波通信应用层报文；所述远程终端的调试报文

内容构造和解析为与CCO、STA进行通信的控制功能；所述模拟电能表的调试报文内容构造

和解析为电能表报文。

[0005]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01：操作终端内构造调试报文，并将该报文和接入消息头封装在接入消息内；

S102：将接入消息报文通过接入接口发送给接入设备；

S103：接入设备接收到接入消息后，将调试报文和接入消息头组装为电力线载波数据

帧；

S104：将电力线载波数据帧通过载波网络发送给目的地址载波模块；

S105：目的地址载波模块收到接入设备发来电力线载波数据帧后，解析调试报文，并按

照报文内容进行处理；处理完成后，构造调试报文，并组装目的地址为接入设备地址的应答

电力线载波数据帧；

S106：将应答电力线载波数据帧通过载波网络发送给接入设备；

S107：接入设备接收到应答电力线载波数据帧后，将调试报文部分组装为接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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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8：将步骤S107的接入消息通过接入接口发送到操作终端；

S109：操作终端接收到接入消息后，解析并处理调试报文。

[0006] 本发明提出的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和方法，在操作终端上部署调试软

件，利用调试报文，通过接入设备的转换，实现与目的地址载波模块的通信，可以在电力线

任意位置接入电力线载波网络，使现场操作人员可以在不开箱的情况下从操作终端对载波

网络运行多种调试方式和进行自动诊断，方便运维实施，能够提升宽带载波调试效率，避免

对现场模块的开箱操作，提高了安全防护能力。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本发明基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调试系统通信示意图；

图2 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操作终端、接入设备和CCO/STA通信协议栈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接入消息数据格式示意图；

图4 是本发明操作终端和CCO/STA通信接口示意图；

图5 是集中器和CCO通信接口示意图；

图6 是STA和电能表通信接口示意图；

图7 是电脑和CCO、STA通信接口示意图；

图8 是本发明消息交互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0009] 实施例一

如图1 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电力线载波的调试系统，包括：

操作终端、接入设备、CCO和STA。

[0010] 操作终端和接入设备通过接入接口进行通信。

[0011] 接入设备和CCO、STA通过电力线通信。

[0012] 其中，接入接口包括：网口、无线、usb、串口等。

[0013] 操作终端包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

[0014] 接入设备是可与操作终端及载波网络进行通信的设备，例如载波升级设备、载波

信号检测器等。

[0015] CCO包括：集中器本地通信单元等。

[0016] STA包括：电能表载波模块、Ⅰ型采集器载波模块，Ⅱ型采集器载波模块等。

[0017] 以接入接口为网口为例，操作终端、接入设备和CCO、STA之间的通信协议栈如图2

所示。其中操作终端应用层和CCO、STA的应用层为对等通信，用于电力线载波应用层消息的

通信。操作终端的接入应用层和接入终端的接入应用层为对等通信，用于接入消息的收发

处理。接入设备的载波适配层用于接入消息和载波报文消息的转换处理。当接入接口为其

他类型的接口时，操作终端和接入设备中接入应用层以下部分可变换为对应协议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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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实施例二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操作终端和接入设备进行通信的接入消息帧格式。接

入消息报文格式包括接入消息头和调试报文。

[0019] 接入消息头包含指示与CCO或STA通信的必要信息，包括消息类型、消息长度、源地

址、目的地址、发送方式和发送次数等内容。

[0020] 调试报文指调试软件与CCO、STA通信用的报文，包括集中器本地通信报文，电能表

本地通信报文、自定义远程终端报文，CCO标准电力线载波通信应用层报文。

[0021] 调试软件包括模拟集中器、模拟CCO、远程终端和模拟电能表。所述模拟集中器，指

在操作终端中构造和解析的调试报文内容为集中器本地通信数据帧报文。该报文可与CCO

应用层进行通信，该报文包含在电力线载波通信的网络诊断报文中传输。所述模拟CCO，指

在调试软件中构造和解析的调试报文内容为CCO标准电力线载波通信应用层报文，用于同

STA应用层进行通信。如抄表，升级报文等，该报文作为电力线载波通信的标准应用层报文

传输。所述远程终端，指在调试软件中构造和解析的调试报文内容为和CCO、STA进行通信的

自定义的控制功能，包括：远程打印开关，远程命令（数据采集，参数设置，状态查询与上报）

等业务，该报文包含在电力线载波通信的网络诊断报文中传输。所述模拟电能表，指在调试

软件中构造和解析的调试报文内容为698/645电能表报文，用于同STA或CCO的应用层通信，

该报文包含在电力线载波通信的网络诊断报文中传输。

[0022]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利用调试报文实现了一种虚拟串口通信，将操作终端和CCO、

STA之间的通信接口表示为虚拟串口，其通信效果就像实体设备（电脑、集中器、电能表、

CCO、STA等）之间使用串口连接通信一样。

[0023] 如图5所示，集中器和CCO之间通过串口通信。操作终端的模拟集中器和CCO之间抽

象为虚拟串口通信。

[0024] 如图6所示，STA和电能表通过串口通信。操作终端的模拟电能表和STA之间抽象为

虚拟串口通信。

[0025] 如图7所示，电脑和CCO、STA通过串口通信。操作终端的远程终端和CCO、STA之间抽

象为串口通信。

[0026] 如图8 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载波调试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01：操作终端内构造调试报文，并将该报文和接入消息头内容封装在接入消息内。

[0027] 当调试报文为模拟集中器报文时，目的地址为CCO地址；当调试报文为模拟CCO报

文时，目的地址为STA地址；当调试报文为远程终端报文时，目的地址为CCO地址或STA地址；

当调试报文为模拟电能表报文时，目的地址为CCO地址或STA地址。

[0028] S102：将接入消息报文通过接入接口发送给接入设备。

[0029] S103：接入设备接收到接入消息后，将调试报文和接入消息头组装为电力线载波

数据帧。

[0030] S104：将电力线载波数据帧通过载波网络发送给目的地址载波模块。

[0031] 载波网络为CCO、STA通过电力线载波通信协议建立的通信网络。可以单跳或多跳

进行传输。接入设备使用保留TEI或特殊MAC地址等方式通过电力线和CCO、STA进行通信。保

留TEI取值为1016到4094。TEI为终端设备标识。

[0032] S105：目的地址载波模块收到接入设备发来载波数据帧后，解析调试报文，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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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文内容指示进行处理，例如读取电能表数据、获取状态信息、设置状态参数、发起流程等。

处理完成后，构造调试报文，并组装目的地址为接入设备地址的应答电力线载波数据帧。

[0033] S106：将应答电力线载波数据帧通过载波网络发送给接入设备。

[0034] S107：接入设备接收到应答载波数据帧后，将调试报文部分组装为接入消息。

[0035] S108：将接入消息通过接入接口发送到操作终端。

[0036] S109：操作终端接收到接入消息后，解析并处理调试报文。

[0037] 处理调试报文方式可包括输出、存储，解析、分析等。其中，输出包括直接在调试软

件中显示报文内容，对报文内容解析后的图像化显示，表格显示等。存储包括将输出内容存

储为文本、图像等格式。解析包括将报文内容转化为实际意义的字段表示。分析包括对报文

内容进行逻辑判断，输出具体问题的可能原因。

[0038] 具体的以远程命令为例，描述测试内容及结果：

在TEI为2的STA上连接串口，在串口软件中输入命令：

$  version

结果输出：

===================================

Software     :  v1028

Build  time   :  2018-11-14

===================================

在操作终端的调试软件上发送远程命令内容为：

hpav  cmd  -tei=2  -cmd="version"

表示查询tei 为  2的sta的“version”命令信息。

[0039] 返回结果为：

comand  result  from  tei=2  seq=9:

===================================

Software     :  v1028

Build  time   :  2018-11-14

===================================

表示从tei为2的STA返回结果信息。

[0040] 效果同在tei为2的sta上连接串口输入version命令输出结果一样。

[0041] 进一步的，如果发送上述远程命令没有返回结果，则可判断接入设备和TEI为2的

STA之间可能通信效果不好，或者TEI 为2的设备不存在等原因。

[0042] 本实施例核心思想是通过一种虚拟串口的方法，在操作终端构造调试信息，借助

接入设备将调试信息发送到载波网络中的目的设备，目的设备收到调试信息后再进行处理

和应答。使现场操作人员可以在不开箱的情况下从操作终端对载波网络进行调试和自动诊

断，更加易用和安全，大大提升运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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