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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

系统，包括多个数据采集单元和数据服务器，其

中：每个数据采集单元，用于实时采集每个居民

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

号数据，然后发送给数据服务器；数据服务器，用

于预先存储的充电负荷特征库，该充电负荷特征

库内包括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

波形，及接收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

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并处理形成每个居

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号波

形和电流信号波形，然后比对，当波形差异较大

时，判断存在疑似违约用电问题。本发明适用于

居民个人充电桩，能够快速、可靠地判断是否存

在疑似违约用电问题，可以进一步让工作人员通

过现场检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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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数据采集单元和数据服务

器，其中：

每个数据采集单元，安装在一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用于实时采集所安装

的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然后发送给数据服务

器；

数据服务器，与每个数据采集单元通过信号线相连接，用于预先存储的充电负荷特征

库，该充电负荷特征库内包括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以及用于实时接

收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并处理形成每个居民个

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然后分别与预设合格的电压

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进行比对，当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差异较大时，则判断存在疑似

违约用电问题。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其特征在于，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

差异较大，具体为：居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号波形的电压幅值，小于预

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的幅值，且小于的比例大于预设比例。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其特征在于，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

差异较大，具体为：居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流信号波形的电压幅值，大于预

设合格的电流信号波形的幅值，且超过比例大于预设比例。

4.如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其特征在于，数据采

集单元与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之间的连接线路上，安装有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

器。

5.如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居

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通过充电桩专用母线，与台变相连接；

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供电回路上安装有交流接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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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综合服务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

统，适用于居民个人充电桩。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申请安装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小区和车主与日俱

增，但是，由于充电桩多数安装在室外，无法集中管理，同时由于居民个人自用充电桩的电

价低于商业电价(例如充电桩的电价为0.51元/度，低于商业电价)，于是存在私接其他性质

用电负荷以作其他用途的情况(如经商)，从而存在违约用电的风险。

[0003] 对于目前现有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只是能够监测智能表是否窃电，但是无法监

测是否存在以上的违约用电行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缺陷，提供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

系统。

[0005] 为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包括多个数据采集单元和

数据服务器，其中：

[0006] 每个数据采集单元，安装在一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用于实时采集所

安装的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然后发送给数据服

务器；

[0007] 数据服务器，与每个数据采集单元通过信号线相连接，用于预先存储的充电负荷

特征库，该充电负荷特征库内包括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以及用于实

时接收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并处理形成每个居

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然后分别与预设合格的

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进行比对，当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差异较大时，则判断存在

疑似违约用电问题。

[0008] 其中，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差异较大，具体为：居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

的电压信号波形的电压幅值，小于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的幅值，且小于的比例大于预

设比例。

[0009] 其中，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差异较大，具体为：居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

的电流信号波形的电压幅值，大于预设合格的电流信号波形的幅值，且超过比例大于预设

比例。

[0010] 其中，数据采集单元与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之间的连接线路上，安装有电

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

[0011] 其中，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通过充电桩专用母线，与台变相连接；

[0012] 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供电回路上安装有交流接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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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由以上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见，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

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其适用于居民个人充电桩，利用数据采集单元实时采集居民

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然后由数据服务器处理形成随时间

变化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再与预先存储的充电负荷特征库进行比对，该充电

负荷特征库内包括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当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差异

较大时，则判断存在疑似违约用电问题，从而可以进一步让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检查核实，具

有重要的实际应用意义。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一种实施例的结构方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6] 参见图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统，适用于居民个人充电

桩，该系统包括多个数据采集单元和数据服务器，其中：

[0017] 每个数据采集单元，安装在一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即充电负荷处)上，

用于实时采集所安装的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然后发

送给数据服务器；

[0018] 数据服务器，与每个数据采集单元通过信号线相连接，用于预先存储的充电负荷

特征库，该充电负荷特征库内包括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是随时间变

化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以及用于实时接收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

上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并处理形成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压

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然后分别与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进行比

对，当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差异较大时，则判断存在疑似违约用电问题(即存在私接其他性

质用电负荷以作其他用途的情况)，这时候，可以进一步让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检查核实。

[0019] 需要说明的是，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分别通过充电控制器连接到充电桩专用母

线上，而充电桩专用母线与台变(即小区配电变压器)相连接。该台变(即小区配电变压器)

还需要负责居民的生活用电。充电控制器和居民个人充电桩为现有的电动汽车用的充电设

备，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20] 在本发明中，具体实现上，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差异较大，具体可以为：居民个人

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号波形的电压幅值，小于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的幅

值，且小于的比例大于预设比例(例如10％)；这时候，私接用电负荷时，存在与居民个人充

电桩的充电回路进行串联的私接用电行为。

[0021] 例如，当交流充电桩的标准充电电压(即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的幅值)为220V

时，如果预设比例为10％，则居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号波形的电压幅

值为小于200V。

[0022] 在本发明中，具体实现上，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差异较大，具体可以为：居民个人

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流信号波形的电压幅值，大于预设合格的电流信号波形的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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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且超过比例大于预设比例(例如10％)；这时候，私接用电负荷时，存在与居民个人充电

桩的充电回路的两端进行并联的私接用电行为。

[0023] 例如，当交流充电桩的标准充电电压(即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的幅值)为220V

时，如果预设比例为10％，则居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号波形的电压幅

值为小于200V。这

[0024] 例如，当交流充电桩的标准充电电流(即预设合格的电流信号波形的幅值)为15A

时，如果预设比例为10％，则居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流信号波形的电流幅

值大于16.5A。

[0025] 在本发明中，具体实现上，数据采集单元与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之间的连

接线路上，安装有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

[0026] 在本发明中，具体实现上，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通过充电桩专用母

线，与台变(变压器，具有台变负荷控制单元)相连接；

[0027] 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供电回路上安装有交流接触器，用于控制进行居民个人充

电桩的充电回路的通断动作。

[0028]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本发明，在充电负荷处(即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处)安

装数据采集单元，实时采集充电负荷电流、电压等数据，将数据传输至数据服务器以及数据

服务器上的树莓派嵌入式处理器，通过数据提取整合，形成实时的电流、电压波形(随时间

变化的电流信号波形和电压信号波形)，并与系统内预存的充电负荷特征库比对，如果波形

差异较大，则疑似违约用电，经现场核实确认后，可通过人工干预触发切断信号(通过交流

接触器)，控制交流接触器断开，从而断开充电回路，中止违约用电行为，在整改完毕后，可

控制交流接触器闭合，继续进行充电行为。

[0029] 具体实现上，在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即供电回路，包括供电电压、负

载电流线路)上，加装互感器。

[0030] 具体实现上，通过对各状态节点进行布线(有线、无线或载波通信)，采集数据并接

入数据服务器。

[0031] 在本发明中，具体实现上，数据采集单元为现有的数据采集单元，例如可以采用保

定钰鑫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16型的数据采集单元，该数据采集单可同时采集16

路模拟量和8路开入量采集，具备IRIGB码校时、以太网接口。

[0032] 对于本发明，数据采集单元用于实时采集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的电

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

[0033] 在本发明中，具体实现上，数据服务器，可以采用现有的数据服务器，例如可以采

用保定钰鑫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YX‑SE‑20的数据服务器，该数据服务器整机采

用紧凑设计，适宜在狭小的空间进行安装,箱体底部及侧面的安装条，可使其很方便的安装

在任何位置；该数据服务器采用坚固耐用的钢结构箱体及防震式驱动器架设计，使它能承

受工业现场的冲击、振动。

[0034] 对于本发明，数据服务器用于预先存储的充电负荷特征库，该充电负荷特征库内

包括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及接收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

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据，并处理形成每个居民个人充电桩具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

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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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本发明，主要通过采用保定钰鑫电气设备公司的数据采集单

元、数据服务器，基于非侵入式负荷识别技术，利用树莓派嵌入式模块开发一套电动汽车充

电负荷研判系统，旨在降低违约用电、窃电风险。

[0036] 经实际测试，本发明的系统可精准研判充电负荷的性质，将违约用电风险降低为

零，保证了电动汽车的良好用电环境和用电管理。

[0037] 综上所述，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研判系

统，其利用数据采集单元实时采集居民个人充电桩的充电回路上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数

据，然后由数据服务器处理形成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信号波形，再与预先存

储的充电负荷特征库进行比对，该充电负荷特征库内包括预设合格的电压信号波形和电流

信号波形，当前后相互比对的波形差异较大时，则判断存在疑似违约用电问题，从而可以进

一步让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检查核实，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意义。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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