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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集终端流水线自动功

能检测的方法，利用RS485II实现交采通讯口功

能与本地通讯口功能的应自动识别；通过设置

RS485II通讯参数、在采集终端加入终端万能通

信地址，由RS485II接收数据源并对数据源进行

判断；通过该发明，极大地减少了流水线工作人

员的劳动强度，减少了流水线工作人员的投入，

降低了检测成本。并通过该发明实现了采集终端

流水线无人工自动化检测的目的，为各省级计量

中心采集终端流水线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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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集终端流水线自动功能检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RS485II实现交采通讯

口功能与本地通讯口功能的应自动识别；实现的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设置RS485II通讯参数为9600-E-8-1，即：波特率为9600，校验为偶校验，数据位为

8，停止位为1；

（2）在采集终端加入16进制终端万能通信地址，地址为4433，行政区码为2211；

（3）由RS485II接收数据源；

（4）判断数据源是否为《Q/GDW  1376 .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议  第1部

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若是《Q/GDW  1376.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议 

第1部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则进行《Q/GDW  1376.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通信协议  第1部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解析及应答；转到步骤（6）；

（5）若数据源不是《Q/GDW  1376.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议  第1部分：主

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则判断其是否为《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讯协议》；如果

是《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讯协议》，则进行《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讯

协议》解析及应答；转到步骤（6）；

（6）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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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集终端流水线自动功能检测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集终端流水线自动功能检测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依据国家电网公司《省级计量中心建设通用设计》（国家电网营销〔2010〕1308号），

参照国家电网公司《关于省级计量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电网营销[2010]118号）、《国

家电网公司省级计量中心建设管理规定》（营销〔2010〕1111号）、《关于印发国家电网公司省

级计量中心推广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家电网营销〔2012〕1015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

结合河北公司的计量管理现状，计量中心建设了采集终端自动化检定流水线，并满足1万只

专变终端和1万只集中器的检测能力。

[0003] 由于采集终端对1376.1通讯协议接口设计时采用的是232接口或以太网接口，但

这两种接口都需要人工插接才能实现检测设备与流水线检测舱体的正常连接，不能满足自

动化检定无人工参与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交采通讯口和本地通讯口

两种功能并能应自动识别的采集终端流水线自动功能检测的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采集终端流水线自动功能检测的

方法，利用RS485II实现交采通讯口功能与本地通讯口功能的应自动识别；实现的具体方法

步骤如下：

[0006] （1）设置RS485II通讯参数为9600-E-8-1，即：波特率为9600，校验为偶校验，数据

位为8，停止位为1；

[0007] （2）在采集终端加入16进制终端万能通信地址，地址为4433，行政区码为2211；

[0008] （3）由RS485II接收数据源；

[0009] （4）判断数据源是否为《Q/GDW  1376.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议  第1

部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若是《Q/GDW  1376.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

议  第1部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则进行《Q/GDW  1376.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

统通信协议  第1部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解析及应答；转到步骤（6）；

[0010] （5）若数据源不是《Q/GDW  1376 .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议  第1部

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则判断其是否为《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讯协

议》；如果是《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讯协议》，则进行《DL/T  645-2007  多功能电

能表通讯协议》解析及应答；转到步骤（6）

[0011] （6）结束。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该发明，极大的减少了流水线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减

少了流水线工作人员的投入，降低了检测成本。并通过该发明实现了采集终端流水线无人

工自动化检测的目的，为各省级计量中心采集终端流水线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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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根据图1和本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5] 本实施例利用RS485II实现交采通讯口功能与本地通讯口功能的应自动识别；实

现的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0016] （1）设置RS485II通讯参数为9600-E-8-1，即：波特率为9600，校验为偶校验，数据

位为8，停止位为1；

[0017] （2）在采集终端加入16进制终端万能通信地址，地址为4433，行政区码为2211；

[0018] （3）由RS485II接收数据源；

[0019] （4）判断数据源是否为《Q/GDW  1376.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议  第1

部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若是《Q/GDW  1376.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

议  第1部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则进行《Q/GDW  1376.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

统通信协议  第1部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解析及应答；转到步骤（6）；

[0020] （5）若数据源不是《Q/GDW  1376 .1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议  第1部

分：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则判断其是否为《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讯协

议》；如果是《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讯协议》，则进行《DL/T  645-2007  多功能电

能表通讯协议》解析及应答；转到步骤（6）

[0021] （6）结束。

[0022] 由于采集终端对1376.1通讯协议接口设计时采用的是232接口或以太网接口，但

这两种接口都需要人工插接才能实现检测设备与流水线检测舱体的正常连接，不能满足自

动化检定无人工参与的要求。由于流水线检测舱体与检测设备采取的是压接方式，本发明

利用了采集终端原有的RS485II备用抄表接口进行了功能性的扩展，实现了通过RS485II口

自动识别1376.1通讯协议和交流采样清零命令，从而满足了自动化检测的需求。

[0023] RS485II同时满足交采通讯口以及本地通讯口功能，两种功能应自动识别（不需要

用菜单及参数进行功能切换）。交采通讯口的功能，即支持DL/T645  2007协议与终端进行交

采数据通讯（注：交采数据清零取消编程键）；本地通讯口功能，即支持Q/GDW  1376.1协议与

终端进行数据通讯。RS485II通讯参数默认为9600-E-8-1(即：波特率为9600、校验为偶校

验、数据位为8、停止位为1)。

[0024] 采集终端自动化流水线建设需要对采集终端检测实现全程无人工干扰，从而实现

自动化检测。流水线需要RS485II兼容交采清零及台体通讯功能且能自适应切换，目前采集

终端没有对RS485II功能明确规定。为适应流水线检定，特发明该功能流程。

[0025] 采集终端需要设置抄读终端地址

[0026] 1、通过广播地址去抄读终端地址，行政区码A1、终端地址A2均为FFFF。

[0027] 2、增加万能通讯地址

[0028] 为了满足自动化流水线检测时与采集终端通信要求，在通信时加入终端万能通信

地址（地址：4433、行政区码：2211 都为16进制）。

[0029] 即能支持采集终端通过地址4433，行政区码2211进行与采集终端的信息交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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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事先知道采集终端地址、行政区码。

[0030] 多功能自适应方案

[0031] 1、功能详细对比

[0032]

[0033] 电能量清零：

[0034] 通过645-2007规约清零，统一清零时的指令为

[0035] 68  A0  A1  A2  A3  A4  A5  68  1A  08  35  33  33  33  34  33  33  33  CS  16

[0036] 说明：A0~A5为用645规约读出的终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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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并非本发明可行实施例的穷举。

对于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背离本发明原理和精神的前提下对其所作出的任何显

而易见的改动，都应当被认为包含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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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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