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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

OpenCPU开发平台，包括基带芯片和多个外围模

块，所述基带芯片包括APPS处理器和与所述APPS

处理器连接的Modem处理器，所述APPS处理器包

括多个外围接口，所述多个外围模块分别与所述

APPS处理器的多个外围接口连接，所述APPS处理

器集成有可编程框架，所述可编程框架用于电力

驱动程序和电力应用程序的二次开发，所述

Modem处理器与远程服务器进行无线通信连接。

应用本发明的集中器可通过APPS处理器处理多

个外围模块及Modem处理器汇总过来的数据并转

发至相应的模块，即将主控功能集成到基带芯片

的APPS处理器中，从而无需外挂MCU，降低了硬件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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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带芯片和多个外

围模块，所述基带芯片包括APPS处理器和与所述APPS处理器连接的Modem处理器，所述APPS

处理器包括多个外围接口，所述多个外围模块分别与所述APPS处理器的多个外围接口连

接，所述APPS处理器集成有可编程框架，所述可编程框架用于电力驱动程序和电力应用程

序的二次开发，所述Modem处理器与远程服务器进行无线通信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APPS处理器包括第一无线接口层RIL，所述Modem处理器包括第二无线接口层RIL，所述

APPS处理器通过其第一无线接口层RIL与所述Modem处理器的第二无线接口层RIL进行通

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APPS处理器的第一无线接口层RIL与所述Modem处理器的第二无线接口层RIL之间的通

信采用电力标准通信协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APPS处理器集成有定制化应用程序接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围模块包括电源模块和抄表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用于向所述基带芯片及其他外围模

块供电，所述抄表模块与电表终端进行通信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围模块还包括Flash存储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围模块还包括蓝牙模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APPS处理器还包括JTAG接口或ADB接口。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编程框架提供客户定制化驱动程序和客户定制化应用程序。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带芯片采用高通MDM9x07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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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电信息采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

OpenCPU开发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系统的通信设备中包括有集中器，通常是设置在电表或电表终端与电力主站

之间，主要用来实现信息的上传、下达。传统的电力集中器采用MCU(即微控制单元，又称单

片微型计算机)作为主控单元(即采用MCU来实现主控功能)，电源模块、存储器及数据传输

模块(如Qualcomm数据传输模块、ASR数据传输模块或MTK数据传输模块等)等外围接口电路

分别与MCU连接，集中器应用程序运行于MCU的RTOS或Linux之上，通过MCU来调度各模块，采

用这种方案需要外挂一个MCU，开发难度大，硬件成本较高，且增加了集中器的体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其克服了现有技术

的电力集中器所存在的不足之处。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

OpenCPU开发平台，包括基带芯片和多个外围模块，所述基带芯片包括APPS处理器和与所述

APPS处理器连接的Modem处理器，所述APPS处理器包括多个外围接口，所述多个外围模块分

别与所述APPS处理器的多个外围接口连接，所述APPS处理器集成有可编程框架，所述可编

程框架用于电力驱动程序和电力应用程序的二次开发，所述Modem处理器与远程服务器进

行无线通信连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APPS处理器包括第一无线接口层RIL，所述Modem处理器包括第二

无线接口层RIL，所述APPS处理器通过其第一无线接口层RIL与所述Modem处理器的第二无

线接口层RIL进行通信。

[0006] 进一步的，所述APPS处理器的第一无线接口层RIL与所述Modem处理器的第二无线

接口层RIL之间的通信采用电力标准通信协议。

[0007] 进一步的，所述APPS处理器集成有定制化应用程序接口。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外围模块包括电源模块和抄表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用于向所述基

带芯片及其他外围模块供电，所述抄表模块与电表终端进行通信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外围模块还包括Flash存储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外围模块还包括蓝牙模块。

[0011] 进一步的，所述APPS处理器还包括JTAG接口或ADB接口。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可编程框架提供客户定制化驱动程序和客户定制化应用程序。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基带芯片采用高通MDM9x07芯片。

[0014]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的APPS处理器中集成有可编程框架，电力客户可基于可编程框架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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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电力应用程序和电力驱动程序，且APPS处理器对应多个外围模块设置多个外围接口，多

个外围模块及Modem处理器分别与APPS处理器连接，使得应用本发明的集中器可通过APPS

处理器处理多个外围模块及Modem处理器汇总过来的数据并转发至相应的模块，即将主控

功能集成到基带芯片的APPS处理器中，从而无需外挂MCU，降低了硬件成本，减小了集中器

的占用空间，且客户只需要简单的二次开发便可实现相应的功能，大大降低了开发难度，缩

短了开发周期，降低了开发成本。

[0016]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智能电

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不局限于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OpenCPU开发平台的结构框图。

[0018]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

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

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0] 请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平台，包括基

带芯片和多个外围模块，所述基带芯片包括APPS处理器和与所述APPS处理器连接的Modem

处理器，所述APPS处理器包括设置于其四周的多个外围接口(图未示)，所述多个外围模块

分别与所述APPS处理器的多个外围接口连接，所述APPS处理器集成有可编程框架，所述可

编程框架用于电力驱动程序和电力应用程序的二次开发，所述APPS处理器用于处理所述多

个外围模块及Modem处理器汇总过来的数据并转发至相应的模块，所述Modem处理器与远程

服务器(图未示)进行无线通信连接，所述远程服务器为电力主站服务器。本发明的APPS处

理器中集成有可编程框架，电力客户可基于可编程框架二次开发出电力应用程序和电力驱

动程序，且APPS处理器对应多个外围模块设置多个外围接口，多个外围模块及Modem处理器

分别与APPS处理器连接，使得应用本发明的集中器可通过APPS处理器处理多个外围模块及

Modem处理器汇总过来的数据并转发至相应的模块，即采用基带芯片中的APPS处理器作为

主控单元，从而无需外挂MCU。

[0021] 请参见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外围模块包括电源模块、抄表模块、Flash存储

器、蓝牙模块和，各个外围模块分别与APPS处理器连接。本实施例中，所述电源模块用于向

所述基带芯片及其他外围模块供电，所述电源模块分别与APPS处理器、Modem处理器、抄表

模块和蓝牙模块相连；所述抄表模块与电表终端(图未示)进行通信连接，用于采集电表数

据；所述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抄表模块采集的电表数据；所述蓝牙模块用于现场调试安

装，现场调试时，调试设备通过所述蓝牙模块连接，使集中器能在实际环境中快速投入运

营。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APPS处理器还包括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接口，所述

JTAG接口用于实验室二次开发调试，二次开发调试时，调试设备与所述JTAG接口连接。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基带芯片还包括通用串行总线USB(Universal  Serial  Bus)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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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所述USB接口同样也是用于实验室二次开发调试。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APPS处理器通过硬件之上封装的网络驱动程序RmNET  Data 

Driver与所述Modem处理器实现用户面信息的互传，所述用户面信息包括所述抄表模块采

集到的电表数据及远程服务器向Modem处理器发送的控制消息。具体地，所述APPS处理器将

数据抄读指令发送给所述抄表模块时，所述抄表模块将采集到的电表数据反馈给APPS处理

器，所述APPS处理器对接收到的电表数据进行组包，并增加包头信息和包尾信息，得到驱动

层数据，APPS处理器通过RmNET  Data  Driver将驱动层数据发送至Modem处理器，Modem处理

器将接收到的驱动层数据封装为网络层IP数据并通过网络(如3GPP移动通信网络)发送到

远程服务器(即电力主站服务器)；所述远程服务器向Modem处理器发送控制消息时，Modem

处理器接收该控制消息，并通过RmNET  Data  Driver将该控制消息发送至APPS处理器，APPS

处理器对该控制消息进行解包，去除包头信息和包围信息后，下发给抄表模块。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APPS处理器包括第一无线接口层RIL(Radio  Interface 

Layer)，所述Modem处理器包括第二无线接口层RIL，所述APPS处理器通过其第一无线接口

层RIL与所述Modem处理器的第二无线接口层RIL进行通信，实现控制面信息的互传，所述控

制面信息是指APPS处理器向Modem处理器发送的电力标准AT命令，所述电力标准AT命令用

于控制Modem处理器开启或关闭数据服务等。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APPS处理器的第一无线接口层RIL与所述Modem处理器的第二无

线接口层RIL之间的通信采用电力标准通信协议，以满足国家电网的通信要求。本实施例

中，所述电力标准通信协议是指Q/GDW  1376.3(即《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通信协议》

的第3部分《采集终端远程通信模块接口协议》。

[0027] 所述APPS处理器集成有定制化应用程序接口(Cust  Api)，所述定制化应用程序接

口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开发，达到最大程度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本实施例中，所述定制化应

用程序接口为USB数据业务接口，当然，具体实施方式并不以此为限。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可编程框架提供客户定制化驱动程序和客户定制化应用程序，

供电力客户二次开发使用；所述可编程框架还提供FOTA(Firmware  Over-The-Air)升级功

能，FOTA升级功能可用于远程升级所述客户定制化驱动程序和客户定制化应用程序，也可

用于远程升级APPS的firmware软件版本和Modem的firmware软件版本，无需现场升级。当使

用可编程框架提供的FOTA升级功能对所述客户定制化驱动程序、客户定制化应用程序、

APPS的firmware软件版本或Modem的firmware软件版本进行升级时，远程控制器通过网络

与Modem处理器通信连接，进而与APPS处理器连接来进行远程升级。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基带芯片采用高通MDM9x07芯片。

[0030] 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APPS处理器还包括ADB(Android  Debug  Bridge)接口(图未

示)，所述ADB接口同样也是用于实验室二次开发调试。

[0031] 由上述对本发明的描述可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APPS处理器中集成有可

编程框架，电力客户可基于可编程框架二次开发出电力应用程序和电力驱动程序，且APPS

处理器对应多个外围模块设置多个外围接口，多个外围模块及Modem处理器分别与APPS处

理器连接，使得应用本发明的集中器可通过APPS处理器处理多个外围模块及Modem处理器

汇总过来的数据并转发至相应的模块，即将主控功能集成到基带芯片的APPS处理器中，从

而无需外挂MCU，降低了硬件成本，减小了集中器的占用空间，且客户只需要简单的二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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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便可实现相应的功能，大大降低了开发难度，缩短了开发周期，降低了开发成本。

[0032] 上述实施例仅用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智能电力集中器的OpenCPU开发

平台，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实施例，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

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落入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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