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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

接口装置及监控系统，包括信息采集模块、信息

传输模块，信息采集模块与信息传输模块连接，

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

信息采集模块至少设置有串口和以太网口分别

用于连接对应的分布式电源。本发明支持各种小

型分布式电源接入信息互联装置，适用于情况多

变的工程现场，降低了工程施工复杂度。为小型

分布式电源分配IP地址或序列号，当分布式电源

投入运行，进行身份自动识别，提高了运行管理

自动化程度；可对小型分布式电源进行实时监

控，对运行数据、调节能力进行整合，实现小型分

布式电源运行信息的实时统计、运行中心主站与

信息互联接口装置间的集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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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包括信息采集模块、信息传输模块，所述信息

采集模块与所述信息传输模块连接，所述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

所述信息传输模块用于将所述信息采集模块采集的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进行传输，其特

征在于，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至少设置有串口和以太网口分别用于连接对应的分布式电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串口为

RS232/485接口，所述串口包括COM1端口、COM2端口、COM3端口及COM4端口；所述以太网口包

括10/100Base-T  LAN端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其特征在于，与所述信息采

集模块连接的各分布式电源是通过各分布式电源的IP地址或序列号进行识别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口装置

还包括规约转换模块，所述规约转换模块与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连接，用于将所述信息采集

模块采集的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进行通信规约转换，转换成统一的规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口装置

还包括客户端访问模块，客户端访问模块包括就地客户端访问模块，所述就地客户端访问

模块用于通过访问端口与客户端连接，所述访问端口为无线端口或以太网端口。

6.一种分布式电源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分布式电源、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

口装置及运维管理装置，所述接口装置包括信息采集模块、信息传输模块，所述信息采集模

块与所述信息传输模块连接，所述信息传输模块与所述运维管理装置连接，所述信息传输

模块用于将所述信息采集模块采集的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进行传输给所述运维管理装

置，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至少设置有串口和以太网口分别用于连接对应的分布式电源，并用

于采集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分布式电源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串口为RS232/485接

口，所述串口包括COM1端口、COM2端口、COM3端口及COM4端口；所述以太网口包括10/

100Base-T  LAN端口。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分布式电源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与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连接

的各分布式电源是通过各分布式电源的IP地址或序列号进行识别的。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分布式电源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口装置包括客户端

访问模块，所述客户端访问模块包括就地客户端访问模块，所述就地客户端访问模块用于

通过访问端口与客户端连接，所述访问端口为无线端口或以太网端口。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分布式电源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访问模块包

括远程客户端访问模块，所述远程客户端访问模块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与云运维管控装置连

接，所述信息传输模块将采集的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发送给所述云运维管控装置，客户

端通过浏览器在线访问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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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及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电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及

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小型分布式光伏作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分布式电源在管理维护方面有待完善。

分布式电源无序接入配电网，影响配电网的稳定、安全和可靠运行，仅靠配电网被动的应对

小型分布式电源接入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早期依靠人工巡检和手工

记录信息来对小型分布式电源进行信息采集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配网对小型分布式电源

接入要求的不断提高。为加强对小型分布式电源的统一管控，需要实时掌控小型分布式电

源的运行信息。

[0003] 目前小型分布式电源种类繁多、数量众多、位置分散、产权关系多样、通信接口、通

信介质和通信规约各不相同，接入信息也不一致，这就造成智能设备接入上级管理系统时

无统一接入手段，无法保证分布式电源智能设备信息可靠便捷地接入上级管理系统。在工

程实施中，也因为小型分布式电源建设情况的多样化带来信息接入具体施工复杂等问题，

例如没有有线公网敷设、就地智能设备分散等等。如公告号为“CN203554074U”，名称为“一

种分布式发电并网双电源接口装置”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件，该文件提供的分布式发电

并网双电源接口装置包括数据采集模块，但是该专利的数据采集模块只能采集某一种分布

式电源的信息，其适应性差，扩展性不好，无法满足多种多样的分布式电源的运行要求。

[0004] 此外，分布式电源信息的接入在网络快速识别及安全保密方面没有得到有效的保

障，缺乏方便可靠的实现方法。实现小型分布式电源多种智能设备信息流的透明化、标准

化、统一化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及监控系统，用于解

决现有技术中电源接口装置适应性差、扩展性不好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包括以下

方案：

[0007] 装置方案一，包括信息采集模块、信息传输模块，所述信息采集模块与所述信息传

输模块连接，所述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所述信息传输模块用于

将所述信息采集模块采集的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进行传输，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至少设置

有串口和以太网口分别用于连接对应的分布式电源。

[0008] 装置方案二，在装置方案一的基础上，所述串口为RS232/485接口，所述串口包括

COM1端口、COM2端口、COM3端口及COM4端口；所述以太网口包括10/100Base-T  LAN端口。

[0009] 装置方案三，在装置方案一的基础上，与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连接的各分布式电源

是通过各分布式电源的IP地址或序列号进行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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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装置方案四，在装置方案一的基础上，所述接口装置还包括规约转换模块，所述规

约转换模块与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连接，用于将所述信息采集模块采集的分布式电源的运行

信息进行通信规约转换，转换成统一的规约。

[0011] 装置方案五，在装置方案四的基础上，所述接口装置还包括客户端访问模块，客户

端访问模块包括就地客户端访问模块，所述就地客户端访问模块用于通过访问端口与客户

端连接，所述访问端口为无线端口或以太网端口。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分布式电源监控系统，包括以下方案：

[0013] 系统方案一，包括分布式电源、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及运维管理装置，

所述接口装置包括信息采集模块、信息传输模块，所述信息采集模块与所述信息传输模块

连接，所述信息传输模块与所述运维管理装置连接，所述信息传输模块用于将所述信息采

集模块采集的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进行传输给所述运维管理装置，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至

少设置有串口和以太网口分别用于连接对应的分布式电源，并用于采集分布式电源的运行

信息。

[0014] 系统方案二，在系统方案一的基础上，所述串口为RS232/485接口，所述串口包括

COM1端口、COM2端口、COM3端口及COM4端口；所述以太网口包括10/100Base-T  LAN端口。

[0015] 系统方案三，在系统方案一的基础上，与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连接的各分布式电源

是通过各分布式电源的IP地址或序列号进行识别的。

[0016] 系统方案四，在系统方案一的基础上，所述接口装置还包括客户端访问模块，客户

端访问模块包括就地客户端访问模块，所述就地客户端访问模块用于通过访问端口与客户

端连接，所述访问端口为无线端口或以太网端口。

[0017] 系统方案五，在系统方案四的基础上，所述客户端访问模块包括远程客户端访问

模块，所述远程客户端访问模块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与云运维管控装置连接，所述信息传输

模块将采集的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发送给所述云运维管控装置，客户端通过浏览器在线

访问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的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包括信息采集模块、信息传输模块，所

述信息采集模块与所述信息传输模块连接，所述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分布式电源的运行

信息，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至少设置有串口和以太网口分别用于连接对应的分布式电源。本

发明支持各种小型分布式电源接入信息互联装置，适用于情况多变的工程现场，降低了工

程施工复杂度。

[0020] 本发明为小型分布式电源分配IP地址或序列号，当分布式电源投入运行，进行身

份自动识别，提高了运行管理自动化程度。

[0021] 本发明可提供信息对外传输多种方式，支持以有线、WiFi、移动通信网络等方式进

行数据传输，适应环境能力强。

[0022] 本发明可提供信息就地显示界面，支持就地客户端直接访问，方便就地运行管理

人员获取详细信息；还可满足远程客户端在线访问实时数据，对分布式电源实时监控，并根

据需要进行控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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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通信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多台分布式电源的接入方式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的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的结构原理图；

[0027] 图5为手持终端访问信息互联装置的模拟量界面显示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9] 一种分布式电源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本实施例的信息互联装置可以为多个，如

图1、图2和图4所示，包括信息采集模块、信息传输模块，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分布式电源

的运行信息，信息传输模块用于连接远程监控装置及运维管控装置，还包括至少一个端口，

信息采集模块通过对应的端口连接对应的分布式电源；该接口装置还包括通信规约转换模

块。本实施例的接口装置采用模块化设计，最大程度的保证信息传输的有效性、完整性及安

全性，极具开放性，功能拓展性好、配置灵活，提供了从数据采集、传输直至区域管控装置和

运维管理装置的完整解决方案。

[0030] 信息互联装置的信息采集模块与分布式电源智能设备通过RS232/485串口和以太

网口方式相连，信息采集模块通过RS232/485串口和以太网口采集各小型分布式电源的运

行信息，并实时写入CPU内存中，将模拟量信息及状态量信息传输至通信规约转换模块。分

布式电源智能设备包括光伏变流器、风机变流器、储能变流器、电动汽车充放电机、安全并

网装置等，信息互联装置可支持同时接入不小于20台的分布式电源智能设备，各小型分布

式电源设置有IP地址或序列号，信息互联装置可通过识别IP地址或序列号识别接入的是哪

一种类型的分布式电源。如图3所示，信息互联装置的端口配置有4×RS232/485(COM1-

COM4)，2×10/100Base-TLAN，其中COM1-COM4口采用Modbus协议，每个COM端口采用“手拉

手”的方式与智能设备进行数据传输，通过设备的装置序列号识别智能设备，每一个COM端

口最多可挂接6台智能设备，以太网口LAN1通过路由器扩充端口数量，装置通过识别智能设

备的IP地址进行数据的传输，LAN1最多可挂接智能设备8台。信息采集模块对采集上来的模

拟量和状态量进行分组，便于设备管理和维护。

[0031] 本实施例的接口装置提供完备的外部系统接口，通道上支持RS232/485接口、以太

网接口及电力专线等多种通讯介质，支持WiFi、3G无线方式上送数据，支持移动终端接入浏

览系统。软件上支持与国内大部分厂家区域管控装置和运维管理装置进行通信并交换数

据。

[0032] 本实施例的通信规约转换模块将不同智能设备采用不同规约的信息转换成上级

管控装置或运维管控装置要求的统一规约，信息互联装置接入智能设备支持Modbus、

IEC103规约，也可以根据就地智能设备的需要扩充其他规约。规约转换模块统一将采集上

来的不同规约数据转换成IEC104规约，并进行信息加密，转发给远程监控装置。例如，通信

规约转换模块将各种类型通信规约(如Modbus/IEC103)转换成上级运维管理装置通信规约

(如IEC104)，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0033] 如图4所示，该接口装置还包括客户端访问模块，客户端访问模块通过客户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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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端连接，客户端访问模块包括就地客户端访问模块和远程客户端访问模块。其中，就

地客户端访问模块通过访问接口与客户端连接，且就地客户端访问模块支持无线客户端访

问及以太网客户端访问：其中无线客户端访问方式在没有内置无线模块的情况下，也可以

外接无线路由器，手持终端通过WiFi访问信息互联装置，Web信息由信息互联装置发布；以

太网客户端访问可以通过配置工具修改、查看实时数据，也可以由浏览器在线访问实时数

据，Web信息由信息互联装置发布。远程客户端访问模块通过移动通讯网络(2G/3G/4G)与运

维管理装置通讯，信息互联装置的信息传输模块将监测数据通过互联网VPN专线3G无线网

络上传至云运维服务器，远程客户端可通过浏览器在线访问实时数据，手持终端通过移动

通讯网络(2G/3G/4G)通过浏览器在线访问实时数据，Web信息由云运维服务器发布。

[0034] 信息传输模块通过以太网LAN2周期性的将数据传输至就地监控系统或上级管控

装置，客户端访问模块提供信息显示界面，为就地客户端提供各智能设备信息及统计分析

数据，同时客户端访问模块的LAN2端口可灵活的扩展WiFi/3G模块，手持终端可以就地或

WiFi的方式访问信息互联装置。信息互联装置可以通过VPN专线或GPRS将设备信息上传给

云运维服务器，手持终端通过移动通信网络(2G/3G/4G)的方式访问云运维服务器，实现智

能设备信息的远程管理。云运维服务器支持多台信息互联装置同时上传数据，构成信息互

联装置群，实现所有信息互联装置的运维管理装置主站级监控。

[0035] 信息传输模块还将经过规约转换后的信息通过广域网接口发送给云运维管控装

置和区域管理装置，如图4所示，运维管理装置对所辖区域内的小型分布式电源进行实时监

控，对运行数据、调节能力进行整合，实现小型分布式电源运行信息的实时统计、运行中心

主站与信息互联装置间的集群控制。基于大数据和云平台的运维服务中心，支持多台信息

互联装置同时上传设备信息，构建信息互联装置群，便于云端监管，形成适应小型分布式电

源建设情况多样化的信息接入接口装置。其中，集群指数γ(the  index  of  concentration)

可以用下面公式表示：

[0036]

[0037] 其中， si表示i区域信息互联装置安装运行数量占全部小型分布式

发电的比重，xi表示i区域信息互联装置运行调试人员占该产业全部运行调试人员的比重。

是赫芬达尔指数，是指投入运行的信息互联装置中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

和；zj指投入运行的信息互联装置第j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当γ＞0时，说明有集群效应，

γ越大，表示集群的程度越高。

[0038] 本实施例的信息互联装置系统管理单元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参数设置、逻辑处理

以及智能设备编码生成及安全加密，其中，加密算法采用的都是现有技术中的一些算法，如

DES加密算法、AES加密算法、PSA加密算法等。装置上电完成自检，初始化运行程序；查询响

应时间设置，信息互联装置满足召唤通信状态响应时间≤5秒，召唤模拟量响应时间≤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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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开关量响应时间≤5秒；通过RS232/485串口或以太网口自动识别分布式电源设备地址

并进行分组编码和安全加密；本实施例的信息互联装置的运行信息包括模拟量、开关量、告

警信息和历史曲线等参数，具体参数可以根据需要选配，如图5所示。

[003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分布式电源监控系统，该系统包括分布式电源、分布式电源

信息互联的接口装置及运维管理装置，接口装置包括信息采集模块、信息传输模块，信息采

集模块与信息传输模块连接，信息传输模块与运维管理装置连接，信息采集模块至少设置

有串口和以太网口分别用于连接对应的分布式电源，并用于采集分布式电源的运行信息。

[0040] 综上所述，本发明支持小型分布式电源智能设备多种方式接入，适应情况多样的

工程现场，降低工程施工复杂度；为小型分布式电源智能设备提供唯一编码，设备投入运

行，进行身份自动识别，提高运行管理自动化程度；提供信息对外传输多种方式，支持以有

线、WiFi、移动通信网络等方式进行数据传输，适应环境能力强，其中，移动通信技术、大数

据处理技术的发展，为小型分布式电源信息接入问题的解决提供技术支撑，也推动了光伏

扶贫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信息就地显示界面，支持以客户端直接访问，方便就地运行管理

人员获取详细信息；支持运维管理装置集群化管理信息，实现分布式电源的集中实时监控。

[0041] 以上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不局限于以上所描述的实施方式。本发明

的基本思路在于上述基本方案，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设计出各

种变形的模型、公式、参数并不需要花费创造性劳动。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

下对实施方式进行的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形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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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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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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