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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

端精确对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上电时，当检

测到台区集中器时钟异常或台区集中器时钟电

池电压低于电压阈值时，读取该台区下若干电表

的时钟；将读取到的电表时钟按时间顺序进行排

列，并选取队列中的中位数；依据该中位数的电

表时钟数据来同步台区时钟。通过上述初次校时

过程，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进行时钟校对。

然后在特定时刻，获取台区下所有电表的时钟，

依据记录的每块电表抄到的时钟和记录时刻系

统时基，分析计算出的特定时刻的时钟对集中器

进行精确时钟校对。本发明将台区集中器时钟自

动校对到合理误差范围内，保证现场采集任务的

正常运行，不会造成电力集抄系统数据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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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上电时，当检测到台区集中器时钟异常或台区集中器时钟电池电压低于电压阈值时，

读取该台区下若干电表的时钟；

将读取到的电表时钟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并选取队列中的中位数；

依据该中位数的电表时钟数据来同步台区时钟；在特定时刻，获取台区下所有电表的

时钟，依据记录的每块电表抄到的时钟和记录时刻系统时基，分析计算出的特定时刻的时

钟对集中器进行精确时钟校对；

判断所有电表时钟的有效性，剔除不合法电表时钟；

依据接收电表时钟时刻时的系统时基将剩余全部有效的电表时钟转换成当前时间；

将电表的当前时间通过正太分布函数进行换算，选取分布最广波形的波峰数值进行台

区集中器时钟校时。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依据接收电表时钟时刻时的系统时基将剩余全部有效的电表时钟转换成当前时间，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Second  =  ((TICK1‑  TICK0)/10+5)/10

Time1  =  Time0+  Second

其中，Second表示为当前时刻系统时基和数据接收时刻系统时基的差值，TICK1表示为

当前时刻系统时基，TICK0  表示为数据接收时刻系统时基，Time1表示为电表当前时间，

Time0表示为台区集中器抄读时刻的电表时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选取分布最广波形的波峰数值进行台区集中器时钟校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若波峰数值对应的电表当前时间与台区集中器时钟差值在时间差值范围内，则不对台

区集中器时钟进行校对；

若波峰数值对应的电表当前时间与台区集中器时钟差值不在时间差值范围内，则将该

电表当前时间作为台区集中器时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读取该台区下若干电表的时钟，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设置电表数量阈值；

若台区的电表数量大于电表数量阈值，则随机读取与电表数量阈值等同数量的电表时

钟；

若台区的电表数量小于电表数量阈值，则读取台区下所有电表的时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特定时刻为夜间的十一点。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时间差值范围为5分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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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集抄系统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

对时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力集抄系统中，若要保证现场集中器的正常运行，集中器时钟的误差必须在

在合理范围内。一般来说，现场运行的集中器在设计上可以满足集中器正常运行，无需自动

对时功能。但是目前国内使用的集中器的时钟电池普遍采用不可充电的锂‑亚硫酰氯电池，

该电池存在失效的可能，主要原因有生产工艺控制，硬件电路设计，电池品质等。因此，集中

器时钟就会受时钟电池问题或时钟芯片异常，造成集中器时钟出现故障，造成系统数据异

常，影响电力收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解决现有上述的问

题。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上电时，当检测到台区集中器时钟异常或台区集中器时钟电池电压低于电压阈值

时，读取该台区下若干电表的时钟；

[0006] 将读取到的电表时钟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并选取队列中的中位数；

[0007] 依据该中位数的电表时钟数据来同步台区时钟。

[0008]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还包括以下步骤：

[0009] 在特定时刻，获取台区下所有电表的时钟，依据记录的每块电表抄到的时钟和记

录时刻系统时基，分析计算出的特定时刻的时钟对集中器进行精确时钟校对。

[0010]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还包括以下步骤：

[0011] 判断所有电表时钟的有效性，剔除不合法电表时钟；

[0012] 依据接收电表时钟时刻时的系统时基将剩余全部有效的电表时钟转换成当前时

间。

[0013]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依据接收电表时钟时刻时的系统时基将剩余全部有效的

电表时钟转换成当前时间，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4] Second＝((TICK1‑TICK0)/10+5)/10

[0015] Time1＝Time0+Second

[0016] 其中，Second表示为当前时刻系统时基和数据接收时刻系统时基的差值，TICK1表

示为当前时刻系统时基，TICK0表示为数据接收时刻系统时基，Time1表示为电表当前时间，

Time0表示为台区集中器抄读时刻的电表时钟。

[0017]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还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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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将电表的当前时间通过正太分布函数进行换算，选取分布最广波形的波峰数值进

行台区集中器时钟校时。

[0019]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选取分布最广波形的波峰数值进行台区集中器时钟校

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0] 若波峰数值对应的电表当前时间与台区集中器时钟差值在时间差值范围内，则不

对台区集中器时钟进行校对；

[0021] 若波峰数值对应的电表当前时间与台区集中器时钟差值不在时间差值范围内，则

将该电表当前时间作为台区集中器时钟。

[0022]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读取该台区下若干电表的时钟，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3] 设置电表数量阈值；

[0024] 若台区的电表数量大于电表数量阈值，则随机读取与电表数量阈值等同数量的电

表时钟；

[0025] 若台区的电表数量小于电表数量阈值，则读取台区下所有电表的时钟。

[0026]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特定时刻为夜间的十一点。

[0027]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时间差值范围为5分钟内。

[0028] 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上述流程之后，现场时钟异常的台

区集中器，时间都可以自动校对到合理误差范围内，保证现场采集任务的正常运行，不会造

成数据异常，使电力收费系统稳定运行。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中初次校时过程的流程

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中精确校时过程的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上述的和另外的技术特征和优点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

[0032]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分布式时钟源对终端精确对时的方法，当检测到台区集中器

时钟异常或台区集中器时钟电源电压低于电压阈值时，则立即进入集中器进行初次校时流

程，之后在每天的特定时刻对集中器进行精确校时。在本实施例中，分布式时钟源即电表时

钟，终端即台区集中器。

[0033] 初次校时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0034] S101：上电时，当检测到台区集中器时钟异常或台区集中器时钟电源电压低于电

压阈值时，读取该台区下若干电表的时钟；

[0035] S201：将读取到的电表时钟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并选取队列中的中位数；

[0036] S301：依据该中位数的电表时钟数据来同步台区时钟。

[0037] 在步骤S101中，读取该台区下若干电表的时钟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0038] 设置电表数量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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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若台区的电表数量大于电表数量阈值，则随机读取与电表数量阈值等同数量的电

表时钟；

[0040] 若台区的电表数量小于电表数量阈值，则读取台区下所有电表的时钟。在本实施

例中，电表数量阈值设置为10块。

[0041] 如图2所示，精确校时流程包括以下内容：

[0042] S102：在特定时刻，获取台区下所有电表的时钟，依据记录的每块电表抄到的时钟

和记录时刻系统时基，分析计算出的特定时刻的时钟对集中器进行精确时钟校对。在本实

施例中，特定时刻为夜间的十一点，因为该时刻台区集中器数据应该抄读完毕，并且有剩余

一小时校时冗余时刻。

[0043] 数据分析校时过程包括S202数据剔除、S302数据转换以及S402数据选择三个步

骤。

[0044] 数据剔除步骤S202包括以下内容：

[0045] 判断所有电表时钟的有效性，剔除不合法电表时钟，不合法时钟包括以下情况：年

大于99年、月等于0或大于12、日等于0或大于31、时大于23、分大于59、秒大于59以及基于

2000年1月1日运算到设定的日期，核对日不等；

[0046] 依据接收电表时钟时刻时的系统时基将剩余全部有效的电表时钟转换成当前时

间。

[0047] 数据转换步骤S302通过以下公式换算将剩余全部有效的电表时钟转换成当前时

间。

[0048] Second＝((TICK1‑TICK0)/10+5)/10

[0049] Time1＝Time0+Second

[0050] 其中，Second表示为当前时刻系统时基和数据接收时刻系统时基的差值，TICK1表

示为当前时刻系统时基，TICK0表示为数据接收时刻系统时基，Time1表示为电表当前时间，

Time0表示为台区集中器抄读时刻的电表时钟。

[0051] 对于大样本数据应该是趋于正态分布的，但是和标准正态分布有所区别的是在存

在第二个波峰的可能。其原因是由于现场电表也存在时钟电池失效等情况，一般的能表时

钟失效时钟是滞后的，此时，正太分布的图表中会出现两个波峰的波形。因此，数据选择

S402步骤将电表的当前时间通过正太分布函数进行换算，选取分布最广(横向跨度大)波形

的波峰数值进行台区集中器时钟校时。在非常特殊情况下，如果现场的电能表时钟电池出

现大批量的失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选取分布最广(横向跨度大)波形的波峰数值是一种错

误的时钟，但是对于集中器数据完整性还是最大限度的得到保障。

[0052] S502：若波峰数值对应的电表当前时间与台区集中器时钟差值在时间差值范围

内，则不对台区集中器时钟进行校对；若波峰数值对应的电表当前时间与台区集中器时钟

差值不在时间差值范围内，则将该电表当前时间作为台区集中器时钟。在本实施例中，时间

差值范围为5分钟内。

[0053] 通过上述流程之后，现场时钟异常的台区集中器，时间都可以自动校对到合理误

差范围内，保证现场采集任务的正常运行。

[0054]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的

详细说明，应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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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特别指出，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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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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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8020716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