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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利用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

件和多功能电能表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软件的返

回数据配置表，返回数据配置表中的数据项来源

于实物的多功能电能表，从而保证了各项返回数

据之间的逻辑合理，因此自动生成的完整返回数

据配置表，返回数据准确，无需人工配置大量数

据，测试用电采集设备的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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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多功能电表通信协议标准文件中包括的所有第一数据标识导入计算机上的模拟

电表软件的抄读数据配置表文件中；

S2，将计算机与多功能电表进行连接，

S3，运行计算机上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所述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

数据软件依次读取所述的抄读数据配置表中的第一数据标识，每读取一个第一数据标识

后，所述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根据多功能电表通信协议的数据链路层要求，

组织抄表报文，并将抄表报文通过电脑串口下发给所述的多功能电表，多功能电表接收到

抄表报文命令后进行解析判断并提取出对应的电表返回数据，然后将电表返回数据按照多

功能电表通信协议的数据链路层要求，组织报文应答并发送给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

软件，所述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对所述的报文应答进行处理，抽取出电表返

回数据中的电表实际数据，并将该电表实际数据写入模拟电表软件的返回数据配置表中；

第一数据标识全部被读取后生成完整的返回数据配置表；

S4，将计算机与用电信息采集设备进行连接；

S5，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抄表时，将抄表命令发送给模拟电表软件，模拟电表软件接收到

抄表命令后，解析出抄表命令中的第二数据标识，然后通过二分法在返回数据配置表中查

找与第二数据标识相对应的第一数据标识及电表实际数据，并按照多功能电表通信协议的

数据链路要求，组织报文应答发送至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所述的用电信息采集设备读取电

表实际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

数据标识按照升序方式排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表

实际数据中包括抄表时间，所述的模拟电表软件组织报文应答时将抄表时间返回固定时

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表

实际数据中包括抄表时间，所述的模拟电表软件组织报文应答时将抄表时间返回计算机的

当前时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设置所述的

模拟电表软件的正向有功功率根据线性函数的特性增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用电

信息采集设备具有自动搜表功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于所述的模

拟电表软件运行过程中，修改所述的返回数据配置表中的数据标识及对应的电表实际数

据，用于检测用电信息采集设备的电表故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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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电采集设备的检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测试过程中，需要抄读多台多功能电表的数据，一台多功能电

表的具体数据达6000多项，且各数据项返回值之间具有逻辑性，现有的在使用模拟电表软

件代替多台多功能电表对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测试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模拟电表软件的返回

数据配置表，返回数据配置表一般包括数据标识和电表实际返回数据，但现有的返回数据

配置表中电表的各种电表实际返回数据的生成方式是采用人工逐项配置的方法产生的，且

只配置了电表返回数据常用项的返回值，同时该些数据之间无逻辑性，因此人工配置返回

数据配置表中电表实际返回数据的工作量大、容易出错、效率低且数据不完整。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该方法能自动生成完整的返回

数据配置表。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0005] S1，将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标准文件中包括的所有第一数据标识导入计算机上

的模拟电表软件的抄读数据配置表文件中；

[0006] S2，将计算机与多功能电表进行连接，

[0007] S3，运行计算机上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所述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

返回数据软件依次读取所述的抄读数据配置表中的第一数据标识，每读取一个第一数据标

识后，所述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根据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的要求，组织抄

表报文，并将抄表报文通过电脑串口下发给所述的多功能电表，多功能电表接收到抄表报

文命令后进行解析判断并提取出对应的电表返回数据，然后将此电表返回数据按照多功能

电能表通信协议的要求，组织报文应答并发送给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所述的

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对所述的报文应答进行处理，抽取出电表返回数据中的电

表实际数据，并将该电表实际数据写入模拟电表软件的返回数据配置表中；第一数据标识

全部被读取后生成完整的返回数据配置表；

[0008] S4，将计算机与用电信息采集设备进行连接；

[0009] S5，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抄表时，将抄表命令发送给模拟电表软件，模拟电表软件接

收到抄表命令后，解析出抄表命令中的第二数据标识，所述的第二数据标识与所述的第一

数据标识一一对应，然后通过二分法在返回数据配置表中查找与第二数据标识相对应的电

表实际数据，并按照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的数据链路要求，组织报文应答发送至用电信

息采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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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后，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1] 本发明首先利用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和多功能电能表自动生成模拟

电表软件的返回数据配置表，返回数据配置表中的数据项来源于实物的多功能电能表，从

而保证了各项返回数据之间的逻辑合理、准确且无需人工配置大量数据，提高了用电采集

设备的测试效率。

[0012] 作为改进，所述的第一数据标识按照升序方式排列，提高了模拟电表检索及响应

的效率。

[0013] 作为改进，所述的电表实际数据中包括电表时间，所述的模拟电表软件组织报文

应答时将电表时间返回预设的固定时间或计算机当前时间，便于用电信息采集设备的检

测。

[0014] 作为改进，所述的电表实际数据包括电表正向有功总电能量，设置所述的模拟电

表软件组织报文应答时将电表正向有功总电能量返回预设的固定值，便于用电信息采集设

备的检测。

[0015] 作为改进，所述的电表实际数据包括电表正向有功总电能量，设置所述的电表正

向有功总电能量依据有功功率线性增减，便于用电信息采集设备的检测。

[0016] 作为改进，所述的用电信息采集设备具有自动搜表功能，所述的模拟电表软件支

持被所述的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搜索，便于用电信息采集设备与模拟电表软件之间的连接。

[0017] 作为改进，于所述的模拟电表软件运行过程中，修改所述的返回数据配置表中的

数据标识及对应的电表实际数据，用于检测用电信息采集设备的电表故障功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计算机与多功能电能表连接的示意图

[0019] 图2为计算机与用电信息采集设备连接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结合图1和图2，本发明中自动生成完整的返回数据配置表的步骤为：

[0021] 一种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S1，将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标准文件中包括的所有第一数据标识导入计算机上

的模拟电表软件的抄读数据配置表文件中；

[0023] S2，将计算机与多功能电表进行连接，

[0024] S3，运行计算机上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所述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

返回数据软件依次读取所述的抄读数据配置表中的第一数据标识，每读取一个第一数据标

识后，所述的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根据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的要求，组织抄

表报文，并将抄表报文通过电脑串口下发给所述的多功能电表，多功能电表接收到抄表报

文命令后进行解析判断并提取出对应的电表返回数据，然后将此电表返回数据按照多功能

电能表通信协议的要求，组织报文应答并发送给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所述的

自动生成模拟电表返回数据软件对所述的报文应答进行处理，抽取出电表返回数据中的电

表实际数据，并将该电表实际数据写入模拟电表软件的返回数据配置表中；第一数据标识

全部被读取后生成完整的返回数据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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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S4，将计算机与用电信息采集设备进行连接；

[0026] S5，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抄表时，将抄表命令发送给模拟电表软件，模拟电表软件接

收到抄表命令后，解析出抄表命令中的第二数据标识，所述的第二数据标识与所述的第一

数据标识一一对应，在本发明中，每个第一数据标识对应一个电表实际数据，然后模拟电表

软件通过二分法在返回数据配置表中查找第一数据标识及与其对应的电表实际数据，即实

现了根据第二数据标识查找相对应的电表实际数据，最后模拟电表软件按照多功能电能表

通信协议的数据链路要求，组织报文应答发送至用电信息采集设备。

[0027] 模拟电表软件的返回数据配置表的内容如下所示，

[0028]

[0029] 在本发明中，设置的第一数据标识与第二数据标识完全相同，在电表实际数据中

包括电表时间信息，模拟电表软件组织报文应答时将电表时间返回预设的固定时间或者电

脑当前时间，便于检测用电采集设备。电表实际数据中还包括正向有功总电能量信息，模拟

电表软件组织报文应答时，可选择将电表正向有功总电能量返回一个预设的固定值，也可

以设置正向有功总电能量依据有功功率线性增减增减，便于用电信息采集设备的检测。用

电信息采集设备具有自动搜表功能，模拟电表软件支持被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搜索，模拟电

表软件通过判断缩位搜表命令地址并自动连接处理，对于支持的唯一表地址尾号，返回完

整表地址命令，对于支持的不唯一表地址尾号，不返回命令。模拟电表软件可以设置支持某

些多功能电能表的表地址，或者支持全部的多功能电能表的表地址，模拟电表软件还可以

根据所有多功能电能表的表地址返回相同数据或者表地址参与运算返回不同数据，在模拟

电表软件运行过程中，支持随时手工修改返回数据配置表中的某项第一数据标识对应的电

表实际数据，用于用电信息采集设备的电表故障功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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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6

CN 107576926 B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