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07428.0

(22)申请日 2020.06.05

(71)申请人 广东省永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9000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海

滨南路52号中信南航国际广场

    申请人 珠海市中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伍永超　金肇光　慕容建辉　陈楷　

周永文　郭卫东　陈周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久维律师事务所 11582

代理人 杜权

(51)Int.Cl.

G01R 31/08(2006.01)

G01R 31/00(2006.01)

G01R 19/165(2006.01)

G01D 21/02(2006.01)

H02J 1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

检测终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

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包括监测终端、谐波定

位模块、数据冻结模块、信息传输模块、监测分支

终端、供电模块、提示模块、线损分析模块、自我

检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计算模块、系统时

钟模块、无线温度检测模块、功能检测模块、故障

定位模块和电力数值测量模块，监测终端通过线

缆、无线和网络分别连接数据冻结模块、谐波定

位模块和信息传输模块，监测分支终端通过线

缆、无线和网络分别连接供电模块、提示模块、线

损分析模块、自我检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

计算模块；本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

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具有减少人的参与度、工作简

单、问题纠错快速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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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征在于：包括监测终端、

谐波定位模块、数据冻结模块、信息传输模块、监测分支终端、供电模块、提示模块、线损分

析模块、自我检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计算模块、系统时钟模块、无线温度检测模块、

功能检测模块、故障定位模块和电力数值测量模块，所述监测终端通过线缆、无线和网络分

别连接数据冻结模块、谐波定位模块和信息传输模块，所述监测分支终端通过线缆、无线和

网络分别连接供电模块、提示模块、线损分析模块、自我检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计算

模块、系统时钟模块、无线温度检测模块、功能检测模块、故障定位模块、电力数值测量模

块，所述功能检测模块包括过流检测、失压检测、过压检测、潮流反向检测和过载检测；

所述监测终端采用高速AD转换器，高速DSP+FPU处理器，可同时实现4路三相多达28个

通道的电参测量和计量；

所述谐波定位模块根据检测的数据进行并通过处理器实时计算谐波有功功率和谐波

有功电能，通过分析台区各区段线路的谐波电能进行定位谐波故障位置；

所述数据冻结模块通过智能终端TTU对检测的实时数据进行加密，并设定权限；

所述信息传输模块采用线缆、无线和4G网络进行信息的传输；

所述监测分支终端采用高速AD转换器，高速DSP+FPU处理器；

所述系统时钟模块采用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的内置硬件时钟电路，具有日历、计时和闰

年自动切换功能；

所述无线温度检测模块采用无线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带电物体表面或接点处的温度，

并通过无线的形式传给监测分支终端；

所述功能检测模块采用电压检测设备和电流检测设备进行检测线路的数据，并根据电

压和电流数据进行判断过压、过流、失压、过载和潮流反向；

所述故障定位模块根据不同检测线路数据的设备位置进行分析数据，并根据数据异常

的部件位置进行定位；

所述电力数值测量模块采用电流检测设备测量合相视在、有功和无功的实时需量；测

量分相视在、有功和无功的实时需量，测量合相视在最大需量，正向有功最大需量，反向有

功最大需量，四象限无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测量分相视在最大需量，正向有功最大需

量，反向有功最大需量，四象限无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需量测量模式可选滑差和区

间；

所述电网质量模块记录三相电压的最高电压及出现时间、最低电压及出现时间，统计

电压监测时间、超上限时间、超下限时间，电压超限率，可测量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波形失真

度及22次以内的谐波含量，实时测量三相电压电流不平衡度，当不平衡度超限时，存储为事

件记录；

所述自我检测模块采用电压检测设备和电流检测设备进行检测本终端内的电路情况；

所述线损分析模块通过安装在台区的各个分支点，并且提供按时间冻结的电量数据和

电参数据，TTU取得同一时刻各节点的电能和电流功率等数据后，并结合自动识别到的拓扑

信息进行分析线损；

所述提示模块采用6个LED  指示灯：电源指示灯、运行灯、载波通信灯、RS485通信灯、告

警灯、线路1/2/3/4故障灯进行提示线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征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856202 A

2



在于：所述供电模块采用超大电容进行储存电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征

在于：所述监测分支终端和监测终端均将数据生成XML文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征

在于：所述监测分支终端可通过RS485口监控现有的电能数据采集数据，自动识别集中器抄

表周期，在集中器抄表周期间隙进行对户表数据的采集，集中器对电表的采集报文数据，自

动分析，自动建立电表档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征

在于：所述监测分支终端通过控制辅助单元发送特征信号，在各监测分支终端之间互相识

别，监测终端能够识别到监测分支终端发出的无功特征信号，而下游或不同分支的监测分

支终端则无法识别，从而确定各监测分支终端之间的相互分支关系和上下游关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征

在于：所述线路接线端子及对地（外壳）、无电气联系的端子之间均能承受频率为50Hz。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征

在于：所述电力数值测量模块能够实时测量三相电压电流的谐波畸变率以及2~21次谐波含

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征

在于：所述系统时钟模块具有独立时钟电源，掉电后系统时钟不会丢失。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征

在于：所述谐波定位模块内谐波电能定时冻结，还可以对谐波污染源进行时间区段上的定

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其特

征在于：所述数据冻结模块采用整点冻结，日冻结和月冻结，整点冻结支持的数据有合相正

向有功电能、合相反向有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电能、分相反向有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谐

波电能、反向有功谐波电能，日冻结支持的数据有合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组合

无功1/2电能，四象限无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谐波电

能、反向有功谐波电能，合相正向有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反向有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

时间，月冻结支持的数据有合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组合无功1/2电能，四象限无

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组合无功1/2电能，四象限无功电能，分相正向

有功谐波电能、反向有功谐波电能，合相正向有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反向有功需量及其发

生时间，四象限无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分相正向有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反向有功需量及

其发生时间、四象限无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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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低压线路技术领域，具体为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

路检测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台区在实现电气拓扑时，需要对应每一级的名称，目前是怎么做的呢第一步，

将设备层设定地址，并用电脑或其他工具记录地址和设备名称的对应关系；第二步将所有

设备地址形成互联地址，然后将所有的互联地址上报给智能网关，智能网关将信息上传给

主站；第三步确定相邻两层的地址，所有相邻的两层地址确定完成后将各自的层级关系上

报给智能网关，智能网关将信息上传给主站；第四步将第一步记录的地址与设备名称对应

在主站层将拓扑关系修改成真实的设备名称，这样在主站查看时能清晰的指导第一层设备

是什么名称，这个名称对应的下一级设备叫什么名称清晰易懂。这种记录方法，人的参与度

过高，工作繁复很容易出错，出错后也不知道如何纠错，我们需要一种自动配对自己的名称

和地址的处理方法，不需人为记载自动生成，从而做到自动生成的拓扑结构自动产生设备

名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具

有减少人的参与度、工作简单、问题纠错快速的优点，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

压线路检测终端，包括监测终端、谐波定位模块、数据冻结模块、信息传输模块、监测分支终

端、供电模块、提示模块、线损分析模块、自我检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计算模块、系统

时钟模块、无线温度检测模块、功能检测模块、故障定位模块和电力数值测量模块，所述监

测终端通过线缆、无线和网络分别连接数据冻结模块、谐波定位模块和信息传输模块，所述

监测分支终端通过线缆、无线和网络分别连接供电模块、提示模块、线损分析模块、自我检

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计算模块、系统时钟模块、无线温度检测模块、功能检测模块、

故障定位模块、电力数值测量模块，所述功能检测模块包括过流检测、失压检测、过压检测、

潮流反向检测和过载检测；

所述监测终端采用高速AD转换器，高速DSP+FPU处理器，可同时实现4路三相多达28个

通道的电参测量和计量；

所述谐波定位模块根据检测的数据进行并通过处理器实时计算谐波有功功率和谐波

有功电能，通过分析台区各区段线路的谐波电能进行定位谐波故障位置；

所述数据冻结模块通过智能终端TTU对检测的实时数据进行加密，并设定权限；

所述信息传输模块采用线缆、无线和4G网络进行信息的传输；

所述监测分支终端采用高速AD转换器，高速DSP+FPU处理器；

所述系统时钟模块采用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的内置硬件时钟电路，具有日历、计时和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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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动切换功能，具有独立时钟电源，掉电后系统时钟不会丢失；

所述无线温度检测模块采用无线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带电物体表面或接点处的温度，

并通过无线的形式传给监测分支终端；

所述功能检测模块采用电压检测设备和电流检测设备进行检测线路的数据，并根据电

压和电流数据进行判断过压、过流、失压、过载和潮流反向；

所述故障定位模块根据不同检测线路数据的设备位置进行分析数据，并根据数据异常

的部件位置进行定位；

所述电力数值测量模块采用电流检测设备测量合相视在、有功和无功的实时需量；测

量分相视在、有功和无功的实时需量，测量合相视在最大需量，正向有功最大需量，反向有

功最大需量，四象限无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测量分相视在最大需量，正向有功最大需

量，反向有功最大需量，四象限无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需量测量模式可选滑差和区

间；

所述电网质量模块记录三相电压的最高电压及出现时间、最低电压及出现时间，统计

电压监测时间、超上限时间、超下限时间，电压超限率，可测量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波形失真

度及22次以内的谐波含量，实时测量三相电压电流不平衡度，当不平衡度超限时，存储为事

件记录；

所述自我检测模块采用电压检测设备和电流检测设备进行检测本终端内的电路情况；

所述线损分析模块通过安装在台区的各个分支点，并且提供按时间冻结的电量数据和

电参数据，TTU取得同一时刻各节点的电能和电流功率等数据后，并结合自动识别到的拓扑

信息进行分析线损；

所述提示模块采用6个LED  指示灯：电源指示灯、运行灯、载波通信灯、RS485通信灯、告

警灯、线路1/2/3/4故障灯进行提示线损；

优选的，所述供电模块采用超大电容进行储存电能。

[0005] 优选的，所述监测分支终端和监测终端均将数据生成XML文档。

[0006] 优选的，所述监测分支终端可通过RS485口监控现有的电能数据采集数据，自动识

别集中器抄表周期，在集中器抄表周期间隙进行对户表数据的采集，集中器对电表的采集

报文数据，自动分析，自动建立电表档案。

[0007] 优选的，所述监测分支终端通过控制辅助单元发送特征信号，在各监测分支终端

之间互相识别，监测终端能够识别到监测分支终端发出的无功特征信号，而下游或不同分

支的监测分支终端则无法识别，从而确定各监测分支终端之间的相互分支关系和上下游关

系。

[0008] 优选的，所述线路接线端子及对地（外壳）、无电气联系的端子之间均能承受频率

为50Hz。

[0009] 优选的，所述电力数值测量模块能够实时测量三相电压电流的谐波畸变率以及2~
21次谐波含量。

[0010] 优选的，所述系统时钟模块具有独立时钟电源，掉电后系统时钟不会丢失。

[0011] 优选的，所述谐波定位模块内谐波电能定时冻结，还可以对谐波污染源进行时间

区段上的定位。

[0012] 优选的，所述数据冻结模块采用整点冻结，日冻结和月冻结，整点冻结支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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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相正向有功电能、合相反向有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电能、分相反向有功电能，分相正

向有功谐波电能、反向有功谐波电能，日冻结支持的数据有合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

能、组合无功1/2电能，四象限无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

谐波电能、反向有功谐波电能，合相正向有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反向有功最大需量及

其发生时间，月冻结支持的数据有合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组合无功1/2电能，四

象限无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组合无功1/2电能，四象限无功电能，分

相正向有功谐波电能、反向有功谐波电能，合相正向有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反向有功需量

及其发生时间，四象限无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分相正向有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反向有功

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四象限无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本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通过数据冻结模块对数据进

行冻结，防止数据的人为修改，造成数据的分析错误，通过谐波定位模块进行谐波定位，方

便对问题点进行定位，采用监测分支终端与监测终端实现自动拓扑，方便识别，采用系统时

钟模块对时间进行记录，方便对线路进行进行时间记录，采用无线温度检测模块进行温度

检测，方便对线路的温度数据进行检测，采用功能检测模块对线路的过压、过流、失压、过载

和潮流反向进行检测，方便对线路数据进行检测。

[0014] 2.本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通过故障定位模块对线

路故障位置进行定位，方便及时维修，采用电力数值测量模块对电流的数据进行检测，方便

电路的检测，采用电网质量模块对电网数据进行测量和记载，方便检测电网情况，自我检测

模块进行自我线路检测，方便自我检测，防止出现问题，采用线损分析模块对线损进行检

测，采用提示模块进行提示故障问题，方便提示员工及时维修，采用供电模块进行储存电

能，保证数据的传输。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的系统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的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实施例1

请参阅图1、2，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括监测终端、谐波

定位模块、数据冻结模块、信息传输模块、监测分支终端、供电模块、提示模块、线损分析模

块、自我检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计算模块、系统时钟模块、无线温度检测模块、功能

检测模块、故障定位模块和电力数值测量模块，监测终端通过线缆、无线和网络分别连接数

据冻结模块、谐波定位模块和信息传输模块，监测分支终端通过线缆、无线和网络分别连接

供电模块、提示模块、线损分析模块、自我检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计算模块、系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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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模块、无线温度检测模块、功能检测模块、故障定位模块、电力数值测量模块，功能检测模

块包括过流检测、失压检测、过压检测、潮流反向检测和过载检测，监测分支终端和监测终

端均将数据生成XML文档，监测分支终端可通过RS485口监控现有的电能数据采集数据，自

动识别集中器抄表周期，在集中器抄表周期间隙进行对户表数据的采集，集中器对电表的

采集报文数据，自动分析，自动建立电表档案，监测分支终端通过控制辅助单元发送特征信

号，在各监测分支终端之间互相识别，监测终端能够识别到监测分支终端发出的无功特征

信号，而下游或不同分支的监测分支终端则无法识别，从而确定各监测分支终端之间的相

互分支关系和上下游关系；

监测终端采用高速AD转换器，高速DSP+FPU处理器，可同时实现4路三相多达28个通道

的电参测量和计量；

谐波定位模块根据检测的数据进行并通过处理器实时计算谐波有功功率和谐波有功

电能，通过分析台区各区段线路的谐波电能进行定位谐波故障位置，所述谐波定位模块内

谐波电能定时冻结，还可以对谐波污染源进行时间区段上的定位；

数据冻结模块通过智能终端TTU对检测的实时数据进行加密，并设定权限，所述数据冻

结模块采用整点冻结，日冻结和月冻结，整点冻结支持的数据有合相正向有功电能、合相反

向有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电能、分相反向有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谐波电能、反向有功谐

波电能，日冻结支持的数据有合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组合无功1/2电能，四象限

无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谐波电能、反向有功谐波电能，

合相正向有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反向有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月冻结支持的数

据有合相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组合无功1/2电能，四象限无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

电能、反向有功电能、组合无功1/2电能，四象限无功电能，分相正向有功谐波电能、反向有

功谐波电能，合相正向有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反向有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四象限无功需

量及其发生时间，分相正向有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反向有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四象限无

功需量及其发生时间；

信息传输模块采用线缆、无线和4G网络进行信息的传输；

监测分支终端采用高速AD转换器，高速DSP+FPU处理器；

系统时钟模块采用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的内置硬件时钟电路，具有日历、计时和闰年自

动切换功能，具有独立时钟电源，掉电后系统时钟不会丢失，所述系统时钟模块具有独立时

钟电源，掉电后系统时钟不会丢失；

无线温度检测模块采用无线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带电物体表面或接点处的温度，并通

过无线的形式传给监测分支终端；

功能检测模块采用电压检测设备和电流检测设备进行检测线路的数据，并根据电压和

电流数据进行判断过压、过流、失压、过载和潮流反向；

具体的：通过数据冻结模块对数据进行冻结，防止数据的人为修改，造成数据的分析错

误，通过谐波定位模块进行谐波定位，方便对问题点进行定位，采用监测分支终端与监测终

端实现自动拓扑，方便识别，采用系统时钟模块对时间进行记录，方便对线路进行进行时间

记录，采用无线温度检测模块进行温度检测，方便对线路的温度数据进行检测，采用功能检

测模块对线路的过压、过流、失压、过载和潮流反向进行检测，方便对线路数据进行检测。

[0018]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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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图1，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括监测终端、谐波定

位模块、数据冻结模块、信息传输模块、监测分支终端、供电模块、提示模块、线损分析模块、

自我检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计算模块、系统时钟模块、无线温度检测模块、功能检测

模块、故障定位模块和电力数值测量模块，监测终端通过线缆、无线和网络分别连接数据冻

结模块、谐波定位模块和信息传输模块，监测分支终端通过线缆、无线和网络分别连接供电

模块、提示模块、线损分析模块、自我检测模块、电网质量模块、电能计算模块、系统时钟模

块、无线温度检测模块、功能检测模块、故障定位模块、电力数值测量模块，功能检测模块包

括过流检测、失压检测、过压检测、潮流反向检测和过载检测，供电模块采用超大电容进行

储存电能，所述线路接线端子及对地（外壳）、无电气联系的端子之间均能承受频率为50Hz；

故障定位模块根据不同检测线路数据的设备位置进行分析数据，并根据数据异常的部

件位置进行定位；

电力数值测量模块采用电流检测设备测量合相视在、有功和无功的实时需量；测量分

相视在、有功和无功的实时需量，测量合相视在最大需量，正向有功最大需量，反向有功最

大需量，四象限无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测量分相视在最大需量，正向有功最大需量，反

向有功最大需量，四象限无功最大需量及其发生时间，需量测量模式可选滑差和区间，电力

数值测量模块能够实时测量三相电压电流的谐波畸变率以及2~21次谐波含量；

电网质量模块记录三相电压的最高电压及出现时间、最低电压及出现时间，统计电压

监测时间、超上限时间、超下限时间，电压超限率，可测量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波形失真度及

22次以内的谐波含量，实时测量三相电压电流不平衡度，当不平衡度超限时，存储为事件记

录；

自我检测模块采用电压检测设备和电流检测设备进行检测本终端内的电路情况；

线损分析模块通过安装在台区的各个分支点，并且提供按时间冻结的电量数据和电参

数据，TTU取得同一时刻各节点的电能和电流功率等数据后，并结合自动识别到的拓扑信息

进行分析线损；

提示模块采用6个LED  指示灯：电源指示灯、运行灯、载波通信灯、RS485通信灯、告警

灯、线路1/2/3/4故障灯进行提示线损；

具体的：通过故障定位模块对线路故障位置进行定位，方便及时维修，采用电力数值测

量模块对电流的数据进行检测，方便电路的检测，采用电网质量模块对电网数据进行测量

和记载，方便检测电网情况，自我检测模块进行自我线路检测，方便自我检测，防止出现问

题，采用线损分析模块对线损进行检测，采用提示模块进行提示故障问题，方便提示员工及

时维修，采用供电模块进行储存电能，保证数据的传输。

[0019] 工作原理：本发明基于XML文件实现自动拓扑识别的低压线路检测终端，初步开

始，线损分析模块进行分析线损数据，自我检测模块对自我部件和线路进行检测，电网质量

模块对电网数据进行检测，电力数值测量模块进行检测电力数据，功能检测模块进行线路

的过压、过流、失压、过载和潮流反向，无线温度检测模块进行检测线路中部件的温度数据，

检测分支终端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并通过信息传输模块传输至监测终端内，数据冻结模

块对数据进行冻结，并对数据权限进行限定，限定完成后，谐波定位模块根据谐波的有功功

率和谐波有功电能并根据歌曲各区段线路的监测分支终端的不同进行定位谐波故障位置，

当正常时，继续进行工作，而当出现故障时，故障定位模块根据检测的线路不同进行定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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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位置，并将定位信息传输至监测分支终端，监测分支终端将数据通过信息传输模块传输

至监测终端，监测分支终端根据故障问题情况进行打开电源指示灯、运行灯、载波通信灯、

RS485通信灯、告警灯、线路1/2/3/4故障灯进行故障情况，而当出现突然断电时，供电模块

进行供电，保证数据的传输，在本终端工作的过程中，监测分支终端和监测终端将数据生成

XML文档，方便手机端和平板的查看,手机端和平板根据信息生成一个含有设备名称并随机

一个网址去网关进行登记，登记后网关根据地址写入XML文件并通过网关传输至主站，主站

根据XML文件自动解析设备和地址之间的配对，自动生产设备名称表示的拓扑关系，而在工

作的过程中，监测分支终端对对应线路的电能数据进行采集，并自动分析和自动建立电表

档案，方便后期的查看，监测分支终端通过控制辅助单元发送特征信号，在各监测分支终端

之间互相识别，监测终端能够识别到监测分支终端发出的无功特征信号，而下游或不同分

支的监测分支终端则无法识别，从而确定各监测分支终端之间的相互分支关系和上下游关

系，最终确定整个台区JP  柜、分支箱和终端箱所有线路与设备的拓扑关系。

[002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1]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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