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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energy efficiency data concentration terminal, connected to a master station via the GPRS or the Ethernet; the
concentration terminal comprises a housing, an MCU module, a power supply storage module and a local debugging and mainten
ance module respectively connected to the MCU module, and a communication module connected to the MCU module; all the mod
ules are disposed in the housing; and the housing i s internally coated with an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layer. The energy efficiency
data concentration terminal provided by the present invention can acquire various energy efficiency parameters via a clustered de
ployment.

(57) 摘要:一种能效数据集中终端，与主站通过 GPRS 或以太网连接；所述集中终端包括：外壳、MCU 模块、与
所述 MCU 模块分别连接的电源存储模块和本地调试维护模块，与所述 MCU 模块连接的通信模块；上述全部模
块都设置在所述外壳中，所述外壳内部涂覆有电磁屏蔽层。本发明所提供的能效数据采集终端，通过集群式部
署，可以对多种能效参数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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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效数据集中终端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 电工仪器仪表行业能效采集装置，具体讲涉及一种能效数

据集中终端。

背景技术

现有技术中基础技术与基础数据的匮乏给节能产业的整体发展带来了很大

障碍 。准确的能效基础数据是评价所有节能技术效果的关键 。当前各种节能数

据、能效信息混乱给节能产业带来很多隐患。因此，亟待建立统一的能效数据

中心，获取全面的节能服务行业数据 ，为节能行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保

障，对节能项 目进行监测和节能服务机构进行评估 ，为国家和各级政府机构节

能政策提供支撑 。

准确的能效基础数据主要依赖于现场实时采集 ，需采用专用集中终端进行采

集并传输 。实际现场存在许多诸如相/线 电压/ 电流、功率因数、基波功率、谐波

功率等 电参数，这些参数的实时采集效果直接影响能效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因

此，亟待开发一种满足工业现场及能效监测要求的实时电能质量集中终端。

专利号为 ZL201020214236.2 的实用新型披露了一种安装模块化通信模块的

专变采集终端，用 以采集专变用户 电能信息的装置。所述专变集中终端 内固化

的远程通信模块和信号扩展接 口模块都设计成插拔式的模块，并制定统一的管

脚。

专利号为 ZL200920069055.2 的实用新型披露了一种无线数据采集终端，该

终端包括射频识别模块、主控模块 以及通信模块，以实现数据的无线采集和无

线传输。



专利号为 ZL200920279096.4 的实用新型披露 了一种 电量管理系统用采集终

端 ，以便于部署及扩展 。

专利号为 ZL200920236498.6 的实用新型披露 了一种用于低压 电力用户集 中

抄表系统 的采集终端 ，可 以在主站上操作 ，实现远程系统更新 。

以上 的实用新型为 电能质量集 中终端 的研发提供 了技术基础 ，但没有达到集

群式部署 、多种数据类型采集 、多种接 口传输等完全适应工业现场 能效谐波 电

量采集 的要求 。

发 明内容

为 了克服上述缺 陷，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 能效数据集 中终端 ，通过集群式部署 ，

可 以对多种谐波 电量参数进行采集 。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提供一种 能效数据集 中终端 ，所述 能效数据集 中

终端与主站通过 GPRS 或 以太 网连接 ；所述集 中终端包括 ：外壳、MCU 模块、

与所述 MCU 模块分别连接 的电源存储模块和本地调试维护模块 ，其改进之处在

于 ，与所述 MCU 模块连接 的通信模块 ；上述全部模块都设置在所述外壳中，所

述外壳 内部涂覆有 电磁屏蔽层 。

本发 明提供 的优选技术方案 中，所述 MCU 模块控制所述 电源存储模块、所

述通信模块和所述本地调试维护模块 。

本发 明提供 的第二优选技术方案 中，所述 电源存储模块包括直流 电源和数

据存储器 。

本发 明提供 的第三优选技术方案 中，所述本地调试维护模块包括 RS232 接

口和红外接 口。

本发 明提供 的第 四优选技术方案 中，所述通信模块包括 RS485 接 口和扩展

接 口；所述扩展接 口根据通信需求可选择插入 PLC 单元或微功率无线单元 。

本发 明提供 的第五优选技术方案 中，所述外壳 的电磁屏蔽层为高分子层 ；

所述外壳设有显示采集到 的参数 的显示装置和采集数据 的辅助端子 ；所述显示



装置与所述 MCU 模块连接 ，所述辅助 端子与所述通信模块连接 。

本发 明提 供 的第六优选 技术方案 中，所述 GPRS 使用型号为 Infineon Tech

7880 的芯片 。

本发 明提 供 的第 七优选 技术方案 中，所述 MCU 模块记录下述 事件及 下述功

能 ：电压/ 电流 曲线 、功率 曲线 、ABC 电流 / 电压偏差越 限事件 、失压/失流事件 、

电压 / 电流不平衡度 曲线 、闪变 曲线 、 电能量 日冻 结 、上 电、掉 电、清 零 、断相

和校 时 。

本 发 明 提 供 的 第 八 优 选 技 术 方 案 中 ， 所 述 MCU 模 块 是 型 号 为

AT91SAM9260 的芯片 。

本发 明提 供 的第 九优选 技术方案 中，所述数据存储器 是型号为 AT24C64 的

芯片 ，存储 空 间大 小为 64M 。

本发 明提 供 的第 十优选 技术方案 中，所述 红外接 口采用 型号为 HS0038B3V

的芯片 。

本发 明提 供 的较优选技术方案 中，所述 RS485 接 口一共有 3 个 ，所述 PLC

单元为型 号为 74HTC244 的芯片 ，所述 微功率无线 单元为型号为 CC1100 的芯片 。

本发 明提 供 的第 二较优选技术方案 中，所述显示装置为 2048 色 液 晶显示屏 ，

大 小为 3.5 英寸 。

本发 明提 供 的第 三较优选 技 术方案 中 ，所述 高分子层选 自聚苯胺 、聚 噻吩

或聚对苯撑 。

本发 明提 供 的第 四较优选 技 术方案 中 ，所述 掉 电是指三相 电压均低 于 电能

表 临界 电压 ，且 负荷 电流不大于 5%额 定 电流 的工况 ；

所述 失压 是指在 三相供 电系统 中 ，任 一 相 负荷 电流大于启动 电流 ，但 电压

线 的 电压低于 电能表参 比电压 的 78% 时 ，且持续 时间大于 1 分钟 ；

所述 失流 是指在 三相供 电系统 中 ，三相 电压大于 电能表 的临界 电压 ，三相

电流 中任 一相或两相 小于启动 电流 ，且其他相线 负荷 电流大于 5%额 定 电流 的工

况 ；



所述 电能量 日冻结是指 以天为单位对每天冻结的电能量进行通知。

本发明提供的第五较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校时采用硬时钟对时，所述硬

时钟与所述 MCU 模块连接 。

本发明提供的第六较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高分子层 由聚乙烯二氧噻吩制

成。

本发明提供的第七较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硬时钟采用型号为 DS1302 的芯

片。

与现有技术 比，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根据能效测评的实际需要 ，解决

现有的热工型、热工 电量型、基本 电量型、谐波 电量型、电能质量 电量型多种

能效数据集中终端在数据采集和传输中的难题 ，实现 了集群式部署、多种数据

类型采集、多种接 口传输等完全适应工业现场能效数据集中和传输的 目标，为

能效数据中心提供准确的能效基础数据 ，为国家和各级政府机构节能政策提供

支撑；此外，能效数据集中终端还充分考虑了不同工作环境需求，如通讯模式

可选择微功率无线或 PLC 等信号传输，并为未来主站实现智能控制留下扩展接

口；再者，所述集中终端抗干扰性强，所采用的电磁屏蔽层具备完善周密的电

磁兼容性设计 ，能够使集中终端在高低温、高压和高湿等恶劣环境运行时免除

电磁干扰 。

附图说明

图 1 为能效数据集中终端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集中终端外壳的前部示意图。

图 3 为集中终端外壳的后部和侧部示意图。

图 4 为辅助端子示意图。

图 5 为 RS485 接 口的远程本地示意图。

图 6 为 PLC 单元和微功率无线单元的远程本地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如图 1 至图 4 所示，所述能效数据集 中终端包括主机和与所述主站通过



GPRS 或 以太 网连接 的能效数据集 中终端 ；所述 能效集 中终端通过 3 路 RS485

接 口，及一路可插拔式微功率无线单元/PLC 自适应接 口，抄读用 电信息 的实时

数据 、日冻结数据 、曲线数据 ，且分类存储每个 终端 的 3 1 个 日零点 （次 日零点 ）

冻结 电能数据和 12 个 月末零点 （每月 1 日零点 ）冻结 电能数据 ，曲线数据 ；曲

线数据存储周期 固定为 15 分钟 ；并通过 GPRS 或 以太 网实现 与主站 的通讯 ，此

外 ，还采取 了直流 电源供 电模 式和硬 时钟设计 ，工作环境温度 、湿度 、大气压

力均满足用 电信 息集 中终端标准 ，具备完善周密 的 电磁屏蔽性 能 。 由于不作计

费计量 ，故不要求高精度计量 ，采集精度按照设备 B 级精度 。能效集 中终端设

计一路 RS232 接 口，作为本地调试接 口和客户对 能效集 中终端数据 的抄读接 口，

同时设计一路红外接 口，方便本地维护使用 。红外接 口采用型号为 HS0038B3V

的芯片 。

所述 能效数据集 中终端采用 GPRS 或者 以太 网方式与主站通信 ，通信规约

采用 Q/GDW 376.1-2009 主站与集 中终端通信协议规范 ；所述 GPRS 使用型号为

Infineon Tech 7880 的芯片 。

所述 能效数据集 中终端包括外壳 ，所述 外壳设有显示采集 到 的参数 的显示

装置和采集数据 的辅助端子 ；所述显示装置与所述 MCU 模块连接 ，所述辅助端

子分别与所述 RS485 接 口、PLC 单元或微功率无线单元连接 。

其 中，所述供 电电源采用直流 电源 供 电模 式 ，是 由于集 中终端传输 的是整

个企业 能效数据 ，一旦 出现掉 电则全部数据无法传输 ，故采取直流 电源增 强可

靠性 。

其 中，所述校 时采用硬 时钟模 式 ，所述硬 时钟采用型号为 DS1302 的芯片 ；

由于集 中终端传输数据量较大且距 离较远 ，传输要求严格 的同歩 时钟 ，故采取

硬 时钟方式 。

所述微控制单元 (MCU) ，采用具有 ARM9 内核 的 AT91SAM9260 作 为 MCU,

AT91SAM9260 的最高频率可达 180MHZ 。

所述微控制单元 （MCU) 模块为整个 终端 的核心 ，所述 MCU 模块是型号



为 AT91SAM9260 的芯片 ；所述 MCU 模块通过数据运算处理实现下述事件及下

述功能的记录 ：电压 / 电流 曲线 、功率 曲线 、ABC 电流 / 电压偏差越 限事件 、失压

/失流事件 、 电压 / 电流不平衡度 曲线 、闪变 曲线 、 电能量 日冻结、上 电、掉 电、

清零 、断相和校 时。

其 中，所述掉 电事件 是指三相 电压均低 于 电能表 临界 电压 ，且负荷 电流不

大于 5%额 定 电流 的工况 。

所述 失压是指在三相供 电系统 中，某相 负荷 电流大于启动 电流 ，但 电压线

路 的电压低于 电能表参 比电压 的 78% 时 ，且持续 时间大于 1 分钟 。

所述 失流是指在三相供 电系统 中，三相 电压大于 电能表 的临界 电压 ，三相

电流 中任一相或两相小于启动 电流 ，且其他相线 负荷 电流大于 5%额定 电流 的工

况 。

所述 电能量 日冻结是指对 当前冻结 的 电能量进行通知 。

对 电压/ 电流 曲线 、功率 曲线 、ABC 电流/ 电压偏差越 限事件 、 电压/ 电流不

平衡度 曲线 、闪变 曲线 、上 电、清零 、断相和校 时的记录均符合 以下 国家标准 ：

GB12326-2000 标准 、GB12325-2003 标准 、GB/T 14549-1993 标准 、和 GB/T

15945-1995 标准 。

其 中，所述 曲线记录 ，抄收 时间间隔缺省为 15mm ，可 以灵活设置其他数值 。

如 图 5、6 所示 ，所述通信模块利用 RS485 接 口、微功率无线单元或者 PLC

单元 中的其 中之一 ，其 中 RS485 接 口作为仪表 的标准配置接 口，微功率无线模

块和 PLC 模块设计成可插拔 的扩展接 口的形式 ，在仪表上使用 同一个接 口标准 ，

以便根据环境不 同及成本使用相应通信模块 。所述 RS485 接 口还可作为参数设

置 的维护接 口。

其 中，所述 PLC 单元为型号为 74HTC244 的芯片 ；所述微功率无线单元为

型号为 CC1100 的芯片 。

所述 CC1100 芯片 的规格为 ：工作频段 ：402 ~ 470mhz ; 微发射功率 ：最大

发射功率 lOmw; 休 眠 电流< lOua; 所 述 CC1100 芯片支持高精度温补 晶体 ，可



进行 8/16/32 信道等多信道选择并具有 rs232 I rs485 I uart 接 口等多种用户接 口，

并支持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 等通信速率，支持 8nl 、8el 等通信

格式，还可 自动、快速完成收/发模式切换，方便用户使用。

所述能效数据集中终端采取了硬时钟对时方式，使工作环境温度、湿度、

大气压力均满足用电信息集中终端标准。

其中，所述数据存储器使用的是型号为AT24C64 的芯片；以基本电量型监测

终端参数作为参考，设计为接入 100台终端，存储时间为30天，则容量为30 X 96

X 185 X 100=51MByte ，因此数据存储器设计大小为64M 。

以抄读20个数据项耗时20秒计算，则RS485 端 口和微功率无线单元端 口每个

端 口每分钟可抄读3个监测终端的数据，以采集周期为 15分钟计算，每个接 口15

分钟内可采集45个监测终端的数据。

因此，为了满足集中终端在 15分钟数据密度下采集 100块以上监测终端的数

据，设计将监测终端均匀接在3个RS485 接 口或者微功率无线单元接 口上，当只

使用微功率无线单元通信时，最多只能在 15分钟内抄完45个监测终端的数据。

所述能效数据集中终端的外壳涂覆有电磁屏蔽层，所述 电磁屏蔽层 由导电

高分子层形成，所述导电高分子层可以是具有可溶性或分散性的材料，如：聚

苯胺、聚噻吩和聚对苯撑；所述导电高分子层优选 由聚乙烯二氧噻吩制成。

所述电能质量集中终端的尺寸可以为：长 260mm 至 270mm ，宽 165mm 至

175mm, 高 70mm 至 80mm; 最优选的尺寸为：长 265mm ，宽 170mm ，高 75mm 。

需要声明的是，本发明内容及具体实施方式意在证明本发明所提供技术方

案的实际应用，不应解释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理启发下，可作各种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但这些变更或修

改均在 申请待批的保护范围内。



权 利 要 求

1、一种 能效数据集 中终端 ，所述 能效数据集 中终端与主站通过 GPRS 或 以

太 网连接 ；所述集 中终端包括 ：外壳 、MCU 模 块 、与所述 MCU 模 块分别连接

的 电源存储模块和本地调试 维护模块 ，其特征在 于 ，与所述 MCU 模 块连接 的通

信模块 ；上述全部模块都 设置在所述外 壳 中，所述 外壳 内部涂覆有 电磁 屏蔽层 。

2、根据权 利要求 1 所 述 的集 中终端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MCU 模 块控制所

述 电源存储模块 、所述通信模 块和所述 本地调试 维护模 块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集 中终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电源存储模 块包括

直流 电源 和数据存储器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集 中终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本地调试 维护模块

包括 RS232 接 口和红外接 口。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集 中终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信模块包括 RS485

接 口和扩 展接 口；所述扩展接 口根据通信 需求可选择插 入 PLC 单元或微功率无

线单元 。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集 中终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壳 的 电磁 屏蔽层

为高分子层 ；所述 外 壳设有显示采集 到 的参数 的显示装置和采集 数据 的辅助 端

子 ；所述 显示装置与所述 MCU 模 块连接 ，所述 辅助端子与所述通信模块连接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集 中终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 GPRS 使用 型号为

Infineon Tech 7880 的芯片 。



8、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 MCU 模块记录下

述事件及下述功能：电压/电流 曲线、功率曲线、ABC 电流/电压偏差越限事件、

失压/失流事件、电压/电流不平衡度 曲线、闪变 曲线、电能量 日冻结、上电、掉

电、清零、断相和校时。

9、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 MCU 模块是型号

为 AT91SAM9260 的芯片。

10、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存储器是型

号为 AT24C64 的芯片，存储空间大小为 64M 。

11、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接 口采用型

号为 HS0038B3V 的芯片。

12、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 RS485 接 口一共

有 3 个，所述 PLC 单元为型号为 74HTC244 的芯片，所述微功率无线单元为型

号为 CC1100 的芯片。

13、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装置为 2048

色液晶显示屏，大小为 3.5 英寸。

14、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分子层选 自聚

苯胺、聚噻吩或聚对苯撑。

15、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

所述掉电是指三相电压均低于电能表临界电压，且负荷电流不大于 5%额定

电流的工况；



所述失压是指在三相供电系统中，任一相负荷 电流大于启动电流，但 电压

线的电压低于电能表参比电压的 78% 时，且持续时间大于 1 分钟；

所述失流是指在三相供电系统中，三相 电压大于电能表的临界电压，三相

电流中任一相或两相小于启动电流，且其他相线负荷电流大于 5%额定电流的工

况；

所述电能量 日冻结是指以天为单位对每天冻结的电能量进行通知。

16、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校时采用硬时钟 ;

所述硬时钟与所述 MCU 模块连接。

17、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分子层 由聚乙

烯二氧噻吩制成。

18、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集中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硬时钟采用型号

为 DS1302 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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