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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

系统，包括设置于各个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

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控制开关、电表以及设置

在远端的电力负荷监控中心；负荷控制装置具有

第一 GPRS 通信模块；负荷控制装置通过其第一

GPRS 通信模块经由 GPRS 网络与电力负荷监控中

心通信；负荷控制装置与控制开关和电表信号电

连接；其结构特点是：负荷控制装置与电能质量

监测装置的通信串口信号电连接；同一用户端的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和负荷控制装置共享通信链路

或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受负荷控制装置控制与电力

负荷监控中心通信。本发明能降低供电部门的通

信运行成本，提高用电异常时执行停限电的准确

性和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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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包括设置于各个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

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控制开关、电表以及设置在远端的电力负荷监控中心；负荷控制装

置具有第一GPRS通信模块；负荷控制装置通过其第一GPRS通信模块经由GPRS网络与电力

负荷监控中心通信；负荷控制装置与同一用户端的控制开关和电表信号电连接；电能质量

监测装置具有第二 GPRS 通信模块；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和负荷控制装置均具有通信串口；负荷控制装置的通信串口

与同一用户端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通信串口信号电连接；所述的负荷控制装置接收电力

负荷监控中心上传电力用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的命令，控制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第二 GPRS

通信模块经 GPRS 网络向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上传本客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负荷控制装置

接收电力负荷监控中心停止上传电力用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的命令，相应控制电能质量监

测装置的第二 GPRS 通信模块停止向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上传本客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负荷

控制装置通过串口通信接收并处理同一用户端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数据；当负荷控制装

置判断用户端用电异常或负荷控制装置接收到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的停限电操作命令时，负

荷控制装置通过控制与其连接的同一用户端的控制开关动作，执行停限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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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在供电部门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所采用

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的结构框图如图 1 所示，其主要由设置于各个用户终端

侧的负荷控制装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PQMD）、控制开关、电表以及设置在远端（通常在供

电管理部门）的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等组成。负荷控制装置内设有第一 GPRS 通信模块；电

能质量监测装置内设有第二 GPRS 通信模块。目前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的运

行模式为：由设置于各个用户终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和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各自的 GPRS 通信

模块分别通过各自的通信链路与远端的电力负荷监控中心通信；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通过电

表将其实时采集的用电客户的电能质量参数通过其自身的 GPRS 链路上传给电力负荷监控

中心，由电力负荷监控中心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实时运算分析；负荷控制装置通过其自身的

GPRS 链路与远程负荷监控中心通信，获取本客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以及电力负荷监控中心

下达的动作命令；当电力负荷监控中心判断某一客户的电能质量出现问题或出现负荷过大

等异常时，电力负荷监控中心向该客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下达停限电指令，通过该客户端

的负荷控制装置控制与其连接的控制开关动作，对该客户实施停电和限电动作，达到“限电

到户”、“限电不拉路”以及保护用电设备的目的。

[0003] 目前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各个用户终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和电能质

量监测装置分别通过1路 GPRS通信链路也即1个用户终端采用双GPRS通信链路与远端的

电力负荷监控中心通信；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由于当前电力用户的数量十分庞大，在同

一时间，大量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需要与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一直保持在线通信状态，再加

上网络的不稳定性，使得电力负荷监控中心实时、完整、可靠地采集所有用户的用电质量信

息十分困难 ；二是所有用户的电能质量参数均由电力负荷监控中心进行运算并对是否出现

异常进行判断，使得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不堪重负；三是当某一客户端用电异常时，需要经该

客户端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上传数据、电力负荷监控中心运算处理判断该异常数据后，再

向该客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下达控制命令等环节，从而使得该客户端监测到用电异常到该

客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的响应时间延长，造成处理不及时的问题；四是通信部门的 GPRS 业

务根据流量计费，双 GPRS 通信链路增加供电部门的运营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使用时能够有效提高用户端的

负荷控制装置在发生异常时执行停限电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并能有效降低供电部门通信运

行成本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包括设置于各

个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控制开关、电表以及设置在远端的电力

说  明  书CN 104267301 B

3



        2/4 页

4

负荷监控中心；所述的负荷控制装置具有第一 GPRS 通信模块；负荷控制装置通过其第一

GPRS 通信模块经由 GPRS 网络与电力负荷监控中心通信；负荷控制装置与同一用户端控制

开关和电表信号电连接；其结构特点是：

[0006] 上述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和负荷控制装置均具有通信串口；负荷控制装置的通信

串口与同一用户端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通信串口信号电连接；同一用户端的电能质量监

测装置和负荷控制装置共享由负荷控制装置通过其第一GPRS通信模块利用GPRS网络与电

力负荷监控中心建立的通信链路。

[0007] 进一步的方案是 : 上述的负荷控制装置通过串口通信接收并处理同一用户端的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数据；当负荷控制装置判断用户端用电异常或负荷控制装置接收到电

力负荷监控中心的停限电操作命令时，负荷控制装置通过控制与其连接的同一用户端的控

制开关动作，执行停限电操作。

[0008] 本发明的另一种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包括设置于各个电力用户端的

负荷控制装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控制开关、电表以及设置在远端的电力负荷监控中心；

负荷控制装置具有第一GPRS通信模块；负荷控制装置通过其第一GPRS通信模块经由GPRS

网络与电力负荷监控中心通信；负荷控制装置与同一用户端控制开关和电表信号电连接；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具有第二 GPRS 通信模块；其结构特点是：所述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和负

荷控制装置均具有通信串口；负荷控制装置的通信串口与同一用户端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

的通信串口信号电连接；所述的负荷控制装置接收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上传电力用户端的电

能质量参数的命令，控制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第二 GPRS 通信模块经 GPRS 网络向电力负荷

监控中心上传本客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负荷控制装置接收电力负荷监控中心停止上传电

力用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的命令，相应控制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第二 GPRS 通信模块停止

向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上传本客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

[0009] 进一步的方案是 : 上述的负荷控制装置通过串口通信接收并处理同一用户端的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数据；当负荷控制装置判断用户端用电异常或负荷控制装置接收到电

力负荷监控中心的停限电操作命令时，负荷控制装置通过控制与其连接的同一用户端的控

制开关动作，执行停限电操作。

[0010] 本发明具有积极的效果：（1）本发明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改变现

有技术中负荷控制装置与电能质量监测装置之间通信相互分离的设计模式，其第一种实现

方式通过将同一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和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直接建立通信连接，由负

荷控制装置通过1路GPRS通信链路与电力负荷监控中心通信；其第二种实现方式通过将同

一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和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直接建立通信连接，由负荷控制装置接

收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上传数据的命令时，才相应控制电能质量监测装置与电力负荷监控中

心建立通信上传数据，不需要上传数据时，电能质量监测装置与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中断通

信；该 2 种实现方式均可大幅降低用户端与负荷监控中心之间的 GPRS 网络带宽和流量，减

轻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的通信压力，降低供电部门的通信运行成本。（2）本发明的电力用户用

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负荷控制装置直接共享同一电力用户端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监测

数据，负荷控制装置对共享的电能质量监测数据实时进行分析判断，出现用电异常时通过

控制开关进行停限电操作，从而能够有效提高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在发生异常时执行停

限电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并且大幅减轻了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的运算负担。（3）本发明的电力

说  明  书CN 104267301 B

4



        3/4 页

5

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在现有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只需利

用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和电能质量监测装置所空置的串口接口即可方便实现改造，

实施工艺简单，接线方便，改造成本极低，易于大面积推广。

附图说明

[0011] 图 1为现有技术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 2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3] 图 3为本发明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5] （实施例 1）

[0016] 见图 2，本实施例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主要由设置于各个电力用户

终端的负荷控制装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控制开关、电表以及设置在远端（通常在供电管

理部门）的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等组成。

[0017]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与电表信号电连接，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用于实时采集电力用户

端的电能质量相关参数。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具有通信串口。

[0018] 负荷控制装置与控制开关和电表信号电连接；负荷控制装置具有第一 GPRS 通信

模块和通信串口；负荷控制装置的通信串口通过信号线与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通信串口信

号电连接；负荷控制装置通过其第一 GPRS 通信模块利用现有的 GPRS 网络与远端的电力负

荷监控中心通信。

[0019] 负荷控制装置与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通过串口通信实现对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数

据共享，负荷控制装置实时对共享的电能质量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当负荷控制装置判断用

户端用电异常或负荷控制装置接收到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的停限电操作命令时，负荷控制装

置通过控制与其连接的控制开关动作，执行停限电操作。

[0020] 当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需要向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上传数据时，由负荷控制装置通过

其第一GPRS通信模块利用GPRS网络上传给远端的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也即同一用户端的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和负荷控制装置共享负荷控制装置通过其第一 GPRS 通信模块利用 GPRS

网络与电力负荷监控中心建立的通信链路。

[0021] 本实施例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改变现有技术中负荷控制装置与电

能质量监测装置之间通信相互分离的设计模式，通过将同一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和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直接建立通信连接，由负荷控制装置通过 1 路 GPRS 通信链路与电力负

荷监控中心通信；从而可大幅降低用户端与负荷监控中心之间的 GPRS 网络带宽和流量，减

轻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的通信压力，降低供电部门的通信运行成本；同时，负荷控制装置直

接进行电能质量监测数据的实时分析判断，出现用电异常时通过控制开关直接进行停限电

操作，从而能够有效提高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在发生异常时执行停限电的准确性和及时

性，并且大幅减轻了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的运算负担；而且，其只需在现有的电力用户用电信

息采集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利用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和电能质量监测装置所空置的

串口接口即可方便实现改造，实施工艺简单，接线方便，改造成本极低，易于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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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实施例 2）

[0023] 见图 3，本实施例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其他方面与实施例 1 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具有第二GPRS通信模块，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第二GPRS

通信模块。

[0024] 本实施例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当电力负荷监控中心需要接收某一

电力用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时，电力负荷监控中心向该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发送上传电

力用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的命令，负荷控制装置控制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第二 GPRS 通信

模块启动，经 GPRS 网络建立与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的通信连接，并上传本客户端的电能质量

参数；参数传输完毕或不需要传输参数时，负荷控制装置接收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相应的停

止上传电力用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的命令，控制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第二 GPRS 通信模块

关闭，停止向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上传本客户端的电能质量参数。

[0025] 本实施例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通过将同一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

装置和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直接建立通信连接，由负荷控制装置接收电力负荷监控中心上传

数据或停止上传数据的命令，相应控制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的第二 GPRS 模块与电力负荷监

控中心通信或中断通信；从而可大幅降低用户端与负荷监控中心之间的 GPRS 网络带宽和

流量，减轻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的通信压力，降低供电部门的通信运行成本；同样，本实施例

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负荷控制装置直接共享同一电力用户端的电能质量监

测装置的监测数据，负荷控制装置对共享的电能质量监测数据实时进行分析判断，出现用

电异常时通过控制开关进行停限电操作，从而能够有效提高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在发生

异常时执行停限电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并且大幅减轻了电力负荷监控中心的运算负担 ；本

实施例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在现有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控制系统的基

础上，只需利用电力用户端的负荷控制装置和电能质量监测装置所空置的串口接口即可方

便实现改造，实施工艺简单，接线方便，改造成本极低，易于大面积推广。

[0026] 以上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换和变化而

得到相对应的等同的技术方案，因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均应该归入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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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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