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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MSM7512BRS和 8031设计的远程电能管理系统 

The Remote Electric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Designed W _th MSM7512BRS and 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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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夼绍了利用调制解调芯片 NS,'d7512BRS和 MCS一51 

单片机 8031设计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构成和功能特点，用 

于规范化、科学化的电能管理活动中。设计完垒采用套共开 

关电话网络作为数据传输信道．技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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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电力工业现代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原始的手 

1二抄表方式势在必行 载波抄表技术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产 

生的 项新技术，它将通信电子技术应用于电能管理，为开创 

高质量电能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手段。 

本系统以 M0d咖 芯片 NSN7512BRS和 M125—51单片机 

8031为主构成数据采集子系筑，以公共开关电话网络(硼bk 

swltehed lele一曲one Ileh k，rsrN)作为媒体进行远程通信。虽 

然有的电能管理系统也采用了电话同传输，但 只是在上行部 

分，而下行部分仍用电力线传输。本文研究的是从用户终端 

到中央主机完全利用 PSrN做信道的自动抄表系统(耶 f日血 

meter reading，?3~IR)。 

其功能特点是：用电管理部门的 1个中心站惜助专用设 

备 能 与 各 用 户 电 能 表 通 信。每 一 电 能 表 上 都 装 有 

MSM7512BRS和8031构成的数据采集模块。由于 建立 

于大规模数据通信之前，在性能上是为适应传输模拟语音信 

号而设计的，带宽有限，仅限于 3(10～3'lOi)tk。通常情况下直 

接传输数字信号所需要的带宽比模拟信号所需要的带宽要宽 

得多，所以 PSTN不能直接传输数字信号。为了使数字信号能 

够在电话线上传输，必须对原始的数字信号进行转换，周此系 

统选用了性价比高的调制解诵芯片NN~／7512BRS来实现。 

管理子系统共同掏成 1个远程电能管理系统。系统采用主从 

分布式结构模型。 

通信方式上选择了半双工异步串行通信，即将数据按先 

后顺序，在信道上逐位传送。同一时问只能有一方传送数据。 

数据是一帧一帧传送的，每一串行帧的数据格式由三部分组 

成：起始位、数据位和停止位。首先是 1个起始位“0”，然后是 

8个数据位(规定低位在前，高位在后)，最后是停止位“1 ，1 

帧共 l0位。通信坍议规定：在发送端，每传送 1个数据都 

须是有起始位、数据位和 1个停止位的字符串；在接收端，也 

要按照起始位、数据位和 1个停止位的字符串进行计数接收： 

异步串行通信的帧数据格式如图 1所示： 

停止位 停止位 

圜1 异步串行通信的帧数据格式 

2 调制解调芯片 MSl~$12BRS 

NS1W／512BRS⋯是 OKI公司推出的一靛低价格嵌^式调 

f5j解调器lc。遵从 nv—T v．23规范忸j，它集成数字与模拟、 

调f6j与解词于一体，采用 FsK词f6j解调方式．宴现 1加Dd 半 

双工通信：内设回音消除电路，模拟输出时具有直接驱动能 

力。可用于 ITU—T v．23调制解调器(如低价格的内置调制 

解嗣器)、远程数字采集与传输、无线数字采集与传输。 

本系统将 MSM7512BP,S设置为被叫 Modem，回答中央子 

系统中标准 d帅 的呼叫，选用 MSM7512BRS的工作模式 0 

进行通信。 

MSM7512BIlS的工*模式 0 0于表 1。 

襄1 IVlN'CI7512BIIN的工作摸式襄 

1 系统结构模型和通信方式 

以 m芯片 512@RS和M岱一51单片机8031为 3 硬件系统 

主组成的远程数据采集于系统．通过电话网和电力公司中央 3．1 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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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Sl~$12BRS和8031设计的远程电能管理系统 刘彦伯。等 

基于 的远程电能管理系统由电能采集子系统 、中央 

控制于系统、财务瞥理子系统及电网配电瞥理子系统组成。 

系统总体结构框图如图 2所示。 

220v电力线 

圈2 系统总体结构框图 

3 2 电能采集子系统组成和功能 

3．2．1 电能采集子系统组成 

电能采集子系统包含调制解调模块、整流降压电路、时钟 

电路 数据脉冲采集、防窃电电流检测、供电遥控电路、断电检 

测、单片机时序电路、复位电路。 

① 调制解调模块(见图3) 

暑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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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3 调制解调模块框图 

调制解调模块由脚 512B瞄 、响铃检测电路和摘机检测 

电路组成。 删7512B骼 回答中央 d洲 的呼叫．当系统检 

测到振铃信号时摘机， 7512B骼 静音．并发送2 100 的应 

善音；随后，被叫 MSM7512BRS发送高波段的 MARK．直至与中 

央 Modem建立连接，两个 Ⅲ之间就可以进行数据通信 

。 

② 响铃检测电路 

电话网进线端 P】与 与用户电话并连。通常 P1与 P2 

闻约为 ±48V直流电压。该电压经 BR变为单极性后加到三 

极管 Tl的发射极上。当8031复位后， 7置⋯0，因此电路中 

T．与 均截止，PI、 端呈高阻抗。当铃渲高压正弦渡到来 

时，经 BR整流后 以半渡正弦电压加到铃渲检测电路的输入 

端。图中，D为印v稳压管，通常线路电压小于 60V．D截止。 

铃流到来时．因 D击穿．脉动电压经 滤波和 整形，在 B 

集电极上出现 1s低 、4吕高的方渡．该渡形由检测电路输出到 

8031的 6端。使三极管 与 导通 ，因而电阻 R1(约 

60Q0)接人．便完成了模拟摘机，如图4所示。 

3．2 2 电能采集子系统的功能 

对现有用户电能表改造后 ．黍加的电能采集子系统实现 

图4 响铃检酬电路 

对用户用电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存储，最后通过电话网输出用 

电信息给中央控制子系统。它能够 自动判别数据传辅和语音 

通话的需求 ，使通话与数据传输互不影响。同时 ，具有防窃电 

检测和报警等功能。 

4 系统软件 

系统实现的是数据采集和一机对多机的通信，其程序设 

计的关键仍是主从机之间远程通信的准确性， 确保整个系 

统运行时数据的安全、可靠=本系统中央软件采用 VB语言 

设计、单片机控制采用汇编语言设计 ．程序精炼。 

在程序设计时，采用通信协议的做法，由中央主机发出读 

表指令，从机执行指令、传输数据，同时进行校验，保证通信安 

全、可靠。通过中心控制软件实现对各从机的控制、处理本远 

程 AMR系统获取的电量数据，主要实现 下功能： 

① 系统运行参数设置、数据备份、数据恢复： 

② 用户电表档案查询、维护； 

③ 远程断电、供电控制功能； 

④ 与配电管理子系统联网．可以根据用电需求实现科学 

配电； 

⑤ 记录和分析各小区的负荷情况 三相用电平衡情况， 

实现用电安全运行监测； 

⑥ 与财务管理子系统联网实现收费管理现代化。 

5 结束语 

系统采用现有电话线作为通信信道，不增加信息传输 

通道成本；采用无振铃传辅设计 抄表时不会惊动用 户．避 

免造成误会，也不会遗漏外面打给用户的电话。系统设计 

遵守 1TU—T V．23枷议 ．符台电话网入网技术要求．不会对 

电话网产生影响。同时，根据用电量随时问及随地域分布 

情况的统计数据，可台理计算居民用电峰、平、谷时间，并据 

此实现浮动电价．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I导用户 

避开用电高峰．科学用电。这样特有助于稳定电网负荷．使 

电网能够在最佳状态下运行．保证生产安全和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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