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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

水表，包括进水口接头、线路板、电池、线路板支

架、线路板压板、出水口接头、基表、外罩；电池给

线路板和减速机供电；线路板和减速机连接；电

池和减速机通过线路板压板分别固定在线路板

支架和基表上；所述线路板带有液晶显示器；所

述水表还包括计量系统，本发明利用目前成熟的

大口径水平螺翼式水表的结构原理，使得水表的

结构简单，水流的流道尺寸要求短，将水表机芯

与球阀无缝连接；立式安装方式可有效的克服水

平螺翼水表灵敏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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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包括进水口接头（12）、线路板（21）、电池（19）、线

路板支架（18）、线路板压板（20）、出水口接头（2）、基表（4）、外罩（23）；电池（19）给线路板

（21）和减速机（22）供电；线路板（21）和减速机（22）连接；电池（19）和减速机（22）通过线路

板压板（20）分别固定在线路板支架（18）和基表（4）上；所述线路板（21）带有液晶显示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水表还包括计量系统，进水口接头（12）、计量系统、出水口接头（2）依次连接

并安装在基表（4）上；外罩（23）罩在基表（4）上；

所述计量系统包括机芯和信号线路板（14）、信号杆（15）、垫片（16）、信号杆压套（17）；

机芯包括机芯上部（6）、两根顶针（7）、磁钢（8）、两个玛瑙（9）、螺翼叶轮（10）、机芯下部

（11）；一根顶针（7）安装在机芯上部（6），顶住螺翼叶轮（10）上部的玛瑙（9）；另一根顶针（7）

安装在机芯下部（11），顶住螺翼叶轮（10）下部的玛瑙（9）；磁钢（8）安装在螺翼叶轮（10）上；

机芯通过进水口接头（12）固定在（4）基表上；信号线路板（14）和线路板（21）连接；信号线路

板（14）位于信号杆（15）内部，信号线路板（14）和信号杆（15）通过垫片（16）固定在信号杆压

套（17）上，信号杆压套（17）固定在基表上；信号杆（15）接收螺翼叶轮（10）上磁钢（8）的磁场

信号，并通过信号线路板（14）传输给线路板（21），线路板（21）接受脉冲信号，并将此脉冲信

号进行数字处理，转换成流量值在液晶显示器显示。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其特征在于，该水表还包括通

断控制系统，进水口接头（12）、计量系统、通断控制系统、出水口接头（2）依次连接，所述通

断控制系统包括阀垫（3）、阀球（5）、减速机（22）和阀杆（24）；阀球（5）通过阀垫（3）固定在基

表（4）上，线路板（21）与减速机（22）、阀杆（24）、阀球（5）依次连接，线路板（21）通过减速机

（22）和阀杆（24）控制阀球（5）的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任一项所述的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子螺翼智能小口径水表还包括滤水网（13），滤水网（13）可安装在进水口接头（12）前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任一项所述的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子螺翼智能小口径水表还包括止回阀（1），止回阀（1）可安装在出水口接头（2）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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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流量计量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民用水表，大多数是采用旋翼式水表。这类水表的结构是，在水表壳体内

的上部安装显示的指示机构，在其下部安装旋翼式计量机构，该计量机构包括测量腔和在

该测量腔内测量水流量的翼轮。其工作原理是：水流从表壳进水口切向冲击叶轮使之旋转，

然后通过齿轮减速机构连续记录叶轮的转数，从而记录流经水表的累积流量。这种结构的

弊端是距水表进水口近的导流孔引导的水流流速快，压力大，而距离进水口远的导流孔引

导的水流流速慢、压力小，而对于翼轮来说，它除受到驱动其旋转的切向力外，还受到一个

迫使它偏离轴心的径向力，于是摩擦阻力增大，导致水表的灵敏度降低，对翼轮轮轴的支承

还造成单边磨损，磨损后其灵敏度进一步降低，从而缩短了水表的使用寿命，造成用户使用

成本的上升。

[0003] 另一方面这些水表多数采用铜、铸铁等金属材料，容易生锈会对水质产生二次污

染。如何在生产民用水表时，既要降低有色金属的资源占用并提供健康环保的水表，成为众

多水表生产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

包括进水口接头、线路板、电池、线路板支架、线路板压板、出水口接头、基表、外罩；电池给

线路板和减速机供电；线路板和减速机连接；电池和减速机通过线路板压板分别固定在线

路板支架和基表上；所述线路板带有液晶显示器；所述水表还包括计量系统，进水口接头、

计量系统、出水口接头依次连接，所述进水口接头、计量系统、出水口接头均安装在基表上；

外罩罩在基表上，使线路板与外界进行密封隔离。

[0006] 所述计量系统包括机芯和信号线路板、信号杆、垫片、信号杆压套；机芯包括机芯

上部、两根顶针、磁钢、两个玛瑙、螺翼叶轮、机芯下部；一根顶针安装在机芯上部，顶住螺翼

叶轮上部的玛瑙；另一根顶针安装在机芯下部，顶住螺翼叶轮下部的玛瑙；磁钢安装在螺翼

叶轮上；机芯通过进水口接头固定在基表上；信号线路板和线路板连接；信号线路板位于信

号杆内部，信号线路板和信号杆通过垫片固定在信号杆压套上，信号杆压套固定在基表上；

信号杆接收螺翼叶轮上磁钢的磁场信号，并通过信号线路板传输给线路板，线路板接受脉

冲信号，并将此脉冲信号进行数字处理，转换成流量值在液晶显示器显示。

[0007] 所述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还包括通断控制系统，进水口接头、计量系统、通

断控制系统、出水口接头依次连接，所述通断控制系统包括阀垫、阀球、减速机和阀杆；阀球

通过阀垫固定在基表上，线路板、减速机、阀杆、阀球依次连接，线路板通过减速机和阀杆控

制阀球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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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还包括滤水网，滤水网安装在进水口接头前端。

[0009] 所述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还包括止回阀，止回阀安装在出水口接头末端。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了螺翼式叶轮，实现水流的直进直出，可以减少

流体与表具之间的摩擦力，提高水表的灵敏度的同时，延长表具使用寿命，结构简单。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立式电子螺翼智能小口径水表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立式电子螺翼智能小口径水表的机芯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线路板的线路图；

[0014] 图4是信号线路板的线路图；

[0015] 图5是预付费卡式控制信号下的工作流程图；

[0016] 图6是远程控制信号下的工作流程图；

[0017] 图中，止回阀1、出水口接头2、阀垫3、基表4、阀球5、机芯上部6、顶针7、磁钢8、玛瑙

9、螺翼叶轮10、机芯下部11、进水口接头12、滤水网13、信号线路板14、信号杆15、垫片16、信

号杆压套17、线路板支架18、电池19、线路板压板20、线路板21、减速机22、外罩23、阀杆24。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所示，一种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包括进水口接头12、线路板21、电池

19、线路板支架18、线路板压板20、出水口接头2、基表4、外罩23；电池19给线路板21和减速

机22供电；线路板21和减速机22连接；电池19和减速机22通过线路板压板20分别固定在线

路板支架18和基表4上；所述线路板21带有液晶显示器；所述水表还包括计量系统，进水口

接头12、计量系统、出水口接头2依次连接，所述进水口接头12、计量系统、出水口接头2均安

装在基表4上；外罩23罩在基表4上，使线路板与外界进行密封隔离，实现防水防潮防尘。

[0019] 所述计量系统包括机芯和信号线路板14、信号杆15、垫片16、信号杆压套17；如图2

所示，机芯包括机芯上部6、顶针7、磁钢8、玛瑙9、螺翼叶轮10、机芯下部11；

[0020] 一根顶针7安装在机芯上部6，顶住螺翼叶轮10上部的玛瑙9，另一根顶针7安装在

机芯下部11，顶住螺翼叶轮10下部的玛瑙9，螺翼叶轮10上的两个玛瑙9能有效减小螺翼叶

轮10转动时的磨察力提高水表的灵敏度，增强水表的耐磨性；磁钢8安装在螺翼叶轮10上；

机芯通过进水口接头12固定在4基表上；

[0021] 线路板21的线路图如图3所示，信号线路板14的线路图如图4所示，信号线路板14

和线路板21连接；信号线路板14位于信号杆15内部，信号线路板14和信号杆15通过垫片16

固定在信号杆压套17上，信号杆压套17固定在基表上，以此方式将信号线路板14和水有效

隔开。信号杆15接收螺翼叶轮10上磁钢8的磁场信号，并通过信号线路板14传输给线路板

21。螺翼叶轮10可实现水流的直进直出，可以减少流体与表具之间的摩擦力，提高水表的灵

敏度的同时，延长表具使用寿命，结构简单。

[0022] 所述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还包括通断控制系统，进水口接头、计量系统、通

断控制系统、出水口接头依次连接，所述通断控制系统包括阀垫3、阀球5、减速机22和阀杆

24；阀球5通过阀垫3固定在基表4上，线路板21、减速机22、阀杆24、阀球5依次连接，线路板

21通过减速机22和阀杆24控制通阀球5的转动，实现对水流的通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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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所述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还包括滤水网13，滤水网13安装在进水口接头12

前端，用于过滤水中的杂质。

[0024] 所述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还包括止回阀1，止回阀1安装在出水口接头2末

端。用于阻止水的倒流。在压力升高时，水被压缩，水表产生正转动；当压力降低时，止回阀

自动关闭，水表不会产生转动。当压力再次升高时，只要压力不高过止回阀内压力，水表就

不会再转；水表自转主要是水表往复多次计量才累计出很大的水量，安装止回阀可以减少

水表自转的频率，也就能够很好地解决压力波动造成的水表自转问题。

[0025] 所述电子螺翼式智能小口径水表工作过程如下：水从进水口接头12流向计量系

统，带动螺翼叶轮10转动，螺翼叶轮10上的磁钢8也随之转动，产生变化的磁场信号，信号线

路板14接收磁钢8的磁场信号，并将变化的磁场信号转换成脉冲信号，传输给线路板21。线

路板21接受脉冲信号，并将此脉冲信号进行数字处理，转换成流量值在液晶显示器显示；水

经过计量系统后从出水口接头流出。当该水表包含通断控制系统时，线路板21接受外界信

号，控制通断控制系统的通断。水经过计量系统后流向通断控制系统，最后从出水口接头流

出。

[0026] 所述外界信号包括预付费卡、有线远程、无线远程等方式控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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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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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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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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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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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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