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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

端，属于燃气表.领域。本实用新型包括智能显示

终端和燃气表本体，燃气表本体通过GSM/GPRS通

信模块与管理终端通信，并把数据传输到智能显

示终端；智能显示终端包括中央处理器，该中央

处理器连接有无线网络接收器、闪存芯片、操控

板和显示屏，通过操控板操控中央处理器进行信

息处理，并在显示屏上显示；智能显示终端通过

保护电路与家用电源连接；燃气表本体通过电池

电源供电。本实用新型把燃气表本体和显示部分

分体设置，智能显示终端有独立的数据处理系统

和电源供应模块，不但降低了电池负载，而且能

够方便查看费用和剩余电量等信息，提高了信息

的送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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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特征在于：包括智能显示终端(2)和燃气表本体(3)，所

述燃气表本体(3)通过GSM/GPRS通信模块(35)与管理终端(1)通信，并把数据传输到智能显

示终端(2)；

所述智能显示终端(2)包括中央处理器(20)，该中央处理器(20)连接有无线网络接收

器(21)、闪存芯片(22)、数模转换器(23)、音频编码器(24)、操控板(26)和显示屏(29)，通过

操控板(26)操控中央处理器(20)进行信息处理，并在显示屏(29)上显示；

所述智能显示终端(2)通过保护电路(27)与家用电源(28)连接；所述燃气表本体(3)通

过电池电源(38)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显示终端

(2)上设置有USB接口(25)，用于读取外部存储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显示终端

(2)和燃气表本体(3)上均设置有网络线插口，两者通过网线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显

示屏(29)为触摸屏，显示屏(29)通过触摸操控板与中央处理器(20)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显示终端

(2)外壳上连接有悬挂孔或安装框架。

6.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燃

气表本体(3)包括燃气表基表(34)，该燃气表基表(34)的输出端依次连接有采样模块(32)

和微处理器(31)，微处理器(31)通过GSM/GPRS通信模块(35)与管理终端(1)进行数据传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特征在于：微处理器(31)的输出

端连接有控制模块(33)，该控制模块(33)与内置阀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处理器(31)为

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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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燃气表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GSM/GPRS为移动通信系统，利用短信息数字通信平台实现数据远程无线通信。

GSM/GPRS网络覆盖面广、不受通信线路及地区限制。采用短消息及点对点的方式传输数据，

具有数据传输准确稳定、可靠性高、通用性强、保密性好等特点。随着物联网、移动通信的普

及，用于提供GSM/GPRS短信、数据传输的功能模块技术已非常成熟，低成本的GSM/GPRS网络

计量表的推广应用成为可能。利用GSM/GPRS网络通信的智能燃气表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0003] 目前的智能燃气表都安装有显示装置，主要用于显示电量、缴费等信息，但是目前

所使用的燃气表大多是用干电池供电，因为燃气本身较为危险，一旦有泄露，很容易发生过

火灾，甚至爆炸。如果直接把现有的燃气表与家用电源相连，用电设备很容易发热，存在较

大的安全风险。

[0004] 但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智能燃气表会集成越来越多的功能，例如目前的显示器可

以显示多种信息，而且燃气表具有电压检测、防盗等功能，电源负载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只

是依靠干电池进行供电，各功能很难正常工作，需要不断的更换电池；但如果只是依靠电池

供电，又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限制了智能燃气表的发展。

[0005] 此外，目前的燃气表只能够单纯的显示使用信息、缴费信息等，而且常常是安装在

一些角落、箱体内，即便有缴费提醒，用户也很少关注到，仍然存在因欠费而断气的情况。因

此，如何提高信息的送达率，让用户能够及时关注到相关的信息，成为智能燃气表日后发展

需要考虑的问题。

[0006] 对于上述问题，现有技术中普遍存在，例如中国专利号：ZL201420588512.X，公告

日：2015年2月25日，发明创造名称为：无线局域网智能燃气表，该专利公开了一种无线局域

网智能燃气表，包括基表、底板、表面罩、控制电路板、计数器、插卡座和Wi-Fi模块，所述的

基表内部进气口下方设置有内置阀门，基表的正面设置有表面罩；所述的表面罩内安装有

控制电路板、电池极片；表面罩上还设置有计数器的窗口、液晶显示窗口和功能按钮；液晶

显示窗口、功能按钮安装在控制电路板上面；控制电路板上面还设置有Wi-Fi模块、超级电

容和插卡座；控制电路板通过导线与内置阀门、计数器和直流电源连接。该方案通过超级电

容来供电，可知，现有智能燃气表需要进一步的模块优化。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1.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智能燃气表电源负载大、功能单一的不

足，提供了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把燃气表本体和显示部分分

体设置，智能显示终端有独立的数据处理系统和电源供应模块，不但降低了电池负载，而且

能够方便查看费用和剩余电量等信息，提高了信息的送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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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2.技术方案

[0010]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包括智能显示终端和燃气表本体，所述

燃气表本体通过GSM/GPRS通信模块与管理终端通信，并把数据传输到智能显示终端；

[0012] 所述智能显示终端包括中央处理器，该中央处理器连接有无线网络接收器、闪存

芯片、数模转换器、音频编码器、操控板和显示屏，通过操控板操控中央处理器进行信息处

理，并在显示屏上显示；

[0013] 所述智能显示终端通过保护电路与家用电源连接；所述燃气表本体通过电池电源

供电。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的智能显示终端上设置有USB接口，用于读

取外部存储信息。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智能显示终端和燃气表本体上均设置有网

络线插口，两者通过网线连接。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显示屏为触摸屏，显示屏通过触摸操控板

与中央处理器连接。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智能显示终端外壳上连接有悬挂孔或安装

框架。

[0018] 作为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燃气表本体包括燃气表基表，该燃气表基

表的输出端依次连接有采样模块和微处理器，微处理器通过GSM/GPRS通信模块与管理终端

进行数据传输。

[0019] 作为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的改进，微处理器的输出端连接有控制模块，该控制模

块与内置阀门连接。

[0020] 作为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微处理器为单片机。

[0021] 3.有益效果

[0022] 采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1)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把传统的智能燃气表上的显示模块

和燃气表本体分体设置，构成独立的智能显示终端和燃气表本体，其中燃气表本体可使用

电池供电，而智能显示终端能够直接使用家用电源，降低了燃气表本体中电池的负载，使其

获得更长的使用时间，而且消除了使用电源存在的安全隐患；

[0024] (2)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智能显示终端可以安装在厨房、客厅

等容易看到的位置，使用户能够更好的获得相关信息；此外，智能显示终端有独立的中央处

理器，能够联网登录燃气管理系统进行缴费、申请维修等服务，还具有观看网络视频、播放

音乐等功能，具有多元化特点；

[0025] (3)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智能显示终端上设置有USB接口，能

够读取外部磁盘和存储卡内的存储信息，在断网状态也能够播放视频、音乐，方便老年用户

使用，结构设计合理，原理简单，便于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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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数据传输示意图。

[0028] 示意图中的标号说明：1、管理终端；2、智能显示终端；20、中央处理器；21、无线网

络接收器；22、闪存芯片；23、数模转换器；24、音频编码器；25、USB接口；26、操控板；27、保护

电路；28、家用电源；29、显示屏；3、燃气表本体；31、微处理器；32、采样模块；33、控制模块；

34、燃气表基表；35、GSM/GPRS通信模块；36、天线；37、SIM卡；38、电池电源。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进一步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结合图1，本实施例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包括智能显示终端2和燃气表本

体3，燃气表本体3通过GSM/GPRS通信模块35与管理终端1通信，并把数据传输到智能显示终

端2。

[0032] 其中，燃气表本体3包括燃气表基表34，该燃气表基表34的输出端依次连接有采样

模块32和微处理器31，该微处理器31为单片机，微处理器31的一输出端连接有控制模块33，

控制模块33与内置阀门连接。GSM/GPRS通信模块35连接有天线，输入端连接有SIM卡37，通

过GSM/GPRS通信模块35与管理终端1进行数据传输。

[0033] 具体地，由采样模块32把燃气表基表34的机械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传输到微处理器

31，微处理器31负责信号采集、运算、存贮、通信和控制等，控制模块可以是步进电机，其接

收微处理器31的指令，驱动内置阀门的开合。GSM/GPRS通信模块35通过读取移动运营商提

供的SIM卡信息，开通GSM/GPRS网络的短信和数据通信功能，上行传输燃气表的各种状态数

据，下行传输远端发来的抄表和控制命令信息。智能燃气表上传表读数、用气量和表状态等

信息，均是通过GSM/GPRS网络的数据传输实现的，保证了参数传输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0034] 本实施例中的智能显示终端2包括中央处理器20，该中央处理器20连接有无线网

络接收器21、闪存芯片22、数模转换器23、音频编码器24、操控板26和显示屏29，通过操控板

26操控中央处理器20进行信息处理，并在显示屏29上显示。

[0035] 音频编码器24用于把电信号转化为数字音频信号，数模转换器23用于把数字音频

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从而可以在智能显示终端2内部设置的扬声器上播放；闪存芯片22用

于存储系统、软件、文件等。显示屏29可显示系统界面，用户通过操控板26进行系统操作，进

入智能燃气表的管理功能模块，可以查看燃气表读书、电池电源的剩余电量、燃气价格等信

息。无线网络接收器21用于连接WIFI信号，使智能显示终端2能够直接与管理终端1建立网

络连接，用户通过网络访问和查询本户燃气表的相关信息。智能显示终端2和燃气表本体3

上均设置有网络线插口，在两者通过网线可以建立连接，管理终端1的信息可以通过微处理

器31传输到中央处理器20，即便是智能显示终端2处于断网状态下，也能够实时显示相关燃

气表信息。

[0036] 值得说明的是，燃气表本体3通过电池电源38供电，保证其安全性；而智能显示终

端2通过保护电路27与家用电源28连接，保护电路27用于保护智能显示终端2内部的电路。

通过该设置，既能够降低燃气表本体中电池的负载，使其获得更长的使用时间，又消除了使

用电源存在的安全隐患。

[0037]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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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实施例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基本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其不同之处在

于：显示屏29为触摸屏，显示屏29通过触摸操控板与中央处理器20连接。使用触摸屏能够具

有更好的操控感，便于老年人操作使用。

[0039] 实施例3

[0040] 本实施例的一种智能燃气表显示终端，其基本结构与实施例2相同，其不同之处在

于：智能显示终端2上设置有USB接口25，用于读取外部U盘、存储卡内的信息，通过操控板26

进行相应操作，可以显示外部存储设备的文件。

[0041] 参看图2，在智能显示终端2联网状态下，其能够直接通过无线网络获得管理终端1

的信息，进入系统中相应的截面后可进行多种操作；在智能显示终端2断网状态下，燃气表

本体3与管理终端1建立有连接，智能显示终端2也能从燃气表本体3获得相关信息。

[0042] 此外，由于智能显示终端2具有独立的处理系统，可以进行网页浏览、操控软件等

操作，能够实现视频、音乐播放的功能。传统的燃气表显示模块只能显示燃气的相关信息，

用户很少关注，而本实施例中的智能显示终端2除了显示燃气信息，还可以作为平板电脑或

电视使用。在智能显示终端2外壳上连接悬挂孔或安装框架，安装在厨房或者是客厅，不但

能有效送达燃气表的相关信息，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户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感，具有更

浓的时代气息，符合“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0043] 以上示意性的对本实用新型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该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

中所示的也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所以，如果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

与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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