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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高效计量和节能环保型电磁

水表流量计。解决了仪表功耗和锂电池蓄电量需

定期对仪表内锂电池进行更换问题，技术方案为：

电磁水表表头内还固定有供电模块、电池充电模

块、蓄电池、太阳能供电模块和电池供电模块，电

磁水表表头正上方固定有一个机械支架，供电模

块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太阳能板输出

端通过电池充电模块与蓄电池的输入端连接，太

阳能板的输出端还通过太阳能供电模块与供电模

块的输入端电连接，蓄电池的输出端通过电池供

电模块与供电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太阳能板的

输出端导线通过机械支架内部与进入电磁水表表

头内部与太阳能供电模块以及电池充电模块电连

接。本实用新型设计精良，测试准确。

(51)Int.Cl.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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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高效计量和节能环保型电磁水表流量计，包括电磁水表表头，所述电磁水表表

头内设置有中央处理器、输入输出模块、通讯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和励磁模块，所述输入输

出模块、显示模块、通讯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和励磁模块均与所述的中央处理器电连接，所

述电磁水表表头的正面为显示器，所述显示器通过显示模块与所述的中央处理器电连接，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磁水表表头内还固定有供电模块、电池充电模块、蓄电池、太阳能供

电模块和电池供电模块，所述电磁水表表头正上方固定有一个机械支架，所述太阳能板为

“人”字形的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的中部与所述机械支架的上端连接，所述电磁水表表

头的侧壁和底部的外侧固定设置有保持电磁水表表头平衡的固定架，所述供电模块的输出

端与所述中央处理器电连接，所述太阳能板输出端通过电池充电模块与蓄电池的输入端连

接，所述太阳能板的输出端还通过太阳能供电模块与供电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蓄电

池的输出端通过电池供电模块与供电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太阳能板的输出端导线通

过机械支架内部与进入所述电磁水表表头内部与太阳能供电模块以及电池充电模块电连

接。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高效计量和节能环保型电磁水表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

太阳能供电模块和电池供电模块通过选通电路与供电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选通电路

为单向选通电路，所述选通电路的控制端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高效计量和节能环保型电磁水表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

太阳能板的中部与所述机械支架的上端为活动连接，所述太阳能板的放置方向与所述电磁

水表表头的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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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计量和节能环保型电磁水表流量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磁水表流量计，特别涉及一种高效计量和节能环保型电磁水表

流量计。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户外使用的普通电磁水表流量计主要以低功耗电池供电和 24V 直流

电源供电为主。电磁水表由 24V直流电源供电时，需铺设电缆，主要应用于室内安装的电磁

水表。而由多节锂电池组成的电池组供电时，CPU对电池供电模块进行控制，使仪表在工作

模式和睡眠模式之间进行切换。在工作模式下，驱动励磁模块，同时采样流量信号，进行流

量计量。在睡眠模式下，仪表进入低功耗状态，中断励磁驱动和流量信号的采样，通过 CPU

输出上一次工作模式下的流量计量值直至进入下一个工作模式。两种模式一个周期的总时

长大约为 10秒钟——20秒钟。通过控制流量计量次数来达到降低仪表功耗目的，维持仪表

在电池供电情况下的长时间工作。但是此类技术方案存在着流量计量周期长、低效率，实时

性差，精度较低，根据仪表功耗和锂电池蓄电量需定期对仪表内锂电池进行更换，且废弃电

池不利于环保，不能使用于那些不便于仪表拆装的特殊环境，比如高处、水下，密封性不够，

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的问题。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 CN202393435U，公开日 2012 年 8 月 22 日，公开了一种电磁流量

计，包括电磁流量传感器、测量电路、显示屏、调节电路、驱动电路和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电路一路通过调节电路及驱动电路与电磁流量传感器的励磁线圈相连接，另一路

与测量电路相连接，测量电路的输入端与电磁流量传感器的电极相连接，测量电路的输出

端与显示屏相连接。此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方案一样存在着流量计量周期长低效率，实时

性差，精度较低，根据仪表功耗和锂电池蓄电量需定期对仪表内锂电池进行更换，且废弃电

池不利于环保，不能使用于那些不便于仪表拆装的特殊环境，比如高处、水下，密封性不够，

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解决存在着流量计量周期长低效率，实时性差，精度较低，根

据仪表功耗和锂电池蓄电量需定期对仪表内锂电池进行更换，且废弃电池不利于环保，不

能使用于那些不便于仪表拆装的特殊环境，比如高处、水下，密封性不够，容易受到外界环

境干扰的问题，提供一种提高流量计量实时性和精确。同时极大的提升仪表在户外的使用

时间，延长仪表使用寿命，减少仪表的后期维护，且更低碳环保的高效计量和节能环保型电

磁水表流量计。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效计量和节能环保型

电磁水表流量计，包括电磁水表表头，所述电磁水表表头内设置有中央处理器、输入输出模

块、通讯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和励磁模块，所述输入输出模块、显示模块、通讯模块、信号处

理模块和励磁模块均与所述的中央处理器电连接，所述电磁水表表头的正面为显示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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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显示器通过显示模块与所述的中央处理器电连接，所述电磁水表表头内还固定有供电模

块、电池充电模块、蓄电池、太阳能供电模块和电池供电模块，所述电磁水表表头正上方固

定有一个机械支架，所述太阳能板为“人”字形的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的中部与所述机

械支架的上端连接，所述电磁水表表头的侧壁和底部的外侧固定设置有保持电磁水表表头

平衡的固定架，所述供电模块的输出端与所述中央处理器电连接，所述太阳能板输出端通

过电池充电模块与蓄电池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太阳能板的输出端还通过太阳能供电模块与

供电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蓄电池的输出端通过电池供电模块与供电模块的输入端电

连接，所述太阳能板的输出端导线通过机械支架内部与进入所述电磁水表表头内部与太阳

能供电模块以及电池充电模块电连接。本专利增加了太阳能供电模块，通过太阳能板吸收

光能转换成电能，配套相应的硬件电路，实现太阳能供电模块给仪表高功率工作供电，并对

仪表内蓄电池进行充电。太阳能和蓄电池循环供电可以确保电磁水表流量计在高功率工作

模式下正常运行，不必减少流量计量次数来减低功耗，从而提高流量计量实时性和精确。同

时极大的提升仪表在户外的使用时间，延长仪表使用寿命，减少仪表的后期维护，且更低碳

环保。把表头整体密封，可以有效隔离外界干扰对仪表计量的影响，提升计量精度。独特的

太阳能供电模式和表头的密封结构有效降低对仪表安装环境的要求，可以安装于水下或高

处，极大简化了安装步骤，便于户外现场作业。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太阳能供电模块和电池供电模块通过选通电路与供电模块的输入

端电连接，所述选通电路为单向选通电路，所述选通电路的控制端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太阳能板的中部与所述机械支架的上端为活动连接，所述太阳能

板的放置方向与所述电磁水表表头的方向一致。

[0008] 本实用新型的实质性效果是：本专利增加了太阳能供电模块，通过太阳能板吸收

光能转换成电能，配套相应的硬件电路，实现太阳能供电模块给仪表高功率工作供电，并对

仪表内蓄电池进行充电。太阳能和蓄电池循环供电可以确保电磁水表流量计在高功率工作

模式下正常运行，不必减少流量计量次数来减低功耗，从而提高流量计量实时性和精确。同

时极大的提升仪表在户外的使用时间，延长仪表使用寿命，减少仪表的后期维护，且更低碳

环保。把表头整体密封，可以有效隔离外界干扰对仪表计量的影响，提升计量精度。独特的

太阳能供电模式和表头的密封结构有效降低对仪表安装环境的要求，可以安装于水下或高

处，极大简化了安装步骤，便于户外现场作业。

附图说明

[0009] 图 1为本实施例的一种部分电路示意图；

[0010] 图 2为本实施例的一种部分电路示意图；

[0011] 图 3为本实施例的一种机械结构图；

[0012] 图 4为本实施例的一种结果对比示意图。

[0013] 图中：1、供电模块，11、太阳能板，12、电池充电模块，13、蓄电池，14、太阳能供电模

块，15、电池供电模块，16、选通电路，21、中央处理器，22、励磁模块，23、信号处理模块，24、

按键模块，25、通讯模块，26、输入输出模块，27、显示模块，2、机械支架，3、固定架，4、电磁水

表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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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0015] 实施例 1：

[0016] 一种高效计量和节能环保型电磁水表流量计 (参见附图 1图 2和图 3)，包括电磁

水表表头，所述电磁水表表头 4内设置有中央处理器 21、显示模块 27、按键模块 24、输入输

出模块 26、通讯模块 25、信号处理模块 23和励磁模块 22，所述输入输出模块、显示模块、通

讯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和励磁模块均与所述的中央处理器电连接，所述电磁水表表头的正

面为显示器，所述显示器通过显示模块与所述的中央处理器电连接，所述电磁水表表头内

还固定有供电模块 1、电池充电模块 12、蓄电池 13、太阳能供电模块 14和电池供电模块 15，

所述电磁水表表头正上方固定有一个机械支架 2，所述太阳能板为“人”字形的太阳能板

11，所述太阳能板的中部与所述机械支架的上端连接，所述电磁水表表头的侧壁和底部的

外侧固定设置有保持电磁水表表头平衡的固定架 3，所述供电模块的输出端与所述中央处

理器电连接，所述太阳能板输出端通过电池充电模块与蓄电池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太阳能

板的输出端还通过太阳能供电模块与供电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蓄电池的输出端通过

电池供电模块与供电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太阳能板的输出端导线通过机械支架内部

与进入所述电磁水表表头内部与太阳能供电模块以及电池充电模块电连接。所述太阳能供

电模块和电池供电模块通过选通电路与供电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选通电路为单向选

通电路 16，就是在本实施例中同一时间只有太阳能供电模块或电池供电模块单独与供电模

块的输入端导通，本实施例中的选通电路实施方式较多，可以是触发器或者三极管选通的

形式都可以，以两个三级管构成的选通电路为例，所述选通电路的控制端就是三极管的基

极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第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太阳能供电模块连接，第一个三极管的

集电极与电池供电模块连接，两个三极管的发射极均与供电模块的输入端导通，所述太阳

能板的中部与所述机械支架的上端为活动连接，可以是螺接卡扣连接等各种形式，所述太

阳能板的放置方向与所述电磁水表表头的方向一致。

[0017] 本实施例增加了太阳能供电模块，通过太阳能板吸收光能转换成电能，配套相应

的硬件电路，实现太阳能供电模块给仪表高功率工作供电，并对仪表内蓄电池进行充电。太

阳能和蓄电池循环供电可以确保电磁水表流量计在高功率工作模式下正常运行，不必减少

流量计量次数来减低功耗，从而提高流量计量实时性和精确 (参见附图 4)。同时极大的提

升仪表在户外的使用时间，延长仪表使用寿命，减少仪表的后期维护，且更低碳环保。把表

头整体密封，可以有效隔离外界干扰对仪表计量的影响，提升计量精度。独特的太阳能供电

模式和表头的密封结构有效降低对仪表安装环境的要求，可以安装于水下或高处，极大简

化了安装步骤，便于户外现场作业。

[0018]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

形式上的限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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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说  明  书  附  图CN 204214485 U

6



        2/2页

7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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