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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

仪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

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包括防水外壳、充放电控

制板、通信及定位板、雨量采集仪主板、组合天

线、第一防水接头、第二防水接头、太阳能板、

RS232接口电路、雨量传感器、声光报警器、RS485

接口电路、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工作电压/温度检

测电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

SD卡、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低功耗处理器、充放

电控制电路、电池保护电路、锂电池、NB/GPRS/4G

通信模组和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组，采集仪

具有功能丰富、集成度高、功耗低、环境适应性强

等特点，适合野外长期监测使用，后期维护简单、

方便，降低了建设及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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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包括防水外壳、充放电控制板、通信及

定位板、雨量采集仪主板、组合天线、第一防水接头、第二防水接头、太阳能板、RS232接口电

路、雨量传感器、声光报警器、RS485接口电路、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工作电压/温度检测电

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SD卡、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低功耗处理器、充

放电控制电路、电池保护电路、锂电池、NB/GPRS/4G通信模组和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

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外壳内设有充放电控制板和雨量采集仪主板，防水外壳外接组合

天线、第一防水接头和第二防水接头，所述第一防水接头连接太阳能板和RS232接口，所述

第二防水接头连接雨量传感器、声光报警器和RS485接口，所述RS485接口电路外接485信

号，所述RS232接口电路外接232信号，所述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外接雨量传感器，所述电源及

控制电路与电源相连接，所述低功耗处理器与RS485接口电路、RS232接口电路、雨量信号计

数电路、工作电压/温度检测电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SD卡、声光报警

器控制电路和通信及定位板相连接，所述通信及定位板外接天线和UART。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其特征在于，所

述雨量采集仪主板由RS485接口电路、RS232接口电路、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工作电压/温度

检测电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SD卡、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和通信及定

位板和低功耗处理器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其特征在于，所

述充放电控制板由充放电控制电路、电池保护电路和锂电池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其特征在于，所

述通信及定位板由NB/GPRS或4G通信模组和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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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无线雨量采集仪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

耗无线雨量采集仪。

背景技术

[0002] 无线雨量采集仪是实现雨量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和无线数据传输的一种仪器。采集

仪按照指定的周期，统计雨量数据，然后将雨量数据通过NB、GPRS、4G或其他无线通信网络

发送到服务器。

[0003] 雨量传感器有翻斗式、容栅式等，常用为翻斗式雨量传感器。雨量传感器的输出信

号，一般为通断信号或脉冲信号，一个信号代表一个分辨率的降雨量。采集仪对雨量信号进

行计数，信号个数乘以传感器的分辨率，就是当前时段的降雨量。

[0004] 现有技术中的无线雨量采集仪功能单一，仅完成数据采集功能；功耗较高，不适合

野外交流供电条件时长期使用；没有定位功能，无法自动获取设备安装位置；集成度低，需

要外接供电系统或通信设备；防护等级低，环境适应性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以解决

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

线雨量采集仪，包括防水外壳、充放电控制板、通信及定位板、雨量采集仪主板、组合天线、

第一防水接头、第二防水接头、太阳能板、RS232接口电路、雨量传感器、声光报警器、RS485

接口电路、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工作电压/温度检测电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

FLASH、SD卡、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低功耗处理器、充放电控制电路、电池保护电路、锂电

池、NB/GPRS/4G通信模组和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组，所述防水外壳内设有充放电控制

板和雨量采集仪主板，防水外壳外接组合天线、第一防水接头和第二防水接头，所述第一防

水接头连接太阳能板和RS232接口，所述第二防水接头连接雨量传感器、声光报警器和

RS485接口，所述RS485接口电路外接485信号，所述RS232接口电路外接232信号，所述雨量

信号计数电路外接雨量传感器，所述电源及控制电路与电源相连接，所述低功耗处理器与

RS485接口电路、RS232接口电路、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工作电压/温度检测电路、电源及控制

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SD卡、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和通信及定位板相连接，所述通信

及定位板外接天线和UART。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雨量采集仪主板由RS485接口电路、RS232接口电

路、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工作电压/温度检测电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

SD卡、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和通信及定位板和低功耗处理器组成，能够对其他各部分电路

进行单独控制，采集仪就可根据当前工作需要，开启或关闭相关部分电路的电源，同时，采

集仪在不工作时，自动进入休眠状态，在需要工作时，通过实时时钟唤醒进行工作，通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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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电路及嵌入式软件的控制，最大程度的减小采集仪的功耗，满足野外长期使用的需求。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充放电控制板由充放电控制电路、电池保护电路

和锂电池组成，采用模块化设计、集成度高，能够根据需要灵活的更换通信方式、供电方式，

内置的充放电控制板，太阳能供电时，无需再外接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通过更换太阳能

板、交流电源适配器、一次性锂亚电池，实现多种的供电方式。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通信及定位板由NB/GPRS或4G通信模组和北斗/

GPS/GLONASS定位模组组成，内置的通信及定位板，可灵活更换为NB、GPRS、4G通信方式，还

可扩展LoRa或Zigbee等其他无线通信方式。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1、本采集仪提供丰富的功能，满足日

趋智能化监测的需求：自动数据采集及传输功能：自动周期性的采集传感器数据和上传到

监测服务器；离线数据存储及重传功能：内置FLASH及SD卡，设备通信失败时可存储离线监

测数据，并在通信恢复时，自动重新传输到服务器；远程工作状态监测功能：可远程监测设

备当前的工作电压、工作温度、通信信号强度，同时内置了北斗/GPS/GLONASS多模定位模

块，可监控设备当前位置；本地声光报警功能：可接入声光报警器，当监测数据异常时发出

报警信息；本地及远程管理功能：通过串口或软件平台可本地或远程配置采集仪的各项工

作参数。

[0011] 2、本采集仪低功耗低：采集仪采低功耗处理器，具备自动功耗管理功能，自动控制

内部电路的供电，可自动休眠或唤醒，以最小功耗运行本仪器。同时，采集仪支持太阳能、一

次性锂亚电池、交流电源适配器，非常适合野外没有供电条件时，长期工作。

[0012] 3、本采集仪内置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组，可自动获取设备当前位置，便于维

护及管理。

[0013] 4、本采集仪集成度高：采集仪内置了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功能、锂电池，内置了NB或

GPRS、4G通信模组，无需再集成外部供电或通信设备。

[0014] 5、采集仪采用IP67防护等级的防水外壳、防水天线、防水接头，达到防水、防尘、防

电磁干扰效果，环境适应性强。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中雨量采集仪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中充放电控制板的结构示意

图。

[0018] 图4为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仪中通信及定位板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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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支持北斗定位的低功耗无线雨量采集

仪，包括防水外壳、充放电控制板、通信及定位板、雨量采集仪主板、组合天线、第一防水接

头、第二防水接头、太阳能板、RS232接口电路、雨量传感器、声光报警器、RS485接口电路、雨

量信号计数电路、工作电压/温度检测电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SD卡、

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低功耗处理器、充放电控制电路、电池保护电路、锂电池、NB/GPRS/4G

通信模组和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组，所述防水外壳内设有充放电控制板和雨量采集仪

主板，充放电控制板由充放电控制电路、电池保护电路和锂电池组成，采用模块化设计、集

成度高，能够根据需要灵活的更换通信方式、供电方式，内置的充放电控制板，太阳能供电

时，无需再外接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通过更换太阳能板、交流电源适配器、一次性锂亚电

池，实现多种的供电方式，扩展设备的供电方式，通过充放电控制板，实现太阳能的充放电

控制，让设备在野外能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并提供锂电池的过充、过放、过温、过流保护，防

止锂电池损坏，雨量采集仪主板由RS485接口电路、RS232接口电路、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工

作电压/温度检测电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SD卡、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

和通信及定位板和低功耗处理器组成，能够对其他各部分电路进行单独控制，采集仪就可

根据当前工作需要，开启或关闭相关部分电路的电源，同时，采集仪在不工作时，自动进入

休眠状态，在需要工作时，通过实时时钟唤醒进行工作，通过硬件电路及嵌入式软件的控

制，最大程度的减小采集仪的功耗，满足野外长期使用的需求，通过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对

输入的通断或脉冲信号进行防抖、去除干扰，然后送入处理器进行信号计数，RS485接口电

路，用于扩展接入其他RS485接口的传感器，通过RS232接口电路，对仪器在本地进行各项工

作参数的设置，通过电源及控制电路，为各部分电路提供电源和供电控制，最大程度的降低

仪器的功耗，满足野外长期使用的需求，通过实时时钟，为系统运行及测量数据提供准确的

时间，并通过通信及定位板，利用通信基站或北斗/GPS/GLONASS卫星进行实时时钟的校准，

通过串行FLASH，当通信故障时将离线的测量数据存储再串行FLASH中，当通信恢复时，重新

传输到服务器，通过SD卡，可以存储10年以上的所有历史测量数据，通过声光报警器控制电

路，当测量数据异常时，可以开启本地声光报警，提示周围人群及时避让，通过工作电压/温

度检测电路，实现仪器电池电压、工作温度的远程监控，及时掌握设备的工作状态，有利于

后期维护工作中进行故障诊断，通过低功耗处理器，对整个系统运行进行管理、控制，对测

量数据进行处理，并实现MQTT、CoAP物联网通信协议与服务器进行数据、指令的交互，防水

外壳外接组合天线、第一防水接头和第二防水接头，通过防水外壳，达到防水、防尘、防电磁

干扰效果，提高仪器的稳定性、可靠性以及环境适应性，所述第一防水接头连接太阳能板和

RS232接口，所述第二防水接头连接雨量传感器、声光报警器和RS485接口，所述RS485接口

电路外接485信号，所述RS232接口电路外接232信号，所述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外接雨量传感

器，所述电源及控制电路与电源相连接，所述低功耗处理器与RS485接口电路、RS232接口电

路、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工作电压/温度检测电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

SD卡、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和通信及定位板相连接，所述通信及定位板外接天线和UART，通

信及定位板由NB/GPRS或4G通信模组和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组组成，内置的通信及定

位板，可灵活更换为NB、GPRS、4G通信方式，还可扩展LoRa或Zigbee等其他无线通信方式，通

过通信及定位板，提供了多种通信方式，将测量数据传输到服务器，并对信号强度进行监

控。同时通过板上的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组，获取仪器当前所在位置，便于仪器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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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

[002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防水外壳内设有充放电控制板和雨量采集仪主板，充

放电控制板由充放电控制电路、电池保护电路和锂电池组成，采用模块化设计、集成度高，

能够根据需要灵活的更换通信方式、供电方式，内置的充放电控制板，太阳能供电时，无需

再外接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通过更换太阳能板、交流电源适配器、一次性锂亚电池，实现

多种的供电方式，扩展设备的供电方式，通过充放电控制板，实现太阳能的充放电控制，让

设备在野外能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并提供锂电池的过充、过放、过温、过流保护，防止锂电池

损坏，雨量采集仪主板由RS485接口电路、RS232接口电路、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工作电压/温

度检测电路、电源及控制电路、实时时钟、串行FLASH、SD卡、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和通信及

定位板和低功耗处理器组成，能够对其他各部分电路进行单独控制，采集仪就可根据当前

工作需要，开启或关闭相关部分电路的电源，同时，采集仪在不工作时，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在需要工作时，通过实时时钟唤醒进行工作，通过硬件电路及嵌入式软件的控制，最大程度

的减小采集仪的功耗，满足野外长期使用的需求，通过雨量信号计数电路，对输入的通断或

脉冲信号进行防抖、去除干扰，然后送入处理器进行信号计数，RS485接口电路，用于扩展接

入其他RS485接口的传感器，通过RS232接口电路，对仪器在本地进行各项工作参数的设置，

通过电源及控制电路，为各部分电路提供电源和供电控制，最大程度的降低仪器的功耗，满

足野外长期使用的需求，通过实时时钟，为系统运行及测量数据提供准确的时间，并通过通

信及定位板，利用通信基站或北斗/GPS/GLONASS卫星进行实时时钟的校准，通过串行

FLASH，当通信故障时将离线的测量数据存储再串行FLASH中，当通信恢复时，重新传输到服

务器，通过SD卡，可以存储10年以上的所有历史测量数据，通过声光报警器控制电路，当测

量数据异常时，可以开启本地声光报警，提示周围人群及时避让，通过工作电压/温度检测

电路，实现仪器电池电压、工作温度的远程监控，及时掌握设备的工作状态，有利于后期维

护工作中进行故障诊断，通过低功耗处理器，对整个系统运行进行管理、控制，对测量数据

进行处理，并实现MQTT、CoAP物联网通信协议与服务器进行数据、指令的交互，防水外壳外

接组合天线、第一防水接头和第二防水接头，通过防水外壳，达到防水、防尘、防电磁干扰效

果，提高仪器的稳定性、可靠性以及环境适应性，通信及定位板外接天线和UART，通信及定

位板由NB/GPRS或4G通信模组和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组组成，内置的通信及定位板，可

灵活更换为NB、GPRS、4G通信方式，还可扩展LoRa或Zigbee等其他无线通信方式，通过通信

及定位板，提供了多种通信方式，将测量数据传输到服务器，并对信号强度进行监控。同时

通过板上的北斗/GPS/GLONASS定位模组，获取仪器当前所在位置，便于仪器的维护及管理。

[0022]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

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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