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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

端，包括电源模块、主控模块和支架，主控模块包

括电路板、控制芯片以及采集装置，电源模块与

控制芯片相连，采集装置与控制芯片相连，控制

芯片上连接有存储模块、蓝牙模块和显示模块；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通过采集装置对表箱的环境

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并通过控制芯片进行分析处

理，然后分别通过存储模块存储，使计量表箱运

行在正常的环境信息内，减少了计量表箱的故障

率，显示模块的设置，不仅能对监测的变量信息

进行实时显示，也可以在监测到告警信息时能将

告警信息通过显示模块进行显示，便于操作人员

查阅，确保操作人员能快速的获取故障原因，从

而实现计量箱的快速检修，简化了操作人员的工

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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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源模块、主控模块和支架，所述支

架上设有安装主控模块的容腔，所述电源模块设置在支架上形成所述容腔的其中一块壁板

上，所述电源模块和主控模块随所述支架安装在低压计量箱的箱体上，所述主控模块包括

电路板、控制芯片以及用于采集环境信息的采集装置，所述采集装置和控制芯片均设置在

电路板上，所述电源模块与控制芯片相连，所述采集装置与控制芯片相连，所述控制芯片上

连接有存储模块、蓝牙模块和显示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装置包括

温度采集组件、湿度传感器和烟雾传感器，所述温度采集组件、湿度传感器和烟雾传感器均

与控制芯片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采集组件

包括用于采集进线端温度的第一采样芯片、用于采集终端壳内温度的第二采样芯片以及用

于采集表箱内环境温度的第三采样芯片，所述第一采样芯片、第二采样芯片、第三采样芯片

均通过绝缘导热化封装在电路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采集组件

包括三个第一采样芯片，三个所述第一采样芯片分别采集A相电流回路、B相电流回路和C相

电流回路的温度。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路板包括烟

雾采样电路，所述烟雾采样电路包括光耦合器、接口引脚、二极管、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

三电阻、电容器、3.3V电源端、12V电源端和接地极，所述接口引脚的一端与烟雾传感器相

连，所述接口引脚的另一端通过第一电阻与光耦合器的第二引脚相连，所述光耦合器的第

一引脚与12V电源端相连，所述12V电源端通过电容器与第一电阻相连，所述二极管的负极

与12V电源端相连，所述二极管的正极与第一电阻相连，所述光耦合器的第四引脚通过第二

电阻与控制芯片相连，所述光耦合器的第三引脚与接地极相连，所述3.3V电源端通过第三

电阻与光耦合器的第四引脚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模块包括

显示驱动芯片和设置在显示驱动芯片上的显示屏，所述显示驱动芯片通过IIC总线与控制

芯片相连，所述显示驱动芯片与显示屏通过COM引脚和SEG引脚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芯片上还

连接有用于实时监测剩余电流超限的剩余电流采集模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芯片上还

连接有用于计量正反相电能数据的三相计量采集模块。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芯片上还

连接有时钟采样模块。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上设有

与箱体相连的翻边。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1481002 U

2



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低压计量箱是电力物联网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末端设备，在“泛在电力物联

网”建设中建设好智能计量箱尤为关键，现在运行的计量箱，缺乏表箱温湿度监测、烟雾监

测、线路温度监测的功能，导致计量箱在运行过程中，用户无法获取计量箱内的环境因素，

当环境因素改变时，用于无法第一时间感知环境因素的变化，从而造成计量箱的故障或损

坏，维修人员无法获取故障原因，增大了维修时间以及工作强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能实时的获取

表箱内的环境参数，确保表箱的正常运行。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低压计量

箱用监控终端，包括电源模块、主控模块和支架，所述支架上设有安装主控模块的容腔，所

述电源模块设置在支架上形成所述容腔的其中一块壁板上，所述电源模块和主控模块随所

述支架安装在低压计量箱的箱体上，所述主控模块包括电路板、控制芯片以及用于采集环

境信息的采集装置，所述采集装置和控制芯片均设置在电路板上，所述电源模块与控制芯

片相连，所述采集装置与控制芯片相连，所述控制芯片上连接有存储模块、蓝牙模块和显示

模块。

[0005] 优选的，所述采集装置包括温度采集组件、湿度传感器和烟雾传感器，所述温度采

集组件、湿度传感器和烟雾传感器均与控制芯片相连。

[0006] 优选的，所述温度采集组件包括用于采集进线端温度的第一采样芯片、用于采集

终端壳内温度的第二采样芯片以及用于采集表箱内环境温度的第三采样芯片，所述第一采

样芯片、第二采样芯片、第三采样芯片均通过绝缘导热化封装在电路板上。

[0007] 优选的，所述温度采集组件包括三个第一采样芯片，三个所述第一采样芯片分别

采集A相电流回路、B相电流回路和C相电流回路的温度。

[0008] 优选的，所述电路板包括烟雾采样电路，所述烟雾采样电路包括光耦合器、接口引

脚、二极管、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三电阻、电容器、3.3V电源端、12V电源端和接地极，所述

接口引脚的一端与烟雾传感器相连，所述接口引脚的另一端通过第一电阻与光耦合器的第

二引脚相连，所述光耦合器的第一引脚与12V电源端相连，所述12V电源端通过电容器与第

一电阻相连，所述二极管的负极与12V电源端相连，所述二极管的正极与第一电阻相连，所

述光耦合器的第四引脚通过第二电阻与控制芯片相连，所述光耦合器的第三引脚与接地极

相连，所述3.3V电源端通过第三电阻与光耦合器的第四引脚相连。

[0009] 优选的，所述显示模块包括显示驱动芯片和设置在显示驱动芯片上的显示屏，所

述显示驱动芯片通过IIC总线与控制芯片相连，所述显示驱动芯片与显示屏通过COM引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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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引脚相连。

[0010] 优选的，所述控制芯片上还连接有用于实时监测剩余电流超限的剩余电流采集模

块。

[0011] 优选的，所述控制芯片上还连接有用于计量正反相电能数据的三相计量采集模

块。

[0012] 优选的，所述控制芯片上还连接有时钟采样模块。

[0013] 优选的，所述支架上设有与箱体相连的翻边。

[001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优点：通过采集装置对表箱的环境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并

通过控制芯片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分别通过存储模块存储，使计量表箱运行在正常的环境

信息内，减少了计量表箱的故障率，显示模块的设置，不仅能对监测的变量信息进行实时显

示，也可以在监测到告警信息时能将告警信息通过显示模块进行显示，便于操作人员查阅，

确保操作人员能快速的获取故障原因，从而实现计量箱的快速检修，简化了操作人员的工

作强度，其次，通过蓝牙通讯模块能将采集的信息快速的传输至服务器内，确保数据的保

存，最后，电源模块的设置，能实现对主控模块的连续性供电，确保主控模块信息采集的稳

定性，最后，通过支架能实现电源模块和主控模块形成一个安装整体，减少了整个监控终端

的安装面积，简化了安装工艺，确保低压计量箱的布线。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电源模块与主控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烟雾采样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

[0020] 1电源模块、10支架、11容腔、12壁板、13翻边、2主控模块、21电路板、22控制芯片、

23烟雾采样电路、230光耦合器、231接口引脚、232二极管、233第一电阻、234第二电阻、235

第三电阻、236电容器、237  3.3V电源端、238  12V电源端、239接地极、3采集装置、31温度采

集组件、311第一采样芯片、312第二采样芯片、313第三采样芯片、32湿度传感器、33烟雾传

感器、4存储模块、5蓝牙通讯模块、6显示模块、60显示驱动芯片、61显示屏、7剩余电流采集

模块、8三相计量采集模块、9时钟采样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图2、图3所示，一种低压计量箱用监控终端，包括电源模块1、主控模块2和

支架10，所述支架10上设有安装主控模块的容腔11，所述电源模块1设置在支架上形成所述

容腔的其中一块壁板12上，所述电源模块和主控模块随所述支架安装在低压计量箱的箱体

上，所述主控模块2包括电路板21、控制芯片22以及用于采集环境信息的采集装置3，所述采

集装置3和控制芯片22均设置在电路板21上，所述电源模块1与控制芯片22相连，所述采集

装置3与控制芯片22相连，所述控制芯片22上连接有存储模块4、蓝牙通讯模块5和显示模块

6，所述存储模块4采样MX25L256芯片，所述控制芯片22采用ST的STM32F103ZE芯片。

[0022] 通过采集装置3对表箱的环境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并通过控制芯片22进行分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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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然后分别通过存储模块4存储，使计量表箱运行在正常的环境信息内，减少了计量表箱

的故障率，显示模块6的设置，不仅能对监测的变量信息进行实时显示，也可以在监测到告

警信息时能将告警信息通过显示模块6进行显示，便于操作人员查阅，确保操作人员能快速

的获取故障原因，从而实现计量箱的快速检修，简化了操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其次，通过蓝

牙通讯模块5能将采集的信息快速的传输至服务器内，确保数据的保存，最后，电源模块1的

设置，能实现对主控模块2的连续性供电，确保主控模块2信息采集的稳定性，最后，通过支

架能实现电源模块和主控模块形成一个安装整体，减少了整个监控终端的安装面积，简化

了安装工艺，确保低压计量箱的布线。

[0023] 所述蓝牙通讯模块5采用BT112P芯片，BT112P芯片是一体数传模块，工作在数传模

式下，能扫描和广播同时支持主从共存，支持AT指令软件复位模块、恢复出厂设置、获取设

备地址；支持AT指令动态修改广播间隔；支持AT指令或者外部引脚恢复出厂设置，其中：

BT112P芯片的第6脚连接控制芯片22的LY_RXD引脚，BT112P芯片的第7脚连接控制芯片22的

LY_TXD引脚，BT112P芯片的第16引脚连接控制芯片22的LY_RST引脚，同时该引脚接电阻R50

到地做下拉处理，通过控制芯片22的LY_PCtrl引脚可以来控制BT112P芯片的电源开关断，

当控制芯片22的LY_PCtrl输出低电平时，Q4引脚导通，控制芯片22的LY_VDD输出3.3V；当控

制芯片22的LY_PCtrl输出高电平时，Q4引脚截止，LY_VDD输出0V。

[0024] 所述采集装置3包括温度采集组件31、湿度传感器32和烟雾传感器33，所述温度采

集组件31、湿度传感器32和烟雾传感器33均与控制芯片22相连，能实时的对箱体的温度信

息、湿度信息、烟雾信息进行采集，确保表箱运行的在正常的环境下运行，提高表箱的使用

寿命，另外，本实施例中的湿度传感器通过485通讯方式与控制芯片22进行数据交互，通过

对表箱内湿度进行实时采样分析，通过告警信息处理及时输出异常湿度告警信息给采集系

统或主站。湿度告警阀值可根据现场运行情况进行本地或者远程配置。

[0025] 所述温度采集组件包括用于采集进线端温度的第一采样芯片、用于采集终端壳内

温度的第二采样芯片以及用于采集表箱内环境温度的第三采样芯片，所述第一采样芯片、

第二采样芯片、第三采样芯片均通过绝缘导热化封装在电路板21上，能分别对采集进线端、

终端壳内和表箱内环境温度进行温度采样，提高了温度采集的质量，所述温度采集组件包

括三个第一采样芯片，三个所述第一采样芯片分别采集A相电流回路、B相电流回路和C相电

流回路的温度，所述第一采样芯片、第二采样芯片、第三采样芯片均采用DS18B20芯片，所述

DS18B20芯片的第二引脚与控制芯片22的DQ引脚相连,实现控制芯片22与DS18B20的双向通

讯。

[0026] 所述电路板21包括烟雾采样电路23，所述烟雾采样电路23包括光耦合器230、接口

引脚231、二极管232、第一电阻233、第二电阻234、第三电阻235、电容器236、3.3V电源端

237、12V电源端238和接地极239，所述接口引脚231的一端与烟雾传感器33相连，所述接口

引脚231的另一端通过第一电阻233与光耦合器230的第二引脚相连，所述光耦合器230的第

一引脚与12V电源端238相连，所述12V电源端238通过电容器236与第一电阻232相连，所述

二极管232的负极与12V电源端238相连，所述二极管232的正极与第一电阻233相连，所述光

耦合器230的第四引脚通过第二电阻234与控制芯片22相连，所述光耦合器230的第三引脚

与接地极239相连，所述3.3V电源端237通过第三电阻235与光耦合器230的第四引脚相连，

能实时监测烟雾传感器的状态信息，进行告警信息判断与处理，当采集到烟雾传感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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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信号为1时说明该表箱内烟雾抄标，产生烟雾告警信息，表箱监控终端通过蓝牙通讯模

块5及时将告警信息传递给集中器或者远方主站系统进行对应处理，当采集到烟雾传感器

工作状态信号为0时，说明该表箱内烟雾状态正常。

[0027] 所述显示模块6包括显示驱动芯片60和设置在显示驱动芯片上的显示屏61，所述

显示驱动芯片60通过IIC总线与控制芯片22相连，所述显示驱动芯片60与显示屏61通过COM

引脚和SEG引脚相连，会实时显示监测的变量信息，并在监测到告警时会切换告警信息内

容，显示驱动芯片采用48引脚的BR8564芯片，所述BR8564芯片的第17引脚与控制芯片22的

LCD_SDA引脚相连，所述BR8564芯片的第16引脚与控制芯片22的LCD_SCL引脚相连，所述控

制芯片22上还连接有用于实时监测剩余电流超限的剩余电流采集模块7，可实时监测到剩

余电流超限，及时主动上报，本实施例中的剩余电流采集模块采用计量芯片ATT7053B完成

采样，计量芯片的第19引脚、第20引脚与控制芯片22的ATT7053_TXD和ATT7053_RXD引脚相

连，计量芯片与控制芯片22的通讯方式采用UART通讯方式，通讯波特率为4800bit/s。

[0028] 所述控制芯片22上还连接有用于计量正反相电能数据的三相计量采集模块8，本

实施例中的三相计量采集模块采用HT7036的计量芯片，可计量正反相电能数据，其中，计量

芯片通过SPI总线与控制芯片22进行数据交换，所述计量芯片的第25引脚与控制芯片22的

ADE_CS引脚相连，所述计量芯片第26引脚与控制芯片22的ADE_SCLK引脚相连；所述计量芯

片第27引脚与控制芯片22的ADE_DIN相连,所述计量芯片第28引脚与控制芯片22的ADE_

DOUT引脚相连；所述计量芯片第32引脚与控制芯片22的ADE_R\S\T\引脚相连，且第32引脚

为计量芯片的复位引脚，所述控制芯片22上还连接有时钟采样模块9，本实施例中的时钟模

块采用RS8025T时钟采样芯片，能提供准确的时钟信息，如用户能获取到箱体几点钟发现温

度超限的信息，方便用户快速的读取告警信息。

[0029] 所述支架10上设有与箱体相连的翻边13，能实现表箱监控终端快速的安装在表箱

的箱体上，且通过支架10能实现电源模块1和主控模块2形成一个整体，减少了整体的安装

面积，简化了整体的安装工艺，翻边13能确保支架10平稳的安装在箱体上，提高支架10的固

定质量。

[0030] 除上述优选实施例外，本实用新型还有其他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

据本实用新型作出各种改变和变形，只要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

所附权利要求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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