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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数据采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数据采集装置，用于将

采集的电能设备的用电信息反馈至连接的服务

器，这样可通过连接服务器获取电能设备的用电

信息，具体的该数据采集装置包含装置本体，所

述本体的一端部配置至少一个端口，用以连接外

置采样单元；所述本体内配置有供电模块、电量

计量模块、通信模块；所述供电模块分别电性连

接所述电量计量模块、所述通信模块以提供驱动

电能；所述电量计量模块电性连接通信模块并将

所述外置采样单元反馈的采样信号经运算后的

信息传递至所述通信模块；所述通信模块接收所

述信息并传递至连接的服务器。该数据采集装置

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兼容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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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集装置包含本体，所述本体的一端部配

置至少一个端口，用以连接外置采样单元；

所述本体内配置有供电模块、定时模块、电量计量模块、通信模块；

所述供电模块分别电性连接所述定时模块、电量计量模块、所述通信模块以提供驱动

电能；所述定时模块电性连接所述电量计量模块；

所述电量计量模块电性连接所述外置采样单元并接收其反馈的采样信号；所述通信模

块接收所述电量计量模块传递的运算后的信息并传递至连接的服务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连接所述数据采集装置的数据线，

其一端透过所述端口电性连接所述电量计量模块，另一端连接所述外置采样单元。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置采样单元为电流传感器，

所述电流传感器套接于待采样的线缆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端口的数量为2个，2个所述外

置采样单元分别连接至所述端口。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的一端部还包含一个供电

端口，电源线一端透过所述供电端口连接所述供电模块，另一端连接市电。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的一端部还包含一个网络

端口，网线一端连接所述网络端口，另一端连接至服务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模块为4G  模块、IOT模块、

GPRS模块中的一种或组合，通过所述通信模块连接至服务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内包含备用电源，所述备

用电源包含可充电电池，所述备用电源分别电性连接所述电量计量模块、所述通信模块用

以提供电能。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还包含一用以安装通信天

线的端口。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内包含其包含上盖板，一

端具有开口部的壳体，所述上盖板固定于所述开口部；所述壳体内配置所述定时模块，基于

预设的指令触发所述定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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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据采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数据采集装置，具体地涉及一种采集电能信息并传输至服务

器的数据采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各行业对用电的需求越来越大，电力资源紧缺和不同时间

用电量不均衡的现象依然严重。为缓解我国日趋尖锐的电力供需矛盾，提倡节约用电量、提

高用电效率，合理利用电力资源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现有的具备电量采集功能大多为

电表(智能电表)、转换插座，进行电能损耗统计和计量。虽然当前出现一些可联网的电量采

集器，但是它们大多单个的价格比较高不利于电量信息采集的普及；还有如分布式电站的

场合，在设计之初配有监控装置随着电站的运行经常出现原先配置的监控装置损坏，若无

法找到原厂时存在无法监控的风险。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旨在至少解决所述技术缺陷之一。基于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

提供一种采集电能信息并传输至连接的服务器的数据采集装置,其安装简单，通用性强。为

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4] 一种数据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集装置包含本体，所述本体的一端部

配置至少一个端口，用以连接外置采样单元；

[0005] 所述本体内配置有供电模块、定时模块、电量计量模块、通信模块；所述供电模块

分别电性连接所述计时模块、电量计量模块、所述通信模块以提供驱动电能；所述定时模块

电性连接所述电量计量模块；

[0006] 所述电量计量模块电性连接所述外置采样单元并接收其反馈的采样信号；所述通

信模块接收所述电量计量模块传递的运算后的信息并传递至连接的服务器。

[0007] 优选的，该数据采集装置连接数据线，该数据线的一端透过所述端口电性连接所

述电量计量模块，另一端连接所述外置采样单元。

[0008] 优选的，该外置采样单元为电流传感器，所述电流传感器套接于待采样的线缆上。

[0009] 优选的，该端口的数量为2个，2个所述外置采样单元分别连接至所述端口。

[0010] 优选的，该本体的一端部还包含一个供电端口，电源线一端透过所述供电端口连

接所述供电模块，另一端连接市电。

[0011] 优选的，该本体的一端部还包含一个网络端口，网线一端连接所述网络端口，另一

端连接至服务器。

[0012] 优选的，该通信模块为4G模块、IOT模块、GPRS模块中的一种或组合，通过所述通信

模块连接至服务器。

[0013] 优选的，该本体内包含备用电源，所述备用电源包含可充电电池，所述备用电源分

别电性连接所述电量计量模块、所述通信模块用以提供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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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该本体还包含一用以安装通信天线的端口。

[0015] 优选的，该本体内包含其包含上盖板，一端具有开口部的壳体，所述上盖板固定于

所述开口部；所述壳体内配置所述定时模块，基于预设的指令触发所述定时模块。

[0016] 相对于现有技术中的方案，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0017] ①数据采集装置,其结构简单易于安装简单，通用性强；

[0018] ②数据采集装置内部配置有通信模块的通过该模块将采集的信息传递至连接的

云端服务器；

[0019] ③数据采集装置配置有至少一个用以连接采样模块的端口，这样在有多个设备需

要监测时只需用连接相应的采样模块即可降低检测装置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数据采集装置连接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数据采集装置连接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数据采集装置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数据采集装置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数据采集装置与服务器连接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数据采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图6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为一实施例的数据采集装置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上述方案做进一步说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是用于说明

本实用新型而不限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实施例中采用的实施条件可以如具体厂家的

条件做进一步调整，未注明的实施条件通常为常规实验中的条件。

[0030] 实施例：

[0031]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数据采集装置连接的功能模块示意图，数据采

集装置10，包含本体，本体的一端部配置有用以连接外置采样单元端口11，供电端口12，通

过该供电端口12将从市电引入的电能引致数据采集装置，用以提供数据采集装置运行所需

的电能；外置采样单元通过端口11连接至数据采集装置，用以将采集的信息反馈至数据采

集装置。

[0032] 上述的实施方式中本体内部配置有电量计量模块、供电模块、通信模块；该供电模

块接收市电的电能通过AC/DC转换后输出至连接的电量计量模块、通信模块用以提供电能；

电量计量模块电性连接通信模块理模块并将外置采样单元反馈的采样信号经运算后的信

息传递至通信模块；通信模块接收该信息并传递至连接的服务器(或云端服务器)。数据线

一端透过端口11电性连接至电量计量模块，另一端连接外置采样单元。在一较佳的实施方

式中，数据线一端通过连接端子的方式可插拔的安装于该端口11，这时端口11设置成与连

接端子匹配的端口即可。在一较佳的实施方式中，数据线一端穿过该端口11连接至电量计

量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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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作为图1实施方案的变形，如图2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的数据采集装置连

接的功能模块示意图。与图1实施方案的区别在于数据采集装置的本体端部配置有2个用以

连接外置采样单元的端口33a，33b。这时利用一个数据采集装置可采集2个(或2路)用电设

备的电能信息，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优化数据采集装置体积，降低使用成本，拓宽了数据

采集装置的应用范围。

[0034] 上述的实施方式中，外置采样单元套接在用电设备连接至市电(驱动电源)的线缆

上，这样采样流过该线缆的电流大小并将采样信号反馈至数据采集设备，这样数据采集设

备可实时的检测到用电设备的电能实用情况。本实施方式中，采样模块选用(霍尔)电流传

感器，其套接于线缆上。采用该方式较现有的将电流传感器接入电路(通常介于市电供电端

到用电设备的线缆接入端之间)进行数据采样相比，本实施方案具有安装简单，可靠性好，

装置的效率高，损耗少的优点；因为接入电路电流传感器其大都采用猛铜等材质构成，其阻

抗介于0.3～1.0欧姆(有的阻值甚至超过1.0欧姆)，工作时若流过该电流传感器的电流较

大如10A，其功率P＝I2*R很大(以阻值0.3欧姆为例，其功率P＝30W)，大都以发热的形式表

现出，这样长期使用时存在安全隐患。

[0035] 在一实施方式中，数据采集装置的本体端部配置有多个用以连接外置采样单元的

端口。这时利用一个数据采集装置可采集度多个(或多路)用电设备的电能信息。

[0036] 在一实施方式中，数据采集装置应用到光伏电站，如配置在光伏电站的控制柜中，

装置从市电取电或通过其内部预设的电池的取电。采样模块(如电流传感器)套接于光伏电

站的母线(套接后固定，如采用扎带固定),这样采样电站的运行信息，并通过通信模块将采

样的传递至服务器。较佳的，通信模块包含4G模块，IOT模块还可为WiFi模块。在一实施方式

中，数据采集装置还包含一网络端口，通过网线的方式连接至服务器。

[0037] 在一实施方式中，数据采集装置的本体还配置显示模块，这样现场可查看端数据

采集装置的运行信息。

[0038] 在一实施方式中，数据采集装置的本体内配置有储能电池，由该储能提供数据采

集装置的运行电能，这时本体上取消上述实施方式的供电端口。

[0039] 在一实施方式中，数据采集装置的本体端部还配置有端口，该端口安装通信天线。

[0040] 接下来结合图3描述数据采集装置的功能模块示意图；数据采集装置100配置有供

电模块101、电量计量模块102、通信模块103、处理模块104；该供电模块101通过电源线电性

连接至市电(图未示)，以接收交流电经过AC/DC变换后输出至电性连接电量计量模块102、

通信模块103、处理模块104用以提供电能；外置采样单元(图未示)采样信号反馈至处理模

块经运算后反馈至电量计量模块及通信模块；通信模块103电性连接处理模块104传输信息

并传递至连接的服务器(或云端服务器)。

[0041] 接下来结合图4描述数据采集装置的功能模块示意图；与图3所示的实施方案的区

别在于电量计量模块202集成有处理模块，外置采样单元(图未示)采样的采样信号反馈至

电量计量模块202经过该电量计量模块202运算后的信息反馈至连接的通信模块203；通信

模块203电性连接电量计量模块202并接收电量计量模块202传输的信息并将接收的信息传

递至连接的服务器(或云端服务器)(图未示)。

[0042] 如图5所示为数据采集装置与服务器连接的功能模块示意图；数据采集装置通过

通信模块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将运算后的信息传递至服务器。本实施方式中，服务器可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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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云端服务器，远端控制服务器，智能携带设备等。

[0043] 接下来图6与图7来描述为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方式的数据采集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一种数据采集装置300，其包含上盖板301，及一端具有开口部的壳体302，盖板301固定

于壳体302的开口部，在装置300的内部构成密闭空间，该密闭空间内配置有定时模块306、

控制模块307，定时模块306电性连接控制模块307；该控制模块307包含有：采样处理模块

(其包含有处理单元)、供电模块(也称AC/DC模块)、通信模块；壳体302的一端部配置有一用

以连接采用模块的端口303，透过该端口外置的传感器(图未示)通过信号线连接至装置

300；壳体302的一端部配置有一个供电端口304，透过该供电端口电连接市电(图未示)；壳

体302的一端部配置有一用以连接安装通信天线的端口305，透过该端口安装通信天线。本

实施方式中，上盖板及壳体较佳的选用工程塑料。在壳体的开口部的端面配置有防水胶，这

样上盖板及壳体连接后能形成密封的空间，该装置可应用于户外的场合。本实施方式中，装

置配置有定时模块306，其电性连接供电模块并基于预设的指令触发该定时模块，这样的设

计好处在于1、有些场合晚上不需要使用装置时，可以关机，省电，节省流量费；2、有些场合

仅需在某个时间段开或关；3、可以根据要求给装置强制复位，防止装置死机，避免要人工复

位，提高使用的便捷性。采样处理模块也称为电量计量模块。

[0044] 在一实施例中，如图8所示，数据采集装置的电能取之电网，经过定时器(图7所示

的实施方案中)控制每天(如，早上5：00通电，晚上22：00断电)，再经过AC转DC电源，将220V

交流电转换为DC电压(如5V直流电，5V电)再供给无线模块(GPRS模块)、处理模块(MCU主控

芯片)、电能计量模块。电能计量模块通过电流传感器采集用电设备或电网的信息(如电压，

电流的参数)，并将总电量记录储存在内部芯片。处理模块(主控芯片)通过读取电能计量模

块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转换成固定格式通过无线模块(GPRS通讯模块)发送至监控平台服务

器，户通过网页注册账号即可查看该设备的数据。在一实施方式中，定时器功能：1、每天为

监控设备重新断电一次，2、每天开机时主控MCU芯片会开始计算当日电量。在一实施例中，

数据采集装置的本体内包含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分别电性连接电量计量模块、无线模块用

以提供电能，当市电掉电时备用电源工作。

[0045] 在一实施例中，数据采集装置的本体内包含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分别电性连接电

量计量模块、通信模块用以提供电能，当市电掉电时备用电源工作。

[0046] 在一实施例中，数据采集装置配有存储单元，用于储存采集的信息；数据采集装置

还配有一读取该存储单元存储信息的接口。较佳的，选用USB接口，mini  USB接口，Type-C接

口等。只要等读取存储单元存储的信息即可。

[0047] 在一实施例中，也可以是，利用多个构成要素来实现上述实施方式中的一个构成

要素所具有的多个功能，或者利用多个构成要素来实现一个构成要素所具有的一个功能。

另外，还可以是，利用一个构成要素来实现多个构成要素所具有的多个功能，或者利用一个

构成要素来实现通过多个构成要素实现的一个功能。另外，也可以省略上述实施方式的一

部分结构。另外，也可以将上述实施方式的至少一部分相对于其他的上述实施方式的结构

进行追加或者置换。另外，仅由在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表述确定的技术思想所包含的所有

形态都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

[0048] 根据本实用新型公开的数据采集装置可以是小型化电子电路设备，可挂附于控制

柜中，挂附于用电设备处，对被监测对象的运行无任何影响。可以适用于多种监测场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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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采集装置的采集模块可以是以可拆卸的方式连接于数据采集装置，套接于待采样的

用电设备连接用电的线缆，采集单元(有时也称采样模块)可便携挂附于被测对象体外，而

不影响其他的设备安装简单，数据采集装置可通过无线通信模块与连接的服务器建立连接

并发送数据，数据采集装置不再受空间限制。

[0049]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

的人是能够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凡如本实用新型精神实质所做的等效变换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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