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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

网关装置，包括工控机、门禁设备、交换机、光纤

解调器、摄像头、排风扇、泵房门，还具有蓄电池、

开关电源、温湿度传感器、积水传感器，工控机安

装在外壳前部内侧，开关电源安装在电路板上，

电路板和蓄电池安装在外壳内，摄像头、温湿度

传感器安装在泵房室内墙面，积水传感器安装在

泵房内地面，门禁设备安装在泵房的门外侧端，

交换机和光纤解调器安装在室内，外壳后端四周

安装在室内墙面上，各电气部件之间经导线连

接。本新型集成度高，重量轻，采取壁挂式安装，

安装更为灵活方便，能实现实时数据上传功能，

还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泵房内，以及实现节能和

自动控制功能。基于上述，所以有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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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包括具有存储硬盘的工控机、

具有人脸识别与RFID读卡器的门禁设备、交换机、光纤解调器、摄像头、排风扇、具有电磁锁

芯机构的泵房门，门禁设备的电源输出端和泵房门的电磁锁芯机构电源输入端经导线连

接，其特征在于还具有蓄电池、开关电源、温湿度传感器、积水传感器，工控机安装在外壳前

部内侧，开关电源安装在电路板上，电路板和蓄电池安装在外壳内，摄像头、温湿度传感器

安装在泵房室内墙面的上端，积水传感器安装在泵房内地面最低位置处，门禁设备安装在

泵房的门外侧端，交换机和光纤解调器安装在室内墙面上，外壳后端四周安装在室内墙面

上，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入端和220V交流电源两极经导线连接，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出两端和

工控机、门禁设备、光纤解调器、摄像头、交换机、蓄电池、温湿度传感器、积水传感器的电源

输入两端分别经导线连接，泵房内供水设备配套的管网压力传感器、水泵变频器以及水泵

控制电路板的信号输出端和工控机的其中三路信号输入端口分别经数据线连接，工控机信

号输出端和交换机信号输入端经网线连接，交换机的信号输出端和光纤解调器的信号输入

端经网线连接，温湿度传感器、积水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口和工控机的第四个、第五个信号

端口分别经I2C总线连接，门禁设备信号输出端口和工控机第六个信号端口经数据线连接，

摄像头的视频信号输出端和工控机的视频信号输入端口经视频线连接，工控机的其中一路

控制信号输出端和排风扇自身的控制电路板经数据线连接，工控机的另外一路控制信号输

出端和泵房内供水设备的PLC信号输入端口经数据线连接，PLC信号输出端和水泵控制电路

板的信号输入端经数据线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其特征

在于工控机是型号GT6806的嵌入式工控机主板，其内部处理芯片是S3C24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其特征

在于光纤解调器能通过有线以及无线方式，经3G以及4G网络实现工控机和远端服务器信息

交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其特征

在于摄像头是数字化高清摄像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其特征

在于蓄电池是12V锂蓄电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其特征

在于开关电源是交流220V电源转12V直流开关电源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其特征

在于温湿度传感器型号是SHT2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其特征

在于积水传感器型号是ZZ-PLS-IRA。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其特征

在于交换机型号是TP-LINK  TL-SG102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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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供排水泵房配套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

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供水设施是城市的血脉，其配套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行，关乎到城市的安全。城

市供水分为自来水片区加压供水和小区二次加压供水。无论是水厂供水还是小区等区域二

次供水，都需要泵房安装供水设备以及配套的设施。由于泵房内的各种设备较多，为了保证

供水的正常，需要对泵房的供水设备以及配套设施的工作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当泵房内发

出故障时，管理人员就可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进行维护，这样就能保证泵房的正常供水。

[0003] 目前的技术中，泵房监测采用PLC（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数据采集，并与SCADA软件

系统（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进行集成，PLC和SCADA软件系统通过局域网或者公网链

接，SCADA部署在服务器侧，SCADA经服务器程序分别向不同的PLC发送上传指令要求，PLC再

分别把数据传送给服务器，这种方式称之为被动响应方式。这种方式存在结构复杂、成本

高、效率低的特点，同时受到PLC的程序容量和计算性能的限制，实际情况下泵房内设备发

生故障时不能及时被服务器轮巡到，这样就会遗漏关键报警预警数据，导致后续管理方不

能及时进行故障排查、进而造成故障扩大化。同时因PLC处理数据性能较弱，并且不能兼容

泵房的安防门禁系统和视频摄像头，对具有门禁和视频监测的泵房使用存在非常大的局限

性。

[0004]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对进行设备侧计算和兼容能力的监测设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不但要求监测设施对供水设备运行数据进行监测，同时需要对设备运行的环境进行

监测，并对设备异常做出响应，并且要求监测设施性价比非常高，能兼容不同品牌，不同通

讯协议的部件，并能进行二次开发，因此现有技术中，只有操作门槛低的网关才具有普遍使

用的意义。边缘计算网关不但具有适配常规SCADA被动响应的模式优点，也能配置成数据主

动上报的方式，对采集异常数据按照设定规则进行异常事件响应，能实现就地统计分析，不

依赖服务器的计算，因此目前边缘计算网关在这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

[0005] 现有的泵房管理中，由于使用的设备功能限制，一般更多需要人为进行管理，比如

说间隔一定时间段管理人员对泵房进行巡查，查询泵房是否有积水、泵房门是否被无关人

员打开、泵房内温湿度数据是否正常等，这样巡查中发现问题管理人员就能及时处置，防止

后续大的事故发生影响供水系统的正常运行。由于需要人为管理，且人为管理不可能每时

每刻进行，因此当泵房在没有管理人员巡查阶段发生事故时，会造成包括供水设备在内损

坏的后果，进而导致供水的停止，对城市供水造成严重影响（比如泵房管道或水泵漏水导致

泵房地面积水淹没供水设备或者其它配套附属设施）。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克服现有城市供水设施的供排水泵房管理中存在的弊端，本实用新型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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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控机，具有温湿度传感器、积水传感器、摄像头、门禁系统等功能模块，工作中能防止

无关人员进入泵房内，能实时采集泵房内温湿度数据和是否积水数据，工控机还能实时采

集供水设备配套的压力传感器（水压传感器）、变频器以及供水设备水泵控制电路板输出的

4-20mA电流信号（现有供水系统中，供水设备配套的管网压力传感器、变频器具有输出4-

20mA电流信号进入供水设备PLC信号输入端的功能，压力传感器在供水系统管网压力大时

电流信号大、管网压力低时电流信号低；水泵工作中变频器频率高时电流信号大、变频器频

率低时电流信号低；同时水泵控制电路板在自身功能作用下，能对供水设备的水泵工作负

荷进行实时检测，水泵负荷大时控制电路板检测到的电流信号大、负荷低时检测到的电流

信号低），各种信号数据能实时经移动的Onene基础  平台（Onenet是面向云与物联网时代，

基于标准、协同、一揽子的方针构建的企业网络解决方案）传递给远端管理方PC机或手机，

管理人员能实时掌握泵房内各种数据，在出现异常数据时，能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理，防

止故障的扩大化，且工控机还能根据泵房内温湿度数据、水泵的负荷数据，自动控制泵房的

排风除湿系统工作、保证泵房内温湿度数据达到需要的范围，水泵工作在合理的负荷下、达

到节能目地的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

[0007]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包括具有存储硬盘的工控

机、具有人脸识别与RFID读卡器的门禁设备、交换机、光纤解调器、摄像头、排风扇、具有电

磁锁芯机构的泵房门，门禁设备的电源输出端和泵房门的电磁锁芯机构电源输入端经导线

连接，其特征在于还具有蓄电池、开关电源、温湿度传感器、积水传感器，工控机安装在外壳

前部内侧，开关电源安装在电路板上，电路板和蓄电池安装在外壳内，摄像头、温湿度传感

器安装在泵房室内墙面的上端，积水传感器安装在泵房内地面最低位置处，门禁设备安装

在泵房的门外侧端，交换机和光纤解调器安装在室内墙面上，外壳后端四周安装在室内墙

面上，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入端和220V交流电源两极经导线连接，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出两端

和工控机、门禁设备、光纤解调器、摄像头、交换机、蓄电池、温湿度传感器、积水传感器的电

源输入两端分别经导线连接，泵房内供水设备配套的管网压力传感器、水泵变频器以及水

泵控制电路板的信号输出端和工控机的其中三路信号输入端口分别经数据线连接，工控机

信号输出端和交换机信号输入端经网线连接，交换机的信号输出端和光纤解调器的信号输

入端经网线连接，温湿度传感器、积水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口和工控机的第四个、第五个信

号端口分别经I2C总线连接，门禁设备信号输出端口和工控机第六个信号端口经数据线连

接，摄像头的视频信号输出端和工控机的视频信号输入端口经视频线连接，工控机的其中

一路控制信号输出端和排风扇自身的控制电路板经数据线连接，工控机的另外一路控制信

号输出端和泵房内供水设备的PLC信号输入端口经数据线连接，PLC信号输出端和水泵控制

电路板的信号输入端经数据线连接。

[0009] 所述工控机是型号GT6806的嵌入式工控机主板，其内部处理芯片是S3C2416。

[0010] 所述光纤解调器能通过有线以及无线方式，经3G以及4G网络实现工控机和远端服

务器信息交互。

[0011] 所述摄像头是数字化高清摄像头。

[0012] 所述蓄电池是12V锂蓄电池。

[0013] 所述开关电源是交流220V电源转12V直流开关电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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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温湿度传感器型号是SHT20。

[0015] 所述积水传感器型号是ZZ-PLS-IRA。

[0016] 所述交换机型号是TP-LINK  TL-SG1024T。

[0017] 所述外壳的前面板下端左右两部铰接安装在外壳的后壳体前下端左右两部，前面

板上端中部安装有一个电磁门锁，电磁门锁的锁舌上端位于后壳体前上端中部的“┌”型槽

内。

[0018]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本新型工作中，泵房内水泵（一般具有多台水泵并联运

行）自身配套的管网压力传感器、水泵变频器以及水泵控制电路板信号输出端会实时输出

信号进入工控机的其中三路信号输入端，实际应用中，工控机在其内部电路作用下，将各种

处理后信号输出至供水设备自身的PLC，PLC在其内部电路作用下能根据输入的信号电流大

小变化，也就是供水设备水泵负荷变化控制信号输出端输出不同控制信号进入泵房内供水

设备的水泵控制电路板信号输入端，这样，泵房内多台水泵就会根据控制电路板的控制信

号全部工作或其中一台、两台工作，保证用户正常用水前提下达到节能的目的。在使用中，

温湿度传感器、积水传感器能实时采集泵房内温湿度数据和地面是否积水数据，当发生温

度过高或湿度过高时，工控机能输出控制信号进入排风扇自身的控制电路板信号输入端，

这样，排风扇得电工作后就能对泵房内进行降温除湿，防止泵房内温度过高、湿度过大导致

设备损坏，元器件寿命降低等。实际使用中，工控机能将包括泵房内供水设备的运行数据及

运行环境参数经交换器、光纤解调器（光猫）通过有线以及无线方式，经3G或者4G网络传递

给远端服务器，远端管理方通过PC机或手机接受到各种数据后，管理人员能实时掌握泵房

内各种数据，在出现异常数据时，能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理，防止故障的扩大化。本新型

的具有人脸识别与RFID读卡器的门禁设备，方便了管理人员通过刷卡以及通过人脸识别后

打开泵房门进入泵房内，并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泵房内。本新型还能通过获得的工控机内

存储硬盘储存的数据，对相关设备历史运行数据和安防记录进行统计，并能为后续进行分

析预测，进行策略优化，保证整体设备在最佳的工控下运行提供有力数据支撑，比如供水设

备的水泵能根据小区用水量进行匹配，用水量少可安装较少台数水泵，避免了大马拉小车

现象的出现，从而达到挖掘设备的利用率并降低运行能耗，降低设备的运行管理成本，根据

安防记录，调整巡查管理机制，预防虚假巡更的目的。本新型集成度高，包含了智慧水务中

智慧标准泵房的各种监测和控制要素，  重量轻，采取壁挂式安装，安装更为灵活方便，模块

化设计，配置灵活，并具有强大的计算性能和存储能力，基于上述，所以本新型具有好的应

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后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图1中所示，一种供水泵房监测使用的物联网智能边缘网关装置，包括具有存储硬

盘的工控机1、具有人脸识别与RFID读卡器的门禁设备、交换机、光纤解调器、摄像头2、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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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泵房壁上的排风扇、具有电磁锁芯机构的泵房门，泵房内具有供水设备，门禁设备的电源

输出端和泵房门的电磁锁芯机构电源输入端经导线连接，排风扇自身具有控制电路板，排

风扇控制电路板在自身功能作用下，其控制信号输入端输入不同控制信号后，其会控制排

风扇处于工作或不工作状态，泵房内供水设备自身具有控制电路板，泵房内供水设备控制

电路板在自身功能作用下，其控制信号输入端输入不同控制信号后，其会分别控制泵房内

多台并联状态下水泵全部工作或其中一台、两台等工作，保证用户正常用水前提下达到节

能的目的，其特征在于还具有蓄电池3、开关电源4、温湿度传感器5、积水传感器6，工控机1

安装在外壳7前部内侧，开关电源4安装在电路板上，电路板和蓄电池3安装在外壳7内（蓄电

池3通过固定夹、螺杆螺母安装在外壳内后左部，电路板安装在外壳内后端中部），摄像头2、

温湿度传感器5通过固定螺杆、螺母安装在泵房室内墙面或者泵房机箱的上端，积水传感器

6通过螺杆螺母安装在泵房内地面最低位置处，门禁设备安装在泵房的门外侧端，交换机和

光纤解调器安装在室内墙面上，外壳7后端四周通过螺杆螺母安装在室内墙面上。  8是和工

控机1经导线相连的多个接口。外壳7的前面板7-1下端左右两部铰接安装在外壳的后壳体

7-2前下端左右两部，前面板7-1上端内中部安装有一个电磁门锁7-3，电磁门锁7-3的锁舌

7-31上端位于后壳体前上端中部的“┌”型槽7-4内。本新型使用中，如果无关人员想得开前

面板7-1，由于身边无12V电源，因此无法打开电磁门锁7-3，管理人员进行维护时，直接把外

部12V蓄电池接在电磁门锁7-4两根输入导线上，那么在电磁门锁7-3自身功能作用下，锁舌

7-31会向下运动，这样，前面板7-1就会和后壳体7-2分离，管理人员就可打开前面板7-1对

外壳内设备进行维护。电磁门锁7-3型号是EML1-3A，工作电压是12V，其锁舌行程是1厘米，

锁舌位于电磁门锁7-3上端。

[0023] 图2中所示，工控机U1是型号GT6806的嵌入式工控主板，其内部处理芯片是

S3C2416，其具有多路信号输入端口和多路控制信号输出端。具有人脸识别与RFID读卡器的

门禁设备U2，主要功能是方便管理人员通过刷卡以及通过人脸识别后打开泵房门进入泵房

内，并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泵房内。光纤解调器U3（光猫）能通过有线以及无线方式，经3G或者

4G网络实现工控机和远端服务器信息交互。摄像头U4是数字化高清摄像头。泵房门的电磁

锁芯机构DC工作电压是直流12V。蓄电池G是型号12V/20Ah的锂蓄电池。开关电源U5是交流

220V电源转12V直流开关电源模块成品。温湿度传感器U6型号是SHT20。积水传感器U7型号

是ZZ-PLS-IRA。交换机U8型号是TP-LINK  TL-SG1024T。

[0024] 图2中所示，开关电源U5的电源输入端1及2脚和220V交流电源两极分别经导线连

接，开关电源U5的电源输出两端3及4脚和工控机U1电源输入两端1及2脚、门禁设备U2电源

输入两端1及2脚、光纤解调器U3电源输入两端1及2脚、摄像头U4电源输入两端1及2脚、蓄电

池G电源输入两端、温湿度传感器U6电源输入两端1及2脚、积水传感器U7电源输入两端1及2

脚、交换机U8电源输入两端1及2脚分别经导线连接，泵房内供水设备配套的管网压力传感

器S、水泵变频器BP以及水泵控制电路板MS的信号输出端（现有供水系统中，供水设备配套

的管网压力传感器S、变频器BP具有输出4-20mA电流信号进入供水设备控制电路板信号输

入端的功能，压力传感器S信号输出端在供水系统管网压力大时电流信号大、管网压力低时

电流信号低；水泵工作中变频器BP频率高时电流信号大、变频器BP频率低时电流信号低；同

时水泵控制电路板MS在自身功能作用下，能对供水设备的水泵工作负荷进行实时检测，水

泵负荷大时控制电路板检测到的电流信号大、负荷低时检测到的电流信号低），和工控机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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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中三路信号输入端C1、C2、C3分别经数据线连接，工控机U1信号输出端Z1和和交换机U8

信号输入端X6经网线连接，交换机U8的信号输出端Z2和光纤解调器U3的信号输入端X2经网

线连接，温湿度传感器U6、积水传感器U7的信号输出端口X3、X4和工控机U1的第四个、第五

个信号端口C4、C5分别经I2C总线连接，门禁设备U2信号输出端口X5和工控机U1第六个信号

端口C6经数据线连接，摄像头U4的视频信号输出端SP和工控机U1的视频信号输入端口SX经

视频线连接，工控机U1的其中一路控制信号输出端KC1和排风扇F自身的控制电路板MF(控

制电路板MF控制电源输入端和380V电源连接)经数据线连接，工控机U2的另外一路控制信

号输出端KC2和泵房内供水设备的PLC信号输入端口经数据线连接，PLC信号输出端和水泵

控制电路板MS信号输入端经数据线连接  (控制电路板MS控制电源输入端和380V电源连接)

经数据线连接。门禁设备U2的电源输出端3及4脚和泵房门的电磁锁芯机构DC电源输入两端

分别经导线连接。

[0025] 图2中所示，220V交流电源进入开关电源U5的1及2脚后，开关电源U5在其内部电路

作用下3及4脚会输出稳定的12V直流电源进入工控机U1、门禁设备U2、光纤解调器U3、摄像

头U4、蓄电池G、温湿度传感器U6、积水传感器U7、交换机U8电源输入两端，于是，工控机U1、

门禁设备U2、光纤解调器U3、摄像头U4、蓄电池G、温湿度传感器U6、积水传感器U7、交换机U8

处于得电工作状态。平时开关电源U1输出稳定的12V直流电源为12V蓄电池G进行浮充电，保

证蓄电池G不会因充电电压过高而损坏，同时在市电220V交流电源停电后，蓄电池G能为其

他用电设备供电。门禁设备U2中，当管理人员经门禁设备U2的人脸识别功能识别或者用IC

卡对RFID读卡器进行刷卡操作后，门禁设备U2信号输出端口X5会输出识别信号进入工控机

U1第六个信号端口C6，在工控机U1内部电路作用下，工控机U1会控制门禁设备U2的电源输

出端3及4脚输出电源进入泵房门的电磁锁芯机构DC电源输入两端，进而电磁锁芯机构DC得

电打开、泵房门打开管理人员能进入泵房内，防止无关其他人员的进入。泵房内多台并联的

水泵M工作为用户供水中（高层住宅在每个小区一般都有独立的二次供水系统及泵房），泵

房内供水设备配套的管网压力传感器S、水泵变频器BP以及水泵控制电路板MS的信号输出

端会实时将管网内水压数据、水泵M配套的变频器BP频率数据、水泵M工作负荷数据转换为

4-20mA的电流信号进入工控机U1的其中三路信号输入端C1、C2、C3，工控机U1在其内部电路

作用下，工控机U1将各种处理后信号经控制信号输出端KC2输出至供水设备自身的PLC信号

输入端，PLC在其内部电路作用下能根据输入的信号电流大小变化，也就是多台并联运行供

水设备水泵M的负荷变化、输入的市政管网内水压变化、以及变频器BP频率变化，在进行综

合判断后，PLC信号输出端输出不同控制信号进入水泵控制电路板MS信号输入端，这样，泵

房内多台水泵M就会根据水泵控制电路板MS控制信号全部工作或其中一台、两台等工作，保

证用户正常用水前提下达到节能的目的。例如压力传感器S检测到管道内水压处于最高水

压状态，而多台并联水泵M此时还处于一同工作状态下，此刻工控机U1检测到输入的水压信

号过大，PLC就会结合输入的供水设备水泵工作电流数据对水泵的负荷进行判定（工作电流

大那么水泵负荷就大、反之负荷就小），并结合变频器的频率信号对水泵的负荷进行判定

（工作频率高那么水泵负荷就大、反之负荷就小），然后PLC就会根据水泵的负荷数据在内部

电路作用下，PLC控制信号输出端输出不同控制信号进入泵房内供水设备的水泵控制电路

板MS信号输入端，在水泵控制电路板MS自身功能共同作用下，控制多台并联的水泵M其中一

台或两台、多台停止工作，防止多台并联的水泵M在用户侧管道水压很高时还一直处于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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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荷工作状态下，造成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出现，导致电能的浪费。实际应用中，工控机U1

会根据输入的压力传感器S数据，变频器BP以及控制电路板MS的信号输出端输入的数据对

多台并联的水泵M负荷实时进行监测，水泵M高负荷下，经PLC作用，并联的多台水泵M一起工

作，水泵M中负荷下，其中一部分水泵M工作，水泵M低负荷状态下，较少部分水泵M工作，保证

正常供水前提下、达到节能的目的。在使用中，温湿度传感器U6能实时采集泵房内温湿度数

据，当泵房内因各种原因造成温度、湿度过高（温度超过40度或者湿度超过85%）时，工控机

U1的控制信号输出端KC1会输出控制信号进入排风扇自身的控制电路板MF信号输入端，这

样，排风扇F得电工作后就能对泵房内进行降温除湿，防止泵房内温度过高、湿度过大导致

设备损坏，温湿度恢复正常后，排风扇F停止工作。在使用中，摄像头U4会实时将泵房内视频

数据输入至工控机U1视频信号输入端，积水传感器U7能将泵房内是否积水传递给工控机U1

信号输入端，工控机U1在其内部电路作用下，会对输入的信号进行处理，并同时对温湿度传

感器U6数据，以及泵房内管网压力传感器S、水泵变频器BP以及控制电路板MS的信号输出端

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工控机将各种数据处理后，数据经交换机U8、光纤解调器（光猫）U3作

用能通过有线以及无线方式，经3G或者4G网络传递给远端服务器，远端管理方通过PC机或

手机接受到各种数据后，管理人员能实时掌握泵房内各种数据，在出现异常数据时，能第一

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理，防止故障的扩大化。本实用新型能达到自动控制的目的，还能将各种

数据实时传递给远端管理方，保证了泵房内的各设备正常工作，供水的正常。本新型泵房门

的电磁锁芯机构DC内部的控制电路与RFID读卡器电路完全隔离，防止不法分子通过破坏读

卡器（短路，强电烧毁等方式）来破坏门禁功能，达到破坏设备，投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本新

型在市电停电情况下，具有UPS功能，能持续通过内部蓄电池给相关设备供电，保障了包括

安防设备（门禁设备和视频摄像头）在内的设备能正常工作，市电恢复后，自动切换到市电，

并给蓄电池进行充电，保证蓄电池在应急情况下能发挥作用；蓄电池长时间不使用或者充

放电，电池的寿命会大大降低，本新型能自动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管理。

[0026] 本新型在各部件自身功能以及综合作用下，能实现本新型和服务器之间通过严格

的握手和反馈机制进行通讯，各种工控机处理后数据能有效上传至服务器，同时因有蓄电

池、具有掉电续传功能，保证了数据上传的完整性。本新型管网压力传感器S、水泵变频器BP

以及控制电路板MS的信号输出端和工控机之间，采用成熟RS485总线通讯，用Modbus  RTU和

Modbus  ASCII方式，能自动适配通用的供水设备控制电路板协议。

[002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及本新型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新型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新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新型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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