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912884.1

(22)申请日 2018.06.13

(73)专利权人 北京京仪仪器仪表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地址 100098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东路9号

1幢B1068室

(72)发明人 钱思远　纪浩　刘小凡　何文强　

蔡友发　王玮琦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卫平智业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92

代理人 谢建玲　郝亮

(51)Int.Cl.

G08C 17/02(2006.01)

H04L 29/08(2006.01)

G01D 21/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

辅助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基于NB-IoT技术的低

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包括：微控制器、电源

电路、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

流量计量模块、看门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

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

NB-IoT模块；所述微控制器分别与阀门控制电

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块、看

门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

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NB-IoT模块连接；

所述电源电路分别与微控制器、阀门控制电路、

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块、看门

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ESAM

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NB-IoT模块连接；本实

用新型存在多种变化、包括模块删减、模块整合、

芯片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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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微控制器、

电源电路、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块、看门狗、实时时钟、LCD

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NB-IoT模块；

所述微控制器分别与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块、看门狗、

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NB-IoT模块连接；所

述电源电路分别与微控制器、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块、看门

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NB-IoT模块连

接；

所述微控制器用于控制各功能模块，以低功耗运行方式控制各功能模块完成流量采

集、燃气表状态监测、阀门控制、无线数据收发、报警提示、阶梯计费工作；

所述电源电路用于为各功能模块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电源；

所述阀门控制电路用于驱动燃气表基表内置电磁阀开关；

所述报警模块用于错误状态提醒及报警；

所述输入操作电路用于外部操作以查看燃气表状态；

所述流量计量模块用于采集燃气流量；

所述看门狗用于监测程序运行状态，提供死机保护；

所述实时时钟用于为燃气表提供时间日历；

所述LCD显示模块用于显示燃气表状态；

所述电压监测电路用于监控电源电压，保障燃气表正常运行；

所述ESAM安全模块用于实现数据安全存储、数据加/解密、双向身份认证、存取权限控

制和线路加密传输安全控制功能；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用于燃气表参数及历史数据存储和记录；

所述NB-IoT模块用于调制解调、控制收发无线信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源电路由电池、二极管、电压转换芯片、电阻、电容构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阀门控制电路是由多个三极管、二极管组成的桥式驱动电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报警模块由蜂鸣器电路和LCD实现。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输入操作电路由按键电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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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燃气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

气表辅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未采用无线远传技术的燃气表可分为非远传燃气表和有线远传燃气表两类。

[0003] 非远传燃气表，如IC卡燃气表或机械式燃气表，目前由抄表人员定期逐户入户手

动查抄。

[0004] 有线远传燃气表，如通过RS485总线、M-Bus总线等将智能终端连接至集中器，再由

集中器集中上传数据。

[0005] 非远传燃气表存在的缺点：人工查抄方式入户不便、效率低、成本高、不具实时性、

准确性不高。

[0006] 有线远传燃气表存在的缺点：

[0007] 1、需要布线，施工量大；

[0008] 2、维护、检修困难；

[0009] 3、成本高；

[0010] 4、容量小，为了增加容量，只能增加集中器；

[0011] 5、传输距离近。

[0012] 现有无线远传燃气表多使用433MHz及ZigBee等自组网无线网络、LoRaWAN、GPRS、

2G/3G/4G等。

[0013] 无线远传燃气表使用433MHz及ZigBee等自组网无线网络、LoRaWAN时存在以下缺

点：

[0014] 1、需要自组建无线网络，网络设计复杂；

[0015] 2、无线网络覆盖半径小(433MHz及ZigBee等自组网无线网络)；

[0016] 3、功耗大(433MHz及ZigBee等自组网无线网络)；

[0017] 4、容量小。

[0018] 无线远传燃气表使用GPRS、2G/3G/4G时存在以下缺点：

[0019] 1、资费高；

[0020] 2、功耗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21]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NB-IoT技术的

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在于解决传统远传燃气表存在的或成本高、或网络设计复杂、

或网络覆盖半径小、或容量小、或功耗大等问题。

[0022]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23] 一种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包括：微控制器、电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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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块、看门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

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NB-IoT模块；

[0024] 所述微控制器分别与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块、看

门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NB-IoT模块连

接；所述电源电路分别与微控制器、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

块、看门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NB-IoT

模块连接；

[0025] 所述微控制器用于控制各功能模块，以低功耗运行方式控制各功能模块完成流量

采集、燃气表状态监测、阀门控制、无线数据收发、报警提示、阶梯计费等工作；

[0026] 所述电源电路用于为各功能模块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电源；

[0027] 所述阀门控制电路用于驱动燃气表基表内置电磁阀开关；

[0028] 所述报警模块用于错误状态提醒及报警；

[0029] 所述输入操作电路用于外部操作以查看燃气表状态；

[0030] 所述流量计量模块用于采集燃气流量；

[0031] 所述看门狗用于监测程序运行状态，提供死机保护；

[0032] 所述实时时钟用于为燃气表提供时间日历；

[0033] 所述LCD显示模块用于显示燃气表状态；

[0034] 所述电压监测电路用于监控电源电压，保障燃气表正常运行；

[0035] 所述ESAM安全模块用于实现数据安全存储、数据加/解密、双向身份认证、存取权

限控制、线路加密传输等安全控制功能；

[0036]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用于燃气表参数及历史数据存储和记录；

[0037] 所述NB-IoT模块用于调制解调、控制收发无线信号。

[0038]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电源电路由电池、二极管、电压转换芯片、电阻、电容构

成。

[0039]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阀门控制电路是由多个三极管、二极管组成的桥式驱

动电路。

[0040]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报警模块由蜂鸣器电路和LCD实现。

[0041]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输入操作电路由按键电路实现。

[0042] 本实用新型描述了一种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的基本原

理和主要特征。本实用新型存在多种变化、包括模块删减、模块整合、芯片替换。

附图说明

[0043] 本实用新型有如下附图：

[0044] 图1本实用新型的功能模块构成及关系原理图。

[0045] 图2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智能燃气表管理平台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7]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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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微控制器、电源电路、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块、看门

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NB-IoT模块；

[0048] 所述微控制器分别与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块、看

门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NB-IoT模块连

接；所述电源电路分别与微控制器、阀门控制电路、报警模块、输入操作电路、流量计量模

块、看门狗、实时时钟、LCD显示模块、电压监测电路、ESAM安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NB-IoT

模块连接；

[0049] 所述微控制器用于控制各功能模块，以低功耗运行方式控制各功能模块完成流量

采集、燃气表状态监测、阀门控制、无线数据收发、报警提示、阶梯计费等工作；

[0050] 所述电源电路用于为各功能模块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电源；

[0051] 所述阀门控制电路用于驱动燃气表基表内置电磁阀开关；

[0052] 所述报警模块用于错误状态提醒及报警；

[0053] 所述输入操作电路用于外部操作以查看燃气表状态；

[0054] 所述流量计量模块用于采集燃气流量；

[0055] 所述看门狗用于监测程序运行状态，提供死机保护；

[0056] 所述实时时钟用于为燃气表提供时间日历；

[0057] 所述LCD显示模块用于显示燃气表状态；

[0058] 所述电压监测电路用于监控电源电压，保障燃气表正常运行；

[0059] 所述ESAM安全模块用于实现数据安全存储、数据加/解密、双向身份认证、存取权

限控制、线路加密传输等安全控制功能；

[0060]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用于燃气表参数及历史数据存储和记录；

[0061] 所述NB-IoT模块用于调制解调、控制收发无线信号。

[0062]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电源电路由电池、二极管、电压转换芯片、电阻、电容构

成。

[0063]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阀门控制电路是由多个三极管、二极管组成的桥式驱

动电路。

[0064]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报警模块由蜂鸣器电路和LCD实现。

[0065]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输入操作电路由按键电路实现。

[0066] 基于NB-IoT技术的低功耗智能燃气表辅助装置运用NB-IOT高安全、广覆盖、低功

耗、大连接广域通信技术，实现对智能燃气表的信息实时采集、状态监测、控制指令下发等

远程操作，将采集的数据和状态信息进行及时分析和处理，从而实现更有针对性、科学性的

动态管理，提升智能燃气表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006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68] 1、采用先进的NB-IOT广域通信技术，电信无线频谱资源，实时采集智能燃气表的

信息；

[0069] 2、端到端的安全技术保障数据安全和接入安全；

[0070] 3、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智能燃气表管理平台。

[0071] 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08580494 U

5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6

CN 208580494 U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