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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

器，包括MCU、供电装置、蓝牙通讯模块、远距离无

线通信模块、存储模块、磁力唤醒模块以及传感

器；所述蓝牙通讯模块、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存

储模块、磁力唤醒模块以及传感器均与所述MCU

通信连接；所述MCU、蓝牙通讯模块、远距离无线

通信模块、存储模块、磁力唤醒模块以及传感器

均通过所述供电装置进行供电。通过本实用新型

的采集器可实现对计量表的数据进行自动采集，

同时还设置有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可实现将采

集的数据直接传回到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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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一MCU、一供电装置、一蓝牙通讯模块、

一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一存储模块、一磁力唤醒模块以及一传感器；所述蓝牙通讯模块、

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存储模块、磁力唤醒模块以及传感器均与所述MCU通信连接；所述

MCU、蓝牙通讯模块、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存储模块、磁力唤醒模块以及传感器均通过所述

供电装置进行供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防拆按钮，所

述防拆按钮与所述MCU通信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远距离无线通信模

块为2G无线通信模块、3G无线通信模块、4G无线通信模块、5G无线通信模块以及NB-IOT无线

通信模块中的任意一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通讯模块为蓝

牙BLE4.0协议以上的蓝牙模块。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装置包括一电

源模块以及一电池；所述电池与所述电源模块相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为具有低

功耗、低压差的LDO电源，所述电池为锂亚硫酰氯电池。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通过一传感

器接口与所述MCU相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接口中集成

有一无磁型传感器接口、一脉冲型传感器接口、一光电传感器接口以及一压力传感器接口。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为无磁传感

器、脉冲传感器、光电传感器以及压力传感器中的任意一种。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磁力唤醒模块使

用具有低功耗的霍尔芯片。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590122 U

2



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计量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计量表(包括水表、电表、气表等)领域中，普遍都是采用脉冲型或无磁型

方式的计量表。通常厂家在出厂计量表时都已经安装了脉冲型或无磁型的发讯指针，客户

在使用计量表时，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要来自行加装传感器。但是，现有的计量表在具体使

用时，存在有如下缺陷：1、用户即使加装了传感器，也只能实现数据转换功能(即将物理信

号转换为电信号)，而无法实现对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功能，因此，为了实现对数据的采集和

传输，用户还需要再加装第三方采集设备和相关传输设备进行现场数据读取和传输，同时

不同类型的发讯指针还需要加装不同的传感器，这会导致总体成本大大增加，维护的难度

也比较大；2、现有技术在对设备进行参数设置和数据读取时，都需要携带抄表机到现场才

可实现，因此操作起来比较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通过该采集

器可实现对计量表的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并传输给服务器，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APP实现来

参数设置和数据读取。

[0004]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所述采集器包括一MCU、一

供电装置、一蓝牙通讯模块、一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一存储模块、一磁力唤醒模块以及一

传感器；所述蓝牙通讯模块、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存储模块、磁力唤醒模块以及传感器均

与所述MCU通信连接；所述  MCU、蓝牙通讯模块、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存储模块、磁力唤醒

模块以及传感器均通过所述供电装置进行供电。

[0005] 进一步地，所述采集器还包括一防拆按钮，所述防拆按钮与所述MCU 通信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为2G无线通信模块、3G无线通信模块、4G无线

通信模块、5G无线通信模块以及NB-IOT无线通信模块中的任意一种。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蓝牙通讯模块为蓝牙BLE4.0协议以上的蓝牙模块。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供电装置包括一电源模块以及一电池；所述电池与所述电源模块

相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电源模块为具有低功耗、低压差的LDO电源，所述电池为锂亚硫酰

氯电池。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传感器通过一传感器接口与所述MCU相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传感器接口中集成有一无磁型传感器接口、一脉冲型传感器接口、

一光电传感器接口以及一压力传感器接口。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传感器为无磁传感器、脉冲传感器、光电传感器以及压力传感器中

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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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磁力唤醒模块使用具有低功耗的霍尔芯片。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1、通过本实用新型的采集器可实现对计量表的数据进行

自动采集，同时还设置有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可实现将采集的数据直接传回到服务器中；

2、在采集器中设置有蓝牙通讯模块，使得在具体使用时，可以通过手机APP来与MCU建立连

接，并实现参数设置与数据获取，而不需要像以往那样，还要携带抄表机才可以实现；3、在

本实用新型的采集器中除了集成有无磁型传感器接口和脉冲型传感器接口，还扩展有光电

传感器接口和压力传感器接口，因此，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来选择接入需要的传感

器，这可为实际的使用带来极大的方便；4、本实用新型的采集器在不需要进行参数设置和

数据读取时，MCU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在使用时功耗极低，只需使用一次性电池进行供电

即可，非常适合安装在水表、气表等计量表上使用；5、本实用新型的采集器成本低，兼容性

好，维护起来也极其简单。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的电路原理框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蓝牙通讯模块与MCU的连接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存储模块与MCU的连接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传感器与MCU的连接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

[0021] 1-MCU，2-供电装置，21-电源模块，22-电池，3-蓝牙通讯模块，31-UART  接口，4-远

距离无线通信模块，5-存储模块，51-SPI接口，6-磁力唤醒模块，  7-传感器，71-无磁传感

器，72-脉冲传感器，73-光电传感器，74-压力传感器，8-防拆按钮，9-传感器接口，91-无磁

型传感器接口，92-脉冲型传感器接口，93-光电传感器接口，94-压力传感器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请重点参照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计量表物联网采集器，所述采集器包

括一MCU1、一供电装置2、一蓝牙通讯模块3、一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4、一存储模块5、一磁力

唤醒模块6以及一传感器7；所述蓝牙通讯模块3、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4、存储模块5、磁力唤

醒模块6以及传感器7均与所述MCU1通信连接；所述MCU1、蓝牙通讯模块3、远距离无线通信

模块4、存储模块5、磁力唤醒模块6以及传感器7均通过所述供电装置2进行供电。

[0023] 其中，所述MCU1主要用于对数据、指令等进行处理，由于MCU1目前在各行各业都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本实用新型所使用的MCU1只需要从现有技术中选择具有数据、指令处理

功能的MCU1即可实现，跟MCU1的具体型号和结构并无任何关系。所述存储模块5可使用具有

SPI接口51的  FLASH芯片，该存储模块5主要用于对采集器的参数和数据进行存储。

[0024] 所述采集器还包括一防拆按钮8，所述防拆按钮8与所述MCU1通信连接。在具体实

施时，所述防拆按钮8与MCU1的中断引脚相连接，当该采集器离开计量表时，所述防拆按钮8

就会被触发并通知MCU1，此时MCU1  就会产生报警信息并对报警信息进行保存，因此，通过

设置所述防拆按钮8  后，可有效防止采集器被拆除。

[0025] 所述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4为2G无线通信模块、3G无线通信模块、  4G无线通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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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5G无线通信模块以及NB-IOT无线通信模块中的任意一种。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当采集

器采集到数据后，就可以通过所述2G无线通信模块、3G无线通信模块、4G无线通信模块、5G

无线通信模块以及  NB-IOT无线通信模块中的任意一种来实现将数据直接传回到服务器

(未图示)中。

[0026] 所述蓝牙通讯模块3为蓝牙BLE4.0协议以上的蓝牙模块。所述蓝牙通讯模块3通过

UART接口31与MCU1相连接，在具体使用时，用户的手机  APP可通过所述蓝牙通讯模块3与

MCU1建立通信连接，且在连接建立起来后，用户可以通过手机APP(未图示)来对采集器进行

参数设置与数据获取。由上述可知，由于本实用新型设置了蓝牙通讯模块3，使得在具体使

用时，可以通过手机APP来与MCU建立连接，并实现参数设置与数据获取，而不需要像以往那

样，还要携带抄表机才可以实现。

[0027] 所述供电装置2包括一电源模块21以及一电池22；所述电池22与所述电源模块21

相连接。所述电源模块21为具有低功耗、低压差的LDO电源，采用LDO电源的目的是由于LDO

电源具有低功耗、低压差、低成本、低噪声等优点。所述电池22为锂亚硫酰氯(Li/S0Cl2)电

池。本实用新型的采集器在使用时，可以通过供电装置2来为整个采集器进行供电。

[0028] 所述传感器7通过一传感器接口9与所述MCU1相连接，其中，所述传感器接口9具体

是与MCU1的中断口相连接。所述传感器接口9中集成有一无磁型传感器接口91、一脉冲型传

感器接口92、一光电传感器接口93以及一压力传感器接口94。所述传感器7为无磁传感器

71、脉冲传感器72、光电传感器  73以及压力传感器74中的任意一种。由于在传感器接口9中

集成有无磁型传感器接口91、脉冲型传感器接口92、一光电传感器接口93以及一压力传感

器接口94，因此，在具体进行使用时，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接入无磁传感器71、脉

冲传感器72、光电传感器73以及压力传感器74中的任意一种。在具体工作时，可以通过所述

无磁传感器71、脉冲传感器72、光电传感器73 以及压力传感器74中的任意一种来实现将计

量表的物理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并将电信号通过所述传感器接口9传送给MCU1。由上述可

知，本实用新型不仅设置了常用的无磁型传感器接口91和脉冲型传感器接口92，还扩展了

光电传感器接口93和压力传感器接口94，这使得在选择传感器7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029] 所述磁力唤醒模块6使用具有低功耗的霍尔芯片。所述磁力唤醒模块6  具体是与

MCU1的中断引脚相连接，在具体使用时，当有磁力靠近所述磁力唤醒模块6时，该磁力唤醒

模块6就会通知MCU1，并使MCU1从休眠状态进入到工作状态。

[0030] 本实用新的工作原理如下：首先，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来选择接入无磁传

感器71、脉冲传感器72、光电传感器73以及压力传感器74中的任意一种，以实现对计量表的

物理信号进行转换；然后，用户可以将磁力靠近所述磁力唤醒模块6，以实现将采集器从休

眠状态唤醒；最后，用户可以通过蓝牙通讯模块3来建立手机APP与MCU1之间的连接，并通过

手机  APP来对采集器进行参数设置与数据读取，同时，采集器采集的数据可通过2G无线通

信模块、3G无线通信模块、4G无线通信模块、5G无线通信模块以及NB-IOT无线通信模块中的

任意一种来直接传回到服务器中。

[003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1、通过本实用新型的采集器可实现对计量

表的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同时还设置有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可实现将采集的数据直接传

回到服务器中；2、在采集器中设置有蓝牙通讯模块，使得在具体使用时，可以通过手机APP

来与MCU建立连接，并实现参数设置与数据获取，而不需要像以往那样，还要携带抄表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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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  3、在本实用新型的采集器中除了集成有无磁型传感器接口和脉冲型传感器接

口，还扩展有光电传感器接口和压力传感器接口，因此，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来选择

接入需要的传感器，这可为实际的使用带来极大的方便；  4、本实用新型的采集器在不需要

进行参数设置和数据读取时，MCU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在使用时功耗极低，只需使用一次

性电池进行供电即可，非常适合安装在水表、气表等计量表上使用；5、本实用新型的采集器

成本低，兼容性好，维护起来也极其简单。

[0032]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我们所描述的具体的实施例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用于对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的限

定，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依照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所作的等效的修饰以及变化，都应当

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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