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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为了解决一卡通未采用实名登记而影响远

程售电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采用ARM9处理器的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

电系统，该系统包括：一卡通读取单元、人机交互

单元、一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和一卡通写入单

元，其中所述人机交互单元包括一卡通交易网点

电子地图单元和公交信息交互单元并且与这二

者相连。本发明避免了用户盗用未经拥有人授权

的一卡通进行电力交易的可能性，从而增强了用

户使用一卡通购电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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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电系统，该系统包括：一卡通读取单元、人机交互单元、一

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和一卡通写入单元，其中所述人机交互单元包括一卡通交易网点电

子地图单元和公交信息交互单元并且与这二者相连；

一卡通读取单元，其读取一卡通的编号；其特征在于：

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其用于基于存储预设区域内的一卡通交易网点的地理

位置以及所述预设区域的电子地图确定与所述编号相关联的一卡通的历史交易发生的地

理位置；

公交信息交互单元，其用于接受用户指定的所乘坐并采用一卡通交费的公交线路的线

路信息；当用户在上述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上选取了与所述编号相关联的一卡通

的历史交易发生的地理位置之后，继续通过触摸屏让用户输入其最近乘坐并利用一卡通交

费的公交线路信息；在触摸屏上显示各路公交线路的线路编号，用户通过触摸屏依次选取

其最近乘坐并采用一卡通交费的三条公交线路；

人机交互单元，其用于接受用户指定的购电请求和用户输入的一卡通交易地点，以及

向用户显示所述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中存储的电子地图并接受用户指定的地图

数据；

一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其根据所述一卡通的编号，对所述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

图单元和公交信息交互单元接受到的用户输入的一卡通交易位置进行自动验证；其中一卡

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包括通信单元，该通信单元通过查询一卡通服务器的数据库验证用户

输入的一卡通交易位置和公交线路的线路信息是否正确；

一卡通写入单元，其根据所述一卡通交易记录验证单元的验证结果和用户指定的购电

请求对一卡通信息进行修改；

一卡通写入单元包括ARM9处理器；ARM9处理器控制射频处理模块完成对射频卡的读

写，负责通过通信接口与计算机进行数据通信以及对键盘、显示设备以及整个一卡通写入

单元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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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ARM9处理器的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电系统及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远程通信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采用ARM9处理器的基于一卡

通的远程售电系统及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常规售电系统是利用接触式IC卡或者键盘式的预付费电能表。接触式的IC卡

表的缺陷是用户容易接触到表计的计量单元。用户购电必须接触到表计，形成窃电漏洞或

者表计遭到人为破坏。基于这种常规售电系统的购电方法一般包括自购电和IC卡式购电两

种：自购电要求用户亲自去供电部门的售电地点购电，受售电部门工作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IC卡式购电，存在用户信息容易泄漏、卡片容易丢失等弊端，同时，也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

制。另一方面，基于一卡通(例如乘坐公交车使用的公交市政一卡通)的消费日益普遍，例如

在一些药店和超市中，用户可以通过与使用银行卡类似的方式在不需要输入密码的情况下

完成交易。这极大地降低了用户使用多张功能分立的卡时的不便之处。然而，鉴于现有的一

卡通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实名登记和销售的方式，因此，无法直接利用一卡通代替IC卡来使

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一卡通未采用实名登记而影响远程售电时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盗用其他人的一卡通或未经授权使用的一卡通进行电力交易等情

形造成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

[0004] 为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电系统，该系统包括：一卡通读取单

元、人机交互单元、一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和一卡通写入单元，其中所述人机交互单元包

括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和公交信息交互单元并且与这二者相连，其特征在于：

[0005] 一卡通读取单元，其读取一卡通的编号；

[0006] 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其用于基于存储预设区域内的一卡通交易网点的

地理位置以及所述预设区域的电子地图确定与所述编号相关联的一卡通的历史交易发生

的地理位置；

[0007] 公交信息交互单元，其用于接受用户指定的所乘坐并采用一卡通交费的公交线路

的线路信息；

[0008] 人机交互单元，其用于接受用户指定的购电请求和用户输入的一卡通交易地点，

以及向用户显示所述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中存储的电子地图并接受用户指定的

地图数据；

[0009] 一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其根据所述一卡通的编号，对所述一卡通交易网点电

子地图单元和公交信息交互单元接受到的用户输入的一卡通交易位置进行自动验证；

[0010] 一卡通写入单元，其根据所述一卡通交易记录验证单元的验证结果和用户指定的

购电请求对一卡通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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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公交信息交互单元包括：公交信息输入单元和公交信息存储单元。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公交信息输入单元采用触摸屏。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公交信息输入单元采用键盘。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人机交互单元包括触摸屏。

[0015] 进一步地，一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包括通信单元，该通信单元通过查询一卡通

服务器的数据库验证用户输入的一卡通交易位置和公交线路的线路信息是否正确。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电系统还包括打印单元，其根据一卡通写入

单元的修改结果打印售电信息。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公交信息输入单元和所述人机交互单元共用同一触摸屏。

[0018] 进一步地，所述与所述编号相关联的一卡通的历史交易发生的地理位置包括与所

述编号相关联的一卡通的距今最近的多次交易发生的地理位置。

[0019] 根据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避免了用户盗用未经拥有人

授权的一卡通进行电力交易的可能性，从而增强了用户使用一卡通购电时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电系统的结构框图；

[0021] 图2示出了一卡通写入单元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附图1-2详细地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0023] 如图1所示，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电系统100可以被集成为ATM机样式，也可以被设

置成分离地设置的电子系统。该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电系统100包括：一卡通读取单元10、

人机交互单元40、一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50和一卡通写入单元60。

[0024] 其中所述人机交互单元40，其用于接受用户指定的购电请求和用户输入的一卡通

交易地点，以及向用户显示所述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20中存储的电子地图并接受

用户指定的地图数据，且所述人机交互单元40包括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20和公交

信息交互单元30并且与这二者相连，一卡通读取单元10与人机交互单元40相连，一卡通交

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20和公交信息交互单元30均与一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50相连，一卡

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50与一卡通写入单元60相连。

[0025] 在该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电系统100中，一卡通读取单元10，其读取一卡通的编

号；该一卡通读取单元10向一卡通发射预设频率的无线电磁波，当一卡通靠近一卡通读取

单元时，受一卡通读取单元发射的电磁波激励，一卡通片内的IC谐振电路产生共振并且接

收电磁波能量.当一卡通接收到足够的能量时，就将卡内存储的数据以无线电波的方式传

输到一卡通读取单元。然后一卡通读取单元将数据传送给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

20。

[0026] 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20，其具有存储器、触摸屏及外围电路，所述外围电

路用于驱动存储器和触摸屏，所述存储器中存储预设区域的电子地图以及该预设区域内的

一卡通交易网点的地理位置以及所述预设区域的电子地图。所述电子地图上标识了所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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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一卡通交易功能的交易网点，包括但不限于：充值网点、药店、超市、商场、娱乐场所、餐

饮场所等。用户可以在电子地图上选择标识该一卡通的历史交易发生的地理位置的点，确

定与所述编号相关联的一卡通的历史交易发生的地理位置。例如，用户可以根据最近发生

的一卡通交易所位于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依次选取王府井百货商场、王府井金象大药房

和地铁一号线王府井站一卡通充值点所对应的点。

[0027] 公交信息交互单元30，该公交信息交互单元30其用于接受用户指定的公交线路信

息，且包括公交信息输入单元301、公交信息存储单元302和外围电路(未示出)。所述公交信

息存储单元302存储有预设区域的公交线路列表，所述外围电路用于驱动公交信息输入单

元301和公交信息存储单元302。当用户在上述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20上选取了与

所述编号相关联的一卡通的历史交易发生的地理位置之后，继续通过触摸屏(可与一卡通

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元20的触摸屏共用同一触摸屏)让用户输入其最近乘坐并利用一卡通

交费的公交线路信息。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在触摸屏上显示各路公交线路的线路编

号，例如300、特8、运通101、88、740等，用户通过触摸屏依次选取其最近乘坐并采用一卡通

交费的三条公交线路，例如特8、88、740。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公交信息输入单元

301采用触摸屏。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所述公交信息输入单元301采用键盘。根据本

发明的另外的实施例，所述公交信息输入单元301和所述人机交互单元40共用同一触摸屏。

[0028] 一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50根据所述一卡通的编号，对所述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

地图单元20接受到的用户选取的与所述编号相关联的一卡通的历史交易发生的地理位置，

以及公交信息交互单元30接受到的用户输入的一卡通交易位置(即用户指定的所乘坐并采

用一卡通交费的公交线路的线路编号)进行自动验证。具体地，该一卡通交易位置验证单元

50包括通信单元70，该通信单元70通过查询市政部门的一卡通服务器的数据库验证用户输

入的一卡通交易位置和公交线路的线路信息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通过人机交互单元

40向用户给出提示，提示用户在预设的允许的重复次数内通过一卡通交易网点电子地图单

元20和公交信息交互单元30重新输入。当超过预设的(例如2次)允许的重复次数后，例如通

过触摸屏的方式，提示用户无法采用本远程售电系统购电。

[0029] 如果经过验证，用户输入的上述一卡通交易位置和公交线路的线路信息正确，则

一卡通写入单元60根据用户指定的购电请求对一卡通信息进行修改。如图2所示，该一卡通

写入单元60包括ARM9处理器、人机交互模块、射频模块、蜂鸣器管理模块、时钟与电源管理

模块、天线以及指纹识别设备。ARM9处理器控制射频处理模块完成对射频卡的读写，负责通

过通信接口与计算机进行数据通信以及对键盘、显示设备等人机交互模块整个一卡通写入

单元60的监控。非接触式读卡机专用芯片FMl702N采用并行通信方式和ARM9处理器连接，在

ARM9处理器控制下，读写器通过射频处理模块及天线与射频卡进行通信。一卡通写入单元

60采用低功耗的实时时钟/日历芯片记录采集数据的时间；PC或USB设备(可选，未示出)通

过串行输入、串行输出和中断处理与ARM9处理器相连接，它支持各种常用的USB全速设备，

按照相应的USB协议与USB设备通信。指纹识别电路是为了防止一卡通写入单元60被非管理

员或操作人员改写，其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各种指纹识别模块。读写器是射频一卡通卡

与其它设备通信的媒介，读写器的天线与一卡通卡线圈产生共振，进行数据传递，完成读写

模块与卡之间的通信。该一卡通写入单元60中使用的FMl702N芯片支持13.56MHz射频通信

协议，是与射频一卡通卡实现无线通信的核心模块和关键接口芯片，通过设置相应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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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发送缓冲区中的数据进行调制产生发送信号，经过TXI、TX2引脚(未示出)驱动的天

线以电磁波的形式发出去，一卡通卡采用RF场的负载调制进行响应。天线获取一卡通卡的

响应信号经过天线匹配电路回送到RX引脚，FMl702N芯片内部接收缓冲器对信号进行检测

和解调并根据寄存器(未示出)的设置进行处理，然后将数据发送到并行接口由ARM9处理器

读取。

[0030] 根据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所述基于一卡通的远程售电系统100还包括打印单元

80，其根据一卡通写入单元60的修改结果打印售电信息。

[0031] 上述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是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限制，只要是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即可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实现的技术方案，均应视为落入本发明专利

的权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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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08038962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