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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感器的工商业大

流量远传燃气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工业、商业的大

流量远传燃气表，包括外壳，所述外壳上设有显

示面板，外壳内设置有控制电路、通气管道、与通

气管道连通的旁通管道，通气管道的两端设置有

进气接头和出气接头，旁通管道上设有热式流量

传感器，控制电路包括用于采集燃气流量的流量

采集模块、与流量采集模块通信并采用SIM卡内

的GPRS通信模块与数据终端实现数据通信的通

信模块。计量精确，使用方便，充分利用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云存储，实现自助式

抄表、缴费、预付费充值、用户报修、仪表远程检

测和专业服务，取代传统的采用人工或者部分自

动抄表的方式进行抄表统计和IC预支付使用能

源费用，有效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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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感器的工商业大流量远传燃气表，包括外壳，所述外壳上

设有显示面板，外壳内设置有控制电路、通气管道、与通气管道连通的旁通管道，所述通气

管道的两端设置有进气接头和出气接头，旁通管道上设有热式流量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控制电路包括用于采集燃气流量的流量采集模块、与流量采集模块通信并采用SIM卡内

的GPRS通信模块与数据终端实现数据通信的通信模块；

所述通信模块包括通信芯片U2、U5，所述通信芯片U2的型号为MSP430F4152，所述通信

芯片U5的型号为EFM32TG8-42F32；所述通信模块U2用于与采集模块通信计量流量，所述通

信芯片U5与通信芯片U2之间采用流量计端口JP5连接；同时流量计端口JP5连接485串口电

路，防止流量计量不稳定；所述通信芯片U5电连有用于识别SIM卡内的GPRS通信模块的识别

电路；

所述流量计端口JP5的第四引脚与通信芯片U2的第五十二引脚和通信芯片U5的第五六

十引脚电连；流量计端口JP5的第三引脚与通信芯片U2的第五十三引脚和通信芯片U5的第

五十九引脚电连；流量计端口JP5第一引脚与通信芯片U5的第十四引脚电连用于控制流量

计通断；流量计端口JP5第二引脚接地；流量计端口JP5的第四引脚与通信芯片U2的第五十

二引脚和五十三引脚之间电连电阻R30、R2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感器的工商业大流量远传燃气表，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通信芯片U5电连的用于确定流量数据上传的时间的时钟控制电路和

三端稳压电源电路；所述时钟控制电路包括时钟芯片U8，所述时钟芯片U8的第一引脚电连

通信芯片U5的第三十五引脚和三端稳压电源电路的稳压芯片U9的第六引脚；所述时钟芯片

U8的第四引脚电连通信芯片U5的第三十四引脚和稳压芯片U9的第五引脚；稳压芯片U9的第

一、二、三、四、七引脚均接地；稳压芯片U9第八引脚接电容C31后再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感器的工商业大流量远传燃气表，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通信芯片U5电连的开关电源电路DC-DC。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感器的工商业大流量远传燃气表，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置于外壳内的调试检测电路，所述调试检测电路包括相互并联的电阻

R7、R8，电阻R7、R8的输入端均与电源3V3电性连接，所述电阻R7连接有相互并联的电容C13、

开关SW1，电阻R20连接有相互并联的电容C15、开关SW1，所述电容C7、开关SW1和电容C8、开

关SW2的输出端都接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感器的工商业大流量远传燃气表，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485串口电路包括收发器U1、接口转换器J2、电阻R1、R2、R3、R4、R5、R6和

电容C3、C8、C9，所述收发器U1的第一引脚与电阻R4的一端电连，电阻R4的另一端与并联的

电阻R1、R2的一端连接，电阻R1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2的另一端接通信模块U2和JP5,收发器

U1的第七引脚与电阻R3的一端连接，电阻R3的另一端接电容C8和接口转换器J2的第二引

脚；收发器U1的第六引脚与电阻R6的一端连接，电阻R6的另一端接电容C9和接口转换器J2

的第三引脚；收发器U1的第五、八引脚均接地，电容C3接在收发器U1的第八引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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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感器的工商业大流量远传燃气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燃气表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感器的工商业

大流量远传燃气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网络支付货款方式逐步普及，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而和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燃气使用过程中，不是采用传统的人工或者部分

自动抄表的方式进行抄表统计，就是据单付费，就是采用IC卡预付方式。采用IC卡预付方

式，需要大量建立IC卡充值点，且受到IC卡这个不可或缺的媒介自身的限制，无法进行有效

的归集运行记录和充值记录；采用传统的人工或者部分自动抄表的方式，则要利用大量的

人力及物力，如果采用实时在线抄表系统，也需要投入极大的物力，而且不能够对在用燃气

表具的及时维护，造成燃气用户生活不便和生产的损失。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通过利用互联

网、物联网、低功耗无线、大数据云计算和云存储实现民用和企业燃气用户自助抄表或自助

式预付费的远程燃气物联网自助抄表和自助付费的燃气表，以替代传统的人工抄表和IC充

值管理的民用燃气表和企业燃气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

感器的工商业大流量远传燃气表，包括外壳，所述外壳上设有显示面板，外壳内设置有控制

电路、通气管道、与通气管道连通的旁通管道，所述通气管道的两端设置有进气接头和出气

接头，旁通管道上设有热式流量传感器，所述控制电路包括用于采集燃气流量的流量采集

模块、与流量采集模块通信并采用SIM卡内的GPRS通信模块与数据终端实现数据通信的通

信模块；

[0005] 所述通信模块包括通信芯片U2、U5，所述通信模块U2用于与采集模块通信计量流

量，所述通信芯片U5与通信芯片U2之间采用流量计端口JP5连接；同时流量计端口JP5连接

485串口电路，防止流量计量不稳定；所述通信芯片U5电连有用于识别SIM卡内的GPRS通信

模块的识别电路；

[0006] 所述流量计端口JP5的第四引脚与通信芯片U2的第五十二引脚和通信芯片U5的第

五六十引脚电连；流量计端口JP5的第三引脚与通信芯片U2的第五十三引脚和通信芯片U5

的第五十九引脚电连；流量计端口JP5第一引脚与通信芯片U5的第十四引脚电连用于控制

流量计通断；流量计端口JP5第二引脚接地；流量计端口JP5的第四引脚与通信芯片U2的第

五十二引脚和五十三引脚之间电连电阻R30、R29。

[0007] 其中，还包括与通信芯片U5电连的用于确定流量数据上传的时间的时钟控制电路

和三端稳压电源电路；所述时钟控制电路包括时钟芯片U8，所述时钟芯片U8的第一引脚电

连通信芯片U5的第三十五引脚和三端稳压电源电路的稳压芯片U9的第六引脚；所述时钟芯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06271102 U

3



片U8的第四引脚电连通信芯片U5的第三十四引脚和稳压芯片U9的第五引脚；稳压芯片U9的

第一、二、三、四、七引脚均接地；稳压芯片U9第八引脚接电容C31后再接地。

[0008] 再有，还包括与通信芯片U5电连的开关电源电路DC-DC。

[0009] 另外，还包括置于外壳内的调试检测电路，所述调试检测电路包括相互并联的电

阻R7、R8，电阻R7、R8的输入端均与电源3V3电性连接，所述电阻R7连接有相互并联的电容

C13、开关SW1，电阻R20连接有相互并联的电容C15、开关SW1，所述电容C7、开关SW1和电容

C8、开关SW2的输出端都接地。

[0010] 具体地，所述的485串口电路包括收发器U1、接口转换器J2、电阻R1、R2、R3、R4、R5、

R6和电容C3、C8、C9，所述收发器U1的第一引脚与电阻R4的一端电连，电阻R4的另一端与并

联的电阻R1、R2的一端连接，电阻R1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2的另一端接通信模块U2和JP5,收

发器U1的第七引脚与电阻R3的一端连接，电阻R3的另一端接电容C8和接口转换器J2的第二

引脚；收发器U1的第六引脚与电阻R6的一端连接，电阻R6的另一端接电容C9和接口转换器

J2的第三引脚；收发器U1的第五、八引脚均接地，电容C3接在收发器U1的第八引脚上。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通信芯片U2的型号为MSP430F4152。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通信芯片U5的型号为EFM32TG8-42F32。

[0013]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计量精确，使用方便，充分利用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云存储，实现自助式抄表、缴费、预付费充值、用户报

修、仪表远程检测和专业服务，取代传统的采用人工或者部分自动抄表的方式进行抄表统

计和IC预支付使用能源费用，有效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方便了燃气用户。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燃气表内部管道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通信芯片U2的电路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通信芯片U5的其中一部分电路图；

[0017] 图4为实用新型通信芯片U5的另一部分电路图；

[0018] 图5为实用新型三端稳压电源电路和时钟控制电路的电路图；

[0019] 图6为实用新型流量计端口JP5的电路图；

[0020] 图7为本实用新型485串口电路的电路图；

[0021] 图8为本实用新型识别电路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参见图1至图8，一种基于MEMS热式流量传感器的工商业大流量远传燃气表，包括

外壳，所述外壳上设有显示面板，外壳内设置有控制电路、通气管道1、与通气管道1连通的

旁通管道4，所述通气管道1的两端设置有进气接头2和出气接头3，旁通管道4上设有热式流

量传感器5，所述控制电路包括用于采集燃气流量的流量采集模块、与流量采集模块通信并

采用SIM卡内的GPRS通信模块与数据终端实现数据通信的通信模块；所述通信模块包括通

信芯片U2、U5，所述通信芯片U2的型号为MSP430F4152，所述通信芯片U5的型号为EFM32TG8-

42F32；所述通信模块U2用于与采集模块通信计量流量，所述通信芯片U5与通信芯片U2之间

采用流量计端口JP5连接；同时流量计端口JP5连接485串口电路，防止流量计量不稳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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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通信芯片U5电连有用于识别SIM卡内的GPRS通信模块的识别电路。

[0023] 本实用新型采集模块采集处理用户使用的燃气流量数据，再将处理后的数据与通

信模块U2通信，同时通信模块U3流量积累；通信模块U2将数据通过流量计端口JP5传输给识

别电路，同时，用户将SIM卡插入插卡口内，识别电路识别SIM卡内的GPRS通信模块；通过

GPRS通信模块将计量的流量信息上传燃气公司的数据终端。所述流量计端口JP5的第四引

脚与通信芯片U2的第五十二引脚和通信芯片U5的第五六十引脚电连；流量计端口JP5的第

三引脚与通信芯片U2的第五十三引脚和通信芯片U5的第五十九引脚电连；流量计端口JP5

第一引脚与通信芯片U5的第十四引脚电连用于控制流量计通断；流量计端口JP5第二引脚

接地；流量计端口JP5的第四引脚与通信芯片U2的第五十二引脚和五十三引脚之间电连电

阻R30、R29。

[0024] 再有，防止流量计量仪表计量不稳定，流量计端口JP5连接485串口电路，所述的

485串口电路包括收发器U1、接口转换器J2、电阻R1、R2、R3、R4、R5、R6和电容C3、C8、C9，所述

收发器U1的第一引脚与电阻R4的一端电连，电阻R4的另一端与并联的电阻R1、R2的一端连

接，电阻R1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2的另一端接通信模块U2和JP5,收发器U1的第七引脚与电

阻R3的一端连接，电阻R3的另一端接电容C8和接口转换器J2的第二引脚；收发器U1的第六

引脚与电阻R6的一端连接，电阻R6的另一端接电容C9和接口转换器J2的第三引脚；收发器

U1的第五、八引脚均接地，电容C3接在收发器U1的第八引脚上。

[0025] 其中，还包括与通信芯片U5电连的用于确定流量数据上传的时间的时钟控制电路

和三端稳压电源电路；所述时钟控制电路包括时钟芯片U8，所述时钟芯片U8的第一引脚电

连通信芯片U5的第三十五引脚和三端稳压电源电路的稳压芯片U9的第六引脚；所述时钟芯

片U8的第四引脚电连通信芯片U5的第三十四引脚和稳压芯片U9的第五引脚；稳压芯片U9的

第一、二、三、四、七引脚均接地；稳压芯片U9第八引脚接电容C31后再接地。当时钟检测的到

设定的时间时，提示通信芯片U5上传流量数据，起到监测提示的作用。

[0026] 再有，还包括与通信芯片U5电连的开关电源电路DC-DC；将直流电压4.4V转换成直

流电压3.3V，给通信芯片U5供电。

[0027] 另外，还包括置于外壳内的调试检测电路，所述调试检测电路包括相互并联的电

阻R7、R8，电阻R7、R8的输入端均与电源3V3电性连接，所述电阻R7连接有相互并联的电容

C13、开关SW1，电阻R20连接有相互并联的电容C15、开关SW1，所述电容C7、开关SW1和电容

C8、开关SW2的输出端都接地，调试检测电路的设置便于工作人员临时调试、检测用，且其隐

藏在外壳内，用户不可自行调试，防止造成数据紊乱，造成燃气表燃气流量传输不准确。

[0028] 还包括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用于提供燃气控制电路所需用电，电源模块包含

集成芯片IC1，将输入4.8伏电压转为5.5伏电压输出，此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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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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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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