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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精度 IC 卡水表，包

括计量装置、光电传感器、标定装置、干弹簧管传

感器、单片机、IC 卡接口电路、数据存储器、液晶

显示器、电源电路、接口电路、电磁阀门和霍尔传

感器，单片机通过干弹簧管传感器采集计量装置

的信息，单片机通过霍尔传感器采集电磁阀门的

信息，标定装置、IC 卡接口电路、数据存储器、液

晶显示器分别与单片机的对应引脚连接，计量装

置的信号输出端分别与光电传感器的信号输入端

和干弹簧管传感器的信号输入端连接，光电传感

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标定装置的光电信号输入端连

接，电源电路为该水表提供电源。本实用新型中标

定装置能提高水表计量精度，光电传感器用于标

定时精确地测量水表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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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高精度 IC 卡水表，其特征在于：包括计量装置、光电传感器、标定装置、干弹簧

管传感器、单片机、IC卡接口电路、数据存储器、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接口电路、电磁阀门

和霍尔传感器，所述计量装置的信号输入端与所述电磁阀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计量

装置的信号输出端分别与所述光电传感器的信号输入端和所述干弹簧管传感器的信号输

入端连接，所述光电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标定装置的光电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干

弹簧管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单片机的信号采集端连接，所述标定装置、所述 IC 卡接

口电路、所述数据存储器、所述液晶显示器分别与所述单片机的对应引脚连接，所述电源电

路的输出端与所述单片机的电源输入端连接，所述单片机的控制信号输出端通过所述接口

电路与所述电磁阀门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电磁阀门的信号输出端通过所述霍尔传感器

与所述单片机的信号采集端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高精度 IC 卡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单片机的型号为

PIC16F84。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高精度 IC 卡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高精度 IC 卡水表的电

源电路包括交流电源、电池、变压器、桥式整流电路、第一电容、第二电容、第三电容、第四电

容、第一二极管、第二二极管、第一稳压集成电路、第二稳压集成电路、第三稳压集成电路、

时基集成电路、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三电阻、第四电阻、第五电阻、第六电阻、第七电阻、

第八电阻、第一开关管、第二开关管、光电耦合管、稳压二极管和电压表，所述交流电源的第

一端与所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第一端连接，所述交流电源的第二端与所述变压器的初级

线圈的第二端连接，所述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的第一端与所述桥式 整流电路的第一交流电

压输入端连接，所述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的第二端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第二交流电压输入

端连接，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负极分别与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一端、所述第二电容的第一端、

所述第四电容的第一端、所述第一稳压集成电路的接地端、所述第三电容的第一端、所述第

二稳压集成电路的接地端和所述第二二极管的负极连接后接地，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二端与

所述第一二极管的负极连接，所述第一二极管的正极分别与所述第二电容的第二端和所述

第一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第一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第三电容的

第二端和所述第二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第二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出端分别与所

述第三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出端和所述第二开关管的集电极连接，所述第二稳压集成电路的

输出端为所述电源电路的第一信号输出端，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分别与所述第四电容

的第二端、所述第三电阻的第一端、所述第二开关管的发射极和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一端连

接，所述第三电阻的第二端分别与所述第三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入端和所述第二开关管的基

极连接，所述第三稳压集成电路的接地端与所述第二二极管的正极连接，所述第四电阻的

第二端分别与所述第五电阻的第一端和所述第一开关管的发射极连接，所述第五电阻的第

二端分别与所述第六电阻的第一端和所述第一开关管的基极连接，所述第一开关管的集电

极分别与所述电压表的第一端和所述稳压二极管的负极连接，所述第一开关管的集电极为

所述电源电路的第二信号输出端，所述电压表的第二端接地，所述第六电阻的第二端与所

述光电耦合管的集电极连接，所述光电耦合管的发射极与所述第七电阻的第一端连接后接

地，所述第七电阻的第二端分别与所述稳压二极管的正极和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放电端连 

接，所述光电耦合管的负极与所述第八电阻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八电阻的第二端接地，所

述光电耦合管的正极与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阈值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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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所述电池的正极、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一端、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复位端和所述时基

集成电路的电源端连接，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二端分别与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触发端和所述

第二电阻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电阻的第二端接地 ,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接地端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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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 IC 卡水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 IC卡水表，尤其涉及一种高精度 IC卡水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生产的 IC 卡水表中所使用的远传干式水表是仿制或购买国外的远传水

表，用水的计量仍然采用传统机械式水表的计量方法，表的测量精度仍由机械部分保证，表

的标定过程工作量大，计量精度的提高困难，现有的 IC 卡水表从可靠、实用和成本控制方

面综合考虑，一般都采用普通的干电池作为供电的电源，但是普通的干电池电量有限，因

此，常出现因 IC卡水表的电池没电而造成停水的情况。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高精度 IC卡水表。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高精度 IC 卡水表，包括计量装置、光电传感器、标定装置、干弹簧管传感器、

单片机、IC 卡接口电路、数据存储器、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接口电路、电磁阀门和霍尔传

感器，所述计量装置的信号输入端与所述电磁阀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计量装置的信

号输出端分别与所述光电传感器的信号输入端和所述干弹簧管传感器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所述光电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标定装置的光电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干弹簧管传感

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单片机的信号采集端连接，所述标定装置、所述 IC 卡接口电路、所

述数据存储器、所述液晶显示器分别与所述单片机的对应引脚连接，所述电源电路的输出

端与所述单片机的电源输入端连接，所述单片机的控制信号输出端通过所述接口电路与所

述电磁阀门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电磁阀门的信号输出端通过所述霍尔传感器与所述单

片机的信号采集端连接。

[0006] 上述结构中，标定装置能提高水表计量精度；光电传感器用于标定时精确地测量

水表的转速 ；计量装置用于将计量装置中叶轮的转速传给干弹簧管传感器，干弹簧管传感

器用于实现用水量的累计计量和将水量转换为电信号。

[0007] 具体地，所述单片机的型号为 PIC16F84；单片机用于接收电信号并进行处理，液

晶显示器用于显示单片机处理后的信息。

[0008] 具体地，所述高精度 IC 卡水表的电源电路包括交流电源、电池、变压器、桥式整流

电路、第一电容、第二电容、第三电容、第四电容、第一二极管、第二二极管、第一稳压集成电

路、第二稳压集成电路、第三稳压集成电路、时基集成电路、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三电阻、

第四电阻、第五电阻、第六电阻、第七电阻、第八电阻、第一开关管、第二开关管、光电耦合

管、稳压二极管和电压表，所述交流电源的第一端与所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第一端连接，

所述交流电源的第二端与所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第二端连接，所述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的

第一端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第一交流电压输入端连接，所述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的第二端

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第二交流电压输入端连接，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负极分别与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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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容的第一端、所述第二电容的第一端、所述第四电容的第一端、所述第一稳压集成电路

的接地端、所述第三电容的第一端、所述第二稳压集成电路的接地端和所述第二二极管的

负极连接后接地，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二极管的负极连接，所述第一二极管

的正极分别与所述第二电容的第二端和所述第一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第一稳

压集成电路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第三电容的第二端和所述第二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入端连

接，所述第二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第三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出端和所述第二开

关管的集电极连接，所述第二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出端为所述电源电路的第一信号输出端，

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分别与所述第四电容的第二端、所述第三电阻的第一端、所述第

二开关管的发射极和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三电阻的第二端分别与所述第三

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入端和所述第二开关管的基极连接，所述第三稳压集成电路的接地端与

所述第二二极管的正极连接，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二端分别与所述第五电阻的第一端和所述

第一开关管的发射极连接，所述第五电阻的第二端分别与所述第六电阻的第一端和所述第

一开关管的基极连接，所述第一开关管的集电极分别与所述电压表的第一端和所述稳压二

极管的负极连接，所述第一开关管的集电极为所述电源电路的第二信号输出端，所述电压

表的第二端接地，所述第六电阻的第二端与所述光电耦合管的集电极连接，所述光电耦合

管的发射极与所述第七电阻的第一端连接后接地，所述第七电阻的第二端分别与所述稳压

二极管的正极和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放电端连接，所述光电耦合管的负极与所述第八电阻

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八电阻的第二端接地，所述光电耦合管的正极与所述时基集成电路

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阈值输入端分别与所述电池的正极、所述第一电阻的

第一端、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复位端和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电源端连接，所述第一电阻的

第二端分别与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触发端和所述第二电阻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电阻的

第二端接地 ,所述时基集成电路的接地端接地。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0] 本实用新型中标定装置能提高水表计量精度，光电传感器用于标定时精确地测量

水表的转速，本实用新型的电源电路采用交流供电和电池供电的方式，不会出现因 IC 卡水

表的电池没电而造成停水的情况，当用电故障或停电后，可以由电池盒内的干电池供电，也

不会造成因为停电而引起的停水情况。

附图说明

[0011] 图 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高精度 IC卡水表的结构原理框图；

[0012] 图 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高精度 IC卡水表的电源电路的电路结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4] 如图 1 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高精度 IC 卡水表，包括计量装置、光电传感器、标定

装置、干弹簧管传感器、单片机、IC卡接口电路、数据存储器、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接口电

路、电磁阀门和霍尔传感器，计量装置的信号输入端与电磁阀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计量装

置的信号输出端分别与光电传感器的信号输入端和干弹簧管传感器的信号输入端连接，光

电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标定装置的光电信号输入端连接，干弹簧管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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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片机的信号采集端连接，标定装置、IC 卡接口电路、数据存储器、液晶显示器分别与单

片机的对应引脚连接，电源电路的输出端与单片机的电源输入端连接，单片机的控制信号

输出端通过接口电路与电磁阀门的信号输入端连接，电磁阀门的信号输出端通过霍尔传感

器与单片机的信号采集端连接；单片机的型号为 PIC16F84。

[0015] 如图 2 所示，高精度 IC 卡水表的电源电路包括交流电源 AC、电池、变压器 T、桥式

整流电路 BR、第一电容 C1、第二电容 C2、第三电容 C3、第四电容 C4、第一二极管 D1、第二二

极管 D2、第一稳压集成电路 IC1、第二稳压集成电路 IC2、第三稳压集成电路 IC3、时基集成

电路 IC4、第一电阻 R1、第二电阻 R2、第三电阻 R3、第四电阻 R4、第五电阻 R5、第六电阻 R6、

第七电阻 R7、第八电阻 R8、第一开关管 Q1、第二开关管 Q2、光电耦合管 OC、稳压二极管 ZD和

电压表 P，交流电源 AC的第一端与变压器 T的初级线圈的第一端连接，交流电源 AC的第二

端与变压器 T的初级线圈的第二端连接，变压器 T的次级线圈的第一端与桥式整流电路 BR

的第一交流电压输入端连接，变压器 T的次级线圈的第二端与桥式整流电路 BR的第二交流

电压输入端连接，桥式整流电路 BR 的负极分别与第一电容 C1 的第一端、第二电容 C2 的第

一端、第四电容 C4的第一端、第一稳压集成电路 IC1的接地端、第三电容 C3的第一端、第二

稳压集成电路 IC2 的接地端和第二二极管 D2 的负极连接后接地，第一电容 C1 的第二端与

第一二极管 D1的负极连接，第一二极管 D1的正极分别与第二电容 C2的第二端和第一稳压

集成电路 IC1的输入端连接，第一稳压集成电路 IC1的输出端分别与第三电容 C3的第二端

和第二稳压集成电路 IC2 的输入端连接，第二稳压集成电路 IC2 的输出端分别与第三稳压

集成电路 IC3的输出端和第二开关管 Q2的集电极连接，第二稳压集成电路 IC2的输出端为

电源电路的第一信号输出端，桥式整流电路 BR的正极分别与第四电容 C4的第二端、第三电

阻 R3的第一端、第二开关管 Q2的发射极和第四电阻 R4的第一端连接，第三电阻 R3的第二

端分别与第三稳压集成电路 IC3的输入端和第二开关管 Q2的基极连接，第三稳压集成电路

IC3的接地端与第二二极管 D2的正极连接，第四电阻 R4的第二端分别与第五电阻 R5的第

一端和第一开关管 Q1的发射极连接，第五电阻 R5的第二端分别与第六电阻 R6的第一端和

第一开关管 Q1 的基极连接，第一开关管 Q1 的集电极分别与电压表 P 的第一端和稳压二极

管 ZD的负极连接，第一开关管 Q1的集电极为电源电路的第二信号输出端，电压表 P的第二

端接地，第六电阻 R6 的第二端与光电耦合管 OC 的集电极连接，光电耦合管 OC 的发射极与

第七电阻 R7的第一端连接后接地，第七电阻 R7的第二端分别与稳压二极管 ZD的正极和时

基集成电路 IC4的放电端连接，光电耦合管 OC的负极与第八电阻 R8的第一端连接，第八电

阻 R8的第二端接地，光电耦合管 OC的正极与时基集成电路 IC4的输出端连接，时基集成电

路 IC4 的阈值输入端分别与电池的正极、第一电阻 R1 的第一端、时基集成电路 IC4 的复位

端和时基集成电路 IC4的电源端连接，第一电阻 R1的第二端分别与时基集成电路 IC4的触

发端和第二电阻 R2 的第一端连接，第二电阻 R2 的第二端接地 , 时基集成电路 IC4 的接地

端接地。

[0016] 实施时，光电传感器用于标定时精确地测量水表的转速，本实用新型的电源电路

采用交流供电和电池供电的方式，不会出现因 IC 卡水表的电池没电而造成停水的情况，当

用电故障或停电后，可以由电池盒内的干电池供电，也不会造成因为停电而引起的停水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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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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