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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快速高精度光电直

读式智能水表系统，主要由多个终端水表、抄表

集中器以及抄表管理系统组成，终端水表包括单

片机和多个字轮单元，每个字轮单元包括机械字

轮和多组光发射接收对管，每组光发射接收对管

中的发射管和接收管之间采用唯一对应的正交

码序列CDMA信号通讯连接，正交码序列CDMA信号

的每个码还采用曼彻斯特编码以使其跳变，单片

机分别驱动每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发射管向接

收管发出信号。本实用新型的每个发射管的发射

信号不是发射简单的有光、无光的脉冲信号，而

是发射经过挑选的正交码序列，而每个码采用曼

切斯特编码，保证每个码有跳变，消除环境因素

的影响；而不同发射管采用不同的正交码序列，

消除了邻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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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主要由多个终端水表、抄表集中器以及

抄表管理系统组成，所述终端水表包括单片机和多个字轮单元，每个字轮单元包括机械字

轮和多组光发射接收对管，其特征在于，每组光发射接收对管中的发射管和接收管之间采

用唯一对应的正交码序列CDMA信号通讯连接，所述正交码序列CDMA信号的每个码还采用曼

彻斯特编码以使其跳变，所述单片机分别驱动每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发射管向接收管发出

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

字轮采用透射式码盘，所述透射式码盘包括盘体和沿圆周方向依次设置并贯通所述盘体的

两侧盘面的多个透光孔，每组光发射接收管的发射管和接收管分别位于位于所述盘体的两

侧并投影在所述圆周位置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字轮

单元包括5组光发射接收对管，5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5个发射管沿半圆周方向依次设置，位

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的两个发射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180度夹角，位于半圆周方

向两端点位置的两个发射管分别和与其相邻的两个发射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

角，其余的三个发射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角，5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5个接收管

沿半圆周方向依次设置，位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的两个接收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

180度夹角，位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的两个接收管分别和与其相邻的两个接收管的相

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角，其余的三个接收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抄表

集中器和多个终端水表之间通过M＿BUS总线通讯供电，所述M＿BUS总线还接入有DC/DC直

流斩波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抄表

集中器和所述终端水表之间采用抄表集中器轮询和终端水表自主通讯相结合的方式，抄表

集中器设定各终端水表的通讯顺序，当后一终端水表检测到前一终端水表通讯完成后，后

一终端水表立即发送采集信息，当抄表集中器发现个别终端水表的通讯数据错误时，采用

单独召唤通讯方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抄表

集中器与所述抄表管理系统之间通过GPRS或接入internet的以太网通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终端

水表对应设有一唯一的二维码，所述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还包括手持式抄

表器，所述手持式抄表器与所述终端水表通过二维码相互识别并与所述抄表集中器通讯连

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持

式抄表器为智能手机或专用终端设备，所述智能手机或所述专用终端设备安装有设定的

APP。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单片

机为带有可进行预付费，分段计量、分段计价功能的固化程序的微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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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表是关系民生的重要计量器具，近年来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但水表行业发展却

相对缓慢。随着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水表技术发展进入快车道，各类新技术

用用层出不穷，归纳起来智能水表技术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方面：

[0003] 一是计量性能的提高。传统机械水表设有运动计量部件和机械计数(示数)装置，

使产品的测量准确度和重复性指标难以长期保持，仪表非线性特性校正困难。压力损失较

大，测量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不尽人意，为此必须采用新型水流量传感与信号处理技术等方

法来改变这一现状。水表计量性能提升主要包括：提升测量准确度，从目前2级准确度逐步

提升至1级准确度；拓展测量范围，改善小流量测量特性，降低水表始动流量和灵敏限，减少

大流量测量条件下的压力损失值；可靠性与寿命的提高，提高智能水表产品的平均无故障

时间(MTBF)指标；压力损失的降低，采用无阻流件，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0004] 二是使用功能拓展。在计量功能基础上，满足了用户在用水管理方面的需要，如：

预付费用水及售水管理、数据远传及抄表管理、网络阀控及定量控制等。随着智能水表相关

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水表测量特性的自检、自校、自补偿，电源电压自检与告警，欠费、漏水

等的关阀控制，无线通信及网络接入等功能也会逐步进入应用阶段。

[0005] 三是参与管网测控系统构建。计量产品从单一终端产品向网络化系统集成产品和

整体解决方案发展，硬件产品向软硬件结合的智能化产品发展。特别是物联网技术的兴起，

供水管网的感知(检测)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数据安全传输技术、数据挖掘与应用技术、终

端控制技术等正在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应用。智能水表作为物联网技术感知层的智能终端，

在供水管网测控系统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可以预期，随着水表使用功能的不断拓展，其

在测控系统中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0006] 我国目前水表生产企业大约有600多家，虽然下游用户自来水厂、房地产公司等十

分分散，但是竞争仍然比较激烈。

[0007] 摄像直读式远传水表产品最早是由北京北保电器公司2008年研发的，由于图像传

输和数字译码方面不太成熟，导致产品没有普及推广。第二代产品由广东华旭等公司20011

年研制，较好解决了图像处理、图像传输和译码传输等技术难题，使该项技术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目前，该产品已投入小批量生产，并在北京等地挂表试用，大面积推广还有待于应用

时间和应用数量的考验。

[0008] 虽然市场上已经出现直读式水表及其抄表系统，但抄表速度慢、容易误读、受环境

光线影响等问题依然存在。

发明内容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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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智能水表系统，克服了现有的远传直读水表的普遍存在的结构复杂、容易受到外界光线

干扰、相邻透射管之间相互干扰、总线式抄表系统容易出现故障、抄表速度慢等问题。

[0010]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的技术方案：一种快速高精度光电直

读式智能水表系统，主要由多个终端水表、抄表集中器以及抄表管理系统组成，所述终端水

表包括单片机和多个字轮单元，每个字轮单元包括机械字轮和多组光发射接收对管，每组

光发射接收对管中的发射管和接收管之间采用唯一对应的正交码序列CDMA信号通讯连接，

所述正交码序列CDMA信号的每个码还采用曼彻斯特编码以使其跳变，所述单片机分别驱动

每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发射管向接收管发出信号。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机械字轮采用透射式码盘，所述透射式码盘包括盘体和沿

圆周方向依次设置并贯通所述盘体的两侧盘面的多个透光孔，每组光发射接收管的发射管

和接收管分别位于位于所述盘体的两侧并投影在所述圆周位置处。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每个字轮单元包括5组光发射接收对管，5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5

个发射管沿半圆周方向依次设置，位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的两个发射管的相邻两侧面

之间形成180度夹角，位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的两个发射管分别和与其相邻的两个发

射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角，其余的三个发射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

角，5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5个接收管沿半圆周方向依次设置，位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

的两个接收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180度夹角，位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的两个接收

管分别和与其相邻的两个接收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角，其余的三个接收管的相

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角。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抄表集中器和多个终端水表之间通过M＿BUS总线通讯供

电，所述M＿BUS总线还接入有DC/DC直流斩波器。

[0014]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抄表集中器和所述终端水表之间采用抄表集中器轮询和终

端水表自主通讯相结合的方式，抄表集中器设定各终端水表的通讯顺序，当后一终端水表

检测到前一终端水表通讯完成后，后一终端水表立即发送采集信息，当抄表集中器发现个

别终端水表的通讯数据错误时，采用单独召唤通讯方式。

[0015]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抄表集中器与所述抄表管理系统之间通过GPRS或接入

internet的以太网通讯连接。

[0016] 上述技术方案中，每个终端水表对应设有一唯一的二维码，所述快速高精度光电

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还包括手持式抄表器，所述手持式抄表器与所述终端水表通过二维码

相互识别并与所述抄表集中器通讯连接。

[001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手持式抄表器为智能手机或专用终端设备，所述智能手机

或所述专用终端设备安装有设定的APP。

[0018]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单片机为带有可进行预付费，分段计量、分段计价功能的固

化程序的微处理器。

[0019]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0020] 1)每个发射管的发射信号不是发射简单的有光、无光的脉冲信号，而是发射经过

挑选的正交码序列，而每个码采用曼切斯特编码，保证每个码有跳变，消除环境因素的影

响；而不同发射管采用不同的正交码序列，消除了邻近干扰；解决了目前难以在低成本方式

下解决的不同发射接收对管之间的邻近干扰和外界环境透射光线对读数的干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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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2)通过提高总线驱动，提高通讯的通讯速率，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轮询和自主发

送相结合的专用通讯协议，大大减小了抄表时轮询的等待时间，从而极大提高了抄表速度，

提高了抄表效率、延长了集中器电池寿命，本实用新型中，抄表速到降低到40ms左右；抄表

集中器静态功耗<5W；水表终端静态功<4mA；

[0022] 3)抄表集中器故障时，采用图像识别技术和二维码技术，实现水表断电时的抄表，

利用二维码能够水表进行唯一识别，二维码容易定位的特点，解决了水表数字的定位难难

题，利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实现低成本的基于图像的抄表；

[0023] 4)通过设置预付费模块、分段计量模块以及分段计价模块，使水表系统具有预付

费，分段计量、分段计价功能；设置阶梯水量不少于三级，满足国家推行阶梯水价要求。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连接方框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终端水表的多个字轮的主视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字轮单元主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发射管或接收管投影在机械字轮上的

侧视示意图。

[0028] 其中，100、终端水表；110、字轮单元；111、机械字轮；111-1、盘体；111-2、透光孔；

112、发射管；113、接收管；114、阴影面；200、抄表集中器；300、抄表管理系统；400、手持式抄

表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

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30] 参见图1至图4，如其中的图例所示，一种快速高精度光电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主

要由多个终端水表100、抄表集中器200以及抄表管理系统300组成，终端水表100包括单片

机(图中未视出)和多个字轮单元110，每个字轮单元110包括机械字轮111和多组光发射接

收对管，每组光发射接收对管中的发射管112和接收管113之间采用唯一对应的正交码序列

CDMA信号通讯连接，正交码序列CDMA信号的每个码还采用曼彻斯特编码以使其跳变，上述

单片机分别驱动每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发射管112向接收管113发出信号。

[0031] 机械字轮111采用透射式码盘，透射式码盘包括盘体111-1和沿圆周方向依次设置

并贯通盘体111-1的两侧盘面的多个透光孔111-2，每组光发射接收管的发射管112和接收

管113分别位于位于盘体111-1的两侧并投影阴影面114在圆周位置处。

[0032] 其中一种实施方式，每个字轮单元110包括5组光发射接收对管，5组光发射接收对

管的5个发射管112沿半圆周方向依次设置，位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的两个发射管的相

邻两侧面之间形成180度夹角，位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的两个发射管分别和与其相邻

的两个发射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角，其余的三个发射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

36度夹角，5组光发射接收对管的5个接收管113沿半圆周方向依次设置，位于半圆周方向两

端点位置的两个接收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180度夹角，位于半圆周方向两端点位置的

两个接收管分别和与其相邻的两个接收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角，其余的三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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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管的相邻两侧面之间形成36度夹角。利用目前产品中的开槽方法以及电机控制中的光编

码器技术，研究适合于水表的开槽方法，使加工成本达到最小、光电管数量最少，同时减少

在读数窗口出现两个半字的读数的二义性。

[0033] 其中一种实施方式，抄表集中器200和多个终端水表100之间通过M＿BUS总线通讯

供电，上述M＿BUS总线还接入有DC/DC直流斩波器。抄表集中器200和终端水表100之间采用

抄表集中器200轮询和终端水表100自主通讯相结合的方式，抄表集中器200设定各终端水

表100的通讯顺序，当后一终端水表检测到前一终端水表通讯完成后，后一终端水表立即发

送采集信息，当抄表集中器200发现个别终端水表的通讯数据错误时，采用单独召唤通讯方

式。上述方式具有以下的优点1)提高总线驱动能力和信号电平，提高通讯波特率；2)采用轮

询和表具自主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即上电后，集中器广播各表具的通讯顺序，当表具检测到

前一表具通讯完成后，后一块表具立即发送采集信息，这样可大大减小等待时间。当集中器

发现个别表具的通讯数据错误时，采用单独召唤通讯方式。

[0034] 其中一种实施方式，抄表集中器200与抄表管理系统300之间通过GPRS或接入

internet的以太网通讯连接。

[0035] 其中一种实施方式，每个终端水表100对应设有一唯一的二维码，快速高精度光电

直读式智能水表系统还包括手持式抄表器400，手持式抄表器400与终端水表100通过二维

码相互识别并与抄表集中器200通讯连接。利用QR码的定位信息和比较成熟的QR的解码技

术，研究确定数字信息的位置，解决水表唯一性标识和数字定位问题。

[0036] 其中一种实施方式，手持式抄表器400为智能手机或专用终端设备，智能手机或专

用终端设备安装有设定的APP。

[0037] 其中一种实施方式，上述单片机为带有可进行预付费，分段计量、分段计价功能的

固化程序的微处理器。

[0038] 为判断码盘的绝对位置，需要多组光发射接收对管，如果多组对管之间的光线进

行隔离，对加工要求很高，从而增加设备成本。本实用新型采用码分多址(CDMA)方式使各对

管之间不需要任何隔离。码分多址(CDMA)方式利用码序列的正交性来区分不同的用户，在

同频、同时的条件下，各个接收管根据不同的信号码型之间的差异分离出需要的信号。CDMA

方式为每个用户分配了特定的地址码，利用一条公共信道来传输信息。CDMA的地址码相互

间具有正交性，在频率、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可能重叠。

[0039] 码盘的读数窗口的光线对接收信号产生干扰，考虑到环境光线的缓慢变化，在读

数周期内可以认为不变量，对即将要发送的地址码进行曼彻斯特编码，曼彻斯特编码将时

钟和数据包含在数据流中，在传输代码信息的同时，也将时钟同步信号一起传输到对方，每

位编码中有一跳变，不存在直流分量，因此具有自同步能力和良好的抗干扰性能。

[0040] 总线故障时，作为自动抄表的补充方式，项目开发基于安卓系统通用移动终端的

抄表软件，利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拍摄的照片，通过图像处理技术直接识别出表具信息和

用水量，不需要增加设备。图像处理软件能够在同一照片中识别出二维码信息和码盘信息，

从而能够自动定位用户和用水信息，该信息可存储在移动终端或通过3G网络传送到抄表系

统。随着智能手机的推广使用，用户如果安装了本项目开发的软件，此工作可由用户完成，

从而为抄表系统提供了另一项选择，形成新的抄表模式。当作为上位机的抄表集中器不进

执行命令时，终端水表进入低功耗状态，仅需要3mA左右的电流正常工作；当上位机针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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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端表发出抄读命令或其它命令时，被抄读的终端水表在执行命令的瞬间，提供可用于

执行命令的几十毫安的电流，用来完成施行命令，当命令执行完毕后，总线恢复低功耗状

态。采用主动发送技术，可降低抄表总体抄表时间，可将常规的700ms的抄表时间降低到

40ms，驱动表具数量达到400个。

[0041] 正常运行时，抄表集中器200通过485或M_BUS控制终端水表100的运行，抄表时抄

表集中器200给终端水表100供电，终端水表100读取码盘数值，接受抄表集中器200命令，将

水量传送到抄表集中器200。抄表集中器200将采集的水表信息通过GPRS或以太网接入

Internet传送到抄表管理系统300的软件。手持式抄表器400主要在抄表集中器200故障或

接入网络故障时使用，考虑到无源直读式在抄表集中器故障时无法获得电能，采用摄像式

直读方式，使用图像处理技术获取码盘信息和二维码信息，手持式抄表器400采用通用安卓

移动终端，减少开发成本，使开发集中在图像处理技术上。生产流程管理软件记录出厂水表

的地址、配置参数、二维码信息，形成产品数据库，为抄表管理软件提供唯一识别信息。

[0042] 以上为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描述，通过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

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

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

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

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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