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0892723.5

(22)申请日 2018.08.07

(71)申请人 北京慧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101300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文化

营村北（临空二路1号）

(72)发明人 鲍颖慧　鲍学华　王德慧　张孟　

叶卫民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冠和权律师事务所 

11399

代理人 李建华

(51)Int.Cl.

G01F 15/00(2006.01)

G01S 19/14(2010.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包括

壳体，所述壳体前侧设有卡槽，所述卡槽顶部设

有显示器，所述显示器顶部设有指示灯，所述壳

体内部设有控制腔和阀门腔，所述控制腔内部设

有电池槽、单片机、GPS定位器和IC卡读卡器，所

述阀门腔内部设有电磁阀，所述电磁阀包括阀

体、线圈、磁芯、阀杆、活塞和限位检测机构，所述

阀体内部设有活塞活动腔，所述活塞活动腔顶部

设有阀杆活动腔，所述活塞活动腔顶部和底部对

应的阀体内壁设有密封垫。本发明将控制腔和阀

门腔隔离设计在同一壳体内，整个水表结构简单

紧凑，体积较小，并且通过将阀门、水表以及过滤

机构设置为一体化，使用水情况能够实时观看，

用水放心，不需要阀门、水表和过滤器三次安装。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5页

CN 109163772 A

2019.01.08

CN
 1
09
16
37
72
 A



1.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包括壳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前侧设有卡槽(2)，

所述卡槽(2)顶部设有显示器(3)，所述显示器(3)顶部设有指示灯(4)，所述壳体(1)内部设

有控制腔(5)和阀门腔(6)，所述控制腔(5)内部设有电池槽(7)、单片机(8)、GPS定位器(9)

和IC卡读卡器(10)，所述阀门腔(6)内部设有电磁阀(11)，所述电磁阀(11)包括阀体(12)、

线圈(13)、磁芯(14)、阀杆(15)、活塞(16)和限位检测机构(17)，所述阀体(12)内部设有活

塞活动腔(18)，所述活塞活动腔(18)顶部设有阀杆活动腔(19)，所述活塞活动腔(18)顶部

和底部对应的阀体(12)内壁设有密封垫(20)，所述阀体(12)一端设有进水管(21)以及另一

端设有出水管(22)，所述进水管(21)内部设有温度传感器(23)，所述出水管(22)内部设有

流量传感器(24)，所述进水管(21)和出水管(22)一端均设有过滤机构(25)，所述过滤机构

(25)端部设有连接管(2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设置为方

体，所述壳体(1)边角设置为圆角，所述阀门腔(6)设置于控制腔(5)后侧，所述控制腔(5)和

阀门腔(6)之间设有隔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槽(7)设置于

控制腔(5)顶部，所述电池槽(7)内部设有蓄电池(27)，所述电池槽(7)顶部设有盖板，所述

盖板与电池槽(7)活动卡接，所述单片机(8)设置于电池槽(7)底部，所述GPS定位器(9)设置

于单片机(8)一侧，所述IC卡读卡器(10)设置于GPS定位器(9)底部且与卡槽(2)相对应，所

述卡槽(2)内部设有IC卡(2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线圈(13)设置于阀

体(12)顶部，所述磁芯(14)设置于线圈(13)内侧，所述阀杆(15)设置于活塞活动腔(18)内

部，所述活塞(16)设置于阀杆(15)底部，所述阀杆(15)设置于阀杆活动腔(19)内部，所述活

塞(16)设置于活塞活动腔(18)内部，所述活塞(16)底部固定设有长杆(29)，所述限位检测

机构(17)设置于长杆(29)底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检测机构(17)

包括套管(30)，所述套管(30)与阀体(12)固定连接，所述套管(30)内壁两侧设有滑槽(31)，

所述滑槽(31)内部活动设有滚珠(32)，所述滚珠(32)活动嵌设于长杆(29)底端外壁，所述

套管(30)内腔底部固定设有红外测距传感器(33)，所述红外测距传感器(33)顶端设置于滑

槽(31)底端底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垫(20)包括内

环垫(201)，所述内环垫(201)外侧设有第一气囊(202)，所述第一气囊(202)外侧设有第二

气囊(203)，所述第二气囊(203)外侧设有外环垫(204)，所述第一气囊(202)和第二气囊

(203)相连通且第一气囊(202)高度大于第二气囊(203)高度，所述内环垫(201)和外环垫

(204)与活塞活动腔(18)顶部和底部边缘对应的阀体(12)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密封垫(20)

由硅橡胶制成，所述活塞(16)边缘与第二气囊(203)相对应。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机构(25)包括

管体(34)，所述管体(34)内部设有反渗透膜(35)，所述管体两端设有插管(36)，所述进水管

(21)、出水管(22)和连接管(26)均与插管(36)螺纹连接，所述连接管(26)一端外壁缠绕有

热收缩膜。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21)和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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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22)与阀体(12)一体化成型，所述进水管(21)和出水管(22)端部贯穿壳体(1)外壁且延

伸至壳体(1)外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阀(11)、显示

器(3)、指示灯(4)、GPS定位器(9)、温度传感器(23)、流量传感器(24)和IC卡读卡器(10)均

与单片机(8)电性连接，所述单片机(8)连接端设有数据库(37)，所述数据库(37)内部设有

各个地区的阶梯水价，所述数据库(37)通过网络与全国水费查询网站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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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表阀一体水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大多数IC卡水表采用水表表体加电路控制阀门的分体连接结构，只要将水表

基表装上机械计数器、发讯装置再与单独制造的阀门采用螺纹连接方式连接起来，其电池

安装在塑料壳的内部、信息读取方式以刷卡为主就构成了IC卡水表，但是现有的IC卡水表

存在功能单一，结构复杂，体积较大，安装不便的问题。

[0003] 因此，发明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来解决上述问题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通过将控制腔和阀门腔隔离设计

在同一壳体内，使整个水表结构简单紧凑，体积较小，便于使用，并且通过将阀门、水表以及

过滤机构设置为一体化，解决了用户用水情况不能够实时观看、用水不放心以及需要阀门、

水表和过滤器三次安装的麻烦，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包括壳体，

所述壳体前侧设有卡槽，所述卡槽顶部设有显示器，所述显示器顶部设有指示灯，所述壳体

内部设有控制腔和阀门腔，所述控制腔内部设有电池槽、单片机、GPS定位器和IC卡读卡器，

所述阀门腔内部设有电磁阀，所述电磁阀包括阀体、线圈、磁芯、阀杆、活塞和限位检测机

构，所述阀体内部设有活塞活动腔，所述活塞活动腔顶部设有阀杆活动腔，所述活塞活动腔

顶部和底部对应的阀体内壁设有密封垫，所述阀体一端设有进水管以及另一端设有出水

管，所述进水管内部设有温度传感器，所述出水管内部设有流量传感器，所述进水管和出水

管一端均设有过滤机构，所述过滤机构端部设有连接管。

[0006] 优选的，所述壳体设置为方体，所述壳体边角设置为圆角，所述阀门腔设置于控制

腔后侧，所述控制腔和阀门腔之间设有隔板。

[0007] 优选的，所述电池槽设置于控制腔顶部，所述电池槽内部设有蓄电池，所述电池槽

顶部设有盖板，所述盖板与电池槽活动卡接，所述单片机设置于电池槽底部，所述GPS定位

器设置于单片机一侧，所述IC卡读卡器设置于GPS定位器底部且与卡槽相对应，所述卡槽内

部设有IC卡。

[0008] 优选的，所述线圈设置于阀体顶部，所述磁芯设置于线圈内侧，所述阀杆设置于活

塞活动腔内部，所述活塞设置于阀杆底部，所述阀杆设置于阀杆活动腔内部，所述活塞设置

于活塞活动腔内部，所述活塞底部固定设有长杆，所述限位检测机构设置于长杆底部。

[0009] 优选的，所述限位检测机构包括套管，所述套管与阀体固定连接，所述套管内壁两

侧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部活动设有滚珠，所述滚珠活动嵌设于长杆底端外壁，所述套管内

腔底部固定设有红外测距传感器，所述红外测距传感器顶端设置于滑槽底端底部。

[0010] 优选的，所述密封垫包括内环垫，所述内环垫外侧设有第一气囊，所述第一气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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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设有第二气囊，所述第二气囊外侧设有外环垫，所述第一气囊和第二气囊相连通且第一

气囊高度大于第二气囊高度，所述内环垫和外环垫与活塞活动腔顶部和底部边缘对应的阀

体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密封垫由硅橡胶制成，所述活塞边缘与第二气囊相对应。

[0011] 优选的，所述过滤机构包括管体，所述管体内部设有反渗透膜，所述管体两端设有

插管，所述进水管、出水管和连接管均与插管螺纹连接，所述连接管一端外壁缠绕有热收缩

膜。

[0012] 优选的，所述进水管和出水管与阀体一体化成型，所述进水管和出水管端部贯穿

壳体外壁且延伸至壳体外部。

[0013] 优选的，所述电磁阀、显示器、指示灯、GPS定位器、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和IC卡

读卡器均与单片机电性连接，所述单片机连接端设有数据库，所述数据库内部设有各个地

区的阶梯水价，所述数据库通过网络与全国水费查询网站连接。

[0014]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15] 1、通过将控制腔和阀门腔隔离设计在同一壳体内，使整个水表结构简单紧凑，体

积较小，便于使用，并且通过将阀门、水表以及过滤机构设置为一体化，解决了用户用水情

况不能够实时观看、用水不放心以及需要阀门、水表和过滤器三次安装的麻烦；

[0016] 2、当整个水表安装时，GPS定位器启动自动定位位置并且将位置信息发送给单片

机，单片机提取数据库内部的此地区的阶梯水价，从而根据流量传感器检测的水流量信息

计算出水费经显示器显示，并且显示使用的水量和温度传感器检测的水温度信息，方便人

们直观的观看到用水情况；

[0017] 3、当电磁阀关闭时，活塞下压，活塞能够压缩第二气囊，使其内部的气体充入第一

气囊内部，第一气囊鼓起，从而提高活塞边缘的密封性，同理当电磁阀开启时，活塞上升挡

住阀杆活动腔，顶部的密封垫上的第二气囊压缩，第一气囊鼓起将活塞边缘密封，避免阀杆

活动腔内部进水影响阀杆，以及提高整个电磁阀的密封性；

[0018] 4、通过流量传感器检测水的流量，当正常供水时，水流量较低说明过滤机构发生

堵塞，此时可以通过显示器提醒用户更换过滤机构，因为进水管、出水管和连接管均与插管

螺纹连接，使过滤机构便于更换，使用方便；

[0019] 5、套管内壁两侧设有滑槽，滑槽内部活动设有滚珠，滚珠活动嵌设于长杆底端外

壁，当长杆上下移动时不会磨损套管，增强活塞的上下移动稳定性，保证密封效果好，延长

整个水表的使用寿命，并且红外测距传感器能够检测与长杆的间距，从而确定活塞的位置，

确认供水情况以及密封情况，保证电磁阀的稳定运行。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主视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整体俯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电磁阀剖视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限位检测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的密封垫俯视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的密封垫压缩前后对比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的系统原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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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中：1壳体、2卡槽、3显示器、4指示灯、5控制腔、6阀门腔、7电池槽、8单片机、9 

GPS定位器、10  IC卡读卡器、11电磁阀、12阀体、13线圈、14磁芯、15阀杆、16活塞、17限位检

测机构、18活塞活动腔、19阀杆活动腔、20密封垫、201内环垫、202第一气囊、203第二气囊、

204外环垫、21进水管、22出水管、23温度传感器、24流量传感器、25过滤机构、26连接管、27

蓄电池、28  IC卡、29长杆、30套管、31滑槽、32滚珠、33红外测距传感器、34管体、35反渗透

膜、36插管、37数据库。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根据图1-3所示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包括壳体1，所述壳体1前侧设有卡槽2，

所述卡槽2顶部设有显示器3，所述显示器3顶部设有指示灯4，所述壳体1内部设有控制腔5

和阀门腔6，所述控制腔5内部设有电池槽7、单片机8、GPS定位器9和IC卡读卡器10，所述阀

门腔6内部设有电磁阀11，所述电磁阀11包括阀体12、线圈13、磁芯14、阀杆15、活塞16和限

位检测机构17，所述阀体12内部设有活塞活动腔18，所述活塞活动腔18顶部设有阀杆活动

腔19，所述活塞活动腔18顶部和底部对应的阀体12内壁设有密封垫20，所述阀体12一端设

有进水管21以及另一端设有出水管22，所述进水管21内部设有温度传感器23，所述出水管

22内部设有流量传感器24，所述进水管21和出水管22一端均设有过滤机构25，所述过滤机

构25端部设有连接管26。

[0031] 通过将控制腔5和阀门腔6隔离设计在同一壳体1内，使整个水表结构简单紧凑，体

积较小，便于使用，并且通过将阀门、水表以及过滤机构设置为一体化，解决了用户用水情

况不能够实时观看、用水不放心以及需要阀门、水表和过滤器三次安装的麻烦。

[0032] 实施例2：

[0033] 根据图2所示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所述壳体1设置为方体，所述壳体1边角设

置为圆角，所述阀门腔6设置于控制腔5后侧，所述控制腔5和阀门腔6之间设有隔板，避免阀

门腔6内部漏水时影响控制腔5内部结构，所述电池槽7设置于控制腔5顶部，所述电池槽7内

部设有蓄电池27，所述电池槽7顶部设有盖板，所述盖板与电池槽7活动卡接，所述单片机8

设置于电池槽7底部，所述GPS定位器9设置于单片机8一侧，所述IC卡读卡器10设置于GPS定

位器9底部且与卡槽2相对应，所述卡槽2内部设有IC卡28，方便将IC卡28插入卡槽2内部后，

IC卡读卡器10读取IC卡28，蓄电池27开始供电，提供用水，并且蓄电池27装卸方便，整个装

置结构紧凑，体积小巧，使用方便；

[0034] 根据图3所示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所述线圈13设置于阀体12顶部，所述磁芯

14设置于线圈13内侧，所述阀杆15设置于活塞活动腔18内部，所述活塞16设置于阀杆15底

部，所述阀杆15设置于阀杆活动腔19内部，所述活塞16设置于活塞活动腔18内部，所述活塞

16底部固定设有长杆29，所述限位检测机构17设置于长杆29底部，所述进水管21和出水管

22与阀体12一体化成型，所述进水管21和出水管22端部贯穿壳体1外壁且延伸至壳体1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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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述过滤机构25包括管体34，所述管体34内部设有反渗透膜35，用于将水中的杂质去

除，使用安全放心，所述管体两端设有插管36，所述进水管21、出水管22和连接管26均与插

管36螺纹连接，便于更换过滤机构25，所述连接管26一端外壁缠绕有热收缩膜，方便紧固安

装；

[0035] 根据图4所示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所述限位检测机构17包括套管30，所述套

管30与阀体12固定连接，所述套管30内壁两侧设有滑槽31，所述滑槽31内部活动设有滚珠

32，所述滚珠32活动嵌设于长杆29底端外壁，当长杆29上下移动时不会磨损套管30，增强活

塞16的上下移动稳定性，保证密封效果好，延长整个水表的使用寿命，所述套管30内腔底部

固定设有红外测距传感器33，所述红外测距传感器33顶端设置于滑槽31底端底部，红外测

距传感器33与单片机8电性连接，所述红外测距传感器33型号设置为GP2Y0A02YK0F20-1，能

够检测与长杆29的间距，从而确定活塞16的位置，确认供水情况以及密封情况；

[0036] 根据图5-6所示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所述密封垫20包括内环垫201，所述内

环垫201外侧设有第一气囊202，所述第一气囊202外侧设有第二气囊203，所述第二气囊203

外侧设有外环垫204，所述第一气囊202和第二气囊203相连通且第一气囊202高度大于第二

气囊203高度，所述内环垫201和外环垫204与活塞活动腔18顶部和底部边缘对应的阀体12

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密封垫20由硅橡胶制成，所述活塞16边缘与第二气囊203相对应，当活

塞16下压时，活塞16能够压缩第二气囊203，使其内部的气体充入第一气囊202内部，第一气

囊202鼓起，从而提高活塞16边缘的密封性，同理当活塞16上升挡住阀杆活动腔19时，顶部

的密封垫20上的第二气囊203压缩，第一气囊202鼓起将活塞16边缘密封，避免阀杆活动腔

19内部进水影响阀杆15，以及提高整个电磁阀11的密封性；

[0037] 根据图7所示的一种智能表阀一体水表，所述电磁阀11、显示器3、指示灯4、GPS定

位器9、温度传感器23、流量传感器24和IC卡读卡器10均与单片机8电性连接，所述温度传感

器23型号设置为WZP-PT100，所述流量传感器24型号设置为FT-210223190，所述单片机8连

接端设有数据库37，所述数据库37内部设有各个地区的阶梯水价，所述数据库37通过网络

与全国水费查询网站连接，当整个水表安装时，GPS定位器9启动自动定位位置并且将位置

信息发送给单片机8，单片机8提取数据库37内部的此地区的阶梯水价，从而根据流量传感

器24检测的水流量信息计算出水费经显示器3显示，并且显示使用的水量和温度传感器23

检测的水温度信息，方便人们直观的观看到用水情况。

[0038] 本发明工作原理：

[0039] 参照说明书附图1-3，整个水表安装时，进水管21、出水管22和连接管26均与插管

36螺纹连接，可先将两个滤机构25安装在进水管21和出水管22端部，然后安装连接管26，最

后将连接管26外部缠绕热收缩膜与水管连接，将IC卡28插在卡槽2内部，IC卡读卡器10读取

IC卡28，蓄电池27开始供电，电磁阀11上的线圈13通电，阀杆15带动活塞16向上移动，提供

用水，并且指示灯4亮；

[0040] 参照说明书附图4，套管30内壁两侧设有滑槽31，滑槽31内部活动设有滚珠32，滚

珠32活动嵌设于长杆29底端外壁，当长杆29上下移动时不会磨损套管30，增强活塞16的上

下移动稳定性，保证密封效果好，延长整个水表的使用寿命，并且红外测距传感器33能够检

测与长杆29的间距，从而确定活塞16的位置，确认供水情况以及密封情况，保证电磁阀11的

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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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参照说明书附图5-6，当电磁阀11关闭时，活塞16下压，活塞16能够压缩第二气囊

203，使其内部的气体充入第一气囊202内部，第一气囊202鼓起，从而提高活塞16边缘的密

封性，同理当电磁阀11开启时，活塞16上升挡住阀杆活动腔19，顶部的密封垫20上的第二气

囊203压缩，第一气囊202鼓起将活塞16边缘密封，避免阀杆活动腔19内部进水影响阀杆15，

以及提高整个电磁阀11的密封性；

[0042] 参照说明书附图7，蓄电池27供电后，GPS定位器9启动自动定位位置并且将位置信

息发送给单片机8，单片机8提取数据库37内部的此地区的阶梯水价，从而根据流量传感器

24检测的水流量信息计算出水费经显示器3显示，并且显示使用的水量和温度传感器23检

测的水温度信息，方便人们直观的观看到用水情况。

[004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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