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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智能定位电能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定位设备技术领域，
是一种智能
定位电能表，
其包括壳体，
壳体内设置有定位装
置，
所述定位装置包括电池组、
中央处理器、
定位
模块、
GPS导航模块、存储模块和信号发射器，
电
池组的输出端分别与定位模块和中央处理器输
入端电连接，
定位模块、
GPS导航模块均与中央处
理器双向电连接，
中央处理器的输出端与存储模
块的输入端电连接，
GPS导航模块的输出端与信
号发射器输入端电 连接。本发明结构合理而紧
凑，
其可实现智能电能表自身定位，
协助现场消
缺人员准确查询到问题电能表位置，
GPS导航模
块对路线规划起到了准确定位、
线路规划放入作
用，
现场消缺人员能够快速找到问题电能表的位
置，
通过定位装置能够辅助找回丢失的电能表，
降低了固定资产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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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智能定位电能表，
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
所述壳体内设置有定位装置，
所述定位
装置包括电池组、
中央处理器、定位模块、
GPS导航模块、存储模块和信号发射器，
所述电池
组的输出端分别与定位模块和中央处理器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定位模块、
GPS导航模块均与
中央处理器双向电连接，
所述中央处理器的输出端与存储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GPS导
航模块的输出端与信号发射器输入端电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定位电能表，
其特征在于定位模块包括卫星定位芯片和
电子指南针模块，
所述卫星定位芯片和电子指南针模块均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智能定位电能表，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数据接口 ，
所述数据
接口与GPS导航模块电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智能定位电能表，
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组为锂电池组。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定位电能表，
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组为锂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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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定位电能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定位设备技术领域，
是一种智能定位电能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能的仪表，
在实际电能表在用户安装之后，
电力公司
负责电能表的维护，
维护人员不能定位问题电能表的具体位置，
因此，
工作效率较低。特别
的，
现有的老旧住房拆迁或者其他意外情况下，
电能表还常常出现丢失，
一旦出现丢失的情
况，
则不可能在找回，
从而造成电力公司固定资产损失。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定位电能表，
克服了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
其能有效解决
现有的电能表故障维护时，
存在寻找问题电表的时间较长，
不能定位问题电能表的具体位
置的问题，
更进一步解决了现有的电能表丢失难以找回，
造成固定资产损失的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的：
一种智能定位电能表，
包括壳体，
所
述壳体内设置有定位装置，
所述定位装置包括电池组、中央处理器、定位模块、GPS导航模
块、存储模块和信号发射器，
所述电池组的输出端分别与定位模块和中央处理器输入端电
连接，
所述定位模块、
GPS导航模块均与中央处理器双向电连接，
所述中央处理器的输出端
与存储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GPS导航模块的输出端与信号发射器输入端电连接。
[0005] 下面是对上述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上述定位模块可包括卫星定位芯片和电子指南针模块，
所述卫星定位芯片和电子指南
针模块均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
[0006] 上述还可包括数据接口，
所述数据接口与GPS导航模块电连接。
[0007] 上述电池组可为锂电池组。
[0008] 本发明结构合理而紧凑，
使用方便，
其可实现智能电能表自身定位，
协助现场消缺
人员准确查询到问题电能表位置，
实现对现场的问题电能表进行消缺，
GPS导航模块对路线
规划起到了准确定位、
线路规划放入作用，
提高了现场消缺人员寻找电能表的工作效率，
在
电能表丢失的情况下，
通过定位装置能够辅助找回丢失的电能表，
降低了固定资产损失率。
附图说明
[0009] 附图1为本发明最佳实施例的电连接控制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本发明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
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与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
的实施方式。
[0011]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如附图1所示，
该智能定位电能表包括壳体，
所述壳体内设置有定位装置，
所述定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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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包括电池组、
中央处理器、定位模块、
GPS导航模块、存储模块和信号发射器，
所述电池组
的输出端分别与定位模块和中央处理器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定位模块、
GPS导航模块均与中
央处理器双向电连接，
所述中央处理器的输出端与存储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GPS导航
模块的输出端与信号发射器输入端电连接。
[0012] 中央处理器主要用于完成数据存储以及功能管理，
电池组主要用于在电能表断电
的情况下提供唤醒电能表的作用，
可采用容量大于1 .2Ah的电池组供电 ，
电池组需满足单只
电能表的定位装置72小时使用，
即便区域停电、
电能表自身故障表不带电 ，
也可正常发送电
能表位置信息。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数据，
保证数据准确性。定位模块用于以经纬度的形式表
示出设备的位置，
GPS导航模块将经纬度转化为图形化；
信号发射器用于将处理的图形以数
字模式发射至终端。这里的终端可采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等可通信的移动终端设备。定位
模块可用于电能表丢失后辅助找回，
实际安装时，
将定位装置的中央处理器连接电能表主
板，
电能表主板在带电情况下，
中央处理器获取安装信息；
若电能表定位模块遭到损毁，
该
电能表主板则无法正常启动。
实际使用时，
本发明通过定位模块定位当前设备经度、纬度数
据，
传输至中央处理器，
由中央处理器统一管理并发送至存储模块以及GPS导航模块，
存储
模块保存定位到的电能表位置的数字化数据，
GPS导航模块将数字化定位数据转化为可视
化地图，
可视化地图通过信号发射器发送至终端，
当电能表的外接电源无法提供正常供电
保障，
电池组为整体定位装置提供运行保障。
[0013] 本发明结构合理而紧凑，
使用方便，
其可实现智能电能表自身定位，
协助现场消缺
人员准确查询到问题电能表位置，
实现对现场的问题电能表进行消缺，
GPS导航模块对路线
规划起到了准确定位、
线路规划放入的作用，
提高了现场消缺人员寻找电能表的工作效率，
有效避免出现寻找不到问题电能表的情况。在电能表丢失的情况下，
通过定位装置能够辅
助找回丢失的电能表，
降低了固定资产损失率。
[0014] 可根据实际需要，
对上述智能定位电能表作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如附图1所示，
定位模块包括卫星定位芯片和电子指南针模块，
所述卫星定位芯片和电
子指南针模块均与中央处理器电连接。卫星定位芯片定位到电能表的经纬度，
为了进一步
提高定位精度，
电子指南针模块与GPS导航模块连接，
实现精准定位具体的楼宇以及用户电
能表的安装位置。
[0015] 如附图1所示，
还包括数据接口，
所述数据接口与GPS导航模块电连接。数据接口以
固有频率转换输出，
其数据接口做到防止静电。
[0016] 根据需要，
所述电池组为锂电池组。
[0017] 以上技术特征构成了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
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最佳实施效
果，
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减非必要的技术特征，
来满足不同情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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