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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无线数据实时采集技术领

域。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

采集系统，包括采集器和无线数据网关，所述采

集器包括第一微处理器、第一实时时钟模块、运

动状态检测模块、电源模块和第一无线收发模

块，所述无线数据网关包括第二无线收发模块、

第二微处理器、第二实时时钟模块、第三微处理

器和通信模块，所述第一实时时钟模块、运动状

态检测模块和第一无线收发模块分别与第一微

处理器连接，所述电源模块为整个采集器供电，

所述第一无线收发模块与第二无线收发模块无

线通信连接，所述第二无线收发模块和第二实时

时钟模块分别与第二微处理器连接，第二微处理

器与第三微处理器通信连接，第三微处理器通过

通信模块与主机通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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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采集器和无线数据网关，所述

采集器包括第一微处理器、第一实时时钟模块、运动状态检测模块、电源模块和第一无线收

发模块，所述无线数据网关包括第二无线收发模块、第二微处理器、第二实时时钟模块、第

三微处理器和通信模块，所述第一实时时钟模块、运动状态检测模块和第一无线收发模块

分别与第一微处理器连接，所述电源模块为整个采集器供电，所述第一无线收发模块与第

二无线收发模块无线通信连接，所述第二无线收发模块和第二实时时钟模块分别与第二微

处理器连接，所述第二微处理器与第三微处理器通信连接，所述第三微处理器通过通信模

块与主机通信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动状态检

测模块包括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所述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别与第一微处理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无线收

发模块的频段为780MHz。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微处理

器和第一无线收发模块采用型号为CC1310的芯片来实现。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无线收

发模块的频段为780MHz，所述第二无线收发模块和第二微处理器采用型号为CC1310的芯片

来实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器还包

括串口配置模块，所述串口配置模块与第一微处理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器还包

括RFID标签，所述RFID标签与第一微处理器通信连接，所述RFID标签用于通过阅读器对第

一微处理器进行配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包

括电池和电源管理模块，所述电池通过电源管理模块为整个采集器供电。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为可充

电的锂电池，所述采集器还包括充电接口，所述充电接口与电源管理模块连接，外界电源通

过充电接口经电源管理模块为锂电池充电。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模块

包括有线通信模块和无线通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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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无线数据实时采集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物品移动状态的实

时采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些领域和应用场合中，经常需要得到物品的实时移动状态的大数据，以便对

物品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从而对后续工作进行有效指导。如在现有的零售门店和物品展

厅中，经营者希望知道哪些物品最能打动顾客，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打出曝款，把握营销

策略。而越能打动顾客的物品，其越有机会被拿起和放下，物品的移动状态发生改变的机率

也越大，因此通过采集物品的移动状态的大数据，就可以了解物品被关注的程度，为经营者

提供第一手资料，让经营分析建立在有力的数据之上。

[0003] 但现有的想要获得物品的移动状态数据，只能通过人工去收集，不仅效率低、准确

性差，而且与以前相比，如今的人工成本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无形中增加了巨大的管理成

本，甚至是无法完成。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用以解决上述存

在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

系统，包括采集器和无线数据网关，所述采集器包括第一微处理器、第一实时时钟模块、运

动状态检测模块、电源模块和第一无线收发模块，所述无线数据网关包括第二无线收发模

块、第二微处理器、第二实时时钟模块、第三微处理器和通信模块，所述第一实时时钟模块、

运动状态检测模块和第一无线收发模块分别与第一微处理器连接，所述电源模块为整个采

集器供电，所述第一无线收发模块与第二无线收发模块无线通信连接，所述第二无线收发

模块和第二实时时钟模块分别与第二微处理器连接，所述第二微处理器与第三微处理器通

信连接，所述第三微处理器通过通信模块与主机通信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运动状态检测模块包括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所述陀螺仪和加速度

计分别与第一微处理器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无线收发模块的频段为780MHz。

[0008] 更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微处理器和第一无线收发模块采用型号为CC1310的芯片来

实现。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无线收发模块的频段为780MHz，所述第二无线收发模块和第

二微处理器采用型号为CC1310的芯片来实现。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采集器还包括串口配置模块，所述串口配置模块与第一微处理器

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采集器还包括RFID标签，所述RFID标签与第一微处理器通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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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RFID标签用于通过阅读器对第一微处理器进行配置。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电源模块包括电池和电源管理模块，所述电池通过电源管理模块

为整个采集器供电。

[0013] 更进一步的，所述电池为可充电的锂电池，所述采集器还包括充电接口，所述充电

接口与电源管理模块连接，外界电源通过充电接口经电源管理模块为锂电池充电。

[0014] 进一步的，所述通信模块包括有线通信模块和无线通信模块。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可以实现对物品的移动状态进行实时采集，以获得物品的实时移动状

态数据，效率高，准确可靠，且成本低。

[0017] 本实用新型采用专用的物联网频段(780MHZ)，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

[0018] 本实用新型采用型号为CC1310的芯片，可以实现低功耗，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此

外，本实用新型无需拆机即可完成配置，维护方便。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0020] 图2A-E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采集器的电路原理图；

[0021] 图3A-D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无线数据网关的部分电路原理图；

[0022] 图4A-F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无线数据网关的另一部分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一种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系统，包括采集器1和无线数据网关2，

所述采集器1包括第一微处理器13、第一实时时钟模块12、运动状态检测模块11、电源模块

和第一无线收发模块17，所述无线数据网关2包括第二无线收发模块21、第二微处理器22、

第二实时时钟模块23、第三微处理器24和通信模块25，所述第一实时时钟模块12、运动状态

检测模块11和第一无线收发模块17分别与第一微处理器13连接，所述电源模块为整个采集

器1供电，所述第一无线收发模块17与第二无线收发模块21无线通信连接，所述第二无线收

发模块21和第二实时时钟模块23分别与第二微处理器22连接，所述第二微处理器22与第三

微处理器24通信连接，所述第三微处理器24通过通信模块25与主机通信连接。

[0025] 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运动状态检测模块11包括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所述陀螺仪

和加速度计分别与第一微处理器13的输入端连接，本实施例中，运动状态检测模块11由型

号为MPU6500的传感器来实现，当然，在其它实施例中，运动状态检测模块11还可以根据实

际需要包含有其它传感器。

[0026] 本具体实施例中，实时时钟模块12负责实时时钟校准，同步后台时间，本具体实施

例中，实时时钟模块12采用型号为ISL1208的实时时钟芯片来实现，但并不限于此。

[0027] 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电源模块包括电池15和电源管理模块14，所述电池15通过

电源管理模块14为整个采集器1供电。

[0028] 为了避免更换电池15，降低使用成本，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电池15为可充电电

池，优选为可充电的锂电池，采集器1还设有充电接口，所述充电接口通过电源管理模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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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锂电池15的充电输入端，外界电源通过充电接口为锂电池15充电。本具体实施例中，电源

管理模块8包括型号为MP2602DQ-LF-Z的电源管理芯片U4和型号为TPS78230DDCT的芯片U5，

具体电路图详见图2D。

[0029] 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无线收发模块17的频段优选采用专用的物联网频段

780MHz，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但并不限于此，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一无线收发模块17

也可以采用现有的其它无线通信模块，如WIFI通信模块等来实现。第一微处理器13优选采

用MCU微处理器来实现，但不限于此，本实施例中，第一无线收发模块17和第一微处理器13

优选采用型号为CC1310的芯片来实现，待机电流可以在微安级，功耗低，采用较小容量的电

池15供电也可满足长期使用的需求。

[0030] 本具体实施例中，采集器1还包括串口配置模块16，所述串口配置模块16与第一微

处理器13连接，用于通过有线连接上位机，通过上位机对第一微处理器13进行相关参数配

置。

[0031] 优选的，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采集器1还包括RFID标签18，所述RFID标签18与第

一微处理器13通信连接，所述RFID标签18用于通过阅读器对第一微处理器13进行相关参数

配置，配置时，无需接线，使用方便。

[0032] 采集器1的具体电路可以详见图2A-E，此不再细说。

[0033] 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无线收发模块21的频段相应地采用专用的物联网频段

780MHz，第二微处理器22优选采用MCU微处理器来实现，本实施例中，第二无线收发模块21

和第二微处理器22优选采用型号为CC1310的芯片来实现，待机电流可以在微安级，功耗低。

[0034] 本具体实施例中，实时时钟模块23负责实时时钟校准，同步后台时间，本具体实施

例中，实时时钟模块23采用型号为ISL1208的实时时钟芯片来实现，但并不限于此。

[0035] 本具体实施例中，第三微处理器24优选采用型号为ATSAMA5D27的微处理器，但不

限于此，第三微处理器24与第二微处理器22通过串口通信连接，所述通信模块25包括有线

通信模块和无线通信模块。有线通信模块采用以太网通信，由型号为KSZ8081的芯片来实

现，但不限于此，无线通信模块为WIFI通信模块，采用型号为ATWILC1000的芯片来实现，但

不限于此。当然，在其它实施例中，无线通信模块也可以是4G等其它无线通信模块。

[0036] 在其它实施中，通信模块25也可以只包括有线通信模块或无线通信模块。

[0037] 无线数据网关2的具体电路图详见图3A-D以及图4A-F(第三微处理器24和型号为

KSZ8081的芯片在图中为示出)，此不再细说。

[0038] 采集器1和无线数据网关2的数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可以是1个或多个，

当采集器1为多个时，采集器1与无线数据网关2采用无线星型组网通信。

[0039] 使用过程：

[0040] 将采集器1通过固定件固定在被采集的物品上，当物品被拿起或放下时，物品的移

动状态就发生了改变，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检测到物品的移动状态的变化，并将检测到的数

据传输给第一微处理器13，第一微处理器13对检测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物品的移动状

态，结合第一实时时钟模块12给出的时间信息得出当前物品实时移动状态(第一实时时钟

模块12会定时和第二实时时钟模块23进行时间同步，确保时间一致性)，然后通过第一无线

收发模块17发送给第二无线收发模块21，第二无线收发模块21将接收到的物品实时移动状

态数据传输给第二微处理器22，第二微处理器22再将其发送给第三微处理器24，然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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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模块25发送给主机，即可实现物品移动状态的实时采集，以便对物品的情况进行分析

总结，从而对后续工作进行有效指导，如对于商品或展示品，通过主机对物品实时移动状态

数据的分析，获得物品的移动情况，可以得出该物品的受欢迎程度，这样经营者就可以有针

对性的打出爆款，把握营销策略。

[0041] 尽管结合优选实施方案具体展示和介绍了本实用新型，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应

该明白，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内，在形式上和细节

上可以对本实用新型做出各种变化，均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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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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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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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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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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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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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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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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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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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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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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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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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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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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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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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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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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