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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一种电子价签及其工作方法，电子价签包括主控芯片(1)和多个天线(2); 工作方法包括：主控芯片
(1)，用于根据功能需求命令，从多个天线(2)中选择出与主控芯片(1)接通的天线(21、22、23、24); 控制与主
控芯片(1)接通的天线(21、22、23、24)接收或发送不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1)接通的天线(21、22、
23、24)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电子价签完成不同的功能需求(901); 每一天线 (21、22、23、24)，用于在与主
控芯片(1)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1)的控制，接收或发送不同的价签信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主控芯片
(1) (902)。有益效果：根据电子价签的不同功能需求，采用不同天线(21、22、23、24)达到系统最优。



电子价签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 电子价签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 电子价签及其工作方法 。

背景技术

商超环境下，传统 电子价签主要完成显示商品价格 的功能，从核心系统将需要显示

的信息推送到价签终端上显示 ，电子价签本身 由设备只有一个 内置天线用于无线通信 。

因此 ，在需要 电子价签实现其他功能时，如果还是依靠用于无线通信 的该 内置天线来实

现 ，无法快速精确地实现该其他功能，无法达到系统最优 。

针对上述 问题 ， 目前 尚未提 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电子价签 ，用 以实现根据 电子价签 的不 同功能需求 ，采用

不 同天线达到系统最优 ，该 电子价签包括 ：

主控芯片，用于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

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每一天线，用于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的控制，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

签信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 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该方法包括 ：

主控芯片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控制与

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

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每一天线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的控制，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

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计算机设备，包括存储器 、处理器及存储在存储器上并

可在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 ，所述处理器执行 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

执行 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的计算机程序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 中电子价签包括 ：主控芯片和多个天线，通过 ：主控

芯片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控制与主控芯片

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

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每一天线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的控

制，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实现 了根据

电子价签 的不 同功能需求 ，采用不 同天线达到系统最优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不仅可 以应用于 电子价签 ，还可 以应用于包括 电子价

签 的 AP 等 。

附图说 明

此处所说 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 明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 申请 的一部分，并不构

成对本发 明的限定 。在 附图中：

图 1是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电子价签 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 明又一实施例 中电子价签 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 明又一实施例 中电子价签 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 中电子价签 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方式和 附图，对

本发 明做进一步详细说 明。在此 ，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 明，

但并不作为对本发 明的限定 。

由于发 明人发现背景技术 中提到的技术 问题 ，针对商超环境 ，提 出了一种多天线的

电子价签方案 ，该方案实现 了在不 同的功能需求时，采用不 同的天线达到系统最优 。下

面对该多天线的电子价签 的方案进行详细介绍如下。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电子价签 的结构示意图，如 图 1 所示 ，该 电子价签包括 ：主

控芯片和多个天线；其 中：

主控芯片 1，用于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2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

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

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每一天线 ，用于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 的控制 ，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

签信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 。

发 明人发现一个技术 问题 ：通常 ，电子价签 内部 的主控芯片，负责跟 AP 通信传输

需要显示 的信息，并控制显示屏幕进行显示 。由于大商超有实时寻找货物 ，以及导购等

业务需求 ，因此 ，如何对商超里 的商 品进行快速精确地定位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传

统室 内定位 的方法有 ibeacon 和 uwb , wifi 指纹等 。这些方案能定位 的精度都在 lm 以

上，甚至误差达到 10m，不能满足密集 的商 品陈列定位 的需求 。利用 电子价签本身所在

的无线通信系统进行定位 ，由于 电子价签 内置天线主要功能是跟 AP 进行通信 ，不能满

足定位过程 中需要 以弱功能检测邻居 的功能需求 ，因此 ，无法实现快速精确地定位 电子

价签 ，也无法达到系统最优 。

由于发 明人考虑到 了这个技术 问题 ，提 出了以下既可 以实现快速精确地定位 电子价

签 ，也可 以达到系统最优 的方案 ，即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价签工作时，主控芯片根

据价签所 需要完成的功能，选择用使用哪根天线 。快速精确地实现 除了通信功能的其他

功能。该 电子价签包括 ：主控芯片和多个天线 ，通过 ：主控芯片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

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

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

能需求 ；每一天线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的控制，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

信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 ，实现 了根据 电子价签 的不 同功能需求 ，

采用不 同天线达到系统最优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不仅可 以应用于 电子价签 ，还可 以应用于包括 电子价

签 的 AP 等 。

下面 以电子价签可 以实现通信显示价签信息功能，以及定位功能来说 明本发 明实例

如何实施 。

具体实施时，多个天线可 以是在 电子价签壳体 内的天线，一般是板载天线 ，也可 以

是通过专 门的天线接头或者触 点跟主控制芯片所在 电路板连接 ，通过专 门的配件装配 固

定 。多个天线可 以通过 电子开关控制来选择 ，也可 以直接连接在一起 ，通过他们之 间的

空间位置来构成天线阵，具体特定的方 向性 。下面就对几种控制选择天线 的方式 的实施

例进行介绍 。

在一个实施例 中，如 图 2 所示 ，所述天线可 以包括第一天线 2 1和第二天线 22;

所述主控芯片 1具体可 以用于：



在所述功能需求命令为显示命令时，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例如第一天线 21;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第一天线 2 1 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例

如 电子价签所代表商 品的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签信号 （例如 电子

价签所代表商品的信息），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显示功能需求 ；

在所述功能需求命令为定位命令时，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例如第二天线 22,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即控制第二

天线 22 处于发送模式状态 ，或控制第二天线 22 处于接收模式状态 ，根据与主控芯片接

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签信号，即根据处于接收模式的电子价签 自身身份信息及其相邻 电子

价签 的身份信息，确定处于接收模式 的电子价签 的位置信息，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定位 的

功能需求 ；

所述第一天线具体可 以用于：

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 的控制 ，与无线接入 点通信 ，接收 电子价签所

代表商 品的信息，将 电子价签所代表商 品的信息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此时第一天线处

于正常通信状态 ；

所述第二天线可 以用于 ：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的控制 ，接收或发送

不 同的价签信号，例如在根据主控芯片 的控制下处于发送模式状态时，发送 电子价签 自

身身份信息；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 的控制 ，即在根据主控芯片的控制下

处于接收模式状态时，接收相邻 电子价签 的身份信息 （价签信号 ），将相邻 电子价签 的

身份信息及 自身身份信息发送至主控芯片 。

具体实施时，正常情况，主控芯片通过第一天线 2 1 （内置天线 ）跟 AP 进行通信 ，

完成信息传输 。在需要通过价签系统定位价签位置时，系统 （可 以是 电子价签系统或服

务器 ）通过命令 （定位命令 ）控制价签进入寻找邻居 的状态 ，即接收相邻 电子价签 的身

份信息 。在接收到此命令后 ，电子价签根据预定协议 ，在一个 同步 的时间窗 内，控制转

换到第二天线 22 （外置天线 ），在此外置天线上按照预定功率发送 自己的身份信息，并

接收其他周 围的价签 （相邻 电子价签 ）的身份信息，从而确定 自己的周 围邻居信息 （相

邻 电子价签 的身份信息）。

为 了便于理解本发 明如何实施 ，举一例说明电子价签如何实现定位功能。

例如有 6 个 电子价签 。其 中有一个 1 号 电子价签处于接收模式，通过控制该 1 号 电

子价签 的第二天线接收另外 5 个相邻 电子价签发来的身份信息，并将另外 5 个相邻 电子

价签发来 的身份信息发送至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根据接收到 的相邻 电子价签 的身份信息



及 电子价签 自身身份信息，确定处于接收模式的该 1 号 电子价签 的位置信息，使得 1 号

电子价签完成价签定位 的功能需求 。当需要对另外 5 个 电子价签进行定位时，例如需要

定位 2 号 电子价签 ，那么，此时，该 1 号 电子价签就需要将 自身身份信息发送至 2 号 电

子价签 ，2 号 电子价签 的定位方式参见上述 1号 电子价签 的定位方式 。

通过上述可知 ，上述处于接收模式 的电子价签可 以在定位过程 中，通过主控芯片控

制其第二天线实现需要 以弱功能检测相邻 电子价签身份信息，并根据相邻 电子价签 的身

份信息，对该处于接收模式 的电子价签进行快速精确 的定位 ，并达到系统最优 。具体实

施时，电子价签 的第二天线还可 以将接收到 的相邻 电子价签 的身份信息及 电子价签 自身

身份信息发送至一服务器 ，由该服务器实现根据接收到的相邻 电子价签 的身份信息及 电

子价签 自身身份信息，确定处于接收模式状态的电子价签 的位置信息。

在一个实施例 中，上述 电子价签还可 以包括 ：第一开关 3 , 与所述主控芯片和多个

天线连接 ；

所述主控芯片具体用于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通过控制第一开关 ，从多个天线 中选

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

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具体实施时，如 图 2 所示 ，可 以利用一第一开关 3 在主控芯片的控制下，与多个天

线 中任意天线接通或断开 ，从而实现控制多个天线 中任意天线处于不 同的工作状态 ，使

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方便灵活 。

在一个实施例 中，如 图 3 所示 ，所述主控芯片具体用于：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基于

多个天线 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主

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签

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具体实施时，例如在所述天线包括第三天线 23 和第 四天线 24 时，所述第三天线和

第 四天线之间存在预设角度 （空间角度位置信息）。

具体实施时，如 图 3 所示 ，第三天线 23 和第 四天线 24 在空间上间隔 D，D 可 以是

电子价签通信频率 （例 如 2.4G，或 者 900M 等 ）的半波 长 （例 如 6cm ，或者 18cm

等 ），或者 1/4 波长等 ，构成在空间上 的信号的方 向性 ，达到对于对应角度 以内和角度

以外的电子价签信号进行区分的 目的，该方案可 以利用现有空间方 向性区别方案实现 。

在一个实施例 中，如 图 4 所示 ，上述 电子价签还可 以包括 ：第二开关 4 , 与所述主

控芯片和多个天线连接 ；



所述主控芯片具体用于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基于多个天线 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

通过控制第二开关，按照预设时序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控制与

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

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具体实施 时，第三天线和第 四天线在 空间上 间隔 D，D 可 以是 电子价签通信频率

（例如 2.4G，或者 900M 等 ）的半波长 （例如 6cm，或者 18cm 等 ），或者 1/4 波长等，

主控芯片控制开关按照一定特定 的时序选择不 同的天线接收信号，通过对于来 自这两个

不 同天线 的信号进行运算，达到对于对应空间角度 以内和角度 以外 的电子价签信号进行

区分的 目的。

通过上述可知 ，价签可 以通过外置天线 的特殊设计 ，例如更大的衰减和更好 的方 向

性，实现对邻居价签 的精确测量 ，实现 了快速精确 的电子价签定位功能。

上述实施例 只是 以电子价签实现通信 显示价签信 息功能 ， 以及定位功 能来进行说

明，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 以想象到实现其他功能，例如通过一第五天线检测室 内环

境参数信 息 的，例如烟雾浓度 、 甲醛指标等 ，使得 电子价签实现安全检测实时报警功

能。

基于 同一发 明构思，本发 明实施例 中还提供 了一种 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如下面 的

实施例 。由于 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解决 问题 的原理与上述 电子价签相似 ，因此 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的实施可 以参考上述 电子价签 的实施 ，重复之处不再赘述 。以下所使用 的，

术语 “模块 ” 或者 “单元 ” 可 以实现预定功能的软件和/或硬件 的组合 。尽管 以下实施例所描

述 的装置较佳地 以软件来实现 ，但是硬件 ，或者软件和硬件 的组合 的实现也是可能并被

构想的。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的流程示意图，如 图 5 所示 ，该方法包

括 ：

步骤 901 : 主控芯片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

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

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步骤 902 ：每一天线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的控制，接收或发送不 同

的价签信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 。

在一个实例 中，所述 电子价签还包括 ：第一开关 ，与所述主控芯片和 多个天线连

接



主控芯片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

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

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可 以包括 ：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通过控制第一开关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

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

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在一个实例 中，主控芯片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同的功能需求 ，可 以包括 ：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基于多个天线 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

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

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在一个实例 中，所述 电子价签还包括 ：第二开关 ，与所述主控芯片和 多个天线连

接 ；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基于多个天线 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

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

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包括 ：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基于多个天线 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通过控制第二开关 ，按照

预设时序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

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

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在一个实例 中，所述天线可 以包括第一天线 2 1和第二天线 22;

主控芯片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

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

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可 以包括 ：

在所述功能需求命令为显示命令时，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例如第一天线 21;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第一天线 2 1 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例

如 电子价签所代表商 品的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签信号 （例如 电子

价签所代表商品的信息），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显示功能需求 ；



在所述功能需求命令为定位命令时，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例如第二天线 22,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即控制第二

天线 22 处于发送模式状态 ，或控制第二天线 22 处于接收模式状态 ，根据与主控芯片接

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签信号，即根据处于接收模式的电子价签 自身身份信息及其相邻 电子

价签 的身份信息，确定处于接收模式 的电子价签 的位置信息，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定位 的

功能需求 ；

每一天线在与主控芯片接通 时 ，通过 主控芯片 的控 制 ，接 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

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可 以包括 ：

第一天线 2 1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的控制，与无线接入点通信 ，接收

电子价签所代表商品的信息，将 电子价签所代表商 品的信息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 ，此时

第一天线处于正常通信状态 ；

第二天线 22 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的控制，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

号，例如在根据主控芯片的控制下处于发送模式状态时，发送 电子价签 自身身份信息；

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 的控制 ，即在根据主控芯片 的控制下处于接收模式

状态时，接收相邻 电子价签 的身份信息 （价签信号 ），将相邻 电子价签 的身份信息及 自

身身份信息发送至主控芯片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计算机设备 ，包括存储器 、处理器及存储在存储器上并

可在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 ，所述处理器执行 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

执行 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的计算机程序 。

本发 明实施提供 的技术方案 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上述技术方案实现 了根据 电子价签

的不 同功能需求 ，采用不 同天线达到系统最优 ，可 以快速精确地实现该其他功能，例如

可 以实现对 电子价签进行快速精确 的定位 ，并达到系统最优 。

显然 ，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应该 明白，上述 的本发 明实施例 的各模块或各步骤可 以用

通用的计算装置来实现 ，它们可 以集 中在单个 的计算装置上 ，或者分布在多个计算装置

所组成 的网络上 ，可选地 ，它们可 以用计算装置可执行的程序代码来实现 ，从而 ，可 以

将它们存储在存储装置 中由计算装置来执行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 以以不 同于此处的

顺序执行所示 出或描述 的步骤 ，或者将它们分别制作成各个集成 电路模块 ，或者将它们

中的多个模块或步骤制作成单个集成 电路模块来实现 。这样 ，本发 明实施例不限制于任

何特定的硬件和软件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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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领域 的技术

人员来说，本发 明实施例可 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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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 电子价签 ，其特征在于，包括 ：主控芯片和多个天线；其 中：

主控芯片 ，用于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

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每一天线 ，用于在与主控芯片接通时，通过主控芯片 的控制 ，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

签信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 。

2 .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电子价签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第一开关，与所述主控芯

片和多个天线连接 ；

所述主控芯片具体用于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通过控制第一开关 ，从多个天线 中选

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

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3 .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电子价签 ，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芯片具体用于：根据功能

需求命令 ，基于多个天线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

天线 ;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

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4 .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电子价签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第二开关，与所述主控芯

片和多个天线连接 ；

所述主控芯片具体用于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基于多个天线 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

通过控制第二开关，按照预设时序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控制与

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

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5 . 一种 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

主控芯片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

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

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每一天线在与主控芯片接通 时 ，通过 主控芯片 的控 制 ，接 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

号，将接收的价签信号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 。

6 .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价签还包括 ：

第一开关，与所述主控芯片和多个天线连接 ；



主控芯片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

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

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包括 ：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通过控制第一开关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

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

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7 .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主控芯片根据功能需求

命令 ，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

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

不 同的功能需求 ，包括 ：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基于多个天线 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

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

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8.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电子价签 的工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价签还包括 ：

第二开关，与所述主控芯片和多个天线连接 ；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基于多个天线 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

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

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包括 ：

根据功能需求命令 ，基于多个天线 的空间角度位置信息，通过控制第二开关 ，按照

预设时序从多个天线 中选择 出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 ；控制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接收

或发送不 同的价签信号，根据与主控芯片接通 的天线发来 的价签信号，使得 电子价签完

成不 同的功能需求 。

9 . 一种计算机设备 ，包括存储器 、处理器及存储在存储器上并可在处理器上运行

的计算机程序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程序时实现权利要求 5 至 8 任

一所述方法 。

10.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执行

权利要求 5 至 8 任一所述方法 的计算机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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