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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

4G蓝牙网关，包括蓝牙模块、电平转换模块、4G无

线模块、供电模块；蓝牙模块用于采集周围蓝牙

设备Beacon的数据；所述电平转换模块包括发送

电平转换单元、接收电平转换单元；蓝牙模块经

发送电平转换单元将采集数据发送至4G无线模

块，并经接收电平转换单元接收4G无线模块的回

传数据；所述4G无线模块包括SIM卡接口单元、4G

无线通信单元、4G天线；4G无线通信单元与SIM卡

接口单元通信连接，并经4G天线将采集数据上传

至物联网云平台；供电模块用于分别为蓝牙模

块、4G无线模块供电。本实用新型通过蓝牙模块

与4G无线模块之间通过串口实现通信，方便在户

外移动使用，可灵活应用于各种蓝牙设备数据采

集的物联网场合。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5页

CN 209030215 U

2019.06.25

CN
 2
09
03
02
15
 U



1.一种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包括蓝牙模块、电平转换模块、

4G无线模块、供电模块；所述蓝牙模块用于采集周围蓝牙设备Beacon的数据；所述电平转换

模块包括发送电平转换单元、接收电平转换单元；所述蓝牙模块经发送电平转换单元将采

集数据发送至4G无线模块，并经接收电平转换单元接收4G无线模块的回传数据；所述4G无

线模块包括SIM卡接口单元、4G无线通信单元、4G天线；所述4G无线通信单元与SIM卡接口单

元通信连接，并经4G天线将采集数据上传至物联网云平台；所述供电模块用于分别为蓝牙

模块、4G无线模块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模块

包括蓝牙通信单元、蓝牙天线匹配网络单元、蓝牙天线；所述蓝牙通信单元依次经蓝牙天线

匹配网络单元、蓝牙天线采集周围蓝牙设备Beacon的数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SIM卡接

口单元附近设有静电防护单元。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模块

包括充电接口、充电电池、线性稳压输出单元；所述充电电池经充电接口连接外部电源，并

经线性稳压输出单元分别给蓝牙通信单元、4G无线通信单元供电。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线性稳压

输出单元包括两路输出，其中一路输出电压与蓝牙通信单元的工作电压相同，该路输出为

蓝牙通信单元供电；另一路输出电压与4G无线通信单元供电的工作电压相同，该路输出为

4G无线通信单元供电。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模块

还包括恒流恒压充电单元；所述充电接口经恒流恒压充电单元为充电电池充电。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4G蓝牙网

关还包括分别与蓝牙通信单元电性连接的网络指示灯、电源指示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4G蓝牙网

关还包括与蓝牙通信单元电性连接的按键开关。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天线

采用2.4GHz线路板天线；所述4G天线采用4G软板天线。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接

口采用USB充电接口；所述充电电池采用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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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物联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

关。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技术中，蓝牙网关是一个集成蓝牙BLE模块，通过WiFi和以太网的网关设

备，蓝牙模块采集周围蓝牙设备Beacon(Beacon，信标，通信术语)的数据，并通过蓝牙BLE与

WiFi和以太网的串口实现通信，应用于各种室内的物联网场合。由于蓝牙网关使用WiFi和

以太网的连接，主要适用于各种室内的物联网环境，应用场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通过蓝牙模块与

4G无线模块之间通过串口实现通信，方便在户外移动使用，可灵活应用于各种蓝牙设备数

据采集的物联网场合。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可适用于户外的4G蓝牙网关，包括蓝牙模块、电平转换模块、4G无线模块、供

电模块；所述蓝牙模块用于采集周围蓝牙设备Beacon的数据；所述电平转换模块包括发送

电平转换单元、接收电平转换单元；所述蓝牙模块经发送电平转换单元将采集数据发送至

4G无线模块，并经接收电平转换单元接收4G无线模块的回传数据；所述4G无线模块包括SIM

卡接口单元、4G无线通信单元、4G天线；所述4G无线通信单元与SIM卡接口单元通信连接，并

经4G天线将采集数据上传至物联网云平台；所述供电模块用于分别为蓝牙模块、4G无线模

块供电。

[0006] 较佳地，所述蓝牙模块包括蓝牙通信单元、蓝牙天线匹配网络单元、蓝牙天线；所

述蓝牙通信单元依次经蓝牙天线匹配网络单元、蓝牙天线采集周围蓝牙设备Beacon的数

据。

[0007] 较佳地，所述SIM卡接口单元附近设有静电防护单元。

[0008] 较佳地，所述供电模块包括充电接口、充电电池、线性稳压输出单元；所述充电电

池经充电接口连接外部电源，并经线性稳压输出单元分别给蓝牙通信单元、4G无线通信单

元供电。

[0009] 较佳地，所述线性稳压输出单元包括两路输出，其中一路输出电压与蓝牙通信单

元的工作电压相同，该路输出为蓝牙通信单元供电；另一路输出电压与4G无线通信单元供

电的工作电压相同，该路输出为4G无线通信单元供电。

[0010] 较佳地，所述供电模块还包括恒流恒压充电单元；所述充电接口经恒流恒压充电

单元为充电电池充电。

[0011] 较佳地，所述4G蓝牙网关还包括分别与蓝牙通信单元电性连接的网络指示灯、电

源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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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较佳地，所述4G蓝牙网关还包括与蓝牙通信单元电性连接的按键开关。

[0013] 较佳地，所述蓝牙天线采用2.4GHz线路板天线；所述4G天线采用4G软板天线。

[0014] 较佳地，所述充电接口采用USB充电接口；所述充电电池采用锂电池。

[0015] 采用上述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蓝牙模块与4G无线模块之间通过串口实现通信，可在户外上传采集数据至物联

网云平台，灵活应用于各种蓝牙设备数据采集的物联网场合；

[0017] 2)在SIM卡接口单元附近设有静电防护单元，防止在手动插拔SIM卡时，产生的静

电击伤其他电子元器件或电路；

[0018] 3)通过USB充电接口可在户外方便地经过移动电源等充电，采用充电电池作为电

源便于携带及户外使用；

[0019] 4)通过恒流恒压充电单元、线性稳压输出单元可提供稳定的电源；

[0020] 5)设有按键开关、网络指示灯、电源指示灯，可灵活控制与判断使用状态。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原理性框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蓝牙通信单元与蓝牙天线匹配网络单元的电路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发送电平转换单元的电路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接收电平转换单元的电路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4G无线通信单元的电路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SIM卡接口单元的电路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静电防护单元的电路图；

[0028]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充电接口的电路图；

[0029]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线性稳压输出单元的电路图；

[0030]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的恒流恒压充电单元的电路图；

[0031]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的网络指示灯的电路图；

[0032] 图12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源指示灯的电路图；

[0033] 图13为本实用新型的按键开关的电路图；

[0034] 其中，附图标识说明：

[0035] 1—蓝牙模块，                 2—电平转换模块，

[0036] 3—4G无线模块，               4—供电模块，

[0037] 5—网络指示灯，               6—电源指示灯，

[0038] 7—按键开关，                 8—SIM卡，

[0039] 11—蓝牙通信单元，            12—蓝牙天线匹配网络单元，

[0040] 13—蓝牙天线，                21—发送电平转换单元，

[0041] 22—接收电平转换单元，        31—SIM卡接口单元，

[0042] 32—4G无线通信单元，          33—4G天线，

[0043] 34—静电防护单元，            41—充电接口，

[0044] 42—充电电池，                43—线性稳压输出单元，

[0045] 44—恒流恒压充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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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47] 参照图1至1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适用于户外的无线4G蓝牙网关，包括蓝

牙模块1、电平转换模块2、4G无线模块3、供电模块4；所述蓝牙模块1用于采集周围蓝牙设备

Beacon的数据；所述电平转换模块2包括发送电平转换单元21、接收电平转换单元22；所述

蓝牙模块1经发送电平转换单元21将采集数据发送至4G无线模块3，并经接收电平转换单元

22接收4G无线模块3的回传数据；所述4G无线模块3包括SIM卡接口单元31、4G无线通信单元

32、4G天线33；所述4G无线通信单元32与SIM卡接口单元31通信连接，并经4G天线33将采集

数据上传至物联网云平台；所述供电模块4用于分别为蓝牙模块1、4G无线模块3供电。

[0048] 其中，所述蓝牙模块1包括蓝牙通信单元11、蓝牙天线匹配网络单元12、蓝牙天线

13；所述蓝牙通信单元11依次经蓝牙天线匹配网络单元12、蓝牙天线13采集周围蓝牙设备

Beacon的数据。所述SIM卡接口单元31附近设有静电防护单元34。

[0049] 所述供电模块4包括充电接口41、充电电池42、线性稳压输出单元43；所述充电电

池42经充电接口41连接外部电源，并经线性稳压输出单元43分别给蓝牙通信单元11、4G无

线通信单元32供电。所述线性稳压输出单元43包括两路输出，其中一路输出电压与蓝牙通

信单元11的工作电压相同，该路输出为蓝牙通信单元11供电；另一路输出电压与4G无线通

信单元32供电的工作电压相同，该路输出为4G无线通信单元32供电。所述供电模块4还包括

恒流恒压充电单元44；所述充电接口41经恒流恒压充电单元44为充电电池42充电。

[0050] 所述4G蓝牙网关还包括分别与蓝牙通信单元11电性连接的网络指示灯5、电源指

示灯6。所述4G蓝牙网关还包括与蓝牙通信单元11电性连接的按键开关7。所述蓝牙天线13

采用2.4GHz线路板天线；所述4G天线33采用4G软板天线。所述充电接口41采用USB充电接

口；所述充电电池42采用锂电池。

[0051] 本实用新型工作原理：

[0052] 本实用新型的蓝牙网关是一个集成蓝牙BLE、4G和以太网的网关设备，该网关可以

监测到周围BLE蓝牙设备Beacon的数据，如搜索采集附近蓝牙标签的位置信息等，对周围蓝

牙Beacon数据进行解析识别，蓝牙模块1与4G无线模块3之间通过串口实现通信，对BLE蓝牙

设备的监控管理，可灵活应用于各种蓝牙设备数据采集的物联网场合。蓝牙模块1通过实时

监测采集周围的蓝牙Beacon数据，并将采集数据经发送电平转换单元21发送给4G无线模块

3，可通过4G无线模块3连接互联网服务器，将监测采集到的BLE蓝牙数据上传到物联网云平

台，同时4G无线模块3可经接收电平转换单元22将数据回传至蓝牙模块1。本实用新型适用

于在工厂、仓库、商场、机场、展览馆、博物馆、旅游景点等环境部署，可用于人员管理、资产

管理、环境监测、室内地图导航、人工智能、远程监控等场合。

[0053] 本实用新型中网络指示灯5用于指示网络通断状态，电源指示灯6用于指示电源通

断状态，按键开关7用于控制整个设备的启闭。充电电池42可储电，使4G蓝牙网关可在户外

移动使用；当充电电池42电量不足时，可通过USB充电接口41连接外部电源充电。

[0054] 本实用新型中因蓝牙通信单元11、4G无线通信单元32的工作电压不一致，故在数

据传输过程中，需要通过电平转换模块2进行电平转换。本实施例中，蓝牙通信单元11的工

作电压为3V，4G无线通信单元32的工作电压为3.8V；当蓝牙通信单元11向4G无线通信单元

32发送数据时，经发送电平转换单元21转换；当4G无线通信单元32向蓝牙通信单元11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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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经接收电平转换单元22转换。线性稳压输出单元43分为两路不同电压的输出，其中

一路输出电压与蓝牙通信单元11的工作电压相同(3V)，另一路输出电压与4G无线通信单元

32供电的工作电压相同(3.8V)，从而为蓝牙通信单元11、4G无线通信单元32提供稳定的电

压。

[0055] 因手动将SIM卡8插入SIM卡接口单元31，或手动将SIM卡8从SIM卡接口单元31中拔

出时易产生静电，为防止静电击伤其他电子元器件或电路，则在SIM卡接口单元31附近布置

静电防护单元34，以消除插拔SIM卡8过程产生的静电。

[0056]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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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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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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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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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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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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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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