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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包

括设置于扫描枪顶部的CCD扫描模组、设置于扫

描枪背部的RFID扫描模组、按键组件、MCU主控电

路、液晶显示屏、通信电路和用于提供电源的电

源电路；在扫描枪中设置了CCD扫描模组和RFID

扫描模组具备扫描条码和RFID电子标签双重功

能；设置了液晶显示屏对显示的信息进行及时显

示；并在扫描枪中设置了按键组件，利用指纹按

键实现对扫描枪用户身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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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于扫描枪顶部的CCD扫描模组、设

置于扫描枪背部的RFID扫描模组、按键组件、MCU主控电路、液晶显示屏、通信电路和用于提

供电源的电源电路；

所述CCD扫描模组用于采集待识别物品携带的物品信息，所述RFID扫描模组用于采集

待识别物品的RFID电子标签携带的物品信息；所述CCD扫描模组和RFID扫描模组将识别的

物品信息发送至MCU主控电路；

所述按键组件用于采集用户键入的控制指令，进行人机交互，并将控制指令发送至MCU

主控电路；

所述MCU主控电路用于接收CCD扫描模组和RFID扫描模组发送的物品信息，所述MCU主

控电路将接收到的物品信息发送至通信电路；同时将接收到的物品信息转换为显示信息，

并将显示信息发送至液晶显示屏进行显示；所述MCU主控电路接收按键组件键入的控制指

令，并根据控制指令调整所述显示信息的显示时序，并调整后的显示信息发送至液晶显示

屏；

所述通信电路用于与RFID电子标签或上位机进行通信，将接收到物品信息发送至上位

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电路包括433M无

线射频模块、3G通信模块和OTG-USB通信模块；

所述433M无线射频模块用于采集RFID电子标签携带的物品信息，并将采集的物品信息

发送至MCU主控电路；

所述3G通信模块用于与上位机通信，并将MCU主控电路采集的物品信息发送至上位机；

所述OTG-USB通信模块用于将扫描枪与上位机进行有线连接，并将MCU主控电路采集的

物品信息发送至上位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键组件包括开关机

键、返回键、主菜单键、应用菜单键和指纹采集键；所述开关机键与扫描枪的电源电路连接，

用于控制扫描枪开关机；所述主菜单键控制液晶显示屏的显示信息返回至主菜单；所述主

菜单包括用户管理模块；所述用户管理模块用于指导用户完成指纹录入。所述指纹采集键

连接指纹识别电路，用于识别用户按下的指纹信息，并将指纹信息发送至MCU主控电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所述指纹采集键的一侧还

设有红外温度采集器，所述红外温度采集器的输出端连接MCU主控电路，所述红外温度采集

器用于采集所按下的指纹物体的温度，并将采集的温度发送至MCU主控电路，所述MCU主控

电路根据红外温度采集器采集的温度判断按下指纹物体是否是手指。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所述指纹采集键采用型号

为FPC1011F的指纹传感器；所述指纹识别控制器采用型号为AS602的指纹识别芯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所述OTG-USB通信模块包

括2线I2C串行接口、线性稳压器、USB-OTG收发器和USB控制器；所述USB-OTG收发器与USB控

制器连接；所述USB控制器与MCU主控电路的数据通信接口连接；所述2线I2C串行接口连接

线性稳压器的输入端，所述线性稳压器的输出端连接USB-OTG收发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电路还包括WIFI

通信电路；所述WIFI通信电路与MCU主控电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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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电路包括电源管

理芯片和锂电蓄电池；所述锂电蓄电池上贴合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连接MCU主控电

路；所述MCU主控电路与电源管理芯片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管理芯片采用型

号为QFN48-AXP209的电源管理芯片。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管理芯片的中

断管脚连接第一二极管；所述第一二极管在环境温度75摄氏度时反向漏电小于5uA。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409151 A

3



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扫描枪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

背景技术

[0002] 条形码作为一种及时、准确、可靠、经济的数据输入手段已被物流信息系统所采

用。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已经普及应用，已成为商品独有的世界通用的"身份证"。随着条码的

流通和POS机的使用，扫描枪在条码识别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条码识别的应用在物流、超

市、饭店等消费场所时，由于扫描枪是由专人在使用，而条码识别的信息跟消费金额相关，

因此，使用扫描枪的人员必须要有专门的授权才可以使用，或者再物流运输行业中，当需要

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扫描枪时，需要验证使用人员的身份，一般情况下对于使用人员身份的

验证，一般使用射频卡，但是射频卡具有流通性，无论谁捡到，都可以使用，因此使用射频卡

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无关人员冒用扫描枪进行错误操作的行为；另一方面现有的扫描枪并

不具备扫描条码和RFID电子标签双重功能，并且扫描枪上一般不设置液晶显示屏，不能对

显示的信息进行及时显示，同时在扫描枪连接其他设备时，不能直接连接必须有PC机进行

数据中转传输，由此导致的扫描机不能单独使用，必须配合PC机才能实现扫描数据导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旨在至少解决所述的技术缺陷之一。

[0004] 为此，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在扫描枪中设置了

CCD扫描模组和RFID扫描模组具备扫描条码和RFID电子标签双重功能，同时设置了液晶显

示屏对显示的信息进行及时显示；并在扫描枪中设置了按键组件，利用指纹按键实现对扫

描枪用户身份识别。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一方面的实施例提供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包括

设置于扫描枪顶部的CCD扫描模组、设置于扫描枪背部的RFID扫描模组、按键组件、MCU主控

电路、液晶显示屏、通信电路和用于提供电源的电源电路；所述CCD扫描模组用于采集待识

别物品携带的物品信息，所述RFID扫描模组用于采集待识别物品的RFID电子标签携带的物

品信息；所述CCD扫描模组和RFID扫描模组将识别的物品信息发送至MCU主控电路；所述按

键组件用于采集用户键入的控制指令，进行人机交互，并将控制指令发送至MCU主控电路；

所述MCU主控电路用于接收CCD扫描模组和RFID扫描模组发送的物品信息，所述MCU主控电

路将接收到的物品信息发送至通信电路；同时将接收到的物品信息转换为显示信息，并将

显示信息发送至液晶显示屏进行显示；所述MCU主控电路接收按键组件键入的控制指令，并

根据控制指令调整所述显示信息的显示时序，并调整后的显示信息发送至液晶显示屏；所

述通信电路用于与RFID电子标签或上位机进行通信，将接收到物品信息发送至上位机。

[0006] 优选的，所述通信电路包括433M无线射频模块、3G通信模块和OTG-USB通信模块；

所述433M无线射频模块用于采集RFID电子标签携带的物品信息，并将采集的物品信息发送

至MCU主控电路；所述3G通信模块用于与上位机通信，并将MCU主控电路采集的物品信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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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上位机；所述OTG-USB通信模块用于将扫描枪与上位机进行有线连接，并将MCU主控电

路采集的物品信息发送至上位机。

[0007]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按键组件包括开关机键、返回键、主菜单键、应

用菜单键和指纹采集键；所述开关机键与扫描枪的电源电路连接，用于控制扫描枪开关机；

所述主菜单键控制液晶显示屏的显示信息返回至主菜单；所述主菜单包括用户管理模块；

所述用户管理模块用于指导用户完成指纹录入。所述指纹采集键连接指纹识别电路，用于

识别用户按下的指纹信息，并将指纹信息发送至MCU主控电路。

[0008]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指纹采集键的一侧还设有红外温度采集器，所

述红外温度采集器的输出端连接MCU主控电路，所述红外温度采集器用于采集所按下的指

纹物体的温度，并将采集的温度发送至MCU主控电路，所述MCU主控电路根据红外温度采集

器采集的温度判断按下指纹物体是否手指。

[0009]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指纹采集键采用型号为FPC1011F的指纹传感

器；所述指纹识别控制器采用型号为AS602的指纹识别芯片。

[0010]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OTG-USB通信模块包括2线I2C串行接口、线性稳

压器、USB-OTG收发器和USB控制器；所述USB-OTG收发器与USB控制器连接；所述USB控制器

与MCU主控电路的数据通信接口连接；所述2线I2C串行接口连接线性稳压器的输入端，所述

线性稳压器的输出端连接USB-OTG收发器。

[0011]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通信电路还包括WIFI通信电路；所述WIFI通信

电路与MCU主控电路连接。

[0012]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电源电路包括电源管理芯片和锂电蓄电池；所

述锂电蓄电池上贴合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连接MCU主控电路；所述MCU主控电路与

电源管理芯片连接。

[0013]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电源管理芯片采用型号为QFN48-AXP209的电源

管理芯片。

[0014]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电源管理芯片的IRQ管脚连接第一二极管；所述

第一二极管在环境温度75摄氏度时反向漏电小于5uA。

[0015]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相比于现有的扫描枪至少具

有一下优点：

[0016] 1、在扫描枪中设置了CCD扫描模组和RFID扫描模组具备扫描条码和RFID电子标签

双重功能；

[0017] 2、设置了液晶显示屏对显示的信息进行及时显示；并在扫描枪中设置了按键组

件，利用指纹按键实现对扫描枪用户身份识别。

[0018] 3、在电源电路中设置了温度传感器，并在电源管理芯片的中断管脚设置保护二极

管，当电池的环境温度超过75度时，扫描枪启动自动保护。

[0019] 本发明附加的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中变

得明显，或通过本发明的实践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20] 本发明的上述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例的描述中将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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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的电路连接结构框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的OTG-USB通信模块的电路

原理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的电源管理芯片电路原理

图；

[0025] 图中：

[0026] 1、开关机键；2、返回键；3、主菜单键；4、应用菜单键；5、液晶显示屏；6、CCD扫描模

组；7、RFID扫描模组；8、OTG-USB通信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8] 如图1-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智能化多功能扫描枪，包括设置于扫描枪顶部

的CCD扫描模组6、设置于扫描枪背部的RFID扫描模组7、按键组件、MCU主控电路、液晶显示

屏5、通信电路和用于提供电源的电源电路；所述CCD扫描模组6用于采集待识别物品携带的

物品信息，所述RFID扫描模组7用于采集待识别物品的RFID电子标签携带的物品信息；所述

CCD扫描模组6和RFID扫描模组7将识别的物品信息发送至MCU主控电路；所述按键组件用于

采集用户键入的控制指令，进行人机交互，并将控制指令发送至MCU主控电路；所述MCU主控

电路用于接收CCD扫描模组6和RFID扫描模组7发送的物品信息，所述MCU主控电路将接收到

的物品信息发送至通信电路；同时将接收到的物品信息转换为显示信息，并将显示信息发

送至液晶显示屏5进行显示；所述MCU主控电路接收按键组件键入的控制指令，并根据控制

指令调整所述显示信息的显示时序，并调整后的显示信息发送至液晶显示屏5；所述通信电

路用于与RFID电子标签或上位机进行通信，将接收到物品信息发送至上位机。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扫描模组对待识别的货物进行扫描，并将扫描到的信号发送至AD

转换电路进行模数转换，AD转换电路将转换后的数字信号发送至MCU控制器；MCU控制器将

接收到的数字信号发送至液晶显示屏5；由液晶显示屏5对扫描的信息进行显示。如图1所

示，

[0030] 所述按键组件包括但不限于开关机键1、返回键2、主菜单键3、应用菜单键4、指纹

采集键和确认键；所述开关机键1与扫描枪的电源电路连接，用于控制扫描枪开关机；用户

使用时通过长按开关机键1和短按开关机键1，对电源电路进行触发实现开关机；所述主菜

单键3控制液晶显示屏5的显示信息返回至主菜单；所述主菜单包括用户管理模块；所述用

户管理模块用于指导用户完成指纹录入。所述指纹采集键连接指纹识别电路，用于识别用

户按下的指纹信息，并将指纹信息发送至MCU主控电路。开机后，在初次使用扫码枪时，按下

开关机按键之后，按下主菜单键3，在用户管理模块下首先通过将指纹按压在指纹识别按键

上，指纹识别按键连接指纹识别芯片，对按下的指纹进行采集，并通过指纹识别芯片连接AD

转换电路，将指纹信息进行模拟信号-数字信号转换，并发送至MCU主控电路，MCU主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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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者的指纹进行识别存储后，用户再次按下指纹，即可进行身份识别，身份确认通过后

即可触发MCU主控电路，开始扫描。

[0031] 为防止无关人员利用已经确认身份的指纹制作指纹手套，从而使用扫描枪进行误

操作，在上述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指纹采集键的一侧还设有红外温度采集器，所述红外温

度采集器的输出端连接MCU主控电路，所述红外温度采集器用于采集所按下的指纹物体的

温度，并将采集的温度发送至MCU主控电路，所述MCU主控电路根据红外温度采集器采集的

温度判断按下指纹物体是否手指。进一步，所述指纹采集键采用型号为FPC1011F的指纹传

感器；所述指纹识别控制器采用型号为AS602的指纹识别芯片。

[0032] 如图3所示，在本发明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通信电路包括433M无线射频模

块、3G通信模块和OTG-USB通信模块8；所述433M无线射频模块用于采集RFID电子标签携带

的物品信息，并将采集的物品信息发送至MCU主控电路；所述3G通信模块用于与上位机通

信，并将MCU主控电路采集的物品信息发送至上位机；所述OTG-USB通信模块8用于将扫描枪

与上位机进行有线连接，并将MCU主控电路采集的物品信息发送至上位机。所述OTG-USB通

信模块8包括2线I2C串行接口、线性稳压器、USB-OTG收发器和USB控制器；所述USB-OTG收发

器与USB控制器连接；所述USB控制器与MCU主控电路的数据通信接口连接；所述2线I2C串行

接口连接线性稳压器的输入端，所述线性稳压器的输出端连接USB-OTG收发器。所述通信电

路还包括WIFI通信电路；所述WIFI通信电路与MCU主控电路连接。

[0033]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电源电路包括电源管理芯片和锂电蓄电池；所

述锂电蓄电池上贴合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连接MCU主控电路；所述MCU主控电路与

电源管理芯片连接。所述电源管理芯片采用型号为QFN48-AXP209的电源管理芯片。所述电

源管理芯片的IRQ管脚连接第一二极管；所述第一二极管在环境温度75摄氏度时反向漏电

小于5uA。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端连接二极管阳极，同时，二极管阳极连接IRQ管脚，当温度过

高时，温度传感器的阻抗变大，由于二极管的反向漏电小于5uA，电源管理芯片的终端管脚

为高电平，而中断管脚为低电平有效，因此电源管理芯片停止工作。在扫描枪中设置了CCD

扫描模组和RFID扫描模组具备扫描条码和RFID电子标签双重功能；设置了液晶显示屏对显

示的信息进行及时显示；并在扫描枪中设置了按键组件，利用指纹按键实现对扫描枪用户

身份识别。

[0034]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例”、“具体示

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

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

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35]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

的情况下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

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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