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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

磅采集处理装置，包括单片机芯片、车辆识别接

口电路、地磅接口电路、电源电路、隔离电源电

路、蓝牙模块电路和液晶显示器；车辆识别接口

电路用于接收来往车辆的车牌信息；地磅接口电

路接收地磅传感器测量出来的车辆的载重量；蓝

牙模块电路用于建立单片机芯片与手机的连接，

将车辆识别信息，车辆载重量信息发送给手机；

电源电路与单片机芯片连接用于系统供电；液晶

显示器与单片机芯片连接用于更直观的显示现

场采集到的信息。本实用新型通过改变装置结

构、利用蓝牙技术，将采集到的地磅数据发送给

手机，再由手机发送给后台服务器，解决了现有

地磅采集系统安装和控制较复杂，成本较高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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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单片机芯片、车辆识别接

口电路、地磅接口电路、电源电路、隔离电源电路、蓝牙模块电路和液晶显示器；所述单片机

芯片为系统的核心，所述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地磅接口电路、电源电路、蓝牙模块电路、液晶

显示器均与所述单片机芯片连接；所述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包括进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和出

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用于接收来往车辆的车牌信息；所述地磅接口电路接收地磅传感器

测量出来的车辆的载重量；所述蓝牙模块电路用于建立单片机芯片与手机的连接，将车辆

识别信息，车辆载重量信息发送给手机；所述电源电路与单片机芯片连接用于系统供电；所

述液晶显示器与单片机芯片连接用于更直观的显示现场采集到的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单

片机芯片采用STM32F407VGT6芯片U1，U1的1脚与发光二极管LED1负极连接，发光二极管

LED1正极接+3.3V电源，U1的11、19、21、22、28、50、75、100脚接+3.3V电源，U1的10、20、27、74

脚接地，U1的49脚接电容C13的一端，U1的73脚接电容C5的一端，电容C13与电容C5的另一端

接地，U1的94脚接电阻R2的一端，电阻R2的另一端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蓝

牙模块电路采用WH-BLE103模块U4，U4的6、14脚接3.3V电源，U4的13、15脚接地；U4的11脚接

电阻R11的一端，电阻R11的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基极，三极管Q1的发射极接地，三极管Q1的

集电极接电阻R10的一端和单片机芯片U1的18脚，电阻R10的另一端接发光二极管LED2的负

极，发光二极管LED2的正极接3.3V电源；U4的16脚接电阻R5、电阻R6的一端，电阻R5的另一

端接电阻R7的一端和SMA连接器J3的1脚，电阻R6、电阻R7的另一端以及SMA连接器J3的2、3、

4、5脚接地，U4的2、9、10脚分别接到单片机芯片U1的16、24、23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源电路包括ID9307-33A50芯片U6，U6的2脚接地，电容C27一端与U6的1、3脚接+5V电源，电容

C27的另一端接地；U6的5脚与电容C28、电容C29的一端以及钽电容CT2的正极接+3.3V电源，

电容C28、电容C29的另一端以及钽电容CT2的负极接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

离电源电路包括DC-DC模块以及ID9307-33A50芯片U11，所述DC-DC模块采用B0505模块U12，

U12的1脚与电容C34的一端接5V电源，电容C34的另一端与U12的2脚接地，U12的6脚与电容

C35的一端接隔离电源ISO_5V，U12的4脚与电容C35的另一端接隔离地ISO_GND；U11的2脚接

隔离地ISO_GND，电容C31一端与U11的1、3脚接隔离电源+ISO_5V，电容C31的另一端接隔离

地ISO_GND，U11的5脚与电容C32、电容C33的一端接隔离电源ISO_3.3V，电容C32、电容C33的

另一端接隔离地ISO_GND。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单

片机芯片还连接有SWD电路，液晶接口电路，复位电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SWD电路包括排针P2，P2的1脚接3.3V电源和电阻R4的一端，电阻R4的另一端接P2的3脚和单

片机芯片U1的72脚，P2的2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76脚，P2的4脚接地；

液晶接口电路包括FFC连接器P3，P3的1、2、3脚接+5V电源，P3的5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

80脚，P3的6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83脚，P3的8、9、10脚接地；

复位电路包括复位开关SW1，复位开关SW1的一端接电阻R13、电容C25的一端以及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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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芯片U1的14脚，复位开关SW1的另一端与电容C25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13的另一端接3.3V

电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包括SP3232芯片U2和DB9母头J1，U2的1脚接电容C7的一端，电容C7的

另一端接U2的3脚，U2的4脚接电容C9的一端，电容C9的另一端接U2的5脚，U2的2脚接电容C8

的一端，电容C8的另一端接3.3V电源，U2的6脚接电容C11的一端，电容C11的另一端接地，U2

的16脚与电容C10的一端接3.3V电源，电容C10的另一端接地，U2的15脚接地；U2的11脚接单

片机芯片U1的86脚，U2的12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87脚，U2的14脚接DB9母头J1的2脚，U2的13

脚接DB9母头J1的3脚，DB9母头J1的5脚接地；

出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包括SP3232芯片U2和DB9母头J2，U2的10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

55脚，U2的9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56脚，U2的7脚接DB9母头J2的2脚，U2的8脚接DB9母头J2的

3脚，DB9母头J2的5脚接地。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地

磅接口电路包括ISO3088芯片U7和接线端子P5，U7的1脚与电容C30接3.3V，电容C30的另一

端与U7的2脚接地，U7的3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64脚，U7的4脚与5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62脚，

U7的6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63脚，U7的7脚、8脚接地，U7的16脚与电容C26接隔离电源ISO_

3.3V，U7的9、10、15脚与电容C26的另一端接隔离地ISO_GND，U7的12脚接电阻R16的一端、

TVS管PSM712Z1的1脚、TBU芯片U10的一端，U7的13脚接电阻R16的另一端、Z1的2脚，TBU芯片

U8的一端，Z1的3脚接隔离地ISO_GND，U10的另一端接U9的1脚以及P5的1脚，U8的另一端接

气体放电管U9的2脚以及P5的2脚，U9的3脚接隔离地ISO_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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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信息采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新型地磅采集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地磅，也被称为汽车衡，是大宗货物计量的主要称重设备。其可称重重量十分庞

大，因此被广泛用于大型货车的称重。目前许多地磅称重是靠人工操作，即载重车辆开过来

上地磅，人工看称，然后记录下来，这种人工操作法不仅工作量大，效率低，需要人员值守，

浪费大量人力，还存在由于记录人员失误或故意篡改数据导致称重不准确的问题。为此，出

现了很多可以自动称重的地磅，无需人员记录，但是这种自动称重地磅需要配备计算机，当

数据需要传输至后台服务器时还需要确保计算机可以联网，这样成本大大提高。而在手机

基本完全普及，蓝牙技术基本成熟，4G网络几乎完全覆盖的今天，利用手机查看数据，发送

数据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

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解决目前地磅系统布线复杂，成本较大以及数据易被篡改

的问题。

[0004] 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包括单片

机芯片、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地磅接口电路、电源电路、隔离电源电路、蓝牙模块电路和液晶

显示器；所述单片机芯片为系统的核心，所述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地磅接口电路、电源电路、

蓝牙模块电路、液晶显示器均与所述单片机芯片连接；所述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包括进场车

辆识别接口电路和出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用于接收来往车辆的车牌信息；所述地磅接口

电路接收地磅传感器测量出来的车辆的载重量；所述蓝牙模块电路用于建立单片机芯片与

手机的连接，将车辆识别信息，车辆载重量信息发送给手机；所述电源电路与单片机芯片连

接用于系统供电；所述液晶显示器与单片机芯片连接用于更直观的显示现场采集到的信

息。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单片机芯片采用STM32F407VGT6芯片U1，U1的1脚与发光二极管

LED1负极连接，发光二极管LED1正极接+3.3V电源，U1的11、19、21、22、28、50、75、100脚接+

3.3V电源，U1的10、20、27、74脚接地，U1的49脚接电容C13的一端，U1的73脚接电容C5的一

端，电容C13与电容C5的另一端接地，U1的94脚接电阻R2的一端，电阻R2的另一端接地。

[0006] 进一步的，所述蓝牙模块电路采用WH-BLE103模块U4，U4的6、14脚接3.3V电源，U4

的13、15脚接地；U4的11脚接电阻R11的一端，电阻R11的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基极，三极管

Q1的发射极接地，三极管Q1的集电极接电阻R10的一端和单片机芯片U1的18脚，电阻R10的

另一端接发光二极管LED2的负极，发光二极管LED2的正极接3.3V电源；U4的16脚接电阻R5、

电阻R6的一端，电阻R5的另一端接电阻R7的一端和SMA连接器J3的1脚，电阻R6、电阻R7的另

一端以及SMA连接器J3的2、3、4、5脚接地，U4的2、9、10脚分别接到单片机芯片U1的16、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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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电源电路包括ID9307-33A50芯片U6，U6的2脚接地，电容C27一端与

U6的1、3脚接+5V电源，电容C27的另一端接地；U6的5脚与电容C28、电容C29的一端以及钽电

容CT2的正极接+3.3V电源，电容C28、电容C29的另一端以及钽电容CT2的负极接地。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隔离电源电路包括DC-DC模块以及ID9307-33A50芯片U11，所述DC-

DC模块采用B0505模块U12，U12的1脚与电容C34的一端接5V电源，电容C34的另一端与U12的

2脚接地，U12的6脚与电容C35的一端接隔离电源ISO_5V，U12的4脚与电容C35的另一端接隔

离地ISO_GND；U11的2脚接隔离地ISO_GND，电容C31一端与U11的1、3脚接隔离电源+ISO_5V，

电容C31的另一端接隔离地ISO_GND，U11的5脚与电容C32、电容C33的一端接隔离电源ISO_

3.3V，电容C32、电容C33的另一端接隔离地ISO_GND。

[0009] 进一步的，述单片机芯片还连接有SWD电路，液晶接口电路，复位电路。

[0010] 进一步的，所述SWD电路包括排针P2，P2的1脚接3.3V电源和电阻R4的一端，电阻R4

的另一端接P2的3脚和单片机芯片U1的72脚，P2的2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76脚，P2的4脚接

地；

[0011] 液晶接口电路包括FFC连接器P3，P3的1、2、3脚接+5V电源，P3的5脚接单片机芯片

U1的80脚，P3的6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83脚，P3的8、9、10脚接地；

[0012] 复位电路包括复位开关SW1，复位开关SW1的一端接电阻R13、电容C25的一端以及

单片机芯片U1的14脚，复位开关SW1的另一端与电容C25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13的另一端接

3.3V电源。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进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包括SP3232芯片U2和DB9母头J1，U2的1脚

接电容C7的一端，电容C7的另一端接U2的3脚，U2的4脚接电容C9的一端，电容C9的另一端接

U2的5脚，U2的2脚接电容C8的一端，电容C8的另一端接3.3V电源，U2的6脚接电容C11的一

端，电容C11的另一端接地，U2的16脚与电容C10的一端接3.3V电源，电容C10的另一端接地，

U2的15脚接地；U2的11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86脚，U2的12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87脚，U2的14

脚接DB9母头J1的2脚，U2的13脚接DB9母头J1的3脚，DB9母头J1的5脚接地；

[0014] 出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包括SP3232芯片U2和DB9母头J2，U2的10脚接单片机芯片

U1的55脚，U2的9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56脚，U2的7脚接DB9母头J2的2脚，U2的8脚接DB9母头

J2的3脚，DB9母头J2的5脚接地。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地磅接口电路包括ISO3088芯片U7和接线端子P5，U7的1脚与电容

C30接3.3V，电容C30的另一端与U7的2脚接地，U7的3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64脚，U7的4脚与5

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62脚，U7的6脚接单片机芯片U1的63脚，U7的7脚、8脚接地，U7的16脚与

电容C26接隔离电源ISO_3.3V，U7的9、10、15脚与电容C26的另一端接隔离地ISO_GND，U7的

12脚接电阻R16的一端、TVS管PSM712Z1的1脚、TBU芯片U10的一端，U7的13脚接电阻R16的另

一端、Z1的2脚，TBU芯片U8的一端，Z1的3脚接隔离地ISO_GND，U10的另一端接U9的1脚以及

P5的1脚，U8的另一端接气体放电管U9的2脚以及P5的2脚，U9的3脚接隔离地ISO_GND。

[0016] 有益效果：针对装有地磅传感器的作业现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安全，可靠，

低成本的数据采集、处理方案，利用无线传输的方式解决了现场布线复杂的问题，避免了作

业现场必须配置计算机以查看，保存数据带来的不便，同时降低了成本；针对需要人工看称

的作业现场，本实用新型有效的保证了原始数据的真实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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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原理框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单片机芯片电路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蓝牙模块电路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源电路的电路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隔离电源电路的电路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SWD接口电路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液晶显示屏接口电路图；

[0024] 图8位本实用新型的单片机复位电路的电路图；

[0025]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车辆识别接口电路的电路图；

[0026]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的地磅传感器接口电路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基于蓝牙技术的地磅采集处理装置，包括单片机芯

片、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地磅接口电路、电源电路、隔离电源电路，蓝牙模块电路和液晶显示

器，单片机芯片为系统的核心，车辆识别接口电路接收来往车辆的车牌信息，通过232接口

以数据传输形式将车牌号发送给单片机芯片；地磅接口电路接收地磅传感器测量出来的车

辆的载重量，通过485接口以数据传输形式将车辆的载重量发送给单片机芯片；蓝牙模块电

路用于建立单片机与手机的连接，蓝牙模块电路与单片机之间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以AT

指令的形式配置蓝牙模块，在系统上电之后，单片机首先通过AT指令查询蓝牙模块当前的

配置信息，当当前配置信息与所设置的信息不对等时，重新设置需要配置的信息，然后将蓝

牙模块重启，等待手机连接，当手机与蓝牙模块连接后，同时单片机获得车辆识别信息，车

辆载重量等信息时，单片机通过蓝牙模块将这些信息发送给手机；电源电路与单片机芯片

连接用于系统供电；液晶显示器与单片机芯片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通过液晶显示器通过

的通讯协议实时更改屏上显示的信息，屏上显示的信息包括：当前时间、车牌号、进出场信

息、载重量，当前蓝牙连接情况。

[0029] 如图2所示，单片机芯片采用STM32F407VGT6芯片U1，U1的1脚与发光二极管LED1负

极连接，发光二极管LED1正极接+3.3V电源，U1的11、19、21、22、28、50、75、100脚接+3.3V电

源，U1的10、20、27、74脚接地，U1的49脚接电容C13的一端，U1的73脚接电容C5的一端，电容

C13与C5的另一端接地，U1的94脚接电阻R2的一端，R2的另一端接地。LED1用于指示

STM32F407VGT6芯片工作状态。

[0030] 如图3所示，蓝牙模块电路采用有人物联网公司推出的低功耗蓝牙模块系列，优先

使用WH-BLE103模块U4，U4的6、14脚接3.3V，13、15脚接地。U4的11脚接电阻R11的一端，R11

的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基极，Q1的发射极接地，Q1的集电极接电阻R10的一端和单片机U1的

18脚，电阻R10的另一端接发光二极管LED2的负极，LED2的正极接3.3V。U4的16脚接电阻R5，

R6的一端，电阻R5的另一端接电阻R7的一端和SMA连接器J3的1脚，电阻R6，R7的另一端以及

J3的2、3、4、5脚接地。U4的2、9、10脚分别接到单片机U1的16、24、23脚。蓝牙模块与

STM32F407VGT6芯片通过串口通信，通过AT指令可以配置蓝牙模块的名字、连接使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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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等功能。LED2用于显示蓝牙模块当前的连接状态。

[0031] 如图4所示，电源电路包括ID9307-33A50芯片U6，U6的2脚接地。电容C27一端与U6

的1、3脚接+5V，C27的另一端接地。U6的5脚与电容C28，C29的一端以及钽电容CT2的正极接+

3.3V，C28，C29的另一端以及CT2的负极接地。该电路将5V输入电压经过LDO  ID9307-33A50

得到3.3V电压为所有用电芯片供电。

[0032] 如图5所示，隔离电源电路包括DC-DC模块以及ID9307-33A50芯片U11，DC-DC模块

优先使用金升阳公司推出的B0505模块U12，U12的1脚与电容C34的一端接5V，C34的另一端

与U12的2脚接地，U12的6脚与电容C35的一端接隔离电源ISO_5V，U12的4脚与电容C35的另

一端接隔离地ISO_GND。U11的2脚接隔离地ISO_GND。电容C31一端与U11的1、3脚接隔离电源

+ISO_5V，C31的另一端接隔离地ISO_GND。U11的5脚与电容C32，C33的一端接隔离电源ISO_

3.3V，C32，C33的另一端以接隔离地ISO_GND。隔离电路将5V输入电压进行隔离，避免外部接

口产生的干扰对系统产生影响。

[0033] 单片机芯片U1上还连接由SWD电路，液晶接口电路，复位电路。

[0034] 如图6所示，SWD电路包括排针P2，P2的1脚接3.3V和电阻R4的一端，R4的另一端接

P2的3脚和单片机U1的72脚，P2的2脚接U1的76脚，P2的4脚接地

[0035] 如图7所示，液晶接口电路包括FFC连接器P3，P3的1,2、3脚接+5V，P3的5脚接U1的

80脚，P3的6脚接U1的83脚，P3的8、9、10脚接地。液晶显示屏使用迪文科技推出的5寸电容屏

DMT85480C050_07W，该屏与STM32F407VGT6芯片通过串口通信，利用提供的通讯协议，可以

方便的对屏上需要显示的控件进行操作，提供一个友好的用户界面。

[0036] 如图8所示，复位电路包括复位开关SW1，SW1的一端接电阻R13的一端，电容C25的

一端以及U1的14脚，SW1的另一端与C25的另一端接地，R13的另一端接3.3V。由于单片机低

电平复位，当上电的瞬间，由于电容充放电的原因，电容在此瞬间视为短路，因此，NRST端为

低电平，此引脚接单片机的NRST口，即复位引脚，这样单片机低电平复位，同理，当按钮S1按

下时，电容被短路，单片机复位。

[0037] 如图9所示，车辆识别接口包括进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和出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

进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包括SP3232芯片U2与DB9母头J1，U2的1脚接电容C7的一端，C7的另

一端接U2的3脚，U2的4脚接电容C9的一端，C9的另一端接U2的5脚，U2的2脚接电容C8的一

端，C8的另一端接3.3V，U2的6脚接电容C11的一端，C11的另一端接地，U2的16脚与电容C10

的一端接3.3V,C10的另一端接地，U2的15脚接地。U2的11脚接单片机U1的86脚，U2的12脚接

U1的87脚，U2的14脚接J1的2脚，U2的13脚接J1的3脚，J1的5脚接地。

[0038] 出场车辆识别接口电路包括SP3232芯片U2与DB9母头J2，U2的10脚接U1的55脚，U2

的9脚接U1的56脚，U2的7脚接J2的2脚，U2的8脚接J2的3脚，J2的5脚接地。车辆识别接口设

置为232接口，用于获取来往车辆的车牌号，但是一般现场的车辆识别设备通过网线传输数

据，因此本实用例需要配置RJ45转串口模块进行车辆识别设备与系统的接口对接。

[0039] 如图10所示，地磅接口电路包括ISO3088芯片U7与接线端子P5，U7的1脚与电容C30

接3.3V，电容C30的另一端与U7的2脚接地，U7的3脚接单片机U1的64脚，U7的4脚与5脚接U1

的62脚，U7的6脚接U1的63脚，U7的7脚、8脚接地，U7的16脚与电容C26接隔离电源ISO_3.3V，

U7的9、10、15脚与C26的另一端接隔离地ISO_GND，U7的12脚接电阻R16的一端，TVS管

PSM712Z1的1脚，TBU芯片U10的一端，U7的13脚接电阻R16的另一端，Z1的2脚，TBU芯片U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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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Z1的3脚接隔离地ISO_GND，U10的另一端U9的1脚以及P5的1脚，U8的另一端接气体放

电管U9的2脚以及P5的2脚，U9的3脚接隔离地ISO_GND。地磅接口通过485总线的方式与现场

地磅传感器连接，由于地磅传感器一般放置在室外，考虑到EMC，浪涌等各种干扰会使本实

用新型系统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该系统，因此在本实用例中加入TVS，TBU，GDT保护器件

和隔离电路，以增强系统抗干扰能力和在电流瞬间变化的过程中保护系统不会损坏。

[0040] 针对装有地磅传感器的作业现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安全，可靠，低成本的数

据采集、处理方案，利用无线传输的方式解决了现场布线复杂的问题，避免了作业现场必须

配置计算机以查看，保存数据带来的不便，同时降低了成本；针对需要人工看称的作业现

场，本实用新型有效的保证了原始数据的真实有效性。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

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

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内

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

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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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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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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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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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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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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