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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布了智慧化工地施工环境信号采

集发射装置，所述信号接收电路采用恒压源供

电，检测信号经差动平衡放大处理，并采用三极

管Q2/Q3反馈异常高/低电位保证信号在0-5V之

间，之后进入可控调频电路，信号正常时，在开关

K1闭合时经震荡电路主调频、混频放大电路放大

后输出到发射器，超过正常范围时，开关K1被短

接，立即触发三极管Q6为核心的震荡电路调频，

调频后信号与主调频后信号进入混频放大电路

混频、放大后输出到发射器上，所述调频反馈电

路采集可控调频电路的输出信号，经频率差电路

计算出与参考频率信号的频率偏差量并转为为

0-5V电压，与采样保持后信号耦合后进一步控制

调频。有效的解决了信号传递中抗干扰性差、异

常信号传输不及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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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慧化工地施工环境信号采集发射装置，包括数据采集模块、通讯模块、监控平台、

执行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通过传感器对工地施工环境参数进行检测，经通讯模块传输

到信息监控平台实现监控，并可控制执行模块进行警示设备报警和治理设备治理，其特征

在于，传感器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参数信号经信号接收电路、可控调频电路、调频反馈电路

可控周期调频后经发射器直接传输到监控平台，以此提高信号的抗干扰性、信息监控平台

接收异常信息的及时性；

所述信号接收电路采用运算放大器AR4、三极管Q1为核心的恒压源为传感器X1提供电

源，传感器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信号经运算放大器AR1、AR2、AR3组成的差动放大电路输出，

为保证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在0-5V之间，采用三极管Q2/Q3反馈异常高/低电位到运算

放大器AR3的输入端，所述可控调频电路接收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经运算放大器AR5、并

联的开关K1和晶闸管VTL1电容C2组成的可控采样周期的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其中晶闸管

VTL1在窗口比较电路判断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超过正常值时导通，并触发三极管Q6为

核心的震荡电路调频，调频后信号与三极管Q4为核心的震荡电路主调频后信号经三极管Q7

为核心的混频放大电路混频、放大，最后经电解电容E4、E5、电感L4组成的高通滤波电路串

联电感L5、L6、可变电容CP3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滤除调频信号以外的其它频率信号的干扰

后输出到发射器，还触发相应的三极管Q13/Q12导通，参考频率信号2/参考频率信号1连接

到调频反馈电路作参考频率信号，所述调频反馈电路采集可控调频电路的输出信号，经三

极管Q8-Q11为核心的频率差电路，计算出与参考频率信号的频率偏差量并转为为0-5V电

压，与可控采样周期的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后信号耦合后进一步控制调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慧化工地施工环境信号采集发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控

调频电路包括开关K1，开关K1的左端和晶闸管VTL1的阳极运算放大器AR7的反相输入端、运

算放大器AR6的同相输入端均连接运算放大器AR3的输出端，开关K1的右端和晶闸管VTL1的

阴极连接接地电容C2的一端、运算放大器AR5的同相输入端，运算放大器AR5的反相输入端

和输出端分别连接电解电容E1的负极、变容二极管DC1的负极，变容二极管DC1的正极分别

连接三极管Q4的集电极、电容C8的一端、电容C9的一端、电感L2的一端，电解电容E1的正极

和电感L2的另一端连接电源+5V，电容C8的另一端分别连接三极管Q4的发射极、接地电阻

R17的一端，三极管Q4的基极分别连接接地电阻R16的一端、电阻R15的一端、电解电容E2的

负极，电阻R15的另一端、电解电容E2的正极连接电源+5V，电容C9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接地电

容C10的一端、接地电感L3的一端、三极管Q7的基极、电阻R26的一端，电阻R26的另一端连接

电源+15V，三极管Q7的发射极通过电阻R23连接电源-10V，三极管Q7的集电极分别连接电解

电容E4的负极、电感L9的一端，电感L9的另一端连接电源+15V，电解电容E4的正极分别连接

电解电容E5的负极、接地电感L4的一端，电解电容E5的正极分别连接电感L5的一端，电感L5

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接地可变电容CP3的一端、电感L6的一端，电感L6的另一端为调频主电路

的输出信号，连接到发射器，运算放大器AR7的同相输入端分别连接电阻R10的一端、电阻

R12的一端，运算放大器AR6的反相输入端分别连接电阻R12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11的一端，

电阻R10的另一端连接电源+5V，算放大器AR7的输出端和运算放大器AR6的输出端均连接三

极管Q5的基极，三极管Q5的集电极连接电源+5V，三极管Q5的发射极连接电阻R13的一端，电

阻R1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接地电容C3的一端、双向二极管VD1的左端、电容C4的一端，双向二

极管VD1的右端连接电阻R14的一端，电阻R14的另一端连接晶闸管VTL1的控制极，电容C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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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分别连接电阻R24的一端、电解电容E3的正极、三极管Q6的基极，三极管Q6的集电极

分别连接电阻R25的一端、电容C5的一端、电容C6的一端，电容C6的另一端分别连接三极管

Q6的发射极、电容C7的一端，电容C5的另一端连接三极管Q7的基极，电解电容E3的负极、电

容C7的另一端连接地，电阻R24的另一端和电阻R25的另一端连接电源-10V；

所述调频反馈电路包括二极管D1，二极管D1的正极连接电感L6的另一端，二极管D1的

负极连接电容C12的一端，电容C12的另一端分别连接三极管Q11的基极、电感L8的一端、可

变电容CP2的一端，三极管Q11的集电极分别连接电阻R19的一端、电解电容E6的负极，电解

电容E6的正极分别连接二极管D2的正极、三极管Q9的发射极，三极管Q11的发射极、二极管

D4的负极、三极管Q9的基极均连接地，参考频率信号连接电容C11的一端，电容C11的另一端

分别连接电感L7的一端、可变电容CP1的一端、三极管Q10的基极，三极管Q10的集电极分别

连接电阻R18的一端、电解电容E7的负极，电解电容E7的正极分别连接二极管D3的负极、三

极管Q8的发射极，三极管Q10的发射极、电解电容E8的负极、电阻R20的另一端均连接地，三

极管Q8的基极、电阻R21的一端、二极管D3的正极、电阻R18的另一端、电阻R19的另一端均连

接电源+10V，三极管Q9的集电极、电阻R21的另一端、电解电容E8的正极、电阻R20的一端、三

极管Q8的集电极均连接电阻R22的一端，电阻R22的另一端连接变容二极管DC1的负极。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慧化工地施工环境信号采集发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

接收电路包括传感器检测接口X1、运算放大器AR4，运算放大器AR4的反相输入端通过电阻

R7连接地，运算放大器AR4的同相输入端分别连接三极管Q1的发射极、电阻R8的一端，电阻

R8的另一端分别连接电阻R9的一端、稳压管Z1的正极、电位器RP1的可调端，电阻R9的另一

端连接电源+5V、稳压管Z1的负极连接地，运算放大器AR4的输出端连接三极管Q1的基极，三

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电感L1的一端，电感L1的另一端连接传感器检测接口X1的引脚1，传感

器检测接口X1的引脚2分别连接电容C1的一端、运算放大器AR2的同相输入端，运算放大器

AR2的反相输入端分别连接运算放大器AR2的输出端、电阻R1的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分别

连接运算放大器AR3的反相输入端、电阻R3的一端、三极管Q2的发射极，电阻R3的另一端分

别连接电阻R6的一端、电位器RP1的左端、运算放大器AR3的输出端、电阻R5的另一端，传感

器检测接口X1的引脚3和电容C1的另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AR1的反相输入端，运算放大器

AR1的同相输入端分别连接运算放大器AR1的输出端、电阻R2的一端，电阻R2的另一端分别

连接运算放大器AR3的同相输入端、接地电阻R4的一端、三极管Q3的发射极，三极管Q3的集

电极连接电源+0.7V，三极管Q3的基极连接电阻R5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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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工地施工环境信号采集发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地施工环境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智慧化工地施工环境信号采

集发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工地施工由于房屋拆除、材料逸散以及施工机械等造成噪声及扬尘及其严重，已

经成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影响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工地施工环境

监测系统应用而生，具体的通过数据采集模块中各类传感器对环境参数进行检测，通过通

讯模块传输到信息监控平台实现监控，并可控制执行模块进行警示设备报警和治理设备如

降尘设备喷淋。

[0003] 由于工地施工环境范围广恶劣，且检测的参数多，传感器检测的信号采用有线传

输存在衰减且难以布线，而采用无线传感器，由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脆弱性和易受干扰性，

会使信号间串扰，且要实现全面监控，需采用不同类别、不同位置的传感器对环境参数进行

检测，由于信息量大，当参数异常时，需及时传输到监控平台，及时分析、处理，因此提高信

号的抗干扰性、及时性是工地施工环境检测的一个重要技术问题之一。

[0004] 所以本发明提供一种新的方案来解决此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发明之目的在于提供智慧化工地施工

环境信号采集发射装置，有效的解决了信号传递中抗干扰性差、异常信号传输不及时的问

题。

[0006] 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数据采集模块、通讯模块、监控平台、执行模块，所述数

据采集模块通过传感器对工地施工环境参数进行检测，经通讯模块传输到信息监控平台实

现监控，并可控制执行模块进行警示设备报警和治理设备治理，其特征在于，传感器检测的

工地施工环境参数信号经信号接收电路、可控调频电路、调频反馈电路可控周期调频后经

发射器直接传输到监控平台，以此提高信号的抗干扰性、信息监控平台接收异常信息的及

时性；

所述信号接收电路采用运算放大器AR4、三极管Q1为核心的恒压源为传感器X1提供电

源，传感器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信号经运算放大器AR1、AR2、AR3组成的差动放大电路输出，

为保证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在0-5V之间，采用三极管Q2/Q3反馈异常高/低电位到运算

放大器AR3的输入端，所述可控调频电路接收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经运算放大器AR5、并

联的开关K1和晶闸管VTL1电容C2组成的可控采样周期的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其中晶闸管

VTL1在窗口比较电路判断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超过正常值时导通，并触发三极管Q6为

核心的震荡电路调频，调频后信号与三极管Q4为核心的震荡电路主调频后信号经三极管Q7

为核心的混频放大电路混频、放大，最后经电解电容E4、E5、电感L4组成的高通滤波电路串

联电感L5、L6、可变电容CP3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滤除调频信号以外的其它频率信号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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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输出到发射器，还触发相应的三极管Q13/Q12导通，参考频率信号2/参考频率信号1连接

到调频反馈电路作参考频率信号，所述调频反馈电路采集可控调频电路的输出信号，经三

极管Q8-Q11为核心的频率差电路，计算出与参考频率信号的频率偏差量并转为为0-5V电

压，与可控采样周期的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后信号耦合后进一步控制调频。

[0007] 由于以上技术方案的采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1，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正常时，在开关K1定时到达闭合时经三极管Q4为核心的震荡

电路主调频后，进入三极管Q7为核心的混频放大电路放大后输出到发射器，超过正常范围

时，开关K1被短接，立即将触发三极管Q6、电容C5、电容C6、电解电容E3、电阻R24、电阻R25组

成的震荡电路调频，调频后信号与采样保持后信号经三极管Q4为核心的震荡电路主调频后

信号，进入三极管Q7为核心的混频放大电路混频、放大后输出到发射器上，以此提高信号的

抗干扰性、信息监控平台接收异常信息的及时性；

2，通过二极管D1采集可控调频电路的输出信号和参考频率信号分别经耦合电容进入

三极管Q8-Q11为核心的频率差电路，计算出与参考频率信号的频率偏差量并转为为0-5V电

压，与可控采样周期的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后信号耦合后进一步控制调频在设定传输频

率，从而提高了抗干扰性、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的电路原理总图。

[0009] 图2为本发明的信号接收电路原理图。

[0010] 图3为本发明的可控调频电路原理图。

[0011] 图4为本发明的调频反馈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有关本发明的前述及其他技术内容、特点与功效，在以下配合参考附图1至附图4

对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中，将可清楚的呈现。以下实施例中所提到的结构内容，均是以说明书

附图为参考。

[0013] 下面将参照附图描述本发明的各示例性的实施例。

[0014] 实施例一，智慧化工地施工环境信号采集发射装置，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通过传感

器对工地施工环境参数进行检测，经通讯模块传输到信息监控平台实现监控，并可控制执

行模块进行警示设备报警和治理设备治理，传感器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参数信号经信号接

收电路、可控调频电路、调频反馈电路可控周期调频后经发射器直接传输到监控平台，以此

提高信号的抗干扰性、信息监控平台接收异常信息的及时性；所述信号接收电路采用运算

放大器AR4、三极管Q1为核心的恒压源为传感器X1提供电源，传感器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信

号经运算放大器AR1、AR2、AR3组成的差动放大电路输出，为保证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

在0-5V之间，采用三极管Q2/Q3反馈异常高/低电位到运算放大器AR3的输入端，所述可控调

频电路接收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经运算放大器AR5、并联的开关K1和晶闸管VTL1、电容

C2组成的可控采样周期的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保持时间由电容C2的充放电决定，开关K1

为定时开关，控制采样的周期，其中晶闸管VTL1在窗口比较电路判断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

信号超过正常值时导通，具体的，采样保持后信号进入运算放大器AR6、AR7、电阻R10-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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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2组成窗口比较电路与电阻R10-电阻R12分压电路提供的正常范围值比较，超过正常范围

时，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高电平时，三极管Q5导通、双向二极管VD1导通、晶闸管

VTL1导通，开关K1被导通的晶闸管VTL1短接，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不用等待采样周期到

来也即开关K1定时到达闭合时再向后级电路传输，同时触发三极管Q6、电容C5、电容C6、电

解电容E3、电阻R24、电阻R25组成的震荡电路调频，调频后信号与采样保持后信号经三极管

Q4为核心的震荡电路主调频后信号，进入三极管Q7为核心的混频放大电路混频、放大，最后

经电解电容E4、E5、电感L4组成的高通滤波电路串联电感L5、L6、可变电容CP3组成的低通滤

波电路滤除调频信号以外的其它频率信号的干扰后输出到发射器，否则三极管Q5截止、双

向二极管VD1不导通、晶闸管VTL1不导通，三极管Q6、电容C5、电容C6、电解电容E3、电阻R24、

电阻R25组成的震荡电路没有出发信号、不工作，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在开关K1定时到达

闭合时经三极管Q4为核心的震荡电路主调频后，进入三极管Q7为核心的混频放大电路放

大，最后经电解电容E4、E5、电感L4组成的高通滤波电路串联电感L5、L6、可变电容CP3组成

的低通滤波电路滤除调频信号以外的其它频率信号的干扰后输出到发射器，也即信号正常

时，采用采样周期到来时主调频后信号直接加到发射器传输而当信号超过正常范围时，采

用立即将混频后信号加到发射器传输，以此提高信号的抗干扰性、信息监控平台接收异常

信息的及时性，窗口比较电路输出的高/低电平还触发相应的三极管Q13/Q12导通，参考频

率信号2/参考频率信号1连接到调频反馈电路作参考频率信号，所述调频反馈电路采集可

控调频电路的输出信号，经三极管Q8-Q11为核心的频率差电路，计算出与参考频率信号的

频率偏差量并转为为0-5V电压，与可控采样周期的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后信号耦合后进一

步控制调频。

[0015] 实施例二，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可控调频电路接收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

经运算放大器AR5、并联的开关K1和晶闸管VTL1、电容C2组成的可控采样周期的采样保持器

采样保持，保持时间由电容C2的充放电决定，开关K1为定时开关，控制采样的周期，其中晶

闸管VTL1在窗口比较电路判断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超过正常值时导通，具体的，采样

保持后信号进入运算放大器AR6、AR7、电阻R10-电阻R12组成窗口比较电路与电阻R10-电阻

R12分压电路提供的正常范围值比较，超过正常范围时，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高电

平时，三极管Q5导通、双向二极管VD1导通、晶闸管VTL1导通，开关K1被导通的晶闸管VTL1短

接，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不用等待采样周期到来也即开关K1定时到达闭合时再向后级电

路传输，同时触发三极管Q6、电容C5、电容C6、电解电容E3、电阻R24、电阻R25组成的震荡电

路调频，调频后信号与采样保持后信号经三极管Q4为核心的震荡电路主调频后信号，进入

三极管Q7为核心的混频放大电路混频、放大，最后经电解电容E4、E5、电感L4组成的高通滤

波电路串联电感L5、L6、可变电容CP3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滤除调频信号以外的其它频率信

号的干扰后输出到发射器，否则三极管Q5截止、双向二极管VD1不导通、晶闸管VTL1不导通，

三极管Q6、电容C5、电容C6、电解电容E3、电阻R24、电阻R25组成的震荡电路没有出发信号、

不工作，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在开关K1定时到达闭合时经三极管Q4为核心的震荡电路主

调频后，进入三极管Q7为核心的混频放大电路放大，最后经电解电容E4、E5、电感L4组成的

高通滤波电路串联电感L5、L6、可变电容CP3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滤除调频信号以外的其它

频率信号的干扰后输出到发射器，也即信号正常时，采用采样周期到来时主调频后信号直

接加到发射器传输而当信号超过正常范围时，采用立即将混频后信号加到发射器传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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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高信号的抗干扰性、信息监控平台接收异常信息的及时性，窗口比较电路输出的高/低

电平还触发相应的三极管Q13/Q12导通，参考频率信号2/参考频率信号1连接到调频反馈电

路作参考频率信号，包括开关K1，开关K1的左端和晶闸管VTL1的阳极运算放大器AR7的反相

输入端、运算放大器AR6的同相输入端均连接运算放大器AR3的输出端，开关K1的右端和晶

闸管VTL1的阴极连接接地电容C2的一端、运算放大器AR5的同相输入端，运算放大器AR5的

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连接电解电容E1的负极、变容二极管DC1的负极，变容二极管DC1

的正极分别连接三极管Q4的集电极、电容C8的一端、电容C9的一端、电感L2的一端，电解电

容E1的正极和电感L2的另一端连接电源+5V，电容C8的另一端分别连接三极管Q4的发射极、

接地电阻R17的一端，三极管Q4的基极分别连接接地电阻R16的一端、电阻R15的一端、电解

电容E2的负极，电阻R15的另一端、电解电容E2的正极连接电源+5V，电容C9的另一端分别连

接接地电容C10的一端、接地电感L3的一端、三极管Q7的基极、电阻R26的一端，电阻R26的另

一端连接电源+15V，三极管Q7的发射极通过电阻R23连接电源-10V，三极管Q7的集电极分别

连接电解电容E4的负极、电感L9的一端，电感L9的另一端连接电源+15V，电解电容E4的正极

分别连接电解电容E5的负极、接地电感L4的一端，电解电容E5的正极分别连接电感L5的一

端，电感L5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接地可变电容CP3的一端、电感L6的一端，电感L6的另一端为

调频主电路的输出信号，连接到发射器，运算放大器AR7的同相输入端分别连接电阻R10的

一端、电阻R12的一端，运算放大器AR6的反相输入端分别连接电阻R12的另一端、接地电阻

R11的一端，电阻R10的另一端连接电源+5V，算放大器AR7的输出端和运算放大器AR6的输出

端均连接三极管Q5的基极，三极管Q5的集电极连接电源+5V，三极管Q5的发射极连接电阻

R13的一端，电阻R1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接地电容C3的一端、双向二极管VD1的左端、电容C4

的一端，双向二极管VD1的右端连接电阻R14的一端，电阻R14的另一端连接晶闸管VTL1的控

制极，电容C4的另一端分别连接电阻R24的一端、电解电容E3的正极、三极管Q6的基极，三极

管Q6的集电极分别连接电阻R25的一端、电容C5的一端、电容C6的一端，电容C6的另一端分

别连接三极管Q6的发射极、电容C7的一端，电容C5的另一端连接三极管Q7的基极，电解电容

E3的负极、电容C7的另一端连接地，电阻R24的另一端和电阻R25的另一端连接电源-10V。

[0016] 所述调频反馈电路通过二极管D1采集可控调频电路的输出信号和参考频率信号

分别经耦合电容C12、C11连接到三极管Q8-Q11为核心的频率差电路，计算出与参考频率信

号的频率偏差量并转为为0-5V电压，其中参考频率信号由窗口比较电路输出的高低电平，

驱动相应三极管Q12、Q13的导通/截止，控制参考频率信号为参考频率信号1或参考频率信

号2（参考频率信号1、参考频率信号2均由频率信号发生器预先给定，此为现有技术，在此不

再详述），与可控采样周期的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后信号耦合后进一步控制调频在设定传

输频率，使包括二极管D1，二极管D1的正极连接电感L6的另一端，二极管D1的负极连接电容

C12的一端，电容C12的另一端分别连接三极管Q11的基极、电感L8的一端、可变电容CP2的一

端，三极管Q11的集电极分别连接电阻R19的一端、电解电容E6的负极，电解电容E6的正极分

别连接二极管D2的正极、三极管Q9的发射极，三极管Q11的发射极、二极管D4的负极、三极管

Q9的基极均连接地，参考频率信号连接电容C11的一端，电容C11的另一端分别连接电感L7

的一端、可变电容CP1的一端、三极管Q10的基极，三极管Q10的集电极分别连接电阻R18的一

端、电解电容E7的负极，电解电容E7的正极分别连接二极管D3的负极、三极管Q8的发射极，

三极管Q10的发射极、电解电容E8的负极、电阻R20的另一端均连接地，三极管Q8的基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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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R21的一端、二极管D3的正极、电阻R18的另一端、电阻R19的另一端均连接电源+10V，三极

管Q9的集电极、电阻R21的另一端、电解电容E8的正极、电阻R20的一端、三极管Q8的集电极

均连接电阻R22的一端，电阻R22的另一端连接变容二极管DC1的负极。

[0017] 实施例三，在实施例二的基础上，所述信号接收电路采用运算放大器AR4、三极管

Q1为核心的恒压源为传感器X1提供稳定的电源以补偿传感器的非线性误差，具体的电源的

大小通过稳压管Z1的稳压值、电位器RP1的可调端反馈的电压调节，三极管Q1消除微小的波

动电压提供恒定的电压，经电感L1进一步滤波后提供，传感器X1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信号

（如DC-11型噪声传感器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噪声、PM2.5扬尘传感器检测的扬尘等）经电容

C1滤波后加到运算放大器AR1、AR2、AR3组成的差动放大电路的输入端，进行差动平衡放大

处理，抑制共模干扰、放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其中运算放大器AR3为减法比例放大器将运

算放大器AR1、AR2的输出信号进行减法运算输出差值信号，即消除共模干扰后的传感器输

出信号，为保证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在0-5V之间，当信号异常高电位（高于5V）时，三极

管Q2导通，+5V反馈到运算放大器AR3的反相输入端那，起到降低输出信号电位的目的，当信

号异常低电位（低于0V）时，三极管Q3导通，+0.7V反馈到运算放大器AR3的同相输入端那，起

到提高输出信号电位的目的，以此提高传感器检测的精度接接收的精度，包括传感器检测

接口X1、运算放大器AR4，运算放大器AR4的反相输入端通过电阻R7连接地，运算放大器AR4

的同相输入端分别连接三极管Q1的发射极、电阻R8的一端，电阻R8的另一端分别连接电阻

R9的一端、稳压管Z1的正极、电位器RP1的可调端，电阻R9的另一端连接电源+5V、稳压管Z1

的负极连接地，运算放大器AR4的输出端连接三极管Q1的基极，三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电感

L1的一端，电感L1的另一端连接传感器检测接口X1的引脚1，传感器检测接口X1的引脚2分

别连接电容C1的一端、运算放大器AR2的同相输入端，运算放大器AR2的反相输入端分别连

接运算放大器AR2的输出端、电阻R1的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分别连接运算放大器AR3的反

相输入端、电阻R3的一端、三极管Q2的发射极，电阻R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电阻R6的一端、电

位器RP1的左端、运算放大器AR3的输出端、电阻R5的另一端，传感器检测接口X1的引脚3和

电容C1的另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AR1的反相输入端，运算放大器AR1的同相输入端分别连接

运算放大器AR1的输出端、电阻R2的一端，电阻R2的另一端分别连接运算放大器AR3的同相

输入端、接地电阻R4的一端、三极管Q3的发射极，三极管Q3的集电极连接电源+0.7V，三极管

Q3的基极连接电阻R5的一端。

[0018] 本发明具体使用时，所述数据采集模块通过传感器对工地施工环境参数进行检

测，经通讯模块传输到信息监控平台实现监控，并可控制执行模块进行警示设备报警和治

理设备治理，传感器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参数信号经信号接收电路、可控调频电路、调频反

馈电路可控周期调频后经发射器直接传输到监控平台，以此提高信号的抗干扰性、信息监

控平台接收异常信息的及时性；所述信号接收电路采用运算放大器AR4、三极管Q1为核心的

恒压源为传感器X1提供稳定的电源以补偿传感器的非线性误差，具体的电源的大小通过稳

压管Z1的稳压值、电位器RP1的可调端反馈的电压调节，三极管Q1消除微小的波动电压提供

恒定的电压，经电感L1进一步滤波后提供，传感器X1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信号（如DC-11型

噪声传感器检测的工地施工环境噪声、PM2.5扬尘传感器检测的扬尘等）经电容C1滤波后加

到运算放大器AR1、AR2、AR3组成的差动放大电路的输入端，进行差动平衡放大处理，抑制共

模干扰、放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其中运算放大器AR3为减法比例放大器将运算放大器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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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2的输出信号进行减法运算输出差值信号，即消除共模干扰后的传感器输出信号，为保证

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在0-5V之间，当信号异常高电位（高于5V）时，三极管Q2导通，+5V

反馈到运算放大器AR3的反相输入端那，起到降低输出信号电位的目的，当信号异常低电位

（低于0V）时，三极管Q3导通，+0.7V反馈到运算放大器AR3的同相输入端那，起到提高输出信

号电位的目的，以此提高传感器检测的精度接接收的精度，所述可控调频电路接收信号接

收电路输出信号，经运算放大器AR5、并联的开关K1和晶闸管VTL1、电容C2组成的可控采样

周期的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保持时间由电容C2的充放电决定，开关K1为定时开关，控制采

样的周期，其中晶闸管VTL1在窗口比较电路判断差动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超过正常值时导

通，具体的，采样保持后信号进入运算放大器AR6、AR7、电阻R10-电阻R12组成窗口比较电路

与电阻R10-电阻R12分压电路提供的正常范围值比较，超过正常范围时，输出高电平，否则

输出低电平，高电平时，三极管Q5导通、双向二极管VD1导通、晶闸管VTL1导通，开关K1被导

通的晶闸管VTL1短接，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不用等待采样周期到来也即开关K1定时到达

闭合时再向后级电路传输，同时触发三极管Q6、电容C5、电容C6、电解电容E3、电阻R24、电阻

R25组成的震荡电路调频，调频后信号与采样保持后信号经三极管Q4为核心的震荡电路主

调频后信号，进入三极管Q7为核心的混频放大电路混频、放大，最后经电解电容E4、E5、电感

L4组成的高通滤波电路串联电感L5、L6、可变电容CP3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滤除调频信号以

外的其它频率信号的干扰后输出到发射器，由发射器发送到信息监控平台，否则三极管Q5

截止、双向二极管VD1不导通、晶闸管VTL1不导通，三极管Q6、电容C5、电容C6、电解电容E3、

电阻R24、电阻R25组成的震荡电路没有出发信号、不工作，信号接收电路输出信号在开关K1

定时到达闭合时经三极管Q4为核心的震荡电路主调频后，进入三极管Q7为核心的混频放大

电路放大，最后经电解电容E4、E5、电感L4组成的高通滤波电路串联电感L5、L6、可变电容

CP3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滤除调频信号以外的其它频率信号的干扰后输出到发射器，也即

信号正常时，采用采样周期到来时主调频后信号直接加到发射器传输而当信号超过正常范

围时，采用立即将混频后信号加到发射器传输，以此提高信号的抗干扰性、信息监控平台接

收异常信息的及时性，窗口比较电路输出的高/低电平还触发相应的三极管Q13/Q12导通，

参考频率信号2/参考频率信号1连接到调频反馈电路作参考频率信号，所述调频反馈电路

通过二极管D1采集可控调频电路的输出信号和参考频率信号分别经耦合电容C12、C11连接

到三极管Q8-Q11为核心的频率差电路，计算出与参考频率信号的频率偏差量并转为为0-5V

电压，其中参考频率信号由窗口比较电路输出的高低电平，驱动相应三极管Q12、Q13的导

通/截止，控制参考频率信号为参考频率信号1或参考频率信号2（参考频率信号1、参考频率

信号2均由频率信号发生器预先给定，此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详述），与可控采样周期的采

样保持器采样保持后信号耦合后进一步控制调频在设定传输频率，提高信号传输的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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