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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请求保护一种山路智能预警嵌入式

护栏装置，属于车辆碰撞预警领域。包括护栏碰

撞故障提醒装置、LoRa基站、云端、监控中心和附

近车辆GPS终端。其中：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包

括太阳能供电模块、单片机模块、撞击传感器模

块、无线收发模块、LED警示灯模块和蜂鸣器警示

模块。通过判断车辆碰撞山路护栏撞击力超过一

定阈值，将传感器获得的信息通过LoRa无线传输

给LoRa基站上传给到云端，把故障信息传送到监

控中心进行报警，云端同时把故障路段信息上传

到附近车辆的GPS终端。LoRa基站收到故障信息

后，打开故障装置及其附近装置的LED警示灯和

预警蜂鸣器，提醒附近车辆及时规避故障车辆，

可以减少在危险路段的连环车祸以及发生事故

救助不及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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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

(1)、LoRa基站(2)、云端(3)、监控中心(4)和附近车辆GPS终端(5)，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

(1)用于检测是否发生碰撞并及时传输碰撞信息，LoRa基站(2)用于将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

置的信息联网传输至云端，、云端(3)用于将路障信息传输至周围车辆，监控中心(4)用于报

警，和附近车辆GPS终端(5)用于接收故障信息，其中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1)中由太阳能

供电模块(6)、撞击传感器(7)、MCU(8)、无线收发模块(9)、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

器模块(11)构成，所述太阳能供电模块(6)分别为撞击传感器(7)、MCU(8)、无线收发模块

(9)、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11)供电，撞击传感器(7)用于检测是否被撞

击，MCU(8)用于对传感器采集的信息进行处理，无线收发模块(9)用于将信息传输至LoRa基

站，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11)用于警示附近车辆，太阳能供电模块(6)分

别为撞击传感器(7)、MCU(8)、无线收发模块(9)、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

(11)供电，当车辆碰撞山路护栏，撞击传感器(7)判断撞击力超过一定阈值时，MCU(8)就将

损坏的护栏信息通过无线收发模块(9)发送到LoRa基站(2)，然后通过云端(3)地图标记和

计算，将故障护栏的位置发送到监控中心(4)，监控中心(4)及时对故障位置进行判断，云端

(3)同时也将故障护栏位置信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位置信息上传到附近车辆的GPS终

端，LoRa基站(2)对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1)进行控制，打开其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

蜂鸣器模块(11)，在一定范围内闪烁报警灯光和预警声音对附近车辆进行预警，当车辆碰

撞护栏程度较大时，本装置直接失效时，通过轮询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向基站发送信息，确保

其是否正常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太

阳能供电模块(6)包括CN3063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8025A增强

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太阳能电池板插座接口J3、锂

电池插座接口J2、电容C5、电容C6、极性电解电容C7、电容C8、电容C9、电容C10、电阻R10、电

阻R11、电阻R12、电阻R13、电阻R14、绿色发光二极管LED3、红色发光二极管LED4；电路连接

方式如下：太阳能板插座接口的S+引脚分别与电容C5、电阻R10、电阻R11和CN3063锂电池充

电管理芯片U1的VNN引脚相连，太阳能板插座接口的S－引脚与电容C5的另一端相连并接

地，电阻R10与绿色发光二极管LED3相连，绿色发光二极管LED3的另一端与锂电池充电管理

芯片U1的DONE引脚相连，电阻R11与红色发光二极管LED4相连，红色发光二极管LED4的另一

端与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CHNE引脚相连，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ISET引脚连接电阻

R12，电阻R12的另一端接地，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FB引脚和BAT引脚同时与锂电池板插

座接口的B+引脚相连，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TEMP引脚与电容C9相连；

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VSS引脚与电容C9相连，C9的另一端与锂电池板插座接口的B

+引脚相连，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VDD引脚分别与电阻R14和电容C10相连，电阻R14的另

一端与锂电池板插座接口的B－引脚相连，电容C10的另一端与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

应管芯片U3的S2引脚相连，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OC引脚与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

应管芯片U3的S1引脚。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CS1引脚与电阻R13相连，电阻R13的另一端

与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S1引脚相连，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OD引脚

与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G2引脚相连；

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D引脚接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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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的D引脚，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EN引脚、VIN引脚与锂电池板插座接口的B+引脚

相连，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的GND引脚接地，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

BYPASS引脚与电容C6相连，电容C6的另一端接地，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VOUT引脚

分别与极性电解电容C7相连，极性电解电容C7的另一端接地，电容C8的两端分别与极性电

解电容C7的两端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撞

击传感器模块(7)包括电容C1、电容C2、电容C3、电容C4、电阻R1、电阻R2、电阻R3、电阻R4、电

阻R5、电阻R6、电阻R7、电阻R8、电阻R9、放大器A1、放大器A2、放大器A3、电源指示灯L1、开关

指示灯L2构成，电容C1的两端分别接高电平和低电平，电源指示灯L1的一端接高电平，另一

端接电阻R1，电阻R1的另一端接地，撞击传感器J1的1号引脚连接电容C2，电容C2的另一端

分别与放大器A2的3号引脚和电阻R2相连，电阻R2的另一端接高电平，放大器A2的2号引脚

接电阻R3、电阻R4，电阻R3的另一端分别与放大器A1的3号引脚和电阻R5相连，放大器A1的2

号引脚与电容C3相连，电容C3的另一端接撞击传感器J1的2号引脚，电阻R4的另一端分别接

放大器A2的1号引脚和电阻R6，电阻R6的另一端接放大器A3的3号引脚，电阻R5的另一端分

别接放大器A1的1号引脚和电阻R7，电阻R7的另一端分别与电容C4和放大器A3的2号引脚相

连，电容C4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8的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接放大器A3的1号引脚，开关指示

灯L2的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接电阻R9，电阻R9的另一端与放大器A3的1号引脚相连，放大

器A3的1号引脚与单片机的P0.3引脚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MCU(8)由芯片STC12C5A60S2构成，引脚VCC外接5V电源，引脚MISO连接LORA模块的芯片引脚

MISO，引脚MOSI连接LORA模块的芯片引脚MOSI，单片机的P0.1引脚连接预警蜂鸣器模块，单

片机的P0.2引脚连接LED警示灯模块，单片机的P0.3引脚连接撞击传感器模块，引脚RST外

接复位电路，引脚RST分别与电阻R17、电阻R18和极性电解电容C3，电阻R17的另一端接开关

SKEY1，开关SKEY1的另一端接高电平，电阻R18的另一端接地，极性电解电容C13的另一端接

高电平，单片机的XTAL2引脚分别接晶振Y1和电容C14，电容C14的另一端接地，单片机的

XTAL1引脚分别接晶振Y1的另一端和电容C15，电容C15的另一端接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无

线传输模块(9)由芯片SX1276集成模块构成，引脚GND接地，引脚MISO连接单片机模块的芯

片引脚MISO，引脚MOSI连接单片机模块的芯片引脚MOSI，引脚VCC连接3.3V的电源，并接两

个电容C11和电容C12，电容C11和电容C12的另一端同时接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LED警示灯模块(10)由PC817光电耦合芯片U5、电阻R15、整流二极管D1、PNP结三极管Q1和光

二极管L5构成，PC817光电耦合芯片U5的1号引脚接单片机的P0.2引脚，2号引脚和3号引脚

接地，PC817光电耦合芯片U5的4号引脚分别接电阻R15和三极管Q1的b引脚，电阻R15的另一

端接3.3V电压，整流二极管D1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e引脚，光二极管L5

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e引脚，三极管Q1的c引脚接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预

警蜂鸣器模块(11)由PC817光电耦合芯片U6、电阻R16、整流二极管D2、PNP结三极管Q2和蜂

鸣器H构成，PC817光电耦合芯片U6的1号引脚接单片机的P0.1引脚，2号引脚和3号引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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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PC817光电耦合芯片U6的4号引脚分别接电阻R16和三极管Q2的b引脚，电阻R16的另一端

接3.3V电压。整流二极管D2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Q2的e引脚，蜂鸣器H的一端

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e引脚，三极管Q1的c引脚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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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车辆碰撞预警领域，具体属于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护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在环山公路上更易发生交通事故。因为相对于山路的急弯、转弯多，车辆

在环山公路上比在平坦公路上行驶更加困难，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当车辆发生撞击栏杆造

成车辆无法继续前行时，会对前后附近车辆不能及时接收信号对故障路段进行规避，导致

连环交通事故。也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员无法进行报警，存在救助不及时的情况，

导致人员不能得到及时救助。因此，我们设计了一种山路智能预警嵌入式护栏装置。该装置

通过无线传输将信息传输到LoRa基站上传给到云端，把故障信息传送到监控中心进行报

警，云端同时把故障路段信息上传到附近车辆的GPS终端。LoRa基站收到故障信息后，打开

故障装置及其附近装置的LED警示灯和预警蜂鸣器，提醒附近车辆及时规避故障车辆，可以

减少在危险路段的连环车祸以及发生事故救助不及时的情况。该装置能够通过LORA无线传

输，成本低廉，结构简单，太阳能供电，传输距离长，稳定性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旨在解决以上现有技术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通过LORA无线传输，成本低廉，

结构简单，太阳能供电，传输距离长，稳定性高的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4] 一种道路智能预警嵌入式路边护栏装置，其包括：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1)、

LoRa基站(2)、云端(3)、监控中心(4)和附近车辆GPS终端(5)，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1)用

于检测是否发生碰撞并及时传输碰撞信息，LoRa基站(2)用于将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的

信息联网传输至云端，、云端(3)用于将路障信息传输至周围车辆，监控中心(4)用于报警，

和附近车辆GPS终端(5)用于接收故障信息，其中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1)中由太阳能供

电模块(6)、撞击传感器(7)、MCU(8)、无线收发模块(9)、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

模块(11)构成，所述太阳能供电模块(6)分别为撞击传感器(7)、MCU(8)、无线收发模块(9)、

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11)供电，撞击传感器(7)用于检测是否被撞击，MCU

(8)用于对传感器采集的信息进行处理，无线收发模块(9)用于将信息传输至Lora基站，LED

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11)用于警示附近车辆，太阳能供电模块(6)分别为撞

击传感器(7)、MCU(8)、无线收发模块(9)、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11)供电，

当车辆碰撞山路护栏，撞击传感器(7)判断撞击力超过一定阈值时，MCU(8)就将损坏的护栏

信息通过无线收发模块(9)发送到LoRa基站(2)，然后通过云端(3)地图标记和计算，将故障

护栏的位置发送到监控中心(4)，监控中心(4)及时对故障位置进行判断，云端(3)同时也将

故障护栏位置信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位置信息上传到附近车辆的GPS终端，LoRa基站

(2)对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1)进行控制，打开其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

(11)，在一定范围内闪烁报警灯光和预警声音对附近车辆进行预警，当车辆碰撞护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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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时，本装置直接失效时，通过轮询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向基站发送信息，确保其是否正常

工作。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太阳能供电模块(6)包括CN3063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DW01锂电

池保护芯片U2、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太阳

能电池板插座接口J3、锂电池插座接口J2、电容C5、电容C6、极性电解电容C7、电容C8、电容

C9、电容C10、电阻R10、电阻R11、电阻R12、电阻R13、电阻R14、绿色发光二极管LED3、红色发

光二极管LED4；电路连接方式如下：太阳能板插座接口的S+引脚分别与电容C5、电阻R10、电

阻R11和CN3063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VNN引脚相连，太阳能板插座接口的S－引脚与电

容C5的另一端相连并接地，电阻R10与绿色发光二极管LED3相连，绿色发光二极管LED3的另

一端与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DONE引脚相连，电阻R11与红色发光二极管LED4相连，红色

发光二极管LED4的另一端与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CHNE引脚相连，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U1的ISET引脚连接电阻R12，电阻R12的另一端接地，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FB引脚和BAT

引脚同时与锂电池板插座接口的B+引脚相连，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TEMP引脚与电容C9

相连；

[0006] 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VSS引脚与电容C9相连，C9的另一端与锂电池板插座接

口的B+引脚相连，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VDD引脚分别与电阻R14和电容C10相连，电阻

R14的另一端与锂电池板插座接口的B－引脚相连，电容C10的另一端与8025A增强型N沟道

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S2引脚相连，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OC引脚与8025A增强型N沟道

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S1引脚。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CS1引脚与电阻R13相连，电阻R13

的另一端与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S1引脚相连，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

的OD引脚与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G2引脚相连；

[0007] 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D引脚接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

芯片U3的D引脚，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EN引脚、VIN引脚与锂电池板插座接口的B+

引脚相连，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的GND引脚接地，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

BYPASS引脚与电容C6相连，电容C6的另一端接地，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VOUT引脚

分别与极性电解电容C7相连，极性电解电容C7的另一端接地，电容C8的两端分别与极性电

解电容C7的两端相连。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撞击传感器模块(7)包括电容C1、电容C2、电容C3、电容C4、电阻R1、

电阻R2、电阻R3、电阻R4、电阻R5、电阻R6、电阻R7、电阻R8、电阻R9、放大器A1、放大器A2、放

大器A3、电源指示灯L1、开关指示灯L2构成，电容C1的两端分别接高电平和低电平，电源指

示灯L1的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接电阻R1，电阻R1的另一端接地，撞击传感器J1的1号引脚

连接电容C2，电容C2的另一端分别与放大器A2的3号引脚和电阻R2相连，电阻R2的另一端接

高电平，放大器A2的2号引脚接电阻R3、电阻R4，电阻R3的另一端分别与放大器A1的3号引脚

和电阻R5相连，放大器A1的2号引脚与电容C3相连，电容C3的另一端接撞击传感器J1的2号

引脚，电阻R4的另一端分别接放大器A2的1号引脚和电阻R6，电阻R6的另一端接放大器A3的

3号引脚，电阻R5的另一端分别接放大器A1的1号引脚和电阻R7，电阻R7的另一端分别与电

容C4和放大器A3的2号引脚相连，电容C4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8的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接

放大器A3的1号引脚，开关指示灯L2的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接电阻R9，电阻R9的另一端与

放大器A3的1号引脚相连，放大器A3的1号引脚与单片机的P0.3引脚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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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的，所述MCU(8)由芯片STC12C5A60S2构成，引脚VCC外接5V电源，引脚MISO

连接LORA模块的芯片引脚MISO，引脚MOSI连接LORA模块的芯片引脚MOSI，单片机的P0.1引

脚连接预警蜂鸣器模块，单片机的P0.2引脚连接LED警示灯模块，单片机的P0.3引脚连接撞

击传感器模块，引脚RST外接复位电路，引脚RST分别与电阻R17、电阻R18和极性电解电容

C3，电阻R17的另一端接开关SKEY1，开关SKEY1的另一端接高电平，电阻R18的另一端接地，

极性电解电容C13的另一端接高电平，单片机的XTAL2引脚分别接晶振Y1和电容C14，电容

C14的另一端接地，单片机的XTAL1引脚分别接晶振Y1的另一端和电容C15，电容C15的另一

端接地。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无线传输模块(9)由芯片SX1276集成模块构成，引脚GND接地，引脚

MISO连接单片机模块的芯片引脚MISO，引脚MOSI连接单片机模块的芯片引脚MOSI，引脚VCC

连接3.3V的电源，并接两个电容C11和电容C12，电容C11和电容C12的另一端同时接地。

[0011] 进一步的，所述LED警示灯模块(10)由PC817光电耦合芯片U5、电阻R15、整流二极

管D1、PNP结三极管Q1和光二极管L5构成，PC817光电耦合芯片U5的1号引脚接单片机的P0.2

引脚，2号引脚和3号引脚接地，PC817光电耦合芯片U5的4号引脚分别接电阻R15和三极管Q1

的b引脚，电阻R15的另一端接3.3V电压，整流二极管D1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

Q1的e引脚，光二极管L5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e引脚，三极管Q1的c引脚

接地。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预警蜂鸣器模块(11)由PC817光电耦合芯片U6、电阻R16、整流二极

管D2、PNP结三极管Q2和蜂鸣器H构成，PC817光电耦合芯片U6的1号引脚接单片机的P0.1引

脚，2号引脚和3号引脚接地，PC817光电耦合芯片U6的4号引脚分别接电阻R16和三极管Q2的

b引脚，电阻R16的另一端接3.3V电压。整流二极管D2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Q2

的e引脚，蜂鸣器H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e引脚，三极管Q1的c引脚接地。

[0013]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如下：

[0014] 本发明结构简单，判断精准，通过判断车辆碰撞山路护栏撞击力超过一定阈值，将

传感器获得的信息通过LoRa无线传输给LoRa基站上传给到云端，把故障信息传送到监控中

心进行报警，云端同时把故障路段信息上传到附近车辆的GPS终端。LoRa基站收到故障信息

后，打开故障装置及其附近装置的LED警示灯和预警蜂鸣器，提醒附近车辆及时规避故障车

辆，可以减少在危险路段的连环车祸以及发生事故救助不及时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提供优选实施例的山路智能预警嵌入式护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本发明的山路智能预警嵌入式护栏装置的实例图

[0017] 图3本发明的护栏装置的单片机模块图

[0018] 图4本发明的护栏装置的撞击传感器的模块图

[0019] 图5本发明的护栏装置的太阳能供电的模块图

[0020] 图6本发明的护栏装置的无线通信的模块图

[0021] 图7本发明的护栏装置的LED警示灯的模块图

[0022] 图8本发明的护栏装置的预警蜂鸣器的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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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详

细地描述。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

[002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

[0025] 实施例1：如图1所示，山路智能预警嵌入式护栏装置包括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

1、LoRa基站2、云端3、监控中心4和附近车辆GPS终端5；其中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1中由太

阳能供电模块6、撞击传感器7、MCU  8、无线收发模块9、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

11构成。该系统工作过程如下：当车辆碰撞山路护栏，撞击传感器7判断撞击力超过一定阈

值时，MCU  8就会将损坏的护栏信息通过无线收发模块9发送到LoRa基站2，然后通过云端3

地图标记和计算，将故障护栏的位置发送到监控中心4，监控中心4可以及时对故障位置进

行判断。云端3同时也将故障护栏位置信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位置信息上传到附近车

辆的GPS终端。LoRa基站2可以对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1进行控制，打开其LED警示灯模块

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11，在一定范围内闪烁报警灯光和预警声音对附近车辆进行预警。出

当车辆碰撞护栏程度较大时，本装置可能会直接失效，通过轮询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向基站

发送信息，确保其是否正常工作。

[0026] 所述护栏碰撞故障提醒装置1包括太阳能供电模块6、撞击传感器7、MCU8、无线收

发模块9、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11。太阳能供电模块6与撞击传感器7、STC12

单片机模块8、无线收发模块9、LED警示灯模块10和预警蜂鸣器模块11相连，为上述模块提

供电能。

[0027] 所述的太阳能供电模块6。太阳能储电供电模块包括CN3063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U1、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RT9193-33低压差降压

芯片U4、太阳能电池板插座接口J3、锂电池插座接口J2、电容C5、电容C6、极性电解电容C7、

电容C8、电容C9、电容C10、电阻R10、电阻R11、电阻R12、电阻R13、电阻R14、绿色发光二极管

LED3、红色发光二极管LED4；电路连接方式如下：太阳能板插座接口的S+引脚分别与电容

C5、电阻R10、电阻R11和CN3063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VNN引脚相连。太阳能板插座接口

的S－引脚与电容C5的另一端相连并接地。电阻R10与绿色发光二极管LED3相连，绿色发光

二极管LED3的另一端与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DONE引脚相连。电阻R11与红色发光二极

管LED4相连，红色发光二极管LED4的另一端与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CHNE引脚相连。锂

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的ISET引脚连接电阻R12，电阻R12的另一端接地。锂电池充电管理芯

片U1的FB引脚和BAT引脚同时与锂电池板插座接口的B+引脚相连。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1

的TEMP引脚与电容C9相连。

[0028] 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VSS引脚与电容C9相连，C9的另一端与锂电池板插座接

口的B+引脚相连。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VDD引脚分别与电阻R14和电容C10相连，电阻

R14的另一端与锂电池板插座接口的B－引脚相连，电容C10的另一端与8025A增强型N沟道

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S2引脚相连。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OC引脚与8025A增强型N沟道

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S1引脚。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的CS1引脚与电阻R13相连，电阻R13

的另一端与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S1引脚相连。DW01锂电池保护芯片U2

的OD引脚与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G2引脚相连。

[0029] 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芯片U3的D引脚接8025A增强型N沟道MOS场效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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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U3的D引脚。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EN引脚、VIN引脚与锂电池板插座接口的B+

引脚相连，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的GND引脚接地。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

BYPASS引脚与电容C6相连，电容C6的另一端接地。RT9193-33低压差降压芯片U4的VOUT引脚

分别与极性电解电容C7相连，极性电解电容C7的另一端接地。电容C8的两端分别与极性电

解电容C7的两端相连。

[0030] 所述的撞击传感器模块7。撞击传感器模块7包括电容C1、电容C2、电容C3、电容C4、

电阻R1、电阻R2、电阻R3、电阻R4、电阻R5、电阻R6、电阻R7、电阻R8、电阻R9、放大器A1、放大

器A2、放大器A3、电源指示灯L1、开关指示灯L2构成。电容C1的两端分别接高电平和低电平。

电源指示灯L1的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接电阻R1，电阻R1的另一端接地。撞击传感器J1的1

号引脚连接电容C2，电容C2的另一端分别与放大器A2的3号引脚和电阻R2相连，电阻R2的另

一端接高电平。放大器A2的2号引脚接电阻R3、电阻R4，电阻R3的另一端分别与放大器A1的3

号引脚和电阻R5相连。放大器A1的2号引脚与电容C3相连，电容C3的另一端接撞击传感器J1

的2号引脚。电阻R4的另一端分别接放大器A2的1号引脚和电阻R6，电阻R6的另一端接放大

器A3的3号引脚。电阻R5的另一端分别接放大器A1的1号引脚和电阻R7，电阻R7的另一端分

别与电容C4和放大器A3的2号引脚相连，电容C4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8的一端接高电平，另

一端接放大器A3的1号引脚。开关指示灯L2的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接电阻R9，电阻R9的另

一端与放大器A3的1号引脚相连。放大器A3的1号引脚与单片机的P0.3引脚相连。

[0031] 所述的单片机模块8。单片机模块由芯片STC12C5A60S2构成，引脚VCC外接5V电源，

引脚MISO连接LORA模块的芯片引脚MISO，引脚MOSI连接LORA模块的芯片引脚MOSI。单片机

的P0.1引脚连接预警蜂鸣器模块，单片机的P0.2引脚连接LED警示灯模块，单片机的P0.3引

脚连接撞击传感器模块。引脚RST外接复位电路，引脚RST分别与电阻R17、电阻R18和极性电

解电容C3，电阻R17的另一端接开关SKEY1，开关SKEY1的另一端接高电平，电阻R18的另一端

接地，极性电解电容C13的另一端接高电平。单片机的XTAL2引脚分别接晶振Y1和电容C14，

电容C14的另一端接地。单片机的XTAL1引脚分别接晶振Y1的另一端和电容C15，电容C15的

另一端接地。

[0032] 所述的无线传输模块9。无线传输模块由芯片SX1276集成模块构成，引脚GND接地，

引脚MISO连接单片机模块的芯片引脚MISO，引脚MOSI连接单片机模块的芯片引脚MOSI，引

脚VCC连接3.3V的电源，并接两个电容C11和电容C12，电容C11和电容C12的另一端同时接

地。

[0033] 所述的LED警示灯模块10。LED警示灯模块由PC817光电耦合芯片U5、电阻R15、整流

二极管D1、PNP结三极管Q1和光二极管L5构成。PC817光电耦合芯片U5的1号引脚接单片机的

P0.2引脚，2号引脚和3号引脚接地,。PC817光电耦合芯片U5的4号引脚分别接电阻R15和三

极管Q1的b引脚，电阻R15的另一端接3.3V电压。整流二极管D1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

三极管Q1的e引脚，光二极管L5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e引脚，三极管Q1的

c引脚接地。

[0034] 所述的预警蜂鸣器模块11。预警蜂鸣器模块由PC817光电耦合芯片U6、电阻R16、整

流二极管D2、PNP结三极管Q2和蜂鸣器H构成。PC817光电耦合芯片U6的1号引脚接单片机的

P0.1引脚，2号引脚和3号引脚接地,。PC817光电耦合芯片U6的4号引脚分别接电阻R16和三

极管Q2的b引脚，电阻R16的另一端接3.3V电压。整流二极管D2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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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极管Q2的e引脚，蜂鸣器H的一端接3.3V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Q1的e引脚，三极管Q1的c引

脚接地。

[0035] 以上这些实施例应理解为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

阅读了本发明的记载的内容之后，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效变

化和修饰同样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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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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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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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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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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