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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

无线采集终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扩频无线技术

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包括STM32

系列的中央处理器A2，与中央处理器A2的串行口

连接、且型号为ADS8688的模数转换器A1，与模数

转换器A1连接、且设置有数路的电流信息输入电

路，与中央处理器A2的串行口连接、且型号为

SX1278_MODE、用于数据传输的扩频无线通讯芯

片M1，以及与中央处理器A2、模数转换器A1和扩

频无线通讯芯片M1连接的供电电路。通过上述方

案，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数据传输可靠等

优点，在数据采集技术领域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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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其特征在于，包括STM32系

列的中央处理器A2，与中央处理器A2的串行口连接、且型号为ADS8688的模数转换器A1，与

模数转换器A1连接、且设置有数路的电流信息输入电路，与中央处理器A2的串行口连接、且

型号为SX1278_MODE、用于数据传输的扩频无线通讯芯片M1，以及与中央处理器A2、模数转

换器A1和扩频无线通讯芯片M1连接的供电电路；

所述电流信息输入电路包括串联后一端与电流输入正极连接、且另一端与模数转换器

A1连接的熔断器F2和电阻R4，并联后一端连接在熔断器F2与电阻R4之间、且另一端与电流

输入负极连接的瞬态抑制二极管D2和电容C3，一端与电流输入负极连接、且另一端接地的

电阻R55，以及串联后一端连接在熔断器F2与电阻R4之间、且另一端与电流输入负极连接的

电阻R5和光电继电器U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与中央处理器A2和供电电路连接的RS485数字接口单元；

所述RS485数字接口单元包括与中央处理器A2连接、且型号为SP3485的通讯接口芯片

A3，并联后连接在通讯接口芯片A3的A引脚与B引脚之间的瞬态抑制二极管D3、静电二极管

D1和放电管F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其

特征在于，所述供电电路包括型号为TPS5430的直流转换芯片A5，并联后一端与直流转换芯

片A5的VIN引脚连接、且另一端接地的电容C28和电容C29，串联后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

VIN引脚连接的自恢复保险F5和二极管D5，一端连接在自恢复保险F5与二极管D5之间、且另

一端接地的瞬态抑制二极管VD1，串联后一端连接在自恢复保险F5与二极管D5之间、且另一

端接地的二极管D14、电阻R70和电阻R71，基极经电阻R54连接在二极管D14与电阻R70之间、

发射极接地的三极管BG3，栅极与三极管BG3的集电极连接的场效应管Q2，漏极与场效应管

Q2的漏极连接、且栅极连接在电阻R70与电阻R71之间的场效应管Q3，与场效应管Q2的漏极

连接、且型号为ME6214A33的直流转换芯片A6，连接在直流转换芯片A5的PH引脚与BOOT引脚

之间的电容C30，串联后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PH引脚连接、且另一端接地的电感L1和电

容C32，串联后一端连接在电感L1与电容C32之间、且另一端与场效应管Q2的漏极连接的电

子R74和电阻R75，并联后一端连接在电感L1与电容C32之间、且另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

FB引脚连接的电阻R42和滑动电阻VR1，以及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FB引脚连接、且另一

端接地的电阻R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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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数据采集技术领域，尤其是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电流

信号无线采集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本文所述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是针对各种工业现场电流模拟量

信号采集和无线传输的高性能无线收发单元。可作为感知终端，数据收发电台使用。发射端

实现信号输入及数字化，并调制到无线载波实现无线发送。接收端通过对应的无线接收和

数字解调逆变处理，实现数据还原。目前，现有技术中的电流信号采集终端多为有线形式，

其采用电路互感器采集，并进行传输，其传输多为电缆直接传输方式，其适用于电气设备密

集布设，但是在设备分布较为分散的情况下，其远距离传输存在损耗，使得数据采集的准确

率降低。

[0003] 因此，急需要提出一种结构简单、数据传输可靠的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

爆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

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包括STM32系列的中央

处理器A2，与中央处理器A2的串行口连接、且型号为ADS8688的模数转换器A1，与模数转换

器A1连接、且设置有数路的电流信息输入电路，与中央处理器A2的串行口连接、且型号为

SX1278_MODE、用于数据传输的扩频无线通讯芯片M1，以及与中央处理器A2、模数转换器A1

和扩频无线通讯芯片M1连接的供电电路；

[0006] 所述电流信息输入电路包括串联后一端与电流输入正极连接、且另一端与模数转

换器A1连接的熔断器F2和电阻R4，并联后一端连接在熔断器F2与电阻R4之间、且另一端与

电流输入负极连接的瞬态抑制二极管D2和电容C3，一端与电流输入负极连接、且另一端接

地的电阻R55，以及串联后一端连接在熔断器F2与电阻R4之间、且另一端与电流输入负极连

接的电阻R5和光电继电器U2。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无线采集终端，还包括

与中央处理器A2和供电电路连接的RS485数字接口单元；

[0008] 所述RS485数字接口单元包括与中央处理器A2连接、且型号为SP3485的通讯接口

芯片A3，并联后连接在通讯接口芯片A3的A引脚与B引脚之间的瞬态抑制二极管D3、静电二

极管D1和放电管F3。

[0009] 优选地，所述供电电路包括型号为TPS5430的直流转换芯片A5，并联后一端与直流

转换芯片A5的VIN引脚连接、且另一端接地的电容C28和电容C29，串联后一端与直流转换芯

片A5的VIN引脚连接的自恢复保险F5和二极管D5，一端连接在自恢复保险F5与二极管D5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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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且另一端接地的瞬态抑制二极管VD1，串联后一端连接在自恢复保险F5与二极管D5之

间、且另一端接地的二极管D14、电阻R70和电阻R71，基极经电阻R54连接在二极管D14与电

阻R70之间、发射极接地的三极管BG3，栅极与三极管BG3的集电极连接的场效应管Q2，漏极

与场效应管Q2的漏极连接、且栅极连接在电阻R70与电阻R71之间的场效应管Q3，与场效应

管Q2的漏极连接、且型号为ME6214A33的直流转换芯片A6，连接在直流转换芯片A5的PH引脚

与BOOT引脚之间的电容C30，串联后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PH引脚连接、且另一端接地的

电感L1和电容C32，串联后一端连接在电感L1与电容C32之间、且另一端与场效应管Q2的漏

极连接的电子R74和电阻R75，并联后一端连接在电感L1与电容C32之间、且另一端与直流转

换芯片A5的FB引脚连接的电阻R42和滑动电阻VR1，以及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FB引脚连

接、且另一端接地的电阻R41。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1] 本实用新型巧妙地设置了多路电流信息输入和模数转换器，以实现多路责输入信

号的调理和AD采样，多通道切换的电路；另外，本实用新型的无线通讯单元及天线采用扩频

无线通讯技术，将采集到的模拟信号进行数字采样并处理之后调制到无线通讯单元，并通

过天线发送。不仅如此，本实用新型的电源部分采用变压，稳压和滤波等方式对输入的交流

或直流电源进行整理；并采用智能开关控制，使其可以根据中央处理器的要求实现智能通

断电。以此实现更优的低功耗性能。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数据传输可靠等

优点，在数据采集技术领域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

是对保护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

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中央处理器原理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RS485数字接口单元电路原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供电电路原理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扩频无线通讯电路原理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流信号输入电路原理图。

[0018]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模数转换器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为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

新型作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实施例。基于本申请中的实

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20] 实施例

[0021]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基于扩频无线技术的低功耗防爆电流信号无线

采集终端，包括型号为STM32F103RBT6的中央处理器A2，与中央处理器A2的串行口连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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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为ADS8688的模数转换器A1，与模数转换器A1连接、且设置有数路的电流信息输入电

路，与中央处理器A2的串行口连接、且型号为SX1278_MODE、用于数据传输的扩频无线通讯

芯片M1，与中央处理器A2、模数转换器A1和扩频无线通讯芯片M1连接的供电电路，以及与中

央处理器A2和供电电路连接的RS485数字接口单元。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是基于结构的

改进，并未对软件程序进行改进，其采用常规的程序片段组合便能实现，在此就不予赘述。

另外，本实施例采用防护等级IP65以上铸铝外壳以实现设备防水防爆。

[0022] 在本实施例中，供电电源为各电路模块提供直流+5V、+4.2V、+3.9V和+3.3V，其包

括型号为TPS5430的直流转换芯片A5，并联后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VIN引脚连接、且另

一端接地的电容C28和电容C29，串联后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VIN引脚连接的自恢复保

险F5和二极管D5，一端连接在自恢复保险F5与二极管D5之间、且另一端接地的瞬态抑制二

极管VD1，串联后一端连接在自恢复保险F5与二极管D5之间、且另一端接地的二极管D14、电

阻R70和电阻R71，基极经电阻R54连接在二极管D14与电阻R70之间、发射极接地的三极管

BG3，栅极与三极管BG3的集电极连接的场效应管Q2，漏极与场效应管Q2的漏极连接、且栅极

连接在电阻R70与电阻R71之间的场效应管Q3，与场效应管Q2的漏极连接、且型号为

ME6214A33的直流转换芯片A6，连接在直流转换芯片A5的PH引脚与BOOT引脚之间的电容

C30，串联后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PH引脚连接、且另一端接地的电感L1和电容C32，串联

后一端连接在电感L1与电容C32之间、且另一端与场效应管Q2的漏极连接的电子R74和电阻

R75，并联后一端连接在电感L1与电容C32之间、且另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FB引脚连接

的电阻R42和滑动电阻VR1，以及一端与直流转换芯片A5的FB引脚连接、且另一端接地的电

阻R41。

[0023] 在本实施例中，电流信息输入电路包括串联后一端与电流输入正极连接、且另一

端与模数转换器A1连接的熔断器F2和电阻R4，并联后一端连接在熔断器F2与电阻R4之间、

且另一端与电流输入负极连接的瞬态抑制二极管D2和电容C3，一端与电流输入负极连接、

且另一端接地的电阻R55，以及串联后一端连接在熔断器F2与电阻R4之间、且另一端与电流

输入负极连接的电阻R5和光电继电器U2。另外，为了调试、参数配置或数据通讯，通过设置

了RS485数字接口单元，其包括与中央处理器A2连接、且型号为SP3485的通讯接口芯片A3，

并联后连接在通讯接口芯片A3的A引脚与B引脚之间的瞬态抑制二极管D3、静电二极管D1和

放电管F3。

[0024] 在本实施例中，利用多路电流信息输入电路采集电流信号，并利用模数转换器A1

多通道切换转换成数字信号并反馈给中央处理器A2，中央处理器A2利用扩频无线通讯芯片

M1传输采集的数字信号。

[0025]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

但凡采用本实用新型的设计原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非创造性劳动而作出的变化，均应

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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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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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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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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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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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0

CN 212675705 U

10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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