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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基于 RFID 感应天

线的自动平移门，其包括：平移门，所述

平移门上方设有限位挡板，平移门运动

时，所述限位挡板用于阻挡回收物品；传

送带，设于所述平移门下方，用于带动所

述平移门运动；电机，与所述传送带连

接，用于驱动所述传送带工作；环形感应

线圈，环绕于所述平移门的四周；RFID 读

写器，与所述感应线圈连接，以及控制处

理器，分别与所述 RFID 读写器和电机连

接，控制处理器根据 RFID 读写器读取到

的 RFID 信息控制电机工作。本实用新型

能够在感应待回收物品的同时，读取该物

品上 RFID 标签的信息，即保证了回收的

物品与 RFID 读取信息的一致性，且不需

要额外的物品感应装置，既减少了误操作

的可能，又降低了硬件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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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在于，包括： 

平移门，所述平移门上方设有限位挡板，平移门运动时，所述限位挡板用

于阻挡待回收物品； 

传送带，设于所述平移门下方，用于带动所述平移门运动； 

电机，与所述传送带连接，用于驱动所述传送带工作； 

环形感应线圈，环绕于所述平移门的四周； 

RFID 读写器，与所述感应线圈连接，以及 

控制处理器，分别与所述 RFID 读写器和电机连接，控制处理器根据 RFID

读写器读取到的 RFID 信息控制电机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在于：所

述平移门上设有绝缘外壳，所述感应线圈设于所述绝缘外壳内。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在于：包

括两个传送带和两个电机，两个传送带分别设于所述平移门下方的两侧，两个

电机分别与所述两个传送带连接；所述控制处理器分别与所述两个电机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在

于：所述平移门为两个，两个平移门相对运动，两个平移门上方分别设有一个

阻挡回收物品的限位挡板；每个平移门上均设有感应线圈，两个感应线圈分别

连接有 RFID 读写器。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通用的功率调节电路板，所述通用的功率调节电路板与感应线圈的两个末

端连接，所述感应线圈使用铜质电缆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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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平移门，具体地指一种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

平移门，用于物品时回收自动感应物品及开门。 

背景技术 

[0002]    在物品自动回收设备中，通常使用 RFID 标签进行识别，通过 RFID 识

别后，再感应回收物品的存在后，最后才会开门回收物品。例如：目前的手术

衣回收领域中，会在每一套手术衣上缝制一个 RFID 标签，该标签记录了衣服

的型号、尺寸、使用、清洗历史等信息，手术衣使用完后，可以由某种装置回

收。这类回收装置，一般配备有独立的 RFID 读写器和相应的感应自动门，用

户首先要使用 RFID 读写器扫描手术衣上的标签，确认信息后，再将手术衣放

置在自动门上，然后等感应自动门上的感应装置检测到衣服后，会自动打开

门，将衣服收入。这类装置在回收物品的该过程存在两个问题：首先，RFID 标

签的读写和自动门的开关是分开的，用户的误操作可能中断物品回收过程，导

致信息记录不全或错误；其次，RFID 读写器和自动门需要分别对 RFID 或手术

衣进行感应，即 RFID 或手术衣感应两者不同步，增加了物品回收所花的时

间，效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该平移门能够在检测到待回收物品上 RFID 标签的时

候，自动开门并将物品收入，从而解决了现有技术在 RFID 标签读写和自动门

开关之间不同步的问题。 

[0004]    实现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

平 移门，该自动平移门包括： 

[0005]    平移门，所述平移门上方设有限位挡板，平移门运动时，所述限位挡

板用于阻挡待回收物品； 

[0006]    传送带，设于所述平移门下方，用于带动所述平移门运动； 

[0007]    电机，与所述传送带连接，用于驱动所述传送带工作； 

[0008]    环形感应线圈，环绕于所述平移门的四周； 

[0009]    RFID 读写器，与所述感应线圈连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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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控制处理器，分别与所述 RFID 读写器和电机连接，控制处理器根据

RFID 读写器读取到的 RFID 信息控制电机工作。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平移门上设有绝缘外壳，所述感应线圈设于所述绝缘

外壳内。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上述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包括两个传

送带和两个电机，两个传送带分别设于所述平移门下方的两侧，两个电机分别

与所述两个传送带连接；所述控制处理器分别与所述两个电机连接。 

[001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平移门为两个，两个平移门相对运动，两个

平移门上方分别设有一个阻挡回收物品的限位挡板；每个平移门上均设有感应

线圈，两个感应线圈分别连接有 RFID 读写器。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还包括通用的功

率调节电路板，所述通用的功率调节电路板与感应线圈的两个末端连接，所述

感应线圈使用铜质电缆绕制。 

[0015]    使用本实用新型进行物品回收时，待回收的物品直接放置在平移门

上，环形感应天线扫描到待回收的物品后，感应该物品上的 RFID 信号，并将

该感应的信号输到 RFID 读写器，RFID 读写器读取出 RFID 信息后传送至控制

处理器，控制处理器根据读取的 RFID 标签信息，判断物品是否符合回收条

件，如物品符合条件，则控制电机工作，电机带动平移门滑动，在限位挡板的

阻挡下，物品自然落入到回收装置内，完成回收操作。在物品离开环形天线感

应区域之前，RFID 读写器还可以更新标签的内容，并对操作进行记录。稍后，

平移门自动关闭，等待下一轮读写标签和回收操作；若物 品不符合回收条件，

平移门保持关闭，回收设备可以给出某种提示。 

[0016]    本实用新型能够在感应待回收物品的同时，读取该物品上 RFID 标签的

信息，即保证了回收的物品与 RFID 读取信息的一致性，且不需要额外的物品

感应装置，既减少了误操作的可能，又降低了硬件配置要求。 

附图说明 

[0017]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第一个实施例的俯

视图。 

[0018]    图 2 是图 1 的 A-A 向剖视图。 

[0019]    图 3 是本实用新型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二个实施例的俯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1]    实施例 1 

[0022]    本实施例以一个平移门实现物品自动回收进行说明，如图 1 和图 2 所

示，本实施例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包括：平移门 1、绝缘外壳 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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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感应线圈 3，绝缘外壳 2 的四个角通过铆钉安装在平移门 1 上，环形感应

线圈 3 设于绝缘外壳 2 内，环绕在平移门 1 的四周。平移门 1 上方设有限位挡

板(图中未示出)，限位挡板与平移门 1 之间留有间隙，具体地可以仅仅让平移

门滑动时，与平移门之间不会接触即可。本实用新型所用平移门 1 为非金属材

料制成，以避免影响环形感应线圈 3 的感应磁场，例如可以为玻璃门。 

[0023]    平移门 1 下方的两侧对应的分别设有传送装置，本实施例中，平移门

下方的上边设有转动轴 11，传送带 12 设于转动轴 11 上。电机 13 与传送带 12

连接，用于驱动传送带 12 运动。平移门下方的下边设有转动轴 14，传送带 15

设于转动轴 14 上。电机 16 与传送带 15 连接，用于驱动传送带 15 运动。 

[0024]    本实施例所用环形感应线圈 3 使用铜质电缆绕制而成，环形感应线圈 3

的两个末端连接通用的功率调节电路板 4，环形感应线圈 3 通过导线 5 与 RFID

读写器 6 连接。RFID 读写器 6 连接控制处理器，控制处理器分别与电机 13 和

电机 16 连接，用于控制电机 13 和电机 16 工作。 

[0025]    使用本实施例进行物品回收时，将待回收的物品直接放置在平移门 1

上，环形感应天线 3 扫描放入到平移门 1 上的待回收的物品后，感应到该物品

上的 RFID 信号并将该感应的信号输到 RFID 读写器 6，RFID 读写器 6 读取出

RFID 信息后传送至控制处理器，控制处理器根据读取的 RFID 标签信息，判断

物品是否符合回收条件，如物品符合条件，则控制电机 13 和电机 16 工作，电

机 13 和电机 16 分别驱动传送带 12 和传送带 15 运动，传送带 12 和传送带 15

从而带动平移门 1 滑动。在限位挡板的阻挡下，物品落入到回收装置内，完成

回收操作。在物品离开环形天线 3 感应区域之前，RFID 读写器 6 还可以更新标

签的内容，并对操作进行记录。稍后，平移门 1 自动关闭，等待下一轮读写标

签和回收操作；若物品不符合回收条件，平移门保持关闭，回收设备可以给出

某种提示。 

[0026]    实施例 2 

[0027]    本实施例以两个平移门实现物品自动回收进行说明，如图 3 所示，本

实施例基于 RFID 感应天线的自动平移门包括两个平移门 1、两个绝缘外壳 2 和

两个环形感应线圈 3。 

[0028]    每个绝缘外壳 2 的四个角通过铆钉安装在一个平移门 1 上，每个环形感

应线圈 3 设于一个绝缘外壳 2 内，并环绕在对应平移门 1 的四周。平移门 1 上

方设有限位挡板(图中未示出)，具体地，本实施例中，限位挡板可以设置在每

个平移门 1 的上方，限位挡板与平移门 1 之间留有间隙，可以仅仅让平移门滑

动时，与平移门之间不会接触即可。 

[0029]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 1 的区别在于：两个平移门是相对运动，即当两者

靠近时，则实现关门；当两者远离时，则实现开门；此外，也可以根据实际工

作的需要，通过控制处理器单独控制其中一个平移门 1 所对应的电机，使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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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平移门独立工作，互不影响。本实施例其他结构及工作过程同上 实施例 1，

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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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