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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122_A02 LoRa+GPS 定位器用户手册 

一、注意事项 

1.设备未使用请关闭电源； 

2.禁止在极寒或温度较高的环境下为设备充电，防止损坏设备； 

3.禁止在市电电压过低或过高下进行充电，防止损坏设备电池； 

4.禁止手湿情况下接触设备充电位置，防止短路损坏设备； 

5.避免在潮湿或多雨的环境中使用，防止雨水浸入到充电接口损坏设备； 

6.避免在多尘的环境中使用，防止灰尘侵入到电路板上影响产品性能；

二、产品介绍 

1.产品定义 

AN-122_A02 LORA＋GPS定位器是唯传科技基于LoRaWAN标准协议为核心的无线资产监管产品，内置GPS、G-sensor 、防折开关传感器

和电源开关模块，当产品移动时就会获取GPS定位数据，具有防折自动报警及报警提示音功能。AN-122_A02 LORA＋GPS定位器体积小、内置

电池使用寿命长、功耗低，安装方便。广泛用于动产监管、畜牧资产监管、大宗商品监管、共享单车等领域。

2.功能特点 

 支持 LoRa 无线通讯，LoRa 通讯频段为 470MHZ-510MHZ/868MHZ-915MHZ；

 支持 GPS 收星定位，定位精度 5 米内;

 内置 G-sensor 重力传感器，支持物体移动检测；

 全塑胶外壳结构设计，防水等级达到 IP66；

 宽范围工作温度，达到工业级-30℃至+80℃。

 支持人员或物体防盗追踪。

 内置产品防翘开关检测传感器，防止产品非法人为移动；

 支持锂电池充放电电路，可对锂电池做充电管理；

 产品低功耗设计；

3.接口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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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短按“开关机按钮”； 

关机：长按“开关机按钮”，4 秒左右“状态指示灯”（绿色 LED 灯）亮起，灯灭后松开“开关机按钮”，灯再闪亮一次表示关机成

功；充电灯 

再闪亮一次表示关机成功； 

充电接口：磁吸式充电 

充电电源指示灯（红色）：充电接头接入时灯亮，充电接头未接入时灯灭； 

充电状态指示灯（蓝色）：设备充电时灯亮，充电完成灯灭； 

状态指示灯（浅绿色）：闪烁表示设备工作（每间隔 20 秒/次，可自定义）。 

4.产品尺寸 

5.技术参数 

项目 设备参数 性能指标 

主控 

处理器 

内核：ARM-Cotex M3 

主频：32MHZ 

系统：32bit 

存储器 

128KB  Flash 

16KB RAM 

4KB EEPROM 

硬件 

G-sensor 内置 G-sensor 传感器、防拆开关传感器 

防拆开关 用于检测产品外壳人为挪动或是翘动机器 

电源开关机 支持物理按键做电源开关机的控制 

GPS 天线 1575.42MHZ，带宽±2MHZ，阻抗 50 欧，增益 2dbi,右圆极化 

LoRa 天线 内置 LoRa 天线，带宽±40MHZ，增益 1dBi,驻波比≤1.5，阻抗 50 欧 

无线性能 数据传输速率 300bps～5.4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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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设备参数 性能指标 

工作频率 470MHz~510MHz、EU863MHz~870MHz、US902MHz~928MHz 

协议 支持 LORAWAN 和 P2P 

最大发送功率 20dBm 

接收灵敏度 -140dBm 

电气特性 

电池容量 3.7V/2000mAh 充电锂电池 

外置电源输入 5V/1000mA 

工作温度 -30℃～+80℃ 

工作湿度 10%～90% 

DC 特性 

供电方式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供电电压 DC3.7V 

休眠状态 ≤20uA 

发送状态 150mA 

物理参数 

防护等级 IP66 

尺寸 1110mm*65mm*33.5mm 

认证 CE/FCC 

 

三、使用安装 

开关机操作请见接口功能介绍章节。产品内置强磁设计，无需专业安装，放置在监管的资产上即可使用。 

四、配置调试 

 

本产品与我司网关配合使用不需要修改设备频点参数，如与其他公司的标准 LoRaWAN 网关配合使用，频点不同，可通过串口线把产品主板

与电脑连接，通过电脑修改设备频点参数。此处只讲解设备配置调试，与电脑连接的两种方式，具体配置命令，祥见“LoRa 无线终端详细

配置命令使用说明书.docx”文档。 

1.串口配置步骤 

注：配置时，需要对产品上电后才能进行操作，否则无法读取数据。 

第一步：使用串口线把定位器主板与电脑连接，拔掉定位器主板的充电接口线，把串口线的黑、绿、白色线接到充电接口的插针上，黑色

线（电源 GND 线）接负极插针、绿色线（数据 TXD 线）接 RV1 插针、白色线（数据 RXD 线）接 RV2 插针，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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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打开 SecureCRT 软件界面，进行连接配置，在“SecureCRT”主界面上点击“快速连接”菜单，如下图所示： 

 

在“快速连接”界面，先把“协议”选择“Serial”，“端口”选择电脑对应的端口号，“波特率”选择“115200”，“流控”的“RTS/DSR” 

选项去掉勾，最后点击“连接”按钮，如下图所示： 

 

此时，在 SecureCRT 配置软件界面左侧出现名为“Serial+端口号”菜单栏，“Serial-COM5”有绿色勾表示连接成功并且有数据上传。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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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短按设备背面的“开关机按钮”进行上电，再查看“SecureCRT”软件界面，当弹出数据信息后点击键盘“回车键”进入“用户登

录”操作，如下图所示： 

 

第四步：当点击键盘“回车”键时窗口显示“User name”时，输入用户名并“回车”，显示“Password”时输入密码并“回车”，只有用

户及密码正确后方可进行参数配置，当密码输入错误显示“Incorrect”后重新输入密码。“此处“User name”= User；“Password”= 12345678，

注意大小写，”如下图 

 

2.无线配置步骤 

第一步：将无线配置工具插到电脑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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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打开 SecureCRT 软件界面，进行无线配置，在“SecureCRT”主界面上点击“快速连接”菜单，如下图所示： 

 

在“快速连接”界面，先把“协议”选择“Serial”，“端口”选择电脑对应的端口号，“波特率”选择“115200”，“流控”的“RTS/DSR”

选项去掉勾，最后点击“连接”按钮，如下图所示： 

 

此时，在 SecureCRT 配置软件界面左侧出现名为“Serial+端口号”菜单栏，“Serial-COM3”有绿色勾表示连接正常。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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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短按设备背面的“开关机按钮”进行上电，当 SecureCRT 配置软件界面出现“Press’enter’to configure”时，在三秒内按键盘“回车”

键，进入到用户登录操作，如下图所示： 

 

 

出现“Press’enter’to configure”时需要在三秒内按下“回车”键，超时需要关机重新上电操作。在配置时 20 秒内不进行操作自动退出

无线配置。 

 

第四步：当点击键盘“回车”键时窗口显示“User name”时，输入用户名并“回车”，显示“Password”时输入密码并“回车”，只有用

户及密码正确后方可进行参数配置，当密码输入错误显示“Incorrect”后重新输入密码。“此处“User name”= User；“Password”= 12345678，

注意大小写，”如下图 

 

五、故障排除 

1.不能入网？ 

检查设备是否开机上电。 

2.节点无法关机问题？ 

长按 4 秒，绿灯熄灭之后再松手，松后之后绿色闪亮一次表示关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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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节点触发问题？ 

 现场环境复杂，可能导致传感器误触发，可以设置加速度传感器阈值加大！相反如果觉得节点移动不容易触发，可以调小加速度传感器

阈值。 

4.节点丢包率过大问题？ 

 重新对产品进行配置操作，设置加大重发次数。  

六、包装清单 

AN-122 *1、附件*1、说明书*1。 

 

七、保修指南 

为了能使广大客户放心、满意的使用我公司产品，我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颁发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规定公司的售后服务制度。 
【服务期限】 

我公司产品自出售日起 7 日内正常使用时若出现故障，消费者可以选择退款、换货、维理等服务。 消费者购买我公司产品后，一年

内若出现非 

人为损坏的故障可免费保修。对于不满足免费更换或免费保修服务的消费者，我公司依然提供技术服务，当维修需要更换零件时只收

取相应配件 

费。 

购买时间：按照产品购销合同或者采购订单日期计算（部分产品保期拥有无限期保修除外）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享受“三包”服务】 

1、一切人为因素损坏及非正常工作环境下使用，不按说明书使用或未依据说明书指示的环境使用所造成的故障及损坏等； 

2、未经本公司同意，用户私自拆卸、修复、改装产品等； 

3、购买我公司产品后因不良运输造成的损坏；（我公司运出将全面保证产品的安全） 

4、因其它不可抵抗力（如水灾、雷击、地震、异常电压）造成的损坏； 

5、正常用旧、磨损、破裂及浸染等； 

【产品包换、保修程序】 

客户使用我公司产品若出现故障时：请及时联系销售人员，由销售人员安排售后事宜（新购产品七天包换）。当你的产品出现故障

无法自己解 

决，请致电或来函本公司技术支持部（86-755-23990916），我们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您解决问题。 

注：产品需要寄回公司维修的,客户需承担往返运费，公司按售后服务条款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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