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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模

块，GPRS模块通过UART与MCU控制单元连接，MCU

控制单元通过AT指令或GPRS模块的指令集对

GPRS模块进行控制、命令或数据的交互；MCU控制

单元对于GPRS模块的关电、关机和休眠都通过

GPIO；LORA模块通过UART与MCU控制单元连接，

MCU控制单元通过AT指令或根据LORA模块的支持

命令表对LORA模块进行控制、命令或数据的交

互；NB-IOT模块通过UART或IIC与MCU控制单元连

接；EMTC模块通过PCM接口和SPI接口与MCU控制

单元连接；Sigfox模块通过UART与MCU控制单元

连接。本发明形成多模的物联网模块，可满足各

种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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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模块，其特征在于，包括：MCU控制单元、GPRS模块、NB-IOT

模块、EMTC模块、LORA模块以及Sigfox模块；

其中，GPRS模块通过UART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所述MCU控制单元通过AT指令或

GPRS模块的指令集对所述GPRS模块进行控制、命令或数据的交互；MCU控制单元对于GPRS模

块的关电、关机和休眠都通过GPIO；

LORA模块通过UART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所述MCU控制单元通过AT指令或根据LORA

模块的支持命令表对所述LORA模块进行控制、命令或数据的交互；

NB-IOT模块通过UART或IIC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

EMTC模块通过PCM接口和SPI接口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

Sigfox模块通过UART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

第一天线和第一射频开关；所述第一天线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连接，且所述EMTC模块、

GPRS模块、NB-IOT模块均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连接，所述第一射频开关设置为四进一出，所

述MCU控制单元控制所述第一射频开关与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中的任一模块切

换连通；

所述第一天线的频段为800-1000MHz频段；

当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采用高频段时，所述高频段为800-1000MHz，所述LORA模

块、Sigfox模块通过微带线或同轴线缆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连接，所述MCU控制单元控制所

述第一射频开关与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LORA模块、Sigfox模块中的任一模块

切换连通；

当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采用低频段时，所述低频段为429-510MHz，还包括第二天

线和第二射频开关；

所述第二射频开关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串联，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均与所述第

二射频开关连接，所述第二天线连接所述第二射频开关，所述第二射频开关设置为二进二

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模块，其特征在于，还包括SIM卡和缓

冲器开关；所述SIM卡通过SIM总线与所述缓冲器开关连接，且所述EMTC模块、GPRS模块、NB-

IOT模块均与所述缓冲器开关连接，所述MCU控制单元控制所述缓冲器开关与EMTC模块、

GPRS模块、NB-IOT模块中的任一模块切换连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模块，其特征在于，MCU控制单元的接

口单元包括：SPI接口、GPIO接口、UART接口、I2C接口、USB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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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模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联网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

模块。

背景技术

[0002] 物联网络的组网方式大部分是星型网或自组网，通常节点由传感器或终端+无线

传输模块组成，其联网的核心在于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与网关或者接入点连接，通过网关或

接入点连入服务器或者自组网方式。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的物联网模块大部分是单一模式的

LORA或者NB-IOT或者GPRS模块。LORA模块通常接入LORAWAN网络或者是LORA组成的私网，但

缺点是必须重新部署网关和服务器使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的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模块，形成多模的物联网模块，

可满足各种应用场景。

[0004] 为了实现根据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模

块，包括：MCU控制单元、GPRS模块、NB-IOT模块、EMTC模块、LORA模块以及Sigfox模块；

[0005] 其中，GPRS模块通过UART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所述MCU控制单元通过AT指令

或GPRS模块的指令集对所述GPRS模块进行控制、命令或数据的交互；MCU控制单元对于GPRS

模块的关电、关机和休眠都通过GPIO；

[0006] LORA模块通过UART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所述MCU控制单元通过AT指令或根据

LORA模块的支持命令表对所述LORA模块进行控制、命令或数据的交互；

[0007] NB-IOT模块通过UART或IIC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

[0008] EMTC模块通过PCM接口和SPI接口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

[0009] Sigfox模块通过UART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

[0010] 优选的是，还包括SIM卡和缓冲器开关；所述SIM卡通过SIM总线与所述缓冲器开关

连接，且所述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均与所述缓冲器开关连接，所述MCU控制单元

控制所述缓冲器开关与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中的任一模块切换连通。

[0011] 优选的是，还包括：第一天线和第一射频开关；所述第一天线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

连接，且所述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均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连接，所述第一射频

开关设置为四进一出，所述MCU控制单元控制所述第一射频开关与EMTC模块、GPRS模块、NB-

IOT模块中的任一模块切换连通。

[0012]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天线的频段为800-1000MHz频段。

[0013] 优选的是，当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采用高频段时，所述高频段为800-

1000MHz，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通过微带线或同轴线缆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连接，所

述MCU控制单元控制所述第一射频开关与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LORA模块、

Sigfox模块中的任一模块切换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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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是，当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采用低频段时，所述低频段为429-

510MHz，还包括第二天线和第二射频开关；

[0015] 所述第二射频开关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串联，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均与所

述第二射频开关连接，所述第二天线连接所述第二射频开关，所述第二射频开关设置为二

进二出。

[0016] 优选的是，MCU控制单元的接口单元包括：SPI接口、GPIO接口、UART接口、I2C接口、

USB接口。

[0017]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采用一种新型的硬件架构把LORA、NB-IOT、

EMTC、GPRS几种制式结合一起，形成多模的物联网模块，可满足各种应用场景，自适应各种

网络制式，且平滑演进支持未来的应用需求。

[0018]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根据本发明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模块的连接示意图；

[0020] 图2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SIM卡与缓冲器以及各个模块之间的连接示意图；

[0021] 图3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天线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23] 如图1～3所示，本发明提供的超低功耗多模物联网无线模块，包括：MCU控制单元、

GPRS模块、NB-IOT模块、EMTC模块、LORA模块以及Sigfox模块；

[0024] 其中，GPRS模块通过UART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所述MCU控制单元通过AT指令

或GPRS模块的指令集对所述GPRS模块进行控制、命令或数据的交互；MCU控制单元对于GPRS

模块的关电、关机和休眠都通过GPIO；

[0025] LORA模块通过UART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所述MCU控制单元通过AT指令或根据

LORA模块的支持命令表对所述LORA模块进行控制、命令或数据的交互；

[0026] NB-IOT模块通过UART或IIC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

[0027] EMTC模块通过PCM接口和SPI接口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

[0028] Sigfox模块通过UART与所述MCU控制单元连接。

[002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MCU控制单元作为整个模块的总控制器，管理和控制整个模块

的工作状态，并交换传感器和无线模块之间的数据，其外部接口SPI、或GPIO、或UART、或

I2C、或USB等通孔或邮票孔、或连接器、或贴片焊盘等方式，连接客户的传感器或数据接口。

在没有数据发送或接收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模块由MCU控制其他的GPRS、LORA、EMTC和NB-

IOT模块使它们都进入待机休眠或关机模式，具体每个模块状态依赖于客户使用的网络情

况确定，如完全不使用EMTC和GPRS模块则可完全关闭该模块的供电回路，其他会用到的NB-

IOT模块或LORA模块则处于待机休眠状态，如有数据发送或接收时，可通过MCU控制单元与

该模块之间的GPIO信号唤醒该模块，再通过UART(把并行输入信号转成串行输出信号的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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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按照一定的波特率与该无线模块进行数据收发。通信协议可以是AT指令或者是模块支

持的特定指令集。MCU仅通过一组UART接口与各模块串联在一起，所以同一时段仅一个模块

与MCU进行通信，有的模块需要SIM卡支持，如GPRS、NB-IOT和EMTC，则SIM卡槽需要给几个模

块共用，由MCU控制数字开关来选择哪个模块与SIM卡联通。天线连接也由主控MCU进行控

制，整个模块至少需要两个天线口，一个实现高频800-1000MHz频段内的天线，另一个实现

470MHz频段的天线连接，根据具体使用制式或频段情况来切换。

[0030] GPRS模块是作为2.5G网络的数据模式，具有体积小巧，成本低廉，功耗相对于其他

3G或4G制式来说要小得多，关机功耗仅为0.13mA，收发数据时电流达到300mA左右，还不到

3G或4G的一半。模块通过UART(异步收发传输器)与主MCU相连，主控MCU通过AT指令或GPRS

模块的指令集与之进行控制、命令或数据的交互。MCU对于GPRS模块的关电、关机和休眠都

通过GPIO完成，视具体情况而定。如通过关闭GPRS模块供电电源来实现关电，则GPRS模块耗

电量可在数uA以内，仅电源的Iq电流。天线端口匹配50Ω相应频段天线即可，900M或1800M

频段。

[0031] LORA物联网既可以是私有网络也可以是通用的LORAWAN网络，具体视客户的需要

而选择相应的协议模块或软件配置版本。另外该模块还有配置IO接口，作为配置功能和唤

醒模块使用。LORA模块的待机功耗极低，通常仅3uA以内。LORA工作频段通常在sub1G，国内

常用433MHz、470MHz-510MHz、780MHz频段，需要根据相应的频段匹配对应的天线。

[0032] NB-IOT模块都是内置协议和射频电路，外部以50欧天线接口出去，数据接口协议

是UART或IIC等，具有待机、关机等模式。

[0033] EMTC模块，占用带宽1.4Mbps，支持语音功能，该模块包含PCM接口，可传输VoIP语

音。该模块与MCU之间可以用PCM相连，统一通过MCU接口到用户的语音接口，或通过SPI或者

USB。连接模块其他接口把客户传感器的数据读出，通过GPRS、或LORA、或EMTC、或NB-IOT模

块发到相应的网络。

[0034] Sigfox模块，可以用Sigfox模块厂家的成熟模块产品，也可以使用单SOC  Sigfox

芯片，如NXP或Onsemi公司的芯片级的产品。通常这些芯片内置了Sigfox协议库和

Transceiver。如果用Sigfox成品模块则通常是用通过UART总线连接主控MCU；如果是用SOC

芯片，则是用spi或是UART连接主控MCU，对于主控的资源消耗来说，两者基本上差不多。

Sigfox的物理层和链路层协议也都是包含在模块或SOC芯片中的，主控MCU仅仅作为数据转

发通道使用。

[0035]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还包括SIM卡和缓冲器开关；所述SIM卡通过SIM总线与所述

缓冲器开关连接，且所述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均与所述缓冲器开关连接，所述

MCU控制单元控制所述缓冲器开关与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中的任一模块切换连

通。客户要使用GPRS模块时，MCU控制单元对客户有一个用户接口，客户端的应用设备或传

感器会对用户接口发指令，MCU控制单元控制相应的模块打开，并控制sim卡与对应模块连

接。

[003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SIM卡连接，NB-IOT、EMTC和GPRS三种制式模块同时只用其一，

故三个模块可以共享使用SIM卡，通过缓冲器连接，通过主控MCU实现开关通路切换。SIM卡

可以是eSIM芯片或是SIM卡，具体由用户决定。其他两种制式LORA和Sigfox则不需要SIM卡，

其模块可以内置该ID号，由模块生产时获取合法ID。该共享SIM卡方式可最大节约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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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还包括：第一天线和第一射频开关；所述第一天线与所述第

一射频开关连接，且所述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均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连接，所

述第一射频开关设置为四进一出，所述MCU控制单元控制所述第一射频开关与EMTC模块、

GPRS模块、NB-IOT模块中的任一模块切换连通。

[0038] 四进一出是指，同时只有一个进和一个出相连，具体是哪一个连通是通过MCU控制

单元通过GPIO去控制。

[003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GPRS、NB-IOT、EMTC频段目前广泛使用的是800-1000MHz频段，

所以根据这个频段的特点可以利用现有的该频段天线统一使用，仅用一个该频段射频开关

即可实现3到1的切换，同样该控制由主控MCU实现。LORA和Sigfox如果都用868或915MHz频

段，那么也可以用微带线或同轴线缆连入与GPRS、NB-IOT、EMTC共享的同一个800-1000MHz

频段天线，那么该天线的开关需要实现4到1的切换功能。如果LORA和Sigfox都使用470频段

模块，那么天线就必须独立分开，因为1G以下频段比较难以实现470-1GHz频段的天线，详见

图3。

[0040]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天线的频段为800-1000MHz频段。

[0041]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当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采用高频段时，所述高频段为

800-1000MHz，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通过微带线或同轴线缆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连

接，所述MCU控制单元控制所述第一射频开关与EMTC模块、GPRS模块、NB-IOT模块、LORA模

块、Sigfox模块中的任一模块切换连通。

[0042]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当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采用低频段时，所述低频段为

429-510MHz，还包括第二天线和第二射频开关；

[0043] 所述第二射频开关与所述第一射频开关串联，所述LORA模块、Sigfox模块均与所

述第二射频开关连接，所述第二天线连接所述第二射频开关，所述第二射频开关设置为二

进二出。

[0044] 二进二出是指，同时Sigfox模块和任意一路出的通道相连，但是都是1:1的关系，

例如LORA模块也可以和第二天线连接，LORA模块也可以和另外一个输出通道接，Sigfox模

块也可以和第二天线连接，Sigfox模块也可以和另外一个输出通道接，这四种情况每次只

有一种情况，

[0045] 在另一种技术方案中，MCU控制单元的接口单元包括：SPI接口、GPIO接口、UART接

口、I2C接口、USB接口。

[0046]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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