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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CPE装置，包括处理器、

通信模块、用于连接电信号设备的电信号传输模

块、用于连接光信号设备的光信号传输模块和用

于连接网络设备的天线，所述处理器分别连接所

述通信模块、所述电信号传输模块和所述光信号

传输模块，所述通信模块连接所述天线。本实用

新型可以同时支持高速率的网口和光口，以满足

5G高速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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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处理器、通信模块、用于连接电信号设备的电信号传

输模块、用于连接光信号设备的光信号传输模块和用于连接网络设备的天线，所述处理器

分别连接所述通信模块、所述电信号传输模块和所述光信号传输模块，所述通信模块连接

所述天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PHY电路，所述处理器通过

所述PHY电路分别连接所述电信号传输模块和所述光信号传输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信号传输模块包括SerDes

电路和用于连接所述光信号设备的光口电路，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PHY电路连接所述

SerDes电路，所述SerDes电路连接所述光口电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信号传输模块包括变压器

和用于连接所述电信号设备的电口电路，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PHY电路连接所述变压器，所

述变压器连接所述电口电路。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模块包括信号

处理电路，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分别连接所述处理器和所述天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模块还包括用户身份识

别电路，所述用户身份识别电路连接所述信号处理电路。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连接电源的电源转换

电路，所述电源转换电路分别连接所述处理器、所述通信模块和所述PHY电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为POE供电电路。

9.根据权利要求1至4、6至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所述处

理器连接的存储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4、6至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CPE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所述处

理器连接的USB接口电路和/或与所述处理器连接的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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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PE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通信设备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CPE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5G(5th  Generation，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是最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是4G系

统的延伸，其速率是4G的100倍，达到10G  bit/s。随着5G系统开始实现商用，5G的CPE

(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客户前置设备)等终端产品也逐渐推出市场。CPE，是一种

接收移动信号并转发出来的移动信号接入设备，实际上也是一种将高速4G或者5G信号转换

成无线信号或有线信号的设备。

[0003] 当前CPE产品都是采用1G  bit/s的电口(使用电作为信息承载介质的接口)，且不

支持光口(使用光作为信息承载介质的接口)，无法适配5G带来的高速率。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至少一种缺陷(不足)，提供一种CPE装置，可

以同时支持高速率的网口和光口，以满足5G高速率要求。

[0005]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CPE装置，包括处理器、通信模块、用于连接电信号设备的电信号传输模块、用

于连接光信号设备的光信号传输模块和用于连接网络设备的天线，所述处理器分别连接所

述通信模块、所述电信号传输模块和所述光信号传输模块，所述通信模块连接所述天线。

[0007] 处理器可以将通信模块通过天线从网络设备获取到的下行信号转发至电信号传

输模块和/或光信号传输模块，使得电信号设备和/或光信号设备均可以根据实际通信需求

接收到下行信号；处理器还可以根据实际通信需求将电信号设备和/或光信号设备的上行

信号转发至通信模块，通信模块再将该上行信号通过天线发送至网络设备。由此，使得本实

用新型所提供的CPE装置可以同时支持电信号设备和光信号设备的通信信号传输要求，其

兼容性和实用性强。

[0008] 进一步地，所述CPE装置还包括PHY电路，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PHY电路分别连接所

述电信号传输模块和所述光信号传输模块。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光信号传输模块包括SerDes电路和用于连接所述光信号设备的光

口电路，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PHY电路连接所述SerDes电路，所述SerDes电路连接所述光口

电路。

[0010] SerDes电路可以实现串行信号和并行信号的相互转换；光口电路可以实现光信号

和电信号的相互转换，提供光口以便光信号设备的接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电信号传输模块包括变压器和用于连接所述电信号设备的电口电

路，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PHY电路连接所述变压器，所述变压器连接所述电口电路。

[0012] 变压器可以实现交流信号的隔离；电口电路可以实现PHY电路与电信号设备之间

的连接，提供电口以便电信号设备的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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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通信模块包括信号处理电路，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分别连接所述处

理器和所述天线。

[0014] 通过所述天线从所述网络设备获取下行信号或者从处理器获取上行信号后，信号

处理电路可以对上行信号或下行信号进行相应的处理。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通信模块还包括用户身份识别电路，所述用户身份识别电路连接

所述信号处理电路。

[0016] 通过用户身份识别电路，可以识别用户身份，接入不同用户对应的运营商网络。

[0017] 进一步地，所述CPE装置还包括用于连接电源的电源转换电路，所述电源转换电路

分别连接所述处理器、所述通信模块和所述PHY电路。

[0018] 电源转换电路可将电源电压值转换为其它不同的电压值，从而为处理器、通信模

块、PHY电路等提供适配的电源。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电源为POE供电电路。

[0020] 以POE供电电路作为电源，可以直接从以太网路中的双绞线获得电力，无需单独铺

设电力线，简化系统布线。

[0021] 进一步地，所述CPE装置还包括与所述处理器连接的存储器。

[0022] 存储器可以存储处理器需要运行的程序，还可以存储处理器在进行本地设备管理

时所产生的日志等。

[0023] 进一步地，所述CPE装置还包括与所述处理器连接的USB接口电路和/或与所述处

理器连接的指示灯。

[0024] USB接口电路可用于连接外部设备，便于扩展外部设备。指示灯可指示本地设备的

运行状态，以便用户或运维人员进行监控。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6] (1)本实用新型同时支持高速率的电口传输和光口传输，兼容性和实用性更强；

[0027] (2)本实用新型可以实现10G  bit/s速率的电口传输，匹配5G带来的高速率要求。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中CPE装置的第一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中CPE装置的第二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中CPE装置的第三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中CPE装置的第四结构示意图。

[0032] 说明：10.处理器；20.通信模块；21.信号处理电路；22.用户身份识别电路；30.电

信号传输模块；31.变压器；32.电口电路；40.光信号传输模块；41.SerDes电路；42.光口电

路；50.天线；61.网络设备；62.电信号设备；63.光信号设备；70.PHY电路；81.电源转换电

路；82.POE供电电路；91.存储器；92.USB接口电路；93.指示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本实用新型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为了更好

说明以下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于本

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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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如图1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一种CPE装置，包括处理器10、通信模块20、用于

连接电信号设备62的电信号传输模块30、用于连接光信号设备63的光信号传输模块40和用

于连接网络设备61的天线50，处理器10分别连接通信模块20、电信号传输模块30和光信号

传输模块40，通信模块20连接天线50。

[0035] 其中，电信号设备62是指其收发的信号是以电为传输介质的设备，光信号设备63

是指其收发的信号是以光为传输介质的设备。

[0036] 处理器10可以将通信模块20通过天线50从网络设备61获取到的下行信号转发至

电信号传输模块30和/或光信号传输模块40，使得电信号设备62和/或光信号设备63均可以

根据实际通信需求接收到下行信号；处理器10还可以根据实际通信需求将电信号设备62

和/或光信号设备63的上行信号转发至通信模块20，通信模块20再将该上行信号通过天线

50发送至网络设备61。由此，本实施例所提供的CPE装置可以同时支持电信号设备62和光信

号设备63的通信信号传输要求，其兼容性和实用性强。

[0037] 具体地，通信模块20，用于通过天线50从网络设备61获取下行信号并将下行信号

发送到处理器10；处理器10，用于接收通信模块20发送的下行信号并将下行信号发送到电

信号传输模块30和/或光信号传输模块40。处理器10，还用于从电信号传输模块30和/或光

信号传输模块40获取上行信号并将上行信号发送到通信模块20；通信模块20，还用于接收

处理器10发送的上行信号并将上行信号通过天线50发送到网络设备61。

[0038] 处理器10具体可用于通信数据收发、信号质量分析、本地设备(通信模块20、电信

号传输模块30和光信号传输模块40中的设备)管理与配置、处理日志、告警、软件升级等。

[0039] 网络设备61具体可以是基站或核心网，通信模块20具体可用于实现与基站和/或

核心网的协议通信。

[0040] 天线50具体可用于无线信号的接收和发送，其可以是内置于CPE装置，也可以是外

置于CPE装置。

[0041] 如图2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CPE装置还包括PHY(Physical，端口物理层)电路70，

处理器10通过PHY电路70分别连接电信号传输模块30和光信号传输模块40。

[0042] PHY电路70具体可用于定义数据传送与接收所需要的电与光信号、线路状态、时钟

基准、数据编码等，并向数据链路层设备(在本实施例中电信号传输模块30和光信号传输模

块40作为数据链路层设备)提供标准接口。其具体实现方式可以采用10M/100M/1G/2.5G/

5G/10G的PHY芯片，可实现10G  bit/s的高速数据帧的发送和接收，匹配5G的高速率要求。

[0043] 在一个实施例中，光信号传输模块40包括SerDes(Serializer-Deserializer，串

行器和解串行器)电路41和用于连接光信号设备63的光口电路42，处理器10通过PHY电路70

连接SerDes电路41，SerDes电路41连接光口电路42。

[0044] SerDes电路41可以实现串行信号和并行信号的相互转换；光口电路42可以实现光

信号和电信号的相互转换，提供光口以便光信号设备63的接入。光口指使用光作为信息承

载介质的接口，如各种光纤接口，包括但不限于ST接口、SF接口、SC接口、FDDI接口等。

[0045] 具体地，SerDes电路41用于接收来自PHY电路70的并行下行信号，将该并行的下行

信号转换成串行的下行信号并传输到光口电路42；光口电路42用于将来自SerDes电路41的

电形式的下行信号转换为光形式的下行信号，并将该光形式的下行信号传输到光信号设备

63。光口电路42还用于接收来自光信号设备63的光形式的上行信号，并将该光形式的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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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转换为电形式的上行信号；SerDes电路41还用于将来自光口电路42的串行上行信号转

换成并行上行信号，并将该并行上行信号传输到PHY电路70。

[0046] 在一个实施例中，电信号传输模块30包括变压器31和用于连接电信号设备62的电

口电路32，处理器10通过PHY电路70连接变压器31，变压器31连接电口电路32。

[0047] 变压器31可以实现交流信号的隔离；电口电路32可以实现PHY电路70与电信号设

备62之间的连接，提供电口以便电信号设备62的接入。电口指使用电作为信息承载介质的

接口，如各种双绞线接口和同轴电缆接口，包括但不限于RJ-45接口、RJ-11接口、AUI接口、

BNC接口、Console接口等。

[0048] 具体地，变压器31用于接收来自PHY电路70的下行信号，并将下行信号中的交流部

分隔离，将下行信号的直流部分传输至电口电路32；电口电路32用于将来自变压器31的直

流下行信号传输至电信号设备62。电口电路32还用于接收来自电信号设备62的上行信号，

并将上行信号传输到变压器31，变压器31还用于将上行信号转发至PHY电路70。

[0049] 如图3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通信模块20包括信号处理电路21，信号处理电路21

分别连接处理器10和天线50。

[0050] 通过天线50从网络设备61获取下行信号或者从处理器10获取上行信号后，信号处

理电路21可以对上行信号或下行信号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放大处理、滤波处理等，从而实现

与网络设备61的协议通信。

[0051] 具体地，信号处理电路21可以处理4G(4th  Generation，第4代)或5G(5th 

Generation，第5代)信号，支持FDD-LTE(频分双工)制式和/或TD-LTE(时分双工)制式，还可

以向下兼容2G(2-Generation  wireless  telephone  technology，第二代子机通信技术规

格)和/或3G(3rd-Generation，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信号，支持TD-SCDMA(Time 

Division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时分-同步码分多址)和/或

WCDMA(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宽度码分多址)和/或EDGE(Enhanced 

Data  Rate  for  GSM  Evolution，增强型数据速率GSM演进技术)和/或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和/或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和/或CDMAIX&EVDO等模式。

[0052] 在一个实施例中，通信模块20还包括用户身份识别电路22，用户身份识别电路22

连接信号处理电路21。用户身份识别电路22可以为USIM识别电路和/或SIM识别电路。

[0053] 通过用户身份识别电路22，当使用不同的USIM卡或SIM卡时，可以识别用户身份，

接入不同用户对应的运营商网络。

[0054] 如图4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CPE装置还包括用于连接电源的电源转换电路81，电

源转换电路81分别连接处理器10、通信模块20和PHY电路70。

[0055] 电源转换电路81可将电源电压值转换为其它不同的电压值(如48V转12V，12V转

5V、3.3V、1.2V等)，从而为处理器10、通信模块20、PHY电路70等提供适配的电源。

[0056] 在一个实施例中，电源为POE(Power  Over  Ethernet，以太网电源)供电电路。

[0057] 具体地，POE供电电路82可以采用POE芯片。POE芯片可以从以太网路中透过双绞线

来传输电力与资料到设备上，由此可以直接从以太网路中的双绞线获得电力，无需单独铺

设电力线，简化系统布线，降低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

[0058] 优选地，POE供电电路82还可以连接变压器31。变压器31可以从POE供电电路8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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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电源，并将电源电压值转换为适配于后级电口电路32或电信号设备62使用的电压值。

[0059] 在一个实施例中，CPE装置还包括与处理器10连接的存储器91。

[0060] 存储器91可以存储处理器10需要运行的程序，还可以存储处理器10在进行本地设

备管理时所产生的日志等。存储器91包括但不限于DDR(Double  Data  Rate，双倍速率)内存

芯片或FLASH闪存芯片。

[0061] 在一个实施例中，CPE装置还包括与处理器10连接的USB接口电路92和/或与处理

器10连接的指示灯93。

[0062] USB接口电路92可用于连接外部设备，便于扩展外部设备。指示灯93可指示本地设

备的运行状态，以便用户或运维人员进行监控。

[0063] 一个优选实施例的实施过程可以是：

[0064] CPE装置上电后，处理器10运行启动程序并配置通信模块20；处理器10通过通信模

块20与网络设备61建立通信连接；处理器10检测光信号传输模块40与光信号设备63的连接

情况，以及电信号传输模块30与电信号设备62的连接情况。

[0065] 下行时：通信模块20通过天线50从网络设备61获取到下行信号，对下行信号进行

相应的处理后发送到处理器10；处理器10接收到通信模块20处理后的下行信号后，将该下

行信号通过PHY电路70分别发送到变压器31和SerDes电路41；变压器31将下行信号的交流

部分隔离后将下行信号的直流部分传输至电口电路32；SerDes电路41将并行的下行信号转

换为串行的下行信号后传输至光口电路42；当电口电路32接入了电信号设备62、光口电路

42接入了光信号设备63时，下行信号会分别通过电口电路32和光口电路42对应地传输到电

信号设备62和光信号设备63；当电口电路32接入了电信号设备62、光口电路42没有接入光

信号设备63时，下行信号只会通过电口电路32传输到电信号设备62；当电口电路32没有接

入电信号设备62、光口电路42接入了光信号设备63时，下行信号只会通过光口电路42传输

到光信号设备63。

[0066] 上行时：当电口电路32接入了电信号设备62、光口电路42接入了光信号设备63时，

电信号设备62和光信号设备63发出的上行信号会分别对应地通过电口电路32和光口电路

42传输到PHY电路70；当电口电路32接入了电信号设备62、光口电路42没有接入光信号设备

63时，只有电信号设备62发出的上行信号会依次通过电口电路32、变压器31传输到PHY电路

70；当电口电路32没有接入电信号设备62、光口电路42接入了光信号设备63时，只有光信号

设备63的上行信号会依次通过光口电路42、SerDes电路41传输到PHY电路70；PHY电路70将

上行信号发送到处理器10；处理器10接收到PHY电路70发送的上行信号后，将该上行信号发

送到通信模块20；通信模块20对上行信号进行相应的处理后通过天线50将处理后的上行信

号发送到网络设备61。

[0067] 显然，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作的

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定。凡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的精神

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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