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631694.8

(22)申请日 2016.08.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69015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2.13

(73)专利权人 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 300457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云街

80号

(72)发明人 陈柏翔　陈郁文　李囿运　李铠帆　

陈柏诚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赛恩倍吉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 44334

代理人 孙芬

(51)Int.Cl.

H04W 24/04(2009.01)

(56)对比文件

US 2016044626 A1,2016.02.11

US 2011028099 A1,2011.02.03

CN 104066172 A,2014.09.24

JP H11178043 A,1999.07.02

审查员 冷静

 

(54)发明名称

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及无线通信连接方法

(57)摘要

一种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包括至少一个无线

基地台及无线电子设备。无线通信连接系统还包

括位置获取单元、储存单元及位置确定单元。无

线电子设备包括指向性天线、控制单元及转动单

元。位置获取单元确定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

子设备的相对位置，储存单元存储有指向性天线

在无线电子设备中的位置信息。位置确定单元根

据获取的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的相

对位置及指向性天线在无线电子设备中的位置

信息确定指向性天线与每一无线基地台之间的

相对位置，所述相对位置包括相对角度。控制单

元根据所述相对角度控制转动单元转动使指向

性天线指向其中一无线基地台。本发明还提供了

一种无线通信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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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包括至少一个无线基地台及一无线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无线通信连接系统还包括位置获取单元、储存单元及位置确定单元，无线电子设备包括指

向性天线、控制单元及转动单元，位置获取单元用于确定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

的相对位置，储存单元存储有指向性天线在无线电子设备中的位置信息，位置确定单元用

于根据获取的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的相对位置及指向性天线在无线电子设备

中的位置信息确定指向性天线与每一无线基地台之间的相对位置，所述相对位置包括相对

角度，控制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相对角度控制转动单元转动使指向性天线指向其中一无线基

地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其特征在于，位置获取单元包括与云端服务

器通信的摄像单元及图像处理单元，摄像单元每隔一预定时间拍摄无线电子设备在无线基

地台所处的环境中的图像，图像处理单元用于根据最新拍摄的图像及一包括了所有无线基

地台所处的环境的图像确定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的相对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其特征在于，位置获取单元提供一用户界

面，供用户输入无线电子设备与各个无线基地台的相对位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界面提供于所述无线

电子设备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其特征在于，无线通信连接系统还包括一云

端服务器，无线基地台将无线基地台的流量信息传送至云端服务器，云端服务器还包括计

算单元及基地台确定单元，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每个无线基地台的流量信息及指向性天线与

每个无线基地台之间的相对位置计算无线电子设备与每个无线基地台连接时的流量信息，

基地台确定单元用于根据无线电子设备与每个无线基地台连接时的流量信息及所述相对

位置确定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基地台，控制单元用于根据指向性天线与连接信号最强的无

线基地台之间的相对角度控制转动单元转动使指向性天线指向所述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

基地台。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对位置包括还指向性天

线与无线基地台之间的直线距离。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存单元及所述位置确定

单元设置于云端服务器中。

8.一种无线通信连接方法，该方法用于连接一无线电子设备及至少一无线基地台中的

一无线基地台，所述方法包括步骤：

确定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的相对位置；

根据获取的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的相对位置及存储的指向性天线在无线

电子设备中的位置信息确定指向性天线与每一无线基地台之间的相对位置，所述相对位置

包括相对角度；及

根据所述相对角度控制指向性天线转动使指向性天线指向其中一无线基地台。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无线通信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相对角度控制

指向性天线转动使指向性天线指向其中一无线基地台”包括步骤：

传送每一无线基地台的流量信息；

根据每个无线基地台的流量信息及指向性天线与每个无线基地台之间的相对位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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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无线电子设备与每个无线基地台连接时的流量信息；

根据无线电子设备与每个无线基地台连接时的流量信息确定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基

地台；及

根据指向性天线与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基地台之间的相对角度控制指向性天线转动

指向所述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基地台。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无线通信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对位置还包括指向性

天线与无线基地台之间的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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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及无线通信连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连接系统，特别涉及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及无线通信连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天线接收信号具有方向性，为了使无线电子设备，如手机、桌上型电脑等在一

范围内进行通信时都具有良好的信号，需要在无线电子设备所处的环境中的多个方位设置

多个无线基地台。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及无线通信连接方法，使无线电子

设备即使处于只有一个无线基地台的环境中也可以获得良好的信号。

[0004] 一种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包括至少一个无线基地台及一无线电子设备，无线通信

连接系统还包括位置获取单元、储存单元及位置确定单元，无线电子设备包括指向性天线、

控制单元及转动单元，位置获取单元用于确定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的相对位

置，储存单元存储有指向性天线在无线电子设备中的位置信息，位置确定单元用于根据获

取的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的相对位置及指向性天线在无线电子设备中的位置

信息确定指向性天线与每一无线基地台之间的相对位置，所述相对位置包括相对角度，控

制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相对角度控制转动单元转动使指向性天线指向其中一无线基地台。

[0005] 一种无线通信连接方法，该方法用于连接一无线电子设备及至少一无线基地台中

的一无线基地台，所述方法包括步骤：确定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的相对位置；根

据获取的每一无线基地台与无线电子设备的相对位置及存储的指向性天线在无线电子设

备中的位置信息确定指向性天线与每一无线基地台之间的相对位置，所述相对位置包括相

对角度；及根据所述相对角度控制指向性天线转动使指向性天线指向其中一无线基地台。

[0006] 上述无线通信连接系统及无线通信连接方法使指向性天线指向无线基地台，从而

使无线电子设备即使处于只有一个无线基地台的环境中也能始终保持良好的信号。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实施方式中的一种无线通信连接系统的模块图。

[0008]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另一实施方式中的一种无线通信连接系统的模块图。

[0009]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一实施方式中的一种无线通信连接方法的流程图。

[0010] 图4为图3中的一步骤的具体流程图。

[0011]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2] 无线通信连接系统 100

无线基地台 20

无线电子设备 40

位置获取单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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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服务器 80

摄像单元 62

图像处理单元 64

储存单元 82

位置确定单元 84

指向性天线 42

控制单元 44

转动单元 46

计算单元 48

基地台确定单元 50

无线通信连接方法 步骤S302-S314

[0013]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5]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无线通信连接系统100。无线通信连接系统100包括

至少一个无线基地台20及一无线电子设备40。无线通信连接系统100用于使无线电子设备

40在无线基地台20所处的环境中始终能具有较强的无线通信信号。

[0016] 无线通信连接系统100还包括位置获取单元60及云端服务器80。位置获取单元60

用于确定每一无线基地台20与无线电子设备40的相对位置。在本实施方式中，位置获取单

元60包括与云端服务器80通信的摄像单元62及图像处理单元64。摄像单元62每隔一预定时

间拍摄无线电子设备40在无线基地台20所处的环境中的图像。图像处理单元64用于根据最

新拍摄的图像及一包括了所有无线基地台20所处的环境的图像确定每一无线基地台20与

无线电子设备40的相对位置。在另一实施方式中，位置获取单元60提供一用户界面，供用户

输入无线电子设备40与各个无线基地台20的相对位置。所述用户界面可提供于所述无线电

子设备40上。

[0017] 云端服务器80包括储存单元82及位置确定单元84。无线电子设备40包括用于接收

和传送信号的指向性天线42。储存单元82存储有指向性天线42在无线电子设备40中的位置

信息。位置确定单元84用于根据获取的每一无线基地台20与无线电子设备40的相对位置及

指向性天线42在无线电子设备40中的位置信息确定指向性天线42与每一无线基地台20之

间的相对位置。所述相对位置包括相对角度。储存单元82及位置确定单元84也可以设置于

无线电子设备40中。

[0018] 无线电子设备40还包括控制单元44及转动单元46。指向性天线42用于接收和传送

信号。转动单元46与指向性天线42转动连接。控制单元44用于根据所述相对角度控制转动

单元46转动使指向性天线42指向其中一无线基地台20。

[0019] 请参阅图2，无线基地台20将无线基地台20的流量信息传送至云端服务器80。无线

电子设备40还包括计算单元48及基地台确定单元50。计算单元48用于根据每个无线基地台

20的流量信息及指向性天线42与每个无线基地台20之间的相对位置计算无线电子设备40

与每个无线基地台20连接时的流量信息。所述相对位置还包括指向性天线42与无线基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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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之间的直线距离。基地台确定单元50用于根据无线电子设备40与每个无线基地台20连接

时的流量信息确定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基地台20。所述计算单元48及基地台确定单元50也

可设置于云端服务器80中。控制单元44用于根据指向性天线42与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基地

台20之间的相对角度控制转动单元46转动使指向性天线42指向所述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

基地台20。

[0020] 请参阅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无线通讯连接方法的流程图，所述方法包括的步

骤如下。

[0021] 位置获取单元60确定每一无线基地台20与无线电子设备40的相对位置（步骤

S302）。

[0022] 位置确定单元84根据获取的每一无线基地台20与无线电子设备40的相对位置及

存储的指向性天线42在无线电子设备40中的位置信息确定指向性天线42与每一无线基地

台20之间的相对位置，所述相对位置包括相对角度（步骤S304）。

[0023] 控制单元44根据所述相对角度控制指向性天线42转动使指向性天线42指向其中

一无线基地台20（步骤S306）。

[0024] 请参阅图4，步骤S306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无线基地台20将无线基地台20的流量信息传送至一云端服务器80（步骤S308）。

[0026] 计算单元48根据每个无线基地台20的流量信息及指向性天线42与每个无线基地

台20之间的相对位置计算无线电子设备40与每个无线基地台20连接时的流量信息（步骤

S310）。所述相对位置还包括指向性天线42与无线基地台20之间的直线距离。

[0027] 基地台确定单元50根据无线电子设备40与每个无线基地台20连接时的流量信息

确定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基地台20（步骤S312）。

[0028] 控制单元44根据指向性天线42与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基地台20之间的相对角度

控制指向性天线42转动指向所述连接信号最强的无线基地台20（步骤S314）。

[0029] 上述无线通信连接系统100及无线通信连接方法使指向性天线42指向无线基地台

20，从而使无线电子设备40即使处于只有一个无线基地台20的环境中也能始终保持良好的

信号。

[0030] 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方式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

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之内，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

适当改变和变化都落在本发明所公开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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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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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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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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