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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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609307.5

(22)申请日 2017.07.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40434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1.28

(73)专利权人 福州大学

地址 350108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

大学城学园路2号福州大学新区

(72)发明人 江灏　庄胜斌　缪希仁　陈静　

(74)专利代理机构 福州元创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35100

代理人 蔡学俊

(51)Int.Cl.

H04B 7/155(2006.01)

H04L 29/08(2006.01)

H04W 4/02(2018.01)

(56)对比文件

CN 106657293 A,2017.05.10,

CN 106710315 A,2017.05.24,

CN 106922024 A,2017.07.04,

CN 106788514 A,2017.05.31,

WO 2017119931 A1,2017.07.13,

US 9661663 B1,2017.05.23,

US 2016278070 A1,2016.09.22,

CN 106657870 A,2017.05.10,

审查员 方晴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及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

监控系统及方法，该系统包括地面控制中心、无

人机和远程设备；无人机包括无人机本体和第一

NB-IoT终端模块，无人机本体与第一NB-IoT终端

模块通过串口连接进行数据传输；远程设备包括

用于与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信的第二NB-IoT

终端模块、传感器和执行器。本发明通过无人机

和NB-IoT技术的有机结合，实现对无人机状态的

远程监控和对远程设备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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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地面控制中心、无人机和

远程设备；

所述无人机包括无人机本体和第一NB-IoT终端模块，所述无人机本体与第一NB-IoT终

端模块通过串口连接进行数据传输；

所述远程设备包括传感器、执行器以及用于与所述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信的第二

NB-IoT终端模块

所述无人机本体用于将无人机位置信息和状态数据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由第

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发送给地面控制中心；地面控制中心用于向

无人机发送无人机控制指令和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

IoT运营商服务网络接收无人机控制指令执行相应的飞行任务，并将远程设备控制指令发

送给远程设备的第二NB-IoT终端模块，第二NB-IoT终端模块用于接收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控

制执行器动作并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第一NB-IoT终端模块将

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传回地面控制中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包括三种工作模式，分别为Connect、Idle和PSM模式；Connect模式

下，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入网开始数据收发，当多次收发数据失效后回到配置参数环

节，重新进入Connect模式；dle模式下，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数据收发时断开进展连

接，然后进入PSM模式；PSM模式下，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处于超低功耗休眠状态，被唤

醒后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恢复数据收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NB-IoT终端模块包括独立的GPS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NB-IoT终端模块由锂电池供电。

5.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无人机飞行前，启动第一NB-IoT终端模块，参数配置完毕后，第一NB-IoT终端

模块进入Connect模式，然后开始数据收发；

步骤S2：无人机飞行时，无人机本体通过串口通信将无人机位置信息和状态数据发送

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由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发送给地面控

制中心；

步骤S3：地面控制中心根据无人机位置信息和状态数据发送无人机控制指令和远程设

备控制指令；

步骤S4：在NB-IoT信号覆盖地区，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运营商服

务网络接收无人机控制指令和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根据无人机控制指令执行相应的飞行任

务；

步骤S5：当无人机飞至远程设备所在无NB-IoT信号覆盖的偏远地区，无人机的第一NB-

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的通信方式将远程设备控制指令传输给远程设备的第二NB-IoT终

端模块；

步骤S6：第二NB-IoT终端模块接收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控制执行器动作，并将传感器采

集的数据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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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7：当无人机飞至NB-IoT信号覆盖地区时，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将远程

设备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传回地面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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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无人机技术、传感器技术以及智能通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NB-

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技术的发展，无人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得到了巨大的推广。随着无人机可执

行的任务变得丰富多样，相应的飞机成本不断提高，机载的精密传感器昂贵且繁多。与此同

时，无人机超视距任务飞行成为大势所趋。如此高成本的飞行器在执行超视距飞行任务时

面临三大难题：一、超长距离的无人机远程任务控制命令的发布与飞行状态等信息的获取；

二、续航能力与带载能力的相互协调；三、事故后，无人机的财产定位与回收。

[0003] 现如今，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系统的通信主要通过遥控器射频、数据传输模块、图像

传输模块和wifi模块。然而，这些通信方式在视距范围内较常用，一旦无人机飞行距离超过

2公里，以上通信方式都将出现中断。因此，现有常规的通信方式，覆盖范围较小，极大程度

限制了无人机的工作范围与应用。采用GPRS的通信方式，虽然可以实现超长距离的通信，但

其存在三点不足之处：一、GPRS的成本较高，需支付给运营商的费用较高，不利于大范围推

广；二、GPRS的功耗较大，对于超视距飞行的无人机而言，电量的合理利用至关重要。然而

GPRS进行持续通信时，功耗较高。一旦无人机发生故障丢失，搜寻时间较长时，无法保证剩

余电量能支持GPRS持续正常工作；三、GPRS的工作模式单一，这也注定了GPRS通信系统在无

人机上的应用变得困难重重。

[0004] 蜂窝的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NB-IoT）作为时下新兴

的物联通讯方式，具有低功耗、广覆盖、低成本、大容量四个基础特点。NB-IoT的终端模块待

机时间长达10年之久。在同等的频段下，NB-IoT相较现有网络具有20dB的增益，提高覆盖范

围能力约为100倍。且单个连接模块的企业成本预期不超过5美元，与此同时NB-IoT一个扇

区便可以支持10万个连接。NB-IoT只需消耗约180KHz的带宽，便可直接部署于GSM网络、

UMTS网络或LTE网络，以降低部署成本、实现平滑升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无人机和NB-IoT技术的有机结合，实现对超视距飞行无人机

状态的远程监控和对远程设备的监控。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

包括地面控制中心、无人机和远程设备；

[0007] 所述无人机包括无人机本体和第一NB-IoT终端模块，所述无人机本体与第一NB-

IoT终端模块通过串口连接进行数据传输；

[0008] 所述远程设备包括用于与所述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信的第二NB-IoT终端模块、

传感器和执行器；

[0009] 所述无人机本体用于将无人机位置信息和状态数据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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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发送给地面控制中心；地面控制中心用

于向无人机发送无人机控制指令和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

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接收无人机控制指令执行相应的飞行任务，并将远程设备控制指令

发送给远程设备的第二NB-IoT终端模块，第二NB-IoT终端模块用于接收远程设备控制指令

控制执行器动作并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第一NB-IoT终端模块

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传回地面控制中心。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包括三种工作模式，分别为Connect、

Idle和PSM模式；Connect模式下，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入网开始数据收发，当多次收

发数据失效后回到配置参数环节，重新进入Connect模式；dle模式下，第一、第二NB-IoT终

端模块数据收发时断开基站连接，然后进入PSM模式；PSM模式下，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

块处于超低功耗休眠状态，被唤醒后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恢复数据收发。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NB-IoT终端模块包括独立的GPS模块。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NB-IoT终端模块由锂电池供电。

[0013] 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步骤S1：无人机飞行前，启动第一NB-IoT终端模块，参数配置完毕后，第一NB-IoT

终端模块进入Connect模式，然后开始数据收发；

[0015] 步骤S2：无人机飞行时，无人机本体通过串口通信将无人机位置信息和状态数据

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由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发送给地

面控制中心；

[0016] 步骤S3：地面控制中心根据无人机位置信息和状态数据发送无人机控制指令和远

程设备控制指令；

[0017] 步骤S4：在NB-IoT信号覆盖地区，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运营

商服务网络接收无人机控制指令和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根据无人机控制指令执行相应的飞

行任务；

[0018] 步骤S5：当无人机飞至远程设备所在无NB-IoT信号覆盖的偏远地区，无人机的第

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的通信方式将远程设备控制指令传输给远程设备的第二NB-

IoT终端模块；

[0019] 步骤S6：第二NB-IoT终端模块接收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控制执行器动作，并将传感

器采集的数据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

[0020] 步骤S7：当无人机飞至NB-IoT信号覆盖地区时，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将

远程设备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传回地面控制中心。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将无人机与NB-IoT技术相结合，实现

无人机位置报送、机体状态数据反馈和飞行任务指令的远程下达，进而达到对无人机的远

程监控和财产追踪。同时，机载的NB-IoT终端模块可与远程设备的NB-IoT终端模块通信，实

现对远程设备的数据采集和设备监控。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NB-IoT终端模块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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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基于NB-IoT的无人机远程监控系统，包括地面控制中

心、无人机和远程设备；无人机包括无人机本体和第一NB-IoT终端模块，无人机本体与第一

NB-IoT终端模块通过串口连接进行数据传输；远程设备包括用于与所述第一NB-IoT终端模

块通信的第二NB-IoT终端模块、传感器和执行器；无人机本体用于将无人机位置信息和状

态数据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由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发

送给地面控制中心；地面控制中心用于向无人机发送无人机控制指令和远程设备控制指

令；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接收无人机控制指令执行相

应的飞行任务，并将远程设备控制指令发送给远程设备的第二NB-IoT终端模块，第二NB-

IoT终端模块用于接收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控制执行器动作并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发送给第

一NB-IoT终端模块，第一NB-IoT终端模块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传回地面控制中心。

[0026] 如图2所示，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包括三种工作模式，分别为Connect、Idle

和PSM模式；Connect模式下，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入网开始数据收发，当多次收发数

据失效后回到配置参数环节，重新进入Connect模式；dle模式下，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

块数据收发时断开基站连接，然后进入PSM模式；PSM模式下，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处

于超低功耗休眠状态，被唤醒后第一、第二NB-IoT终端模块恢复数据收发。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包括独立的GPS模块，第一NB-IoT终

端模块由锂电池供电。当无人机发生事故时，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还能正常工作，

将无人机的地理位置发送回来，以便对无人机进行事故回收和鉴定。

[0028] 无人机飞行前，启动第一NB-IoT终端模块，参数配置完毕后，第一NB-IoT终端模块

进入Connect模式，然后开始数据收发；无人机飞行时，无人机本体通过串口通信将无人机

位置信息和状态数据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由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运营

商服务网络发送给用户的手机；用户可根据无人机位置信息和状态数据发送无人机控制指

令和远程设备控制指令；在NB-IoT信号覆盖地区，无人机的第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

IoT运营商服务网络接收无人机控制指令和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根据无人机控制指令执行

相应的飞行任务；当无人机飞至远程设备所在无NB-IoT信号覆盖的偏远地区，无人机的第

一NB-IoT终端模块通过NB-IoT的通信方式将远程设备控制指令传输给远程设备的第二NB-

IoT终端模块；第二NB-IoT终端模块接收远程设备控制指令控制执行器动作，并将传感器采

集的数据发送给第一NB-IoT终端模块；当无人机飞至NB-IoT信号覆盖地区时，无人机的第

一NB-IoT终端模块将远程设备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NB-IoT运营商服务网络传回用户的

手机。如此便能解决NB-IoT网络信号无法完全覆盖地区的数据传输问题。通过上述方法，构

建以无人机为核心的物联网，实现无人机的远程数据采集和设备状态监控。

[0029] 上列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进行了进一步详细说明，所应

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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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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