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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移动终端

(57)摘要

本公开提供一种移动终端，涉及通信领域，

能够解决传统分体式单兵移动终端不便于携带

的问题。具体技术方案为：该移动终端包括核心

主板和电源模块；还包括自组网板卡模块，所述

自组网板卡模块与所述核心主板相连；所述电源

模块用于向所述核心主板和所述自组网板卡模

块供电。本公开提供的移动终端便于携带，通信

可靠、安全性和稳定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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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终端，包括核心主板和电源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还包括自组网

板卡模块，所述自组网板卡模块与所述核心主板相连；所述电源模块用于向所述核心主板

和所述自组网板卡模块供电，所述自组网板卡模块采用动态分布式路由算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自组网板卡模块包括射频单元和

调制解调单元，所述射频单元和调制解调单元通过总线接口进行连接；所述射频单元用于

实现变频接收和输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通过分路器分别与所述

核心主板、所述自组网板卡模块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还包括定位模块，用于

全空间定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模块至少包括以下之一：北

斗定位模块、全球定位系统GPS定位模块和超宽带UWB定位模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自组网板卡模块的传输带宽可调

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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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移动通信领域，尤其一种移动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在作训、巡逻、应急救援、大型安保、远距离机动等环境下，无法事先在事发地建立

固定的无线通信网络，并且这些应用环境十分复杂，在没有外部通讯系统可以依赖的情况

下，只能依靠自带的便携通讯装置和天空的定位卫星进行通信。

[0003] 在这些场景中，活动对象往往是移动状态、活动区域也不固定，所以采用的设备必

须是便携式机动设备，包括车载和单兵移动终端两种用户对象。传统的单兵移动终端都是

采用分体式架构设计，即自组网电台加手持终端的方式进行，单兵手持终端之间采用自组

网电台作为通信远程连接，单兵手持终端和自组网电台之间采用Wi-Fi连接。这种分体式设

计技术较为简单，但是体积和重量大，不便于携带；而且中间的通信链路是Wi-Fi通讯，这种

通讯机制不牢靠，对于安全性和稳定性高的应用场景并不适合。

[0004] 此外，手持终端和电台之间没有进行一对一绑定，在通过WIFI连接时，可以一个电

台对应多个手机同时联网；这种方式会影响系统运行稳定性，而且给用户方使用造成不方

便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一种移动终端，以至少解决传统分体式单兵移动终端不便于携

带的问题。所述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移动终端，该移动终端包括核心主板和

电源模块，还包括自组网板卡模块；其中自组网板卡模块与核心主板相连；电源模块用于向

核心主板和自组网板卡模块供电，所述自组网板卡模块采用动态分布式路由算法。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自组网板卡模块包括射频单元和调制解调单元，所述射频单元

和调制解调单元通过总线接口进行连接；所述射频单元用于实现变频接收和输出。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源模块通过分路器分别与核心主板、组网板卡模块连接。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移动终端还包括定位模块，用于全空间定位。定位模块可以包括

至少以下之一：北斗定位模块、GPS定位模块和UWB定位模块。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自组网板卡模块的传输带宽可调节配置。

[0011] 本公开提供的移动终端，自组网板卡模块与核心主板相连，都通过电源模块供电，

这种一体式的设计大大减小了移动终端的体积，便于携带；自组网板卡模块与核心主板通

过有线连接，提升了通信的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

[0012]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并不

能限制本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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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此处的附图被并入说明书中并构成本说明书的一部分，示出了符合本公开的实施

例，并与说明书一起用于解释本公开的原理。

[0014] 图1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终端的框架图；

[0015] 图2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终端的硬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这里将详细地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说明，其示例表示在附图中。下面的描述涉及

附图时，除非另有表示，不同附图中的相同数字表示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以下示例性实施例

中所描述的实施方式并不代表与本公开相一致的所有实施方式。相反，它们仅是与如所附

权利要求书中所详述的、本公开的一些方面相一致的设备和方法的例子。

[0017]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一种移动终端，图1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终端的框架图。

如图1所示，该移动终端100包括核心主板101、电源模块102和自组网板卡103，自组网板卡

103与核心主板102相连；电源模块102用于向所述核心主板和所述自组网板卡供电。

[0018] 在一些实施例中，核心主板101可以选用4核A53架构，主频达到1.3G以上，操作系

统支持安卓Android  5.1/6.0及以上，2G内存加16G存储空间，支持常用通信接口，如：串口、

USB口、网口等接口通信。核心主板可以采用邮票孔封装，提升集成度。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自组网板卡模块103采用动态分布式路由算法。自组网板卡

模块103包括射频单元1031和调制解调单元1032，射频单元1031可以用于实现变频接收和

输出；射频单元1031和调制解调单元1032可以通过总线接口连接，例如基于PCI-E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Express，外设部件互连标准快速接口)总线的迷

你接口(mini-PCIE)接口，以提升自组网板卡模块的集成度。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自组网板卡模块可以基于相关技术中的射频芯片进行设计开

发，实现变频接收和输出；模块的工作频率在1.2GHz-1.4GHz可定制，频带宽度为20MHz，可

以支持5MHz\10MHz\20MHz等多种模式，传输带宽根据实际环境需要可以手动调节配置，实

现传输距离和带宽的最优化。自组网板卡模块可以采用动态分布式路由算法进行路由设

计，节省节点的路由开销。

[0021]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源模块102通过分路器(图中未示出)分别和所述核心主板和

所述自组网板卡连接，分路器也可以集成在所述电源模块中。电源模块可以采用聚合物电

池组，该电池组具有两路电压输出，一路为自组网板卡模块103进行供电，输出电压可以根

据自组网板卡模块103的需求进行设定，例如可以是DC12V；另一路为核心主板供电101，输

出电压可以根据核心主板101的需求设定，例如可以是DC12V。电源模块102可以采用统一充

电接口、统一充放电电路进行设计，并具有充放电保护功能。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通过分路

器和开关可分别控制每一路的供电。

[0022] 本公开实施例中，移动终端一体化设计，自组网板卡模块与核心主板相连，都通过

电源模块供电，这就大大减小了移动终端的体积，便于携带；自组网板卡模块与核心主板通

过有线连接，提升了通信的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

[0023]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终端还可以实现单兵移动终端自动组网，多种通信方式

融合使用。多个单兵节点可以自动进行组网，实现脱网直通；同时终端还可以插入SIM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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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移动蜂窝通信。在一些实施例中，移动终端还可以建立无中心通讯架构，实现终端多个节

点的多媒体通讯调度，包括语音通讯、视频通讯、消息、告警等功能。

[0024] 图2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终端的硬件结构示意图，示出了移动终端包括的

更多功能模块。如图2所示，移动终端100还包括定位模块104、天线单元105，显示单元106、

用户输入单元107、音频输出单元108、A/V输入单元109。

[0025] 定位模块104可以包括至少包括以下之一：北斗定位模块、GPS (Glo ba 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定位模块和UWB(Ultra  Wideband，超宽带)定位模块。

实现时，可以将北斗和UWB技术进行融合设计，集成北斗和GPS双模模块和UWB定位模块，构

建快速建模通道，利用后台软件实现室外和室内的全空间定位功能。基于北斗和GPS双模定

位，可以实现实时精准定位。

[0026] 天线单元105可用于信号的收发、终端的定位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天线单元105可

以包括4G天线、定位天线、WIFI天线和蓝牙天线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7] 显示单元106可以用于显示由用户输入的信息或提供给用户的信息。显示单元106

可包括显示面板1061，可以采用液晶显示器(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有机发光二

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OLED)等形式来配置显示面板1061。

[0028] 用户输入单元107可用于接收输入的数字或字符信息，以及产生与移动终端的用

户设置以及功能控制有关的键信号输入。具体地，用户输入单元107可包括按键板1071，在

一些实施例中用户输入单元还可以包括触控面板以及其他输入设备(图中未示出)。其他输

入设备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功能键(比如音量控制按键、开关按键等)、鼠标、操作杆等中的一

种或多种。在一些实施例中触控面板可覆盖显示面板，也可以将触控面板与显示面板集成

而实现移动终端的输入和输出功能。

[0029] 音频输出单元108可以在移动终端100处于呼叫信号接收模式、通话模式、记录模

式、语音识别模式、广播接收模式等等模式下时，将天线单元接收的音频数据转换成音频信

号并且输出为声音。音频输出单元108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扬声器、蜂鸣器等等。

[0030] A/V输入单元109用于接收音频或视频信号。A/V输入单元109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

麦克风1091、摄像头1092；其中摄像头1093可以包括前置摄像头和/或后置摄像头。

[0031] 除了图2中示出的功能模块以外，在一些实施例中，移动终端100还可以包括至少

一种传感器，比如光传感器、运动传感器等。核心主板和自组网板卡模块、电源模块可以包

括若干个接口单元，包括至少一个外部装置与移动终端100连接的接口。例如，外部装置可

以包括有线或无线头戴式耳机、外部电源(或电池充电器)、存储卡、散热风扇等等，接口可

以是USB等标准或专用接口，外部装置可以通过接口单元的接口与移动终端100中相应的模

块连接。

[0032] 上述功能模块并不构成对移动终端的限定，移动终端可以包括比图示更多或更少

的部件，或者组合某些部件，或者不同的部件布置；通过这些硬件和软件，移动终端可以实

现语音对讲、音视频会议、视频监控、消息收发等通信功能，通讯对象可以是一对一、也可以

是多对多等多种方式；根据需要，终端用户可自行发起一对一和多对多的通信请求，被叫方

可选择接收和拒绝。消息收发可进行单发和群发两种模式，每种模式设定通信回执。。

[0033]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考虑说明书及实践这里公开的公开后，将容易想到本公开的其

它实施方案。本申请旨在涵盖本公开的任何变型、用途或者适应性变化，这些变型、用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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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适应性变化遵循本公开的一般性原理并包括本公开未公开的本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

或惯用技术手段。说明书和实施例仅被视为示例性的，本公开的真正范围和精神由下面的

权利要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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