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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LoRa智能网关及其数据

通信的管理方法。智能网关包括五个LoRa通信模

块，下行通信利用LoRa通信模块能基于LoRa网络

和多个终端设备进行双向通信；智能网关的上行

通信采用蜂窝、以太网及北斗短报文三种通信链

路和服务器进行双向通信；服务器能够远程管理

智能网关。基于本方案，能够实现终端设备和智

能网关的自动化组网，提升终端设备的接入量，

同时使用多种通信链路和服务器通信，对整个数

据通信高效的管理，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网络的

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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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oRa智能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LoRa智能网关以恩智浦LPC54606J512为主控

模块，板卡集成LoRa通信模块、蜂窝通信模块、SD存储、纽扣电池、状态指示灯、以太网、

RS485、RS232、电源输入输出模块及SWD，其中对外接口包括状态指示灯、RS232、RS485、以太

网、电源输入模块、电源输出模块、SD卡槽、SIM卡槽、LoRa天线接口、蜂窝天线接口、定位天

线接口，所述模块分别与设备的主控模块通过电路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oRa智能网关，其特征在于：所述LoRa智能网关包括五个LoRa通

信模块，其中四个LoRa通信模块用户数据的接收，另一个LoRa通信模块用于对终端设备的

数据收发管理，在接收模块和管理模块的相互配合下，实现与多终端设备的双向通信。

3.如权利2所述的智能网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LoRa智能网关内设有天线接口模

块，所述天线接口模块包括LoRa天线接口、蜂窝天线接口以及定位天线接口；其中五个LoRa

通信模块使用两个LoRa天线接口，其中四个LoRa通信模块共用同一个LoRa天线接口，四个

LoRa通信模块和天线接口之间增加了低噪放和功分器，节省天线的数量，同时提高LoRa通

信模块的接收灵敏度，另一个LoRa通信模块单独使用一个LoRa天线接口。

4.一种LoRa智能网关的数据通信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智能网关和终端设备之间通过LoRa网络建立连接的通信管理方法；

智能网关和终端设备在建立连接的基础上，进行数据通信的管理方法；

智能网关和服务器的数据通信管理方法；

远程管理终端发送远程控制指令管理智能网关的方法。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网关和终端设备建立连接的通信管

理方法包括：智能网关的LoRa通信模块在使用之前，首先需要通过自动检测，选择干扰性小

的通信信道确定通信参数；在建立连接的管理过程上，利用LoRa通信模块，接收终端设备的

注册连接指令，对终端设备进行身份验证，管理终端设备的接入。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网关和终端设备的数据通信管理方

法包括：智能网关支持终端设备的数据主动上报方式，智能网关周期性对终端设备进行数

据查询方式，同时在这两种方式下，均采用请求应答模式完成通信。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智能网关和服务器的数据通信管理方法包

括：智能网关提供蜂窝、以太网和北斗短报文三种通信链路和服务器通信，同时通信链路分

优先级，设备能够智能自动切换通信链路；在所有通信链路断开的情况下，设备能够自动缓

存数据，在通信链路恢复正常情况下，能够自动将缓存数据传输到服务器。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控制管理指令，包括：用户通过所述

的远程管理终端输入管理指令进行智能网关的管理，远程管理终端包括手持式移动终端、

服务器，手持式移动终端设备内置LoRa通信模块和智能网关通信，服务器通过公网和智能

网关通信管理。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远程管理指令，包括：由所述的远程管理终端

根据所述的管理指令对智能网关进行远程升级、设备重启、参数配置及状态管理的一种或

多种，同时远程管理终端能够管理智能设备，还可以通过智能设备管理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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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LoRa的智能网关及其数据通信的管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无线通信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基于LoRa的智能网关及其

数据通信的管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物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无线通信技术成为物联网应用的核心技术之一。在

特定的应用环境下，对无线通信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LoRa作为窄带无线通信技术，具有

远距离、低功耗、多节点、低成本、抗干扰能力强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的远距离低

速率物联网无线通信领域。

[0003] 在无线通信系统上一般由终端设备、网关和服务器构成，网关作为终端设备和服

务器的中心连接设备，负责终端设备的数据采集、数据传输以及终端设备的管理。由于LoRa

的通信覆盖范围广，在一个LoRa通信系统上一般存在大量的LoRa终端设备，在一个LoRa网

关无法满足终端设备接入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大量的LoRa网关。LoRa通信系统的组网以及

数据通信的管理是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关键。

[0004]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物联网关处于成本或专业领域各方面因素限制，功能单一化。

比如有的网关数据通信上只能提供单信道通信，数据收发的采用半双工模式，在传输效率

上有限，进而影响到终端设备的接入量。现有技术上，LoRa网关的参数配合和管理需要技术

人员现场处理，实际应用上LoRa网关的位置比较分散，相隔距离较远，并且每个LoRa网关的

配置也可能不相同，使得整个配置管理方式人工成本高，组网效率低，缺少灵活性，除此之

外，网关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链路单一，一旦该通信链路出现故障，终端节点的数据将无法

通过网关回传到服务器。

发明内容

[0005] 综上考虑，由于现有无线网关的应用定位等因素，产品在软硬件系统设计上均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数据通信管理未做到智能化。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无线

LoRa智能网关，提升数据传输效率，扩大终端设备的接入量，同时在不受人工干预的情况

下，实现自动化组网，与此同时，设备提供多种和服务器通信的通信链路，提供对整个数据

通信高效的管理方法，以达到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实现智能自动化管理。

[0006]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本发明设计的是一种LoRa智能网关，所述LoRa智能网

关以恩智浦LPC54606J512为主控模块，板卡集成LoRa通信模块、蜂窝通信模块、SD存储、纽

扣电池、状态指示灯、以太网、RS485、RS232、电源输入输出模块及SWD，其中对外接口包括状

态指示灯、RS232、RS485、以太网、电源输入模块、电源输出模块、SD卡槽、SIM卡槽、LoRa天线

接口、蜂窝天线接口、定位天线接口，所述模块分别与设备的主控模块通过电路连接。

[0007] 所述LoRa智能网关包括五个LoRa通信模块，其中四个LoRa通信模块用户数据的接

收，另一个LoRa通信模块用于对终端设备的数据收发管理，在接收模块和管理模块的相互

配合下，实现与多终端设备的双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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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LoRa智能网关内设有天线接口模块，所述天线接口模块包括LoRa天线接口、

蜂窝天线接口以及定位天线接口；其中五个LoRa通信模块使用两个LoRa天线接口，其中四

个LoRa通信模块共用同一个LoRa天线接口，四个LoRa通信模块和天线接口之间增加了低噪

放和功分器，节省天线的数量，同时提高LoRa通信模块的接收灵敏度，另一个LoRa通信模块

单独使用一个LoRa天线接口。

[0009] 所述LoRa智能网关在数据通信管理方法上，智能网关的LoRa通信模块首先需要自

动检测，选择干扰性小的通信信道确定通信参数；LoRa通信模块的通信参数确定之后，允许

终端设备接入，智能网关利用LoRa无线通信模块接收终端设备的注册连接指令，对终端设

备进行身份验证，管理终端设备的接入。

[0010] 智能网关支持终端设备的数据主动上报，同时支持周期性对终端设备进行数据查

询，在这里两种方式下，均采用请求应答方式完成通信，智能网关定期给终端设备发送心跳

指令来验证终端设备是否掉线情况。

[0011] 智能网关提供蜂窝、以太网和北斗短报文三种通信链路和服务器通信，通信链路

分优先级，设备能够智能自动切换通信链路，在所有通信链路断开的情况下，设备能够自动

缓存数据，在通信链路恢复正常情况下，能够自动将缓存数据传输到服务器，同时在智能网

关所管理的终端设备状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能够将终端设备的离线情况反馈给服务器。

[0012] 远程管理终端设备可输入管理指令进行智能网关的管理。远程管理终端设备可通

过两种途径来管理智能网关，第一种远程管理终端通过智能网关的LoRa通信模块下发管理

指令；第二种远程管理终端通过蜂窝、以太网或北斗短报文通信链路下发管理指令。远程管

理终端可根据所述的管理指令对智能网关进行远程升级、设备重启、参数配置及状态管理

的一种或多种；远程管理终端通过管理指令可以管理智能网关，也可以通过智能网关转发

来管理终端设备。

[0013]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能够达到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智能网关集成了五个

LoRa通信模块，四个模块作为接收模块，一个模块作为收发管理模块，接收通道和发送通道

分离，有效地提升了智能网关传输效率，同时减小了信道的干扰；智能网关和服务器的通信

提供三种通信链路，通信链路实现自动切换，增加数据缓存能力，有效地保证数据稳定可靠

地传输；数据通信管理上，智能网关的LoRa通信模块自动选择通信信道，终端设备的接入过

程实现自动化，极大地减少了人工成本；服务器远程能够有效地管控智能网关及网关对应

的终端设备，可做到实时掌控设备的状态信息，提升了设备管理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智能网关的应用示意图。

[0015] 图2是智能网关的硬件系统结构图。

[0016] 图3是智能网关的整个通信流程图。

[0017] 图4是智能网关注册和数据通信过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说明书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说明书

的附图，对本说明书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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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1描述的是智能网关在场景应用上的示意图，智能网关作为终端设备和服务器

之间的中心连接设备，终端设备和智能网关之间采用LoRa通信方式进行数据交互，在两者

之间距离远无法满足数据通信要求的情况下，终端设备和智能网关之间支持一个或多个中

继设备的接入来扩大智能网关和终端设备的通信距离；智能网关和服务器之间，采用蜂窝、

以太网和北斗短报文三种通信链路，智能网关根据环境，智能自动选择最佳通信链路和服

务器数据交互。

[0020] 图2描述的是智能网关的硬件系统结构图。恩智浦LPC54606J512作为整个设备的

主控单元，实现对整个外围模块的控制及系统管理。主控单元内部的存储用于存储配置参

数，看门狗用来防止软件系统跑飞的情况；内部RTC给系统提供时间参数，用于数据存储和

数据传输帧增加时间戳信息，RTC提供两种供电方式，智能网关外部供电的情况下，RTC电源

由外部供电转换后供给，否则RTC由纽扣电池供电，确保RTC时钟不丢失。

[0021] 智能网关的供电系统采用直流12伏电源供电，支持过压保护，反接保护，主板上集

成了电源转换模块，将12伏电源转换成3.3伏、5伏和12伏供给其他模块，其中12V电源引出

到外部接口。

[0022] 硬件上包括五个LoRa通信模块，模块通过SPI接口和主控单元连接，同时主控单元

可控制LoRa无线通信模块的电源，其中LoRa#1是LoRa通信的收发管理模块，在所有LoRa模

块通信参数未确定的情况下，由该模块完成每个LoRa模块的通信参数的选择，之后本模块

负责数据的发送，LoRa#1单独接入一根天线。LoRa#2~LoRa#5是LoRa网络通信的接收模块，

四个模块共用一根天线，通过功分器将四个模块接入，同时增加一个低噪放提升LoRa的接

收性能。

[0023] SD存储模块通过SDIO接口接入主控单元，用于远程升级存储固件文件，同时用于

数据的缓存存储；状态指示灯用来指示系统的运行状态，包括电源指示、LoRa状态指示、网

络通信指示以及故障指示。

[0024] 上行通信链路支持蜂窝、以太网和北斗短报文三种通信链路，其中设备和北斗短

报文之间的数据通信采用串口，北斗短报文由智能网关供电，智能网关控制北斗短报文的

电源；蜂窝通信通过串口和主控单元连接，蜂窝通信模块接入两根天线，4G天线和定位天

线，蜂窝通信模块提供通信和位置服务功能，以太网提供10/100M数据通信能力，可直接接

入公网。

[0025] 图3描述的是智能网关数据通信的流程图，智能网关进行数据通信需要完成以下

三个步骤。

[0026] 步骤一，LoRa通信模块进行通信参数选择，LoRa#1首先从系统参数中选择一个通

信信道进行检测信道可用性，若信道被占用或信道的周边环境干扰性强，则自动跳转到下

一个通信信道进行检测，直到信道可用，则将信道参数分配给一个LoRa通信模块，同理，选

择其他可用信道，直到所有LoRa通信模块信道确定。

[0027] 步骤二，终端设备通过信道扫描，当和智能网关的某个LoRa通信模块匹配时，进行

注册入网接入智能网关，得到智能网关的身份验证后即接入成功。

[0028] 步骤三，终端设备和智能网关建立连接，同时智能网关和服务器建立连接的情况

下，三者就可以进行数据交互。

[0029] 图4描述的是智能网关注册和数据通信过程。终端设备选择一个通信信道尝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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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注册申请指令，若终端设备超时未收到响应，则说明终端设备和智能网关的信道不匹

配，终端设备选择下一个信道尝试发送注册申请指令。当智能网关接收到注册申请指令后，

在智能网关内部对终端设备进行身份验证是否有登记记录，然后将注册申请响应反馈给终

端设备。注册申请响应反馈的数据信息中携带智能网关数据收发信道的参数信息。终端设

备在注册申请成功的情况下，获取到了智能网关最终的收发通信参数，然后就根据所获取

到的通信参数，发送就绪申请指令，终端设备在得到智能网关的就绪申请响应后，则整个入

网过程完成，终端设备和智能网关就可以进行数据通信。通信过程中，智能网关周期性向终

端设备发起心跳指令来判断终端设备是否掉线，且智能网关记录终端设备状态。

[0030] 智能网关和服务器间可进行双向通信，服务器通过管理指令可远程管理智能网关

和终端设备。智能网关接收到服务器下发的管理指令后，若指令的作用对象是智能网关，则

智能网关对自身进行管理操作，否则将通过LoRa通信模块将管理指令转发给对应的终端设

备。

[0031] 上行通信链路提供可选的三条通信链路，分别是全网通4G、北斗短报文和以太网，

通信过程中，智能网关能够自适应地选择最佳通信链路，默认情况下采用4G通信方式和服

务器进行通信，当检测到所使用的通信链路中断，智能自动切换到其他通信连路上。为了保

证数据不丢失，在所有的通信链路中断情况下，智能网关能够将数据缓存到SD卡，当通信链

路恢复正常的情况下，智能网关从SD卡提取数据，发送给服务器。

[0032] 智能网关在数据通信管理上支持远程管理，服务器可直接下发指令数据，对智能

网关和终端节点进行管理，包括远程升级、远程重启、远程复位、远程参数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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