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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及单兵侦察

指挥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

装置及单兵侦察指挥系统，所述装置包括壳体，

壳体内设置有无线通信单元、处理单元以及用于

给装置各模块供电的电源单元，无线通信单元包

括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

和GPS通信模块。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可以无线

WIFI形式与单兵携行无线设备连接，解决了人体

走线繁杂问题；多个便携单兵通信装置之间可以

以无线自组网形式级联，在4G公有网络状态较差

的情况下，实现专有网络数据通信，将单兵携行

无线设备的语音、视频等信息以专有自组网络形

式传输到远端，保障了自建网络的可行性和数据

安全性；通过GPS卫星定位与单兵携行无线设备

的视频回传相结合直观的显示单兵执勤的状况，

实现了单兵执勤任务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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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

无线通信单元、处理单元以及用于给装置各模块供电的电源单元，所述无线通信单元包括

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和GPS通信模块，所述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

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和GPS通信模块均与所述处理单元电连接，所述电源管理单元分别与

所述处理单元、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和GPS通信模块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设置有无

线自组网天线、WIFI天线和GPS天线，所述无线自组网天线与所述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

电连接，所述WIFI天线与所述无线WIFI通信模块电连接，所述GPS天线与所述GPS通信模块

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内还设置音

视频输入输出接口，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与外部设备连接的数据通信接口，所述处理单元

通过音视频输入输出接口与壳体上的数据通信接口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通信接口为

数据通信雷莫接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

用于与外电连接的电源输入接口，所述电源单元与所述电源输入接口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输入接口为

电源输入雷莫接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

电源指示灯，所述电源指示灯与所述处理单元电连接。

8.一种单兵侦察指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单兵携行无线设备、近端指挥

部、远端指挥中心以及多个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单兵通信装置，所述单兵携行无线

设备具有无线WIFI通信模块，所述单兵携行无线设备与第一个单兵通信装置通过无线WIFI

通信模块无线连接，多个单兵通信装置之间通过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级连，最后一个

单兵通信装置与所述近端指挥部通过无线WIFI通信模块无线连接，所述近端指挥部通过4G

网络与所述远端指挥中心无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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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及单兵侦察指挥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单兵侦察指挥通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

装置及单兵侦察指挥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单兵通信装置主要基于4G通信技术的或者只含有单一的无线自组网技术

功能或者单一的基于IEEE  802.11b标准的2.4G无线局域网(WIFI)通信技术功能，基于4G通

信技术的，无法满足无运营商网络情况下的单兵侦察指挥通信需求，只含有单一的无线自

组网技术功能或者单一的基于IEEE802.11b标准的2.4G无线局域网(WIFI)通信技术功能，

不能满足同一单兵通信装置的通信、数据传输、定位等多功能化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及单兵侦察

指挥系统，将无线自组网功能、无线局域网(WIFI)通信功能和全球定位功能集成于单兵通

信装置中，有助于解决任何网络条件下的单兵侦察指挥通信需求，同时还能满足满足同一

单兵通信装置的通信、数据传输、定位等多功能化的需求，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无线通信单元、集成有数据传输协议功能和数据编解码功能的处

理单元以及用于给装置各模块供电的电源单元，所述无线通信单元包括mesh无线自组网通

信模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和GPS通信模块，所述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无线WIFI通信

模块和GPS通信模块均与所述处理单元电连接，所述电源管理单元分别与所述处理单元、

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和GPS通信模块电连接。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上设置有无线自组网天线、WIFI天线和GPS天线，所述无线自

组网天线与所述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电连接，所述WIFI天线与所述无线WIFI通信模块

电连接，所述GPS天线与所述GPS通信模块电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内还设置音视频输入输出接口，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与外部

设备连接的数据通信接口，所述处理单元通过音视频输入输出接口与壳体上的数据通信接

口电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通信接口为数据通信雷莫接口。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用于与外电连接的电源输入接口，所述电源单元

与所述电源输入接口电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电源输入接口为电源输入雷莫接口。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电源指示灯，所述电源指示灯与所述处理单元电

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工作状态指示灯，所述工作状态指示灯与所述处

理单元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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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单兵侦察指挥系统，所述系统包括单兵携

行无线设备、近端指挥部、远端指挥中心以及多个多个如上述任一种所述的单兵通信装置，

所述单兵携行无线设备具有无线WIFI通信模块，所述单兵携行无线设备与第一个单兵通信

装置通过无线WIFI通信模块无线连接，多个单兵通信装置之间通过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

块级连，最后一个单兵通信装置与所述近端指挥部通过无线WIFI通信模块无线连接，所述

近端指挥部通过4G网络与所述远端指挥中心无线连接。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及单兵侦察指挥系统具有无线WIFI通信

模块，可以以无线WIFI形式与单兵携行无线设备(如平板电脑、WIFI无线功能的夜视镜、

WIFI无线功能的生理数据监察设备等)进行连接，解决了人体走线繁杂问题，保障了单兵设

备的轻便性；

[0015] 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及单兵侦察指挥系统，具有mesh无线自组

网通信模块，多个便携单兵通信装置之间可以以无线自组网形式级联，具有无线自组网可

用于在4G公有网络状态较差的情况下，实现专有网络数据通信，将单兵携行无线设备的语

音、视频等信息通过单兵通信装置以专有自组网络形式传输到远端，保障了自建网络的可

行性和数据安全性；

[0016] 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及单兵侦察指挥系统具有GPS通信模块，

通过GPS卫星定位与单兵携行无线设备的视频回传相结合可以直观的显示单兵执勤的状

况，包括位置定位信息、前方视频图像信息等，实现了单兵执勤任务的可视化。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的外部结构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单兵侦察指挥系统的结构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1、无线自组网天线，2、WIFI天线，3、GPS天线，4、电源输入接口，5、

数据通信接口，6、电源指示灯，7、工作状态指示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2] 如图1-图2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方面，提供的一种多功能便携单兵通信装

置，所述装置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无线通信单元、集成有数据传输协议功能和数据

编解码功能的处理单元以及用于给装置各模块供电的电源单元，所述无线通信单元包括

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和GPS通信模块，所述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

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和GPS通信模块均与所述处理单元电连接，所述电源管理单元分别与

所述处理单元、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无线WIFI通信模块和GPS通信模块电连接。

[0023] 其中，所述壳体内还设置音视频输入输出接口，所述数据通信接口5优选为数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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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雷莫接口，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与外部设备连接的数据通信接口5，所述处理单元通过音

视频输入输出接口与壳体上的数据通信接口5电连接，通过数据通信接口5可以使单兵通信

装置与其他各类型号单兵携行无线设备有线连接，所述数据通信雷莫接口还可以防误插和

推拉自锁。

[0024] 其中，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用于与外电连接的电源输入接口4，所述电源输入接口

4为电源输入雷莫接口，所述电源单元与所述电源输入接口4电连接。

[0025] 上述实施例中，WIIF、GPS技术均为现有技术，而mesh无线自组网在现有的单兵携

带设备中已有应用，相应的软件及通信协议也为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将现有的WIIF、GPS、

mesh无线自组网技术应用于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并不涉及软件的改进，本实用新型的多功

能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具有无线WIFI通信模块，可以以无线WIFI形式与单兵携行无线设备

(如平板电脑、WIFI无线功能的夜视镜、WIFI无线功能的生理数据监察设备等)进行无线连

接，接受单兵携行无线设备传回的语音、视频等信息，具有GPS通信模块，可通过便携单兵通

信装置的GPS通信模块获取携带该便携单兵通信装置的单兵的位置信息并通过处理模块将

语音、视频、单兵的位置等信息传输给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便携单兵通信装置具有

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实现多个便携单兵通信装置之间可以以无线自组网形式级联，

可将获取的语音、视频、单兵的位置等信息逐级传送到指挥部；本实用新型不依赖于4G网

络，可用于在4G公有网络状态较差的情况下，实现专有网络数据通信，将单兵携行无线设备

的语音、视频等信息通过单兵通信装置以专有自组网络形式传输到远端，保障了自建网络

的可行性和数据安全性，通过GPS卫星定位与单兵携行无线设备的语音、视频回传相结合可

以直观的显示单兵执勤的状况，包括位置定位信息、前方视频图像信息等，实现了单兵执勤

任务的可视化。

[0026] 优选地，述壳体上设置有无线自组网天线1、WIFI天线2和GPS天线3，所述无线自组

网天线1与所述mesh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电连接，所述WIFI天线2与所述无线WIFI通信模块

电连接，所述GPS天线3与所述GPS通信模块电连接。

[0027] 上述实施例例中，通过外置无线自组网天线1、WIFI天线2和GPS天线3，增强信号的

接受与发送强度。

[0028] 优选地，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电源指示灯6，所述电源指示灯6与所述处理单元电

连接，能够显示装置是否上电工作，当处理模块上电激活后，控制电源指示灯6打开，即表示

装置已上电工作。

[0029] 优选地，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工作状态指示灯7，所述工作状态指示灯7与所述处

理单元电连接，所述处理单元可以检测无线网络信号强度，当无线网络信号强度弱或者网

络通信状态异常时，控制工作状态指示等的颜色由绿色转换成红色。

[0030] 如图3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单兵侦察指挥系统，所述系统

包括单兵携行无线设备、近端指挥部、远端指挥中心以及多个如上述任一种所述的单兵通

信装置，所述单兵携行无线设备具有无线WIFI通信模块，所述单兵携行无线设备与第一个

单兵通信装置通过无线WIFI通信模块无线连接，多个单兵通信装置之间通过mesh无线自组

网通信模块级连，最后一个单兵通信装置与所述近端指挥部通过无线WIFI通信模块无线连

接，所述近端指挥部通过4G网络与所述远端指挥中心无线连接。

[0031]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所涉请求保护的方案是在于各个硬件设备的选取和连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659633 U

5



接关系，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获知本申请硬件方案时，是可以毫无异议得到相应上位程序

的，所以本申请请求保护方案中，并不涉及程序的改进。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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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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