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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无线信道的信息转

发方法和装置，其技术方案是：采用并行同步的

方式同时获取两个无线信道的信号，经数字化转

换后按类别和优先级判据进行解析，重新进行编

码形成新的待发送队列，采用优选信道和频段实

时或定时进行针对性转发。转发装置包括通信模

块、互联转换与发射模块、电源模块和箱体。该转

发方法可提高信息转发的速度、效率和精度，转

发装置可直接作为应急通信时的通信中继进行

自动转发，也可以多个转发基站星形网络配置实

现应急区域的覆盖和扩展，部署简单快速，可无

人化值守，提高了恶劣地域和全天候条件下的无

线通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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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无线信道的信息转发方法，接收来自信息发送方的无线信道信息，所述信

息包括转发时间和信息接收方，判断接收的信息是否包括信息接收方标识；若接收的信息

包括信息接收方标识，判断消息发送时间是否为立即转发，若信息发送时间为立即转发，则

向消息接收方直接转发信息，若信息发送时间不是立即转发，则按照信息转发时间向信息

接收方转发信息，信息接收方向信息转发方发送回执信息；所述的回执信息包括信息标题、

接收时间和接收方；所述方法中判断信息标识是否包括信息接收方标识之前，还包括：按照

预置的编码规则对信息进行解析；所述编码的规则为信息的位置和长度；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信息发送方的无线信道信息为超短波或短波信息；判断信息中是否指定信息以短

波或超短波方式转发，若指定信息以短波或超短波方式转发，则按照该指定方式发送，若未

指定信息以短波或超短波方式转发，则根据接收方和转发方当前位置信息确定信息转发方

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信息转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判断信息中是否包含发送频率；若信息中包含发送频率，则按照该发送频率进行转发，

若信息中未包含发送频率，则采用优选的当前区域通用通信频率进行转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信息转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中判断接收的信息是否

包括信息接收方标识之后，还包括：

为信息加入接收时间，用于接收方判断信息的发送时间延迟。

4.根据权利要求1的信息转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中若消息不是立即转发，则

还包括：按照预置的信息编码标准对接收到的消息进行编码，所述预置信息编码标准为通

用编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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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无线信道的信息转发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线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无线信道的信息转

发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应急救援、抗震救灾和维稳处突中使用较多的为车载和背负式电台通信，

需要在一定的通信可达距离内由人工操作实现信息的接收和转发，通常超短波信道通信距

离在15～20km以内，短波信道通信距离在200km左右(其中50～90km为盲区)。受通信距离和

人为的影响，在应急展开区域，如需信息传输，需要通信设备和人员同时完好并处于通信范

围内时才能保证数据的接收和发送，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很难满足，尤其是对于时间要

求高和通信设备和人员配备差的区域，很难保证应急通信时信息较高的传输可达率，极大

降低了应急状态下救援和处突的效能，制约了特定区域内有效信息的覆盖范围，目前只有

通过配备大量的通信装备和人员才能部分缓解该问题，但成本和人员的培训都很难满足实

际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弥补现有通信中信息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基

于无线信道的信息转发方法，设计的转发方法可提高信息转发的可达率、速度、效率和精

度；设计的转发装置可实现应急地域环境下的快速部署和开设，通过短波、超短波信道对覆

盖区域内用户的通信进行中继转发，并可多个构成转发基站星形网络实现整个应急区域的

扩展。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基于无线信道的信息转发方法，接收来自信息发送方的无线信道信息，所述

信息包括转发时间和信息接收方，判断接收的信息是否包括信息接收方标识；若接收的信

息包括信息接收方标识，判断消息发送时间是否为立即转发，若信息发送时间为立即转发，

则向消息接收方直接转发信息，若信息发送时间不是立即转发，则按照信息转发时间向信

息接收方转发信息，信息接收方向信息转发方发送回执信息，所述的回执信息包括信息标

题、接收时间和接收方；所述方法中判断信息标识是否包括信息接收方标识之前，还包括：

按照预置的编码规则对信息进行解析；所述编码的规则为信息的位置和长度，

[0006]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0007] 所述信息发送方的无线信道信息为超短波或短波信息；判断信息中是否指定信息

以短波或超短波方式转发，若指定信息以短波或超短波方式转发，则按照该指定方式发送，

若未指定信息以短波或超短波方式转发，则根据接收方和转发方当前位置信息确定信息转

发方式。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判断信息中是否包含发送频率，若信息中包含发送频

率，则按照该发送频率进行转发，若信息中未包含发送频率，则采用优选的当前区域通用通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7104700 B

3



信频率进行转发。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方法中判断接收的信息是否包括信息接收方标识之后，还包括：为

信息加入接收时间，用于接收方判断信息的发送时间延迟。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方法中若消息不是立即转发，则还包括：按照预置的信息编码标准

对接收到的消息进行编码，所述预置信息编码标准为通用编码标准。

[0011] 一种基于无线信道的信息转发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信号接收模块、互联转换与

发送模块及电源模块；信号接收模块，用于接收信息发送方的信息及向信息接收方发送信

息；互联转换与发送模块，用于解析所接收信息的转发时间和信息接收方；电源模块，用于

对装置提供电源供给；

[0012] 所述信号接收模块包括：天线模块、短波模块和超短波模块，用于接收和发射覆盖

地域内预置频段的短波及超短波信号；

[0013] 所述互联转换与发送模块包括转换模块、存储与解析模块及主控模块；转换模块

用于将信号接收模块接收到的信息转换为数字信号；存储与解析模块用于将数字信号进行

存储并解析信息中的接收方标识、信息发送时间和发送频率；主控模块用于对信息发送时

间不是立即转发的信息进行编码，并按照信息转发时间将信息转发至信号接收模块。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天线模块包括用于短波接收和发射的便携式双极天线，用于超短

波接收和发射的中馈超短波鞭天线。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信号接收模块还包括信号接收控制模块，用于控制短波模块和超

短波模块进行同时收听和分时发射。

[0016] 进一步地，电源模块具有薄膜太阳能辅助供电功能。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电源模块还包括管理模块，用于对电源充供电进行配置。

[0018] 进一步地，还包括箱体，作为装置的外包装。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包括减震机架。减震机架安装于箱体内部四壁，在顶部和底部

通过橡胶阻尼块与箱体连接，装置安装在机架上，通过螺栓连接。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还包括温控模块。温控模块用于调节箱体内的温度与湿度。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1为本发明的转发方法流程图

[0022] 附图2为转发装置外观结构与组成图

[0023] 附图3为本发明装置部署图

[0024] 附图4为本发明综合互联转换与发送组件功能原理图

[0025] 附图5为本发明主控软件组成图

[0026] 附图6为本发明小型综合电源组成原理图

[0027] 附图7为本发明自毁模块组成原理图

[0028] 附图8为本发明承载箱体组成图

[0029] 附图9为本发明温控算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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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1、一种基于无线信道的信息转发方法，采用并行的方式同时获取短波和超短波两

个无线信道的信号，按照编码规则对信息进行解析后进行分类存储，并按转发要求对存储

的数据进行重新标识，核对密级字节信息决定是否进行压缩和加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加

载设备标签转换成新的待转发信息，发送至发送模块，按信息中的时间编码要求立即或定

时发送，转发方法流程见附图1。具体步骤如下：

[0032] 1)信号接收模块1检测到的短波或超短波信道信号经过采集后，进行信号识别，确

认为我方可识别信号后转换为数据帧并临时存储；

[0033] 2)互联转换与发送模块2通过分解数据帧，按照信息编码规则来获得该数据帧对

应的数据匹配类型；

[0034] 3)主控模块23通过数据匹配类型的查找，按照该类型规则对数据帧的信息内容长

度、发送方、接收方、密级、转发方式和转发时间等特征进行分解；

[0035] 4)将分解后的待转发信息存储在存储与读取模块22的存储区域内；

[0036] 5)以转发方式为关键转发规则，如果为立即转发方式则对待转发消息原文立即转

发；如果为定时转发，则分别按照短波、超短波和短波+超短波类型对待转发信息按照预置

的信息编码标准进行编码，其中预置信息编码标准为通用编码标准或战时特殊编码标准。

通过重新编码的消息结构可以适应不同的发射方式；

[0037] 6)分解转发方式中的发射频率、发射次数和定/跳频编码，存储到转换模块21的接

口单元；

[0038] 7)如果消息中有密级特征字节，则按要求通过主控模块23对需要暂储且有加密需

求的待转发信息进行初级加密，并加载该转发装置标识码；

[0039] 8)主控模块23重新整合存储与读取模块22中的消息数据帧，按照编码规则要求对

待转发内容、发送方、接收方、密级和转发方式进行重新整合，按照转发时间要求按时发送

至转换模块21形成待发送队列。

[0040] 2、一种基于无线信道的信息转发装置，包括：信号接收模块1，互联转换与发送模

块2、电源模块3和箱体4，外观结构与组成见附图2，原理框图见附图3。

[0041] 该转发装置独立部署在野外环境，可直接作为通信中继转发，也可以构成多个转

发基站星形网络配置实现应急区域的扩展，安装简单快速，无人化值守，可提高恶劣地域和

全天候条件下的无线通信互通能力。转发装置以箱体4作为承载，采用减震机架41安装于箱

体内部四壁，在顶部和底部通过橡胶阻尼块与箱体连接，信号接收模块1、互联转换与发送

模块2和电源模块3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安装在减震机架41上，箱体4还配备温控模块42，用于

调节箱体内的温度与湿度，保证模块的正常工作。装置部署见附图4。

[0042] 所述信号接收模块1，用于接收信息发送方的信息及向信息接收方发送信息，包括

短波模块11、超短波模块12、天线模块13和信号接收控制模块14；天线模块13、短波模块11

和超短波模块12，用于接收和发射覆盖地域内预置频段的短波及超短波信号，其中天线模

块13包括用于短波接收和发射的便携式双极天线，用于超短波接收和发射的中馈超短波鞭

天线；短波模块11采用跳频、自动优化选频和低速抗干扰传输模式，可低速、稳定、远距离的

传输数据量较小的信息；超短波模块12采用跳频、自动优化选频和高速抗干扰传输模式，可

告诉、稳定、近距离的传输数据量较大的信息；信号接收控制模块14用于控制短波模块和超

短波模块进行同时守听和分时发射，协调转发装置的接收和发射控制策略，提高信号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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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发射成功率。原理框图见附图5。

[0043] 所述互联转换与发送模块2用于解析所接收信息的转发时间和信息接收方，包括

转换模块21、存储与解析模块22及主控模块23。转换模块21用于将信号接收模块接收到的

信息转换为数字信号，可实现与信号接收模块1之间的动态路由，支持短波超短波等链路的

路由优选，并能通过有线连接其他转发装置实现多个综合路由；存储与解析模块22用于将

数字信号进行存储，包括读写电路和存储芯片，可以按照解析方法解析信息中的接收方标

识、信息发送时间和发送频率；主控模块23用于对信息发送时间不是立即转发的信息按照

编码方法对信息进行编码，并按照信息转发时间将信息转发至信号接收模块1。原理框图见

附图6。

[0044] 所述电源模块3为各个模块和箱体提供电源供给，包括可快换锂电池组31、管理模

块32和薄膜太阳能电池33，其中可快换锂电池组31采用快速更换的锁固结构，采用24V/

25Ah的锂电池组，可实现通信传输收发比为6∶4时，转发站连续值守时间不小于48h；管理模

块32用于对电源充供电进行配置，实现直流智能管理的电压采样、电流采样和监测、维护和

保养功能，可平衡各模块的用电需求，最大限度的提高供电效率电源的优化管理，并保护电

池因过度放电导致损坏；薄膜太阳能电池33可提供野外条件下的充供电，提高可持续值守

时间。原理框图见附图7。

[0045] 所述箱体4采用高强度滚塑材料，一次成型工艺制成，外观尺寸紧凑(长宽高不大

于600×500×500mm)，箱体可防淋雨、防砂尘和防生物侵袭，并适应作战环境要求，还包括

减震机架41和温控模块42，原理框图见附图8。其中减震机架41采用铝合金标准机架，安装

于箱体内部四壁，在顶部和底部通过橡胶阻尼块与箱体连接，各个模块安装在机架上，通过

螺栓连接，满足转发装置的抗冲击振动要求；温控模块42采用温控电路和适用于全天候环

境的温控算法，根据采集的箱内温度、湿度环境参数，对箱体内的温度和湿度进行调节，温

控算法流程图见附图9。

[0046] 连接关系：天线模块13通过馈线与箱体4表面的天线接口相连，通过转接连接到信

号接收模块1，信号接收模块1通过数据接口采用6芯屏蔽线缆同互联转换与发送模块2的数

据接口相连，互联转换与发送模块2的控制接口采用4芯线缆同箱体的温控模块42相连；信

号接收模块1、互联转换与发送模块2和箱体温控模块42的电源接口均通过3芯线缆连接至

电源模块3。

[0047] 应用时该方法的转换过程如下：

[0048] 信号接收模块1在检测到有短波或超短波信道信号后，首先进行信号采集，在完成

数字转换后进行信号的识别，采用装置中存储的我方信号标识对采集到的信号头多个字节

进行匹配，如吻合则确认为我方可识别信号，进而转换成数据帧并存储到缓存中；互联转换

与发送模块2对数据帧进行分解，查找我方信息识别标志后的3位数据匹配类型标识，确认

该信息类别，如为类别1；主控模块23按照存储的类别1规则对数据帧的信息内容长度、发送

方、接收方、密级、转发方式和转发时间等特征进行分解，以上字段内容均带有相应的标识

位，取出标识位后相应的内容存储在存储与读取模块22相应的存储区域内；首先以转发方

式为关键转发规则，如转发方式内容为0，则代表立即转发方式，对待转发消息原文立即转

发，优先级最高；如转发方式内容为1则代表为定时转发方式，下一步分别按照短波、超短波

和短波+超短波类型对待转发信息按照预置的信息编码标准进行编码，其中预置信息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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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通用编码标准或应急特殊编码标准；将发射频率、发射次数和定/跳频编码等字段的

内容存储到转换模块21的接口单元；如密级字段内容为0，则为需加密要求，下一步通过主

控模块23对待转发信息进行初级加密(预置的应急加密算法)，并加载该转发装置标识码，

如密级字段内容为1，则无需进行初级加密；经过处理后的内容字段经主控模块23重新整合

后，与信息发送方、接收方、密级和转发方式进行重新组合，按转发时间发送至转换模块21

形成待发送队列，经信号接收模块1进行发射，并等待回执信息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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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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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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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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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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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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