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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产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万物互联的时代正式到来。为了在物联网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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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获得更多利益，国内外运营商纷纷着力从传统的管道提供商向端到端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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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服务提供商转型，物联网模组是端到端方案中的重要一环，是物联网终端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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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载体。将对物联网模组进行简要介绍，分析物联网模组的技术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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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并对中国联通物联网模组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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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oT，the era of Internet of everything is coming. In order to get more benefits in the IoT industry，
more and more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munication operators begin to focu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pipeline provider to end-to-end solution provider.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end-to-end scheme，IoT module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oT terminal and the IoT network. I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IoT module，analyzes th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trends
of the IoT module，then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Unicom’
s IoT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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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物

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预计到 2020 年全球联网

终端连接网络的载体。图 1 为物联网模组的功能架

构，主要包括天线接口、主功能模块、功能接口 3 个部
分。物联网模组各功能模块的主要作用为：

a）主功能模块：包括基带处理器、射频模块及电

设备数量将达到 260 亿个，物联网市场规模达到 1.9 万

源管理模块。基带处理器负责基带信号处理和协议处

亿美元。智慧交通、智能制造、智慧家庭、智慧医疗等

理，主要功能为基带编解码、语音编码等。射频模块主

新兴市场的开启，宣告着物联网产业正从碎片化、孤

要功能为接收信号和发送信号，负责射频收发、频率合

立化应用为主的起步阶段迈入“重点聚焦、跨界融合、

成、功率放大，起到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作用。电源管理

集成创新”的新阶段，数以百亿计的新设备将接入网

模块主要负责给基带处理器和射频收发器分配相应的

络，万物互联的时代真正到来。伴随着物联网产业的

电源。

大发展，作为物联网终端与网络的连接纽带，物联网
模组也进入了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时代。

1 物联网模组概述
物联网模组是行业终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业
——————————
收稿日期：2017-07-16

b）天线接口：物联网模组通过射频天线接口为终

端提供连接射频天线的接口，模块最多可包含主集、分
集和 GPS 3 个射频天线接口。

c）功能接口：物联网模组通过一系列 PIN 脚（或者

SMT 方式）与终端主板连接，提供各种信号的输入输

出。主要对外接口包括 USIM 接口、UART 串口、USB、
音频、状态指示、GPIO、电源等。

邮电设计技术/2017/09

19

本期关注 刘 洋，孙金琛，胡 云
Monthly Focus 物联网模组技术及产业发展综述

天线
接口

主天线接口

分集天线接口

基带处理器

电源
接口

状态
指示

图1

UART
接口

USB
接口

USIM
接口

IoT、2G、EC-GSM 为代表。本文从适用业务特征、技术
性能、模组成本、适用场景等不同角度对不同接入技术
……

总是要追求高速率高带宽的方式，70%的物联网连接

物联网模组功能架构

对数据速率的要求低于 100 kbit/s；同时，大部分物联

网模组的工作环境不具备频繁充电条件，因此对低功
耗需求强烈。由此，伴随着巨大市场空间的推动和海

2.1 多样化应用催生丰富的接入技术
物联网是一个多行业多应用的产业，不同行业应
表1
接入技术
3G HSPA+
4G cat1
eMTC
3G HSPA
NB-IoT
GSM

速率较高，
时延低
移动性要求高
对功耗不敏感
低功耗、低成本
移动性低
对速率和时延不敏感

量连接的需求，全球范围内低功耗广域网连接技术
（LPWAN）出现爆发式增长。目前全球范围内，面向物

不同物联网接入技术对比

适用业务特征
速率高，流量大
移动性要求高
对成本和功耗不敏感

进行对比（见表 1）。

事实上，物与物的通信并不像人与人的通信那样

2 物联网模组技术发展趋势

4G

按照接入速率的高、中、低对接入技术进行划分，高速
括 3G HSPA、4G cat1 和 eMTC，低速率接入技术以 NB-

内存

电源管理模块
功能
接口

求不同，因而催生了丰富的无线蜂窝接入技术。通常
率接入技术包括 4G 和 3G HSPA+，中速率接入技术包

GNSS 模块

射频模块
主功能
模块

GNSS 天线接口

用业务特征呈现差异化，对接入速率、时延、QoS 等需

技术对比

应用场景

峰值速率 150~300 Mbit/s，
模组成本 150~300 元

车联网、电子广告牌、工业
路由/网关、智慧医疗等

峰值速率 42 Mbit/s，
模组成本 100~150 元

峰值速率 10 Mbit/s，
支持移动性和语音，现网支持，模组成本 100~150 元

峰值速率 1 Mbit/s，支持移动性和语音，现网软件升级即可支持，低功耗，覆盖 POS、可 穿 戴 设 备 、共 享 单
车、智慧家庭等
深，
模组成本 100~150 元（有下降空间）
峰值速率 14.4 Mbit/s，
支持移动性和语音，产业链成熟，模组成本 100~130 元

峰值速率低于 100 kbit/s，功耗低、覆盖能力强，目前不支持切换，模组成本 60~ 智能抄表、智慧城市、智慧
80 元（目标 30~35 元）
农业、资产跟踪、智能停车
等
峰值速率 100~300 kbit/s，
功耗高，
成本可低于 20 元

联网的 LPWAN 技术可分为 2 类：一是授权频段的广域

甚至 28 nm 制造工艺，以缩小芯片尺寸。从物联网模

等为代表；另一类是非授权频段的广域网技术，包括

以通过减少模组支持的通信制式和工作频段等，减少

网技术，以 3GPP 定义的 NB-IoT、LTE 演进技术 eMTC

LoRa、PRMA、Sigfox 等技术。本文对几种 LPWAN 技术

组设计集成角度，对于网络条件明确的应用场景，可
表2

进行了对比（见表 2）。

2.2 灵活应用促进模组小型化、高集成化、规范化
随着物联网连接呈爆发式增长，智能手环等可穿
戴应用场景成为物联网应用的重要场景之一，该类场
景要求物联网模组便携化、轻量化和小型化，使得用
户在使用该类设备时毫无束缚感。为实现物联网模
组尺寸小型化，从芯片技术角度，芯片技术向高度集
成化发展，单芯片解决方案（SOC）成为重要发展趋势，
该类芯片集成了 MCU、基带处理器、射频模块、电源管
理模块、内存、射频前端器件（功率放大器、滤波器
等），甚至将 SIM 卡嵌入芯片，以最大程度实现芯片的
高集成度，从而缩小物联网模组尺寸；另一方面，从制
造工艺的角度，各芯片厂家纷纷采用 40 nm 制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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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LPWA 接入技术对比
NB-IoT

LoRa

200 kHz

7.8~500 kHz

网络部署

164 dB（提升 20 dB+）

与现有蜂窝基站复用

157 dB（+13 dB）

移动性
电池寿命

信道带宽
峰值速率
覆盖 MCL

模组成本

<200 kbit/s

Sigfox

100 Hz

几百 kbit/s

600 bit/s

独立建网

独立建网

低速或静止

低速或静止

低速或静止

>10 年

>10 年

20 年

146 dB

4~5 元（预计），未来有望 4 元（2015），预 1 元（终 端 芯
达到 2 元以内
计 2 元（目前） 片，
BB+RF）

授权频段 GUL 牌照波段，
无牌照波段，用户认证鉴权由
频谱安全性 有基于成熟的核心网认
应用层完成，
安全性低
证鉴权机制，
安全性高
干扰可控性

有网络规划，
干扰可控

无牌照波段，
安全性低

适应业务类
低速、低时延、安全性要求不
低速、低时延特征业务
型
高特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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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射频器件数量，从而缩小通信模组尺寸；同时，可

纷纷布局 NB-IoT 产业链，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开通

组尺寸。

外模组、芯片厂商也纷纷发力，加速开展 NB-IoT 相关

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功能接口，减少 pin 脚数量，缩小模
另一方面，为降低物联网终端开发门槛，促进物联
网应用蓬勃发展，物联网模组规范化成为技术发展趋
势之一。物联网模组规范化要求物联网通信模组的尺
寸标准化，提供标准化的硬件接口，引脚位置和功能标

准化，且支持 PintoPin 向下兼容，从而使得终端开发与
模组对接不再受尺寸、管脚等因素限制，降低终端开发
难度，使得更换模组可选择性加大，减少重复开发工作
量大，最终带来终端成本的降低，促进行业发展。

2.3 广泛部署促使 eSIM 技术应运而生
目前移动通信系统主要使用 2FF-4FF 等尺寸的
可插拔式 SIM 卡，随着技术发展，很多物联网应用场景
对智能卡提出了更高要求：恶劣的应用环境要求物联
网智能卡有更高的物理电气特性（如环境温度、湿度
等）能力；
读写操作更加频繁要求物联网智能卡有更长
的使用寿命和更高的可靠性；大幅颠簸场景要求物联
网智能卡的物理连接触点更加可靠和更耐磨损；某些
应用场景要求物联网智能卡能够远程配置、远程激活、
空中更换用户身份。因此，eSIM 技术应运而生，以更
有效地管理物联网订购、更灵活有效地进行物联网终
端配置，特别是满足一些应用场景和使用环境下对终
端尺寸、价格和物理/电气特性等所提出的特殊要求。
现有 eSIM 解决方案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嵌入式
SIM 和软件 SIM。嵌入式 SIM 卡在物联网模组中仍有
硬件实体，但可通过远程读写实现对 SIM 卡的激活、去
激活、变更、迁移等生命周期管理。软件 SIM 在物联网
终端、模组和芯片中不再保留硬件实体，SIM 卡相关信
息以软件形式存储于模组或芯片中（例如：在应用处理
器（AP）上构筑一个与移动终端操作系统并行且隔离
的可信执行环境（TEE），将 SIM 模组——硬件信任根
内置于该可信执行环境），并可通过远程读写实现对
SIM 卡的激活、去激活、变更、迁移等生命周期管理。

3 物联网模组产业链发展
物联网模组厂家众多，各厂家规模、技术水平、发

展重点不一。对于传统的 2G、3G、4G 模组产品，各厂

家根据各自业务发展重点和市场需求，基于不同接入

技术（2G、3G、4G）、硬件要求、接口要求、软件要求、功

耗要求、成本要求、性能要求（消费级、工业级、车规级）
的各类模组，本文不再详述。随着国内外各大运营商

NB-IoT 技术试点、着力构建 NB-IoT 产业生态等，国内
产品开发。

芯 片 方 面 ，华 为 海 思 已 商 用 NB- IoT 单 模 单 频

（698~960 MHz）芯片 boudica120，高通公司也已商用

GSM/eMTC/NB-IoT 三模多频（支持 band1、3、5、8 等）芯
片 MDM9206，其他芯片厂商，如中兴微电子、紫光展
锐、MTK、sequans 等也计划于 2017 年下半年推出 NB-

IoT 单模或 NB-IoT/eMTC/GSM 商用芯片。图 3 为 NB
和 eMTC 芯片的产业链情况。

随着 NB-IoT 商用芯片以及开发板级芯片推出，国

内外各模组厂商也聚焦 NB-IoT 的模组研发，上海移
远、利尔达、U-blox 基于华为海思的 boudica120 推出了

第一批商用 NB-IoT 模组；芯讯通、上海移远、深圳有
方、龙尚科技均推出基于高通 MDM9206 的商用 NB-

IoT/eMTC/GSM 多模多频模组。随着更多 NB-IoT 商用
芯片的推出，NB 终端产业链也会迎来更多更丰富的模
组产品，模组成本也会进一步下降。

4 中国联通物联网模组发展建议
未来物联网连接发展呈现 2 个分支，一个分支以

高速率、高性能为特点，从现有的 3G HSPA+、4G 向
4G+、5G 发展，典型应用场景为车联网；另一个发展分
支为 LPWA，以低速率、低成本、低功耗、大连接为特

点，典型应用场景为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慧工业
等。建议中国联通一方面，基于 3G 积累的车联网用户

优势，大力发展基于 4G、4G+的高速率、高性能的智能
化物联网模组，并积极开展 5G、LTE-V 相关研究；另一
方面，积极推进新技术的应用，着力推动满足网络需求

的 NB-IoT 和 eMTC 模组产品发展，培育业务试点，通
过扩大连接数积极抢占 LPWA 市场先机。图 2 示出的
是物联网模组发展趋势。

4.1 积极推进NB和eMTC技术发展，
促进2G模组转网
由于 2G 模组的成本优势，现有大部分物联网连接
仍承载在 2G 网络上，随着网络技术发展，2G 网络将逐
渐退出运营，因此，建议积极推动 NB 和 eMTC 技术发
展，促进 2G 向 NB 或 eMTC 转网。对于移动性要求不
高的非语音业务场景，促进 2G 向 NB-IoT 转网；对于移
动性要求高的场景或有语音业务的场景，促进其向 3G
或 catM 转网。
4.2 做优网络质量，
保持并扩大 3G、
4G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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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场景：
V2X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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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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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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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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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cat4
高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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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率
低
速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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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LTE-A

备

主要应用场景：智能抄表、智慧城市、
智慧农业、资产跟踪、智能停车等

图2

主要应用场景：POS、可穿戴设
备、共享单车、智慧家庭等

主要应用场景：车联网、电子广告
牌、工业路由/网关、智慧医疗等

物联网模组发展趋势

中国联通 3G 网络质量优势明显，且积累了一定的

业务优势，特别是在车联网领域，而 cat1 性能与 3G 网
络基本相当，因此不建议大规模发展 cat1 技术，建议保

持 3G 网络质量优势，并积极推动 3G 模组成本下降，以

行业用户需求，实现对 SIM 卡资源的高效管理。另一
方面，建议抢占 5G 先机，积极在车联网（V2X）等重点

应用场景开展 5G 模组相关技术研究和相关产品开发。

巩固和扩大 3G 业务优势。另一方面，建议积极提升

5 结束语

低到与 3G 相当，以扩大 4G 连接数；同时，推动支持

到端解决方案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对物联网模组进行

等领域的高性能车规级、工规级 4G 模组发展。

了物联网模组和芯片产业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基于

4G 网络质量，打造精品 4G 网络，促进 4G 模组成本降
VOLTE 的 4G 模组发展和应用于车联网、工业路由器

4.3 积极发展低成本和多模模组，
做大连接数
物联网终端部署呈规模化发展，高成本终端使得
部署成本大大提升。因此，建议中国联通规划发展同
时支持 band3 和 band8 双频的低成本 NB-IoT 模组，通
过模组定制化、规范化和模组补贴等方式将该类模组
成本降低至 5 美元以下，以扩大连接数，占领行业发展
先机。另一方面，对于共享单车、资产跟踪、智能行李
箱等移动性应用场景，由于 R13 版本 NB 仅支持重选，
不支持连接态的切换，终端在跨小区移动过程中可能
发生掉线，且网络部署初期，主要面向城市和业务热点
区域进行连续覆盖，郊区、乡村等可能存在覆盖空洞，
终端移动过程中可能发生脱网，因此，建议规划发展
2G/NB/eMTC 多模终端，以保证该类业务场景的业务
连续性，同时亦可保证 2G 物联网终端向 NB-IoT 或
eMTC 的平滑过渡。
4.4 推进新技术引入，
占领市场先机
智能穿戴是未来物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应用场
景，该类场景要求终端具备便携性、轻量化，因此建议
基于 SOC 芯片规划发展面向可穿戴应用场景的小尺
寸模组，硬件方面集成 MCU，支持二次开发并能够提
供丰富的外设接口。同时，建议积极推动 eSIM，前期
可采用 eUICC（嵌入式 SIM 卡，远程读写对其进行管
理），占领市场先机，满足需要模组工作于特殊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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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模组是物联网终端接入网络的载体，是端
了简要介绍，阐述了物联网模组的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联通的业务发展需求和网络发展规划，对中国联
通物联网模组发展提出了建议。希望中国联通能够在
万物互联的时代披荆斩棘，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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