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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IoT，

用蜂窝通信技术助力物联网发展

物联网高速发展，NB-IoT成为重要一环。

如今，物联网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基于大数据分析、

新一代物联网传输等核心技术，构建“大连接”的物联数

据网络，帮助政府、企业、家庭实现对终端设备数据的全

面采集、传输与分析。新一代窄带物联网(NB-IoT)，正是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市场研究机构Berg Insight在2018年10月的报告中

表示，蜂窝物联网设备的出货量预计将以每年23.2%的复

合增长率增长，到2023年，其连接量将会达到11亿部。

有效承载物联网爆发式增长，NB-IoT提供网络层标

准化选择。

随着以上预估的爆发式发展的市场潜力一步步变为

现实，传统的局域网、蜂窝网络已然不具备承载能力。绝

大多数物联网连接需要更加高效的速度、无处不在的覆

盖、安全可靠的低功耗广域网（LPWAN）技术。

而NB-IoT正是基于蜂窝通信技术，深度适配物联网

大连接的需求，是能承载物联网爆发式增长的具有广覆

盖、可靠可信、大连接、全球通用的低功耗广域网。

其中，标准化是NB-IoT作为物联网网络层技术最重

要的要素。3GPP定义、全球运营商通用的标准，有利于

突破物联网接入的瓶颈，降低物联网接入的技术门槛和成

本，而这个要素也决定了物联网爆发增长的进度和潜力。

NB-IoT技术的蜂窝物联网基因和物联网深度适配的

优势不仅让电信运营商期望借助于它来实现海量物联网

终端的接入，也让多样化的物联网有了更加符合需求的网

络层解决方案。

物联网应用碎片化，利尔达提供标准化和差异化解决

方案。

而物联网应用层的碎片化，却与越标准越容易发展的

市场发展规律不符。因而网络的标准化与应用等碎片化如

何有机结合，成为了物联网能够全面开花、爆发式发展的

前提。

目前终端应用厂商获取物联网相关技术相对分散，微

控制器、网络通信模组、传感器、IoT平台等均有单独的技

术提供方，而这些技术本身也正在向技术标准化方向发

展，并不能充分匹配各种不同应用的技术特性需求，从而

增加了创新性物联网应用的产品化难度。

利尔达蜂窝物联网团队针对以上标准化与差异化的

供需矛盾，结合自有能力和资源，打通上下游资源，为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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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行业应用碎片化、个性化需求提供既标准化又差异化的

NB-IoT解决方案。物联网应用厂商既享受标准化带来的

便利，又享受差异化带来的灵活，使得各种应用终端物联

网化简单了，成本低了，灵活度大了。

标准化，蜂窝物联网团队结合NB-IoT芯片资源、各

类物联网应用需求、应用开发易用性等多方面内容，定义

全系列兼容标准封装、行业标准化AT指令集等。除增强各

类物联网应用开发简易性外，物联网终端的通用性也大大

加强。同时，也基于NB-IoT提供通用性MCU标准化软件

参考例程，降低NB-IoT前期开发成本和难度。

差异化，蜂窝物联网团队结合各类物联网终端的差异

化需求，投入重要研发力量进行了NB-IoT能力差异化方

案研发。

与海思合作，展开大量研发和验证工作，推出全球首

款基于海思 芯片平台宽电压NB-IoT模组，可以降低

NB-IoT模组对物联网终端电池的放电特性要求，从而可

以有效地降低物联网终端电池成本。

向海思提出大量OpenMCU需求和建议，同时结合

利尔达应用开发经验，投入大量研发工作，对NB-IoT芯

片的片上资源进行优化和封装，推出海思平台最完善易用

的OpenMCU解决方案。各类物联网应用终端可以高效

利用NB-IoT片上资源进行应用开发，减少甚至替代物联

网终端上的通用性MCU。从而降低物联网终端相应成

本、空间和货期等关键因素。

蜂窝物联网团队希望借助以上标准化和差异化解决

方案，有效缓解物联网发展的瓶颈，助力更多更广泛的物

联网应用的开发和商用，促进物联网蓬勃发展。

立足NB-IoT，面向5G。

3GPP定义了5G的三大应用场景eMBB（大流量移

动宽带业务—高速网络）、mMTC（大规模物联网业务—

低功耗广域网）、URLLC（低延时、高可靠网络—智能网

络）。作为5G重要的应用场景，mMTC为物联网应用提供

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作为5G的前奏和基础，NB-IoT的演进更加重要，例

如支 持 组 播、连 续 移动 性、新 的功率 等级等 等，只有

NB-IoT的基础建设完整，5G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利尔达蜂窝物联网只有立足NB-IoT，更大地发挥标

准化和差异化解决方案的价值，才能更加从容和自信地面

向5G，助力物联网的全面发展。

一个平台两张网，

实现物联网设备无缝连接

众所周知，物联网无线通信技术按照通信距离的长短

可以划分为低功耗广域网（Low-Power Wide-Area 

Network，LPWAN）和局域网技术两大类，其中低功耗

广域网以NB-IoT技术和LoRaWAN技术为代表；而局域

网技术则以WIFI、Zigbee和Bluetooth为典型。

NB-IoT技术与LoRa技术之争，毫无疑问是2018年

度LPWAN领域，甚至是整个物联网行业议论最多的话题

之一。NB-IoT技术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电信、移动

和联通三大运营商的大

力 推 动 ，大 有 鲸 吞

LPWAN市场的态势。

而LoRa技术则凭借其

开放灵活，完全以市场

为主导的特 色，走出了

一条和NB-IoT完全不

同的道路，使得LoRa在

逆势中实现稳步增长，

并不断对传统产业实现

边际和渐进式创新，从

而促进整个LoRa生态

的不断完善和增长。

2018年11月29日在浙江衢州召开的第三届中国

LoRa物联网国际峰会上，Semtech中国区销售副总裁黄

旭东透露，全球已部署了5000万的LoRa终端节点，而

2018年LoRa芯片的出货量预计有数千万，中国市场

LoRa芯片出货量占据全球一半以上，这些数据都展现出

国内市场对LoRa的信心。谷歌、阿里、腾讯、京东四家互

联网巨头均以最高级别会员的身份加入LoRa联盟；铁塔

公司、中国联通以及多地广电公司也开始针对LoRa产业

进行布局。这些有影响力的公司及组织的加入，进一步促

进了LoRa在各行业应用的落地。 

利尔达作为国内最早参与开发和推广LoRa产品和行

业的方案解决商，也是国内最大的LoRa模组及产品出货

商，也非常荣幸被邀请参加了第三届中国LoRa物联网国

际峰会，并荣获“CLAA模组钻石合作伙伴”的称号。在会

上，利尔达科技集团副总裁陈凯作了“十年沉淀，助力

LoRa应用快速落地”主题演讲，分享了利尔达在物联网

领域的定位以及LoRa相关产品和应用。



1、实时的资料趋势显示——把撷取的资料立即显示

在屏幕上；

2、自动记录资料——自动将资料储存至数据库中，

以便日后查看；

3、历史资料趋势显示——把数据库中的资料作可视

化的呈现；

4、图形接口控制——操作者能够透过图形接口直接

控制机台等装置。

嵌入式HMI产品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硬件部分

包括处理器、显示单元、输入单元、通讯接口、数据存储单

元等。其中重要的两部分：第一，嵌入式处理器CPU/G-

PU，它的性能直接决定了嵌入式HMI产品的性能高低，是

HMI的核心单元；第二，显示交互单元，当前使用较多是

液晶屏和触摸交互，在液晶上显示多彩的图形界面，利用

电阻触摸/电容触摸/红外触摸等来实现操作和信息输入，

从而更好地实现人机交互。软件部分包括嵌入在硬件中的

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而嵌入式操作系统目前最为流行的

是Linux和Android；应用软件（APP）可以根据具体的应

用去设计，这样可以更加友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利尔达物联网嵌入式应用EA

部分设计了基于工业一体机的ARM工业HMI产品。我们

采用工业级电子元器件，核心单元使用ARM系列嵌入式

CPU/GPU，大容量的存储，从而实现了高性能的硬件平

台；我们采用高分辨率的全彩工业级液晶显示屏，多点触

摸的电容式触摸面板；软件上，我们移植嵌入式Linux操

作系统，利用Linux+QT和Android的系统显示，使得产品

显示更加完美，应用更加广泛。

利尔达嵌入式工业HMI一体机的优势有：

1.嵌入式工业级ARM微处理器芯片，性价比高，使用

和供货都更加稳定；

2.可以兼容多种嵌入式操作系统，Linux和Android

可以根据需求搭配；

3.工业级高清液晶显示屏，可以展示更加绚丽多彩的

图像，工作温度更宽；

4.多点式电容触摸，可以实现友好的人机交互；

5.一体机装置更加小型化，设计更加紧凑，更利于客

户的装配；

6.可靠性要求高，在电气功能满足可靠性设计基础

上，要仔细考虑散热设计、电磁兼容设计。

嵌入式HMI的应用方向也越来广泛，例如：电信部

门、银行等机构（营业点内进行业务查询、服务业务推

广）；政府机关单位（公共信息发布、政府公开、教学运

用）；餐饮业、娱乐KTV、工业、物流（点餐机、POS收银

机、业务查询、办公自动化）；购物中心（导购、商户和产

品查询、广告推广、POS收银机）；旗舰店、专卖店、4S

店、连锁店、零售店（POS收银机、新品推荐、产品展

示）；公司接待室或会议室（公司介绍、展品展示、广告推

广、办公自动化）；展厅会场设计公司（活动会场布置）；电

影院（电影预告和片花欣赏）；房地产售楼大厅、连锁房地

产中介橱窗（户型和景观效果展示）；写字楼和公寓大厅

（广告投放）。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嵌入式HMI产品在功能上的

高、中、低划分将越来越不明显，HMI的功能将越来越丰

富；彩色显示屏的HMI产品将越来越普及，屏的寿命也将

更长。利尔达嵌入式HMI产品就是在满足了市场形势的情

况下，以ARM嵌入式CPU/GPU为硬件平台的高端产品，

因为这种高端的产品在处理器速度、存储容量、通讯接口

种类和数量、组网能力、软件资源共享上都有较大的优

势，是未来HMI产品的发展方向。我们相信利尔达的嵌入

式HMI产品将引领时代潮流，在物联网行业发挥出自己强

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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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物联网应用必然是多种无线通信技术的融

合，只有发挥各种无线通信技术的优势，才能满足物联网

行业多样性、差异化、高度定制化的需求。因此，在大力投

入LoRa广域网解决产品和方案的同时，利尔达也大力投

入局域网新技术：蓝牙Mesh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蓝牙

Mesh技术凭借其自身开放性好、互联互通性强、性价比

高等优势，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智能音箱作为家庭网关入口

的最佳拍档；与此同时，蓝牙Mesh技术的网状网络、数据

接力、手机直连等特点也驱使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产品加

入到其阵营中来。经过一年与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持续开发、测试，利尔达的SIG Mesh模组和解决方案开

始大批量应用于智能照明、插座、开关面板等应用领域，

用户可以通过阿里智能音箱产品——天猫精灵，对灯、插

座和开关面板进行控制，为智能家居场景提供了全新的解

决思路和方案。

未来的Unicore连接管理平台，不但能支持LPWAN

的设备接入，还能够支持蓝牙Mesh等局域网设备的接

入，真正做到一个平台+两张网络(广域网和局域网)的融

合，无缝连接，助力更多智能场景的落地和实施。与此同

时，利尔达还针对物联网行业痛点——各种智能化场景下

的出方案难、信号覆盖测试难、智能设备施工难、智能化

售后难等行业痛点，推出一条龙解决方案，让物联网、智

能化、智慧化真正落地生根。

嵌入式HMI为物联网助力

物联网概念的问世，打破了之前的传统思维。过去的

思路一直是将物理基础设施和IT基础设施分开，一方面是

机场、公路、建筑物，另一方面是数据中心、个人电脑、宽

带成为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在此意义上，基础设施组成了

一个新的地球。

在物联网时代，嵌入式HMI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HMI是系统和用户之间进行交互和信息交换的媒介，它实

现了信息内部形式与人类可接受形式之间的转换。凡参与

人机信息交流的领域都存在着人机界面。

一般而言，嵌入式HMI系统必须有几项基本的能力：

2019年，利尔达将在原有LoRa模组、网关的基础上，推出可以本地化私有部署的物联网连接管理云平台— —

Unicore，以应对中小企业、智慧工厂、智慧园区等客户的小体量、定制化服务需求。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无线物联网平台

Mongodb数据库Redis缓存

消息队列

自主LoRaWAN网关

标准LoRaWAN网关

蓝牙网关

Mesh网关

网关服务

应用服务器

服务集群

消息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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