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无处不在的无线连接技术使得消费者和企业能够实时获
取数据，从而得出很多营销、运营和设计方面的深入见解。
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 预计，到 2022 年，物联网 (IoT) 的规
模将超过 1 万亿美元，涉及到消费者、企业、医疗保健和工
业应用。随着无线连接世界的承诺逐步变成现实，对于 LTE 
这种可降低成本、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增强安全性并降低复
杂性技术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 这些都是物联网的关键要求。

物联网设备的连接选项

在快速增长过程中，物联网已经发展成为细分市场，存在多
种应用和使用情况。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固定还是移
动，低速还是高速，其适用范围都非常广泛，通常要求也不
尽相同。为了服务于这一细分市场，物联网设备制造商选择
多种授权和非授权频段的网络协议。Wi-Fi® 和 Bluetooth® 是
个人和局域网最为流行的标准，而新技术诸如 LoRaWAN® 和 
WiSUN 得到了场地和广域网的支持（图 1）。虽然每种协议
都实现了不同的特征和优势，但每种技术在功耗、覆盖范围
和成本方面都存在一些折衷。在本文中，我们把重点放在低
功耗广域网 (LPWAN) 上，特别是物联网的 LTE 连接。

LTE 对于物联网的优势

由于很多物联网设备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和使用，其中一个关
键的要求便是随时随地安全连接到互联网。为确保安全的、
无处不在的连接，设备需要采用蜂窝连接 - 不论是通过 4G 
LTE，还是之前传统的 2G 或 3G 标准。蜂窝连接可确保一定
的质量和可靠性级别，这种连接质量和可靠性是其他技术所
无法实现的。

LTE 技术由 3GPP 基于 GSM 和 UMTS 开发，已然成为蜂窝通
信标准。LTE 网络部署非常广泛，而这种技术可以为多种用
户设备提供多种数据速率，增强性能并降低成本。这种灵活
性使得 LTE 能够应对多种物联网应用，从游戏和移动计算等
高频段、高数据速率应用到智能仪表和资产跟踪等低功耗、
低数据速率的应用。随着 5G 应用的展开，当今应用 LTE 技
术的物联网设备需要向前兼容下一代的标准。

大部分物联网设备预计将用在低数据速率的应用中，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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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 LTE 技术价值的领域。这种技术常被称作移动物联网，
包括机器 LTE (LTE-M) 和窄带物联网 (NB-IoT)（图 2）。这些
技术正被部署在当前的 LTE 网络上，而 NB-IoT 部署在带内
或者较高类别 LTE 运营商的防护频带之内。移动物联网支持
低于 1 Mbps 的数据速率，最低可达 30 Kbps，使得物联网设
备制造商能够应对语音和数据核心应用。

出于多种原因，设计人员在产品中选择使用 M-IoT 连接。 
因为这种技术对于需要安全、实时设备到云端通信的任何应
用来说都是理想之选，可用于远程监控、控制和管理。M-IoT 
实现了低功耗的广域网连接，不仅可用于常见的消费类设
备，如宠物追踪器和智能手表，也能用于工业应用，如油气
计量、机器监测和工厂库存管理。它的部署范围也越来越广
泛。根据 GSMA* 报道，自 2019 年 5 月开始 100 多个 
LTE-M/NB-IoT 网络已经宣布启动或开始部署。

由于 LTE-M 和 NB-IoT 采用了半双工模式，轮流发送和接收
数据而不是实时发送和接收，因而改善了功耗性能。这些标
准也支持网络和设备通信过程中把节能模式作为一种核心特
征。因此，这些技术对于用电池供电的物联网设备来说非常
具有吸引力。除了节能之外，采用半双工构架降低了前端模
块的复杂性和成本 - 这对于“亿万”连接来说非常关键。为
对 LTE-M 和 NB-IoT 提供补充，LTE Cat-1 支持基于语音的物
联网应用，如报警面板和 ATM 机，以及可穿戴设备的流式 
音乐传输等数据速率较高但延迟较低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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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通用物联网无线通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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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对于终端用户的另一个关键优势是更为无缝的连接体验 
- 不需要密码或配对。LTE 实现的物联网设备始终连接在蜂
窝网络上，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远程配置。LTE 的安全性提供
了另一种优势。LTE 设备采用一种嵌入式 SIM 卡识别网络上
的设备，而其网络采用多种验证和加密方案。此外，蜂窝网
络提供的服务质量 (QoS) 控件可确保对加密数据实现最佳处
理，同时最大程度降低流量延迟。

增加 LTE 连接的设计注意事项

在包含 LTE 技术时，产品设计人员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重要的
注意事项。首先，必须了解设备将用在什么地方 - 是全球范
围还是地区 SKU。所需的频带覆盖范围将决定增益水平和滤
波，以及网络运营商性能要求。

另一个关键的注意事项包括设备所需的数据速率，是否支持
语音命令，或者是否需要保留传统 2G/3G 网络的向后兼容能
力。这些要素决定了将采用哪一种蜂窝调制解调器平台 
- LTE Cat-1、LTE-M、NB-IoT 或 2G/3G。电池的选择对于如何
执行连接也具有重大影响。如果不使用调节器而直接进行电
池连接（在蜂窝调制解调器平台内部或外部），则射频前端
需要运行在一个较大的电源电压范围之上。因此，电压范围
和电流消耗成为功率放大器 (PA) 选择的关键要素之一。

此外，LTE 设备认证过程也很漫长，费时费力。设备需要通
过网络运营商的认证（Verizon、AT&T 等）、3GPP 标准（全
球认证论坛 - GCF）、工业（轻量 M2M）和监管认证
（FCC、CE 等）。对于产品设计人员来说，幸运的是有一些
成熟的 LTE 模块制造商和调制解调器厂家，他们在提交产品
的同时也一并解决了这些认证问题。

最后，由于产品可能涉及多个连接标准，一款应用 LTE 的设
备不应违反与其他无线电如 GPS 和 Wi-Fi的共存要求。在一

款物联网设备的典型受限物理空间范围内，确保多种射频技
术能共存，是很有挑战性的。

设计决策

在任何物联网设备上增加 LTE 连接时，产品设计人员面临着
典型的“制造或购买”的决策。在内部创建一种解决方案可
最大程度实现灵活性，但也承担着重大风险。如果没有对于
标准规格的深入理解和射频技术的广泛体验，设计工程师可
能会犯下重大错误，浪费开发时间和资源。

在对一款 LTE 设备进行测试时通常也会出现很多共性的问
题： 覆盖范围有限、电流消耗高于预期、输出功率不足、接
收器敏感度降级，以及杂散辐射增加。这些挑战通常可以向
后追踪到射频前端部件选择、PCB 布置、天线设计、PA 匹
配和滤波。遗憾的是，即便设计在仿真阶段貌似中规中矩，
甚至工程样件阶段已经达标，但在最后仍会发生上述问题。
对于产品寿命周期较短的消费类物联网设备来说，上市时间
是一个重大的竞争优势。这也是 LTE 应用受限的一个原因所
在 - 制造迭代以优化 LTE 连接的工作费时费力。为缩短上市
时间，对于 OEM 来说，拥有完全集成的、经认证的连接方
案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Skyworks 连续开发了几代创新解决方案，在此方面拥有几十
年的经验，率先实现了物联网设备上的 LTE 无缝连接。在设
计物联网应用产品时，Skyworks 提供了成本高效的射频无线
引擎，可以解决全局波段覆盖、集成功能、电池直接连接、
网络和监管合规性等关键要求。例如，我们的 SKY680xx 系
列 LTE 通用多频段前端模块（图 3）通过与主要调制解调器
平台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和参考设计，已经为全球网络上的几
百万台物联网设备供电。

LTE-Cat-1 LTE-Cat-M1* LTE-Cat-NB1 LTE-Cat-NB2
3GPP Release Rel-9 Rel-13 Rel-13 Rel-14
峰值数据速率 DL：10 Mb/s 

UL：5 Mb/s
DL：300 kb/s 
UL：375 kb/s

DL：27 kb/s 
UL：63 kb/s

DL：120 kb/s 
UL：170 kb/s

带宽 20 MHz 1.4 MHz 180 kHz 180 kHz
典型的双工模式 全双工 FDD 半双工 FDD 半双工 FDD 半双工 FDD
典型输出功率 23 dBm 23 dBm 20 dBm 20 dBm
网络部署 带内 带内 带内 

防护频带 
独立

带内 
防护频带 

独立

*3GPP Rel-14 将峰值 DL/UL 数据速率增加到 600 kbps / 1 Mpbs

图 2. 移动物联网技术比较

*来源：GSMA，2019 年 5 月 - https://www.gsma.com/iot/mobile-iot-commercial-lau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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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works 也率先将 DIE 级别智能集成在移动物联网中，利用
多年的功率放大器设计和系统集成经验，通过先进的布置技
术开发 System-in-Package (SiP) 解决方案。SKY66430-11（图4
）是一款独特的，完全认证的多合一移动物联网解决方案，
它将整个射频前端的 Sequans 公司的 Monarch 平台集成在单
个的 8.8 x 10.8 x 0.95 mm 空间内。这一完全屏蔽的设备为那
些寻求规范设计过程并加快商业化的 OEM 提供了一种完整
的解决方案。

随着消费者希望永远连接，物联网设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激
增，移动物联网技术将变得更为流行。制造商必须对这一最
先进的无线解决方案作出应对，它简化了设计，支持多种协
议和标准。Skyworks 也提供了具体的集成解决方案，可支持
全双工蜂窝/LTE、Wi-Fi®、Bluetooth®、LoRaWAN™、Thread 和 
Zigbee®。通过多种工艺和布置技术，Skyworks 能够提供满足
物联网市场多样化、片段化需求的射频前端解决方案，实现
其随时随地连接万事万物的愿景。

欲了解有关我们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kyworks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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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kyworks 的 SKY68020-11 LTE
通用多频段前端模块

图 4. Skyworks 的 SKY66430-11 移动物联网
System-in-Package

The Design Decision
Product designers face the typical “make-or-buy” decision 
when looking to add LTE connectivity to any IoT device.  
Creating a solution in-house offers the most flexibility but 
also carries significant risk. Without a st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ndard specifications and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RF, design engineers can make critical mistakes, wasting 
development time and resources.  

There are also a number of common issues that often 
emerge when testing an LTE device: limited range, higher 
than expected current consumption, insufficient output 
power, degraded receiver sensitivity, and increased spurious 
emissions.  These challenges can typically be traced back to 
the RF front-end component selection, PCB layout, antenna 
design, and PA matching and filtering.  Unfortunately, this 
happens even when the design looks good in simulation, or 
even as an engineering prototype.  For consumer IoT devices 
with short product lifecycles, time-to-market is a hug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LTE 
adoption has been limited to date – manufacturing iterations 
to optimize LTE connectivity is time and cost intensive.  
To expedite time-to-market,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OEMs to have a fully-integrated, certified 
connectivity solution. 

With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over successive technology generations, Skyworks 
is a leader in enabling seamless LTE connectivity for IoT 
devices.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designing products with 
IoT applications in mind, Skyworks offers cost effective RF 
wireless engines that address key requirements including 
global band coverage, integrated functionality, direct battery 
connectivity, and network 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  Our 
SKY680xx series of LTE universal multi-band front-end 
modules (Figure 3) for example, are already powering millions 
of IoT devices on networks worldwide through collaboration 
and reference designs with major modem platform vendors.  

Skyworks is also pioneering DIE level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into Mobile IoT, leveraging years of power amplifier design 
and system engineering experience with advanced packaging 
techniques to develop system-in-package (SiP) solutions.  
The SKY66430-11 (Figure 4) is a unique, fully certified all-in-
one Mobile IoT solution that integrates Sequans’ Monarch 
platform with the entire RF front-end within a single             

8.8 x 10.8 x 0.95 mm package. This fully shielded device 
provides a complete solution for OEMs looking to streamline 
the design process and expedite commercialization. 

With consumers expecting always-on connectivity and IoT 
devices proliferating across the globe, Mobile IoT technology 
will become more prevalent.  Manufacturers must be ready 
to respond with the most advanced wireless solutions that 
simplify design and support multiple protocols and standards.  
Skyworks also offers both discrete and integrated solutions 
supporting full-duplex cellular/LTE, Wi-Fi®, Bluetooth®, 
LoRaWAN™, Thread, and Zigbe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a 
full suite of process and packaging technologies, Skyworks is 
able to offer RF front-end solutions to meet the diverse and 
fragmented needs of the IoT market, fulfilling its vision of 
Connecting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All the Time.

*Source GSMA May 2019 - https://www.gsma.com/iot/mobile-
iot-commercial-lau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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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kyworks’ SKY68020-11 LTE  
Universal Multi-Band Front-end Module

Figure 4. Skyworks’ SKY66430-11 Mobile IoT  

System-in-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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