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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行业最近几年运营情况不是很好，但是，
广电行业将乘智慧广电的东风崛起。特别是
在智慧广电物联网方面。

广电行业将在2019年完成全国的网络整
合，形成全国一张网。2019年3月21日，
中国广电、中信国安和阿里签订协议，
为广电整合提供资金等支持。

政府赋能，物联网是智慧广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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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电整合提供资金等支持。
广电得到5G牌照，成为第四大运营商。
广电总局加持， 2018年11月22日广电

的贵阳会议上的信息，将在3-5年内，广
电要完成智慧广电的部署。

智慧广电的基础是智慧广电物联网，这
将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和市场基础。
这将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物联网的三要素，通信+时间+位置，事联网

通信

什么是物联网？

物联网是万物互联？不是！
物联网是感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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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位置

因此，作为物联网的基础必须
提供时间、位置和通信三要素。

但是物联网还需要：

安全+可信+共享+去中介



广电需要自己的物联网通信标准

物联网的基础是通信，对于广电来说，对物联网通信有什么需求呢？
1. 没有全国统一的频谱。电信的物联网，在全球都有一个统一的频谱来覆盖。

而广电不是。
2. 广电的频谱是用于广播电视的，因此，在使用上有要求，需要新的技术思

路来提高广电频谱的使用效率。
3. 由于频谱的原因，电信的物联网通信的频谱是单点的，而广电物联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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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频谱的原因，电信的物联网通信的频谱是单点的，而广电物联网通信
是一个段，那么在实现技术上就有差异。广电物联网通信必须在一个频段
上完成跳频，同时满足各种射频指标需求 。这些需求就带来了实现的复杂
性。需要采用软件定义的方法来解决。必须具有非常的灵活性。

4. 现有的NB-IoT. LoraWAN等技术，不能满足广电物联网的实际应用场景
的需求。只要是广电的每个频点不能使用，NB-IoT．LoraWAN等技术是
无法有效规避的，带来的就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因为，你必须换掉这个频
点上的所有的终端模块，这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



米风物联网技术思路

通信体系

认知WiFi，宽带

定位体系

TDOA+RSSI

信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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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WiFi，宽带
中带物联网
窄带物联网

超窄带物联网

TDOA+RSSI
北斗+物联网通信
RTK+物联网通信 物联网区块链



1. 协议，采用slotted Aloha技术，LoRa 采用Aloha技术。提高信道利用率。

MAC协议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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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时性。实现全双向和实时性。满足工业物联网需求。

3. 带宽上，采用窄带技术，不是简单的LoRa的扩频技术。提高灵敏度。

4. 调制上，没有采用NB-IoT的下行使用OFDMA方式，采用简单的调制方式，
从而大大降低功耗。



信标侦听过程支持 Tx 功率自适应过程。要求支持软件无线电。

RRM无线资源管理，选择合适的频谱

接收信标
存储信标
时间参数

设置
poll计时器

Trigger event
UL or p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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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
知道
频段

节省
功率

信标检测

全频段
扫描信标

最大功率
UL发射

现在功率
UL发射

新网络

新位置
yes

no

UL or poll



MiWind-W，宽带

地上

产品与技术--核心技术—MiWind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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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地下

广电频谱
物联网基站

最大传输带宽：600Mbps
最大覆盖深度：地下5米



互联网

国家CORS 地区CORS

事后用户

物联网

MiWind-TDOA，
实时精度：1米，
模块成本： ¥ 30，

MiWind-BD，

产品与技术--核心技术—授时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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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网

广域GNSS地面基准站

数据中心 MiWind
物联网络 实时用户

物联网
TDOA

实时精度：厘米级，
事后精度：毫米级，

MiWind-BD，
实时精度：10米，
模块成本： ¥ 60

MiWind-RTK，
实时精度：厘米级，
事后精度：毫米级，
模块成本： ¥ 400



调频立体声广播的基带信号理论带宽为53 kHz、
调频单声道广播的基带信号频宽为15 kHz，故
在调频广播中，53-100 kHz或15-100 kHz的
频带几乎是闲置的，因此在每个调预频道中，
可扩展出多个副信道，不仅传送多套节目，而
且还可以传送数据和其它信息，这充分利用了

如何高效利用广电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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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可以传送数据和其它信息，这充分利用了
频率资源和技术设备。

未来，物联网将是广电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由于物联网通信使用的带为100KHz，广电就
可以使用电视频道的保护边带来做物联网通信，
大大拓展了电视频道的使用范围。



产品与技术--核心技术—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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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板

定型板
开发套件

基站安装



产品与技术--核心技术—通信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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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

模块

开发板



主要特点：

 超窄带与窄带融合在一个芯片中，MiWind-P+MiWind-N。相当
于NB-IoT+SigFox。

 通信速率，从100bps，到2Mbps。满足各种通信的需求。相当于
NB-IoT+eMTC。
带宽，通道带宽，100KHz。子通道带宽，100/200/600/1000Hz，

MW2019

通信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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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宽，通道带宽，100KHz。子通道带宽，100/200/600/1000Hz，
12.5KHz。

 通信距离，20公里保证连接，2公里可以高速通信。
 灵敏度，超窄带-151dbm，窄带-132dbm。
 频谱，使用所有频谱，包括2.4GHz。
 加密，支持国标加密。
 功率，内置功率达到200mw。
 Flash，达到512K，可以满足定位软件等增值服务的需求。
 开放性，开源HDK / SDK

MW2018



•短距： BLE5.x
•长距：MiWind-P，MiWind-N
•MCU：80MHz (max) M33 core
•sub-1GHz, 230MHZ, 433-440MHz, 470-702MHz, 868MHz, 915MHz,2.4GHz
•内置 sub 1GHz PA ：23dBm max
•灵活的调制方式：BPSK, GFSK, GMSK, oQPSK (CSMA/CA)
•灵活的速率支持

MW2019

通信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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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2018

•灵活的速率支持
• 超窄带：100bps, 200bps, 600bps, 1kbps
• 窄带：12.5kbps
• 宽带：100kbps, 200kbps, 250kbps , 500kbps , 1M, 2M

•512kB flash + 64kB RAM
•加密引擎：AES128/256, SM1/2/3/4
•<2uA sleep current
•40MHz Xtal
•开源HDK / SDK
•QFN48



产品与技术--核心技术—国标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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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
椭圆加密算法。

TPM安全（可信模
块）

SM1 商密对称算法，
类似AES的加密算法。
为了实现物联网终端
可以自己进行交易，
对雨欣设置在物联网
终端的密钥进行加密
处理。

SHA-256 
（Secure Hash 
Algorithm，安全
散列算法），区块
链的 哈希长度是
256位。这些安全模块将集成在物

联网终端通信芯片中。



MiWind广电物联网云平台实施方案

应用，省平台
应用，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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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SDK

IoT接入平台
（DMP，CMP）

……
应用，省平台

应用，省平台

接入网络
省级物联网应用平台。位于省级IDC。



97个围绕主业的发明专利，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知识产权护城河，
有效保证了公司的利益。

公司核心竞争力—围绕主业的97个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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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物联（中国广电合资公司）

物联网云平台

公司核心竞争力—战略布局保证了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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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

厦门米信

传感器

成都米风感知

基站与芯片

武汉米信

溯源验真平台



竞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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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分析



MiWind物联网通信技术采用一个通信技术体系来来满足90%的物联网通信需求。
MiWind物联网通信技术的竞争对手有两个：

LoRaWAN技术。这是一个使用公共频谱的物联网通信技术。主要问题在于国
家对频谱的限制。导致不能作为一个可运营的网络来使用。

NB-IoT技术。这是电信运营商的物联网通信技术。主要的问题是成本、功耗和

物联网通信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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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IoT技术。这是电信运营商的物联网通信技术。主要的问题是成本、功耗和
传输距离。只能满足60%的物联网通信需求。

MiWind物联网通信技术与他们比较，在：成本、功耗、传输距离、实用性等方
面，有明显的优势。

在广电物联网中，我们的技术已经接纳为广电技术规范。竞争结束。



物联网通信对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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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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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3000个终端
实际1500个终端

250个终端的时候
可以产生2500个包
只能接受350个包



2018年12月，工信部再次发布了（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目录和
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中，通过技术指标来规定民用计量仪表的使用场景。
这个使用场景就是（LoRa的实际使用场景）：

1. 覆盖半径50米

行业与市场—通信对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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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覆盖半径50米
2. 单个基站（网关）智能容纳200-300个终端
3. 可以组网使用，但是，组网成本非常高（性价比极低）。因为覆盖半

径只有50米，一个平方公里需要400个基站。

这样，LoRa要覆盖武汉这样的城市，主城区大约需要60万个LoRa基站，
这是不可行的。



MiWind测试，武汉，灵敏度-148dBm，13公里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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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Wind测试，上海东方有线，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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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Wind测试，上海东方有线，1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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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物联网平台竞争，主要是运营商和BAT企业的竞争，也有一些小企业，
但是，不重要。三个阵营将占整个5000亿元市场的70%。

1. 电信运营商：中移物联+华为云 +NB-IoT，天翼物联+ 天翼云+NB-
IoT，联通物联+ 沃云+NB-IoT。

2. 广电：中广物联+金山云 +MiWind。

物联网云平台对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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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电：中广物联+金山云 +MiWind。
3. BAT：腾讯云+LoRa，阿里云+ LoRa。

其中，
1. NB-IoT是电信的物联网通信标准，由华为公司提出。华为公司拥有核心技术。
2. MiWind是广电的物联网通信标准，由米风公司提出。成都米风感知科技有限公司拥有

核心技术，拥有97个发明专利。
3. LoRa是一种非授权频谱物联网通信技术，类似WiFi。由美国升特公司提出。2019年工

信部颁布的微功率使用技术条件，极大限制了LoRa技术的使用范围。腾讯和阿里之所以
使用LoRa，是因为它们既没有频谱资源，也没有运营商牌照。



1. 公网、专网优势。广电物联网采用电视保护间隔来做物联网通信，有34个
频点可以使用。所以，广电物联网既可以做公网，也可以做专网。比如，电
力专网。

2. 行业应用优势。为了节省成本，各个行业趋向于建设自己的专网，广电物联
网可以在一个地区建设多达34个专网，并且有独立的频谱，没有干扰。这
是电信物联网不能做的，也是封杀LoraWAN的一个原由。

广电物联网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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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信物联网不能做的，也是封杀LoraWAN的一个原由。
3. 成本优势。覆盖成本是电信物联网的十分之一。在收费上低得多。
4. 市场培育成本几乎为零。电信和LoraWAN、NB-IoT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和成本做市场培育，广电几乎可以节省。
5. 生态链建设成本几乎为零。在具体应用上，可以直接使用现有的应用，只是

更换通信模块。
6. 通信体系和定位优势。广电物联网通过一个通信技术体系来满足各种物联网

通信需求，可以满足100%的物联网通信需求。另外，深度融合的定位技术，
是电信物联网不能做到的。



1. 定位优势。广电物联网的广域室内室外定位技术，不是LoraWAN和NB-IoT可以比
拟的，室外达到1米，室内达到2米。

2. 高效使用频谱。LoraWAN的频谱使用效率是最低的。

3. 通信体系。通过通信的技术体系，来满足视频和低速率通信的需求。

广电物联网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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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覆盖范围。电信和LoraWAN、NB-IoT等覆盖范围在2公里，1公里左右。广电物联
网的覆盖范围在10公里左右。

5. 覆盖成本低。大约是十分之一。

6. 运营成本低。大约十分之一。

7. 网络机构简单。网络结构简单，灵活性强。这个方面，NB-IoT是最复杂的。



广电物联网可以使用的频点有34个，而且是免费的，可以做专网来为各个
部门使用。处于黄金频谱段（470-798MHz）。电信运营商只有一个频点，
收费频谱，不能做专网。而且频谱相对比较差，实际测试表明，覆盖有问
题。

广电物联网频谱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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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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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运营模式



广电物联网网络建设主要包括基站
设备。通过调研，目前，全国各省
广电发展形势不一致，广电物联网
网络建设采取的方式也不一样。

大致分为三种：

广电物联网建设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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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分为三种：
自己建设。主要是一些富裕的广

电省份。比如广东等，大约占
30%。

融资建设。部分资金自筹，采取
融资租赁模式建设。大约30%。

全部外部资金建设。比如黑龙江、
河南、云南等。大约占40%。



广电物联网建设运营模式

针对不同省份的情况，我们联合了一些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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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丰集团与本公司签订协议，可以为广电物联网网络建设提供120亿元的租
赁额度，满足大约10个省的广电物联网网络建设。

中科国威全额投资广电物联网网络建设，已经与黑龙江签订协议。河南、云
南、广西，江西、河北等的投资协议在流程中。



未来，通信基站和通信模块的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解决供应链和生
产问题是成功的关键。

为此，公司与有能力的代工厂达成电子生产的合作协议，通过代工厂垫资

广电物联网供应链优势

suansin@163.com

为此，公司与有能力的代工厂达成电子生产的合作协议，通过代工厂垫资
代工的模式解决供应链和生产的资金流问题。目前与香港华讯公司（股票
代码：833）签订相关协议。



广电物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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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物联网应用



2018年国家电网启动电网物联网标准
（IoT-G，G-Grid）建设，公司正在参与
（第4部分和第5部分）。2018年10月，公
司中标国家电网全球互联网能源研究院电
网物联网，使用本公司的技术共同开发国
家电网物联网标准。

《230MHz离散多载波电力无线通信系统》标
准分为5个部分：
第1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第2部分：LTE-G 230MHz技术规范；
第3部分：LTE-G 230MHz测试规范；
第4部分：IoT-G 230MHz技术规范；
第5部分：IoT-G 230MHz测试规范。

电力泛在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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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电网需要10万个基站覆盖全国。按照
每个基站8万元计算，市场为80亿元。

电网大约有20亿个传感器终端，每个传感
器终端，需要一个通信模块。市场大约
200亿元。

第5部分：IoT-G 230MHz测试规范。

223 225 227 229 231 233 235 MHz

[223-226]和[229-233]MHz内280个离散频



采用强制方式要求安装棉花包传感器。

目的是新疆棉花验真，对棉花仓库管理、棉花物流监管，防止假冒，保障新
疆棉农的利益。

减少棉花检验环节，节省流通成本。据测算，我国棉花从加工厂到纺织企业

传感器—棉花包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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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棉花检验环节，节省流通成本。据测算，我国棉花从加工厂到纺织企业
平均需要移库5次左右，每吨棉花增加的直接物流费用（包括装卸、重复开包
检验、运输等）超过400元。全国生产的棉花按400万吨跨区域流通计算，每
年直接物流成本增加16亿元以上。

由于视频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大面积范围内进行标注棉花物理位移的监控预
警，防止监管棉花的违规出库，强调的是事中、事后的监管。为进一步防止
监管棉花的重复质押，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需要棉花包传感器来进一步监管，
从根本上杜绝了重复质押的操作空间。



打包 入库

据测算，我国棉花从加工厂到纺织企业平均需要移库5次左右，每吨棉花增加的直接
物流费用（包括装卸、重复开包检验、运输等）超过400元。全国生产的棉花按400

运输 销售/期货

传感器—棉花包传感器

suansin@163.com

物流费用（包括装卸、重复开包检验、运输等）超过400元。全国生产的棉花按400
万吨跨区域流通计算，每年直接物流成本增加16亿元以上。采用棉花包传感器，棉

农只需缴纳3.8亿元的服务费，可以节省12.2亿元的物流费用。

运输出库 纺织入库 纺织

取出棉包传感器

插入棉包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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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发情监
测平台

多监测到1次情期，1头奶牛场每年提高

的收益为：

30*3.6*21=2268元

传感器—牛项圈传感器

suansin@163.com

如果奶牛场每年提供50元费用（第一年290元）：

奶牛场每头奶牛每年提高的纯收益：2218元

牛项圈

奶牛发情监测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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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服务项目 设备+服务 服 务 + 服务+通 服 务 + 服 务 +

运营模式采用向奶农提供牛项圈，分期付款的方式。

所有费用包含：云平台使用费、通信费和牛项圈设备费。

传感器—牛项圈传感器

suansin@163.com

服务项目 设备+服务

+通信

服 务 +

通信

服务+通

信

服 务 +

通信

服 务 +

通信

奶农支付给广电（元） 290 50 50 50 50

广电支付给设备商（元） 270 18 18 18 18

广电收入 20 32 32 32 32



使用物联网后，每亩棉田，可以节省：
人工：350元
水，50元
化肥，40元
农药，16元
柴油，80元

可以增加：
棉花采净率提高3%
棉花增产3%

投入：
基站共享（与棉花包验真共享）

传感器—棉花大田传感器

suansin@163.com

每亩效益（成本节省），不计增产等，536元。

按照新疆1700万亩棉花计算，每年直接效益达到100亿元。

概算到全国，每年直接效益达到10,000亿元（一万亿元）。

基站共享（与棉花包验真共享）
传感器可采用节省成本分成模式



建设兵团：
棉花大约1000万亩
每亩棉花可以节省成本536元
棉花物联网实施每亩成本大约200元
全面实施棉花物联网需要20亿元

传感器—棉花大田传感器

suansin@163.com

采用广电建设，节省成本分成模式：

投资方投资建设，需要20亿元。资产归投资公司。
按照节省成本与建设兵团50:50分成，为期5年，资产交给兵团。
每年直接分成达到26.8亿元。



中国农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
作物总播种面积，达到166650千公顷；农产品流通市场在10万亿左
右。估计溯源市场每年在200亿元左右。

解决数据采集的可靠性就是关键。这就是物联网数据自动采集。

验真溯源平台业务

suansin@163.com

比如跑步鸡，你如何证明你的鸡是跑步鸡？就需要一个传感器来检测
鸡的跑步数。如果你的鸡跑步数量达到10万次以上，你的鸡就可以卖
出168元的价格，而不是30元的价格。

根本解决朔源问题，需要：

区块链+物联网+商城



服务。
特点：
SPV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SPV是整个链条的受益者
之一。应该为棉花验真平
台支付相关费用。

验真溯源平台业务，SPV

suansin@163.com

台支付相关费用。

棉花流通商通过棉花验真
平台获取低成本资金，应
该为棉花验真平台支付相
关费用。



睿智·勤勉·和谐

米风通信
Miwind comm.

地址：武汉东湖高新区大学园路武大科技园兴业楼北楼8层、9层
网址：www.miwind.cn www.miwin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