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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具备绿色环保、部署灵活和维护便利等优点,可再生能源在无线通信中的应用正引起广

泛关注. 但可再生能源供能不稳定, 加之电池容量有限, 不能无限制存储外部能量, 难以预测并优化

传输中对能量的使用. 能量获取的随机性与信道的随机变化,这双重 “随机”使得在无线通信中有效

利用可再生能源成为一项富有挑战的工作. 本文首先综述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并基于此

提出笔者对于如何在动态能量获取条件下进行无线通信的能量管理与资源优化的思考. 进一步介绍

了笔者关于可再生能源和电网共存条件下的无线系统功率分配的初步研究成果,给出了已知能量到

达和信道变化的离线功率控制算法,并讨论了在线算法的拓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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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 信息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线网则从单纯的手机通信网

逐步发展为提供任何人或物件之间随时、随地通信的泛在网 (Ubiquitous Network). 网络规模不断增

长, 其可持续发展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1]. 近年来人们考虑采用可再生能源 (诸如光能、风能、电磁场

辐射等) 为无线通信节点供能,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减少无线通信网的碳排放.我国政府承诺 2020年单位 GDP碳排放比 2005年减少 40%∼45%1).

而 2008 年国际上信息通信产业碳排放量约占总体的 2%∼2.5%, 在科技发达国家约为 5%∼6%[2], 加之

信息技术可有效提升生产、生活各领域的效率, 因此信息通信领域对于降低整体碳排放将起到重要作

用. 随着无线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张, 无线网络对能源的消耗也在显著增长. 作为信

息技术中规模发展最快的部分,工信部预计 2020年移动数据业务量将是 2010年的 1000倍 2),所以无

线通信的节能减排责任重大. 为实现绿色通信、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除了降低网络的能耗, 对新能源

的有效利用也是重要的一环. 在 2012 年 2 月由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国家科技能源 “十二五” 规划》3)

中着重提到了新能源, 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科技攻关. 移动运营商目前已经开始使用具有新能源收集

(Energy Harvesting) 功能的基站, 以降低对电网能量的需求 [3].

1) http://www.gov.cn/ldhd/2009-12/24/content 1496008.htm

2)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2-02/23/c 122744730.htm

3) 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120210/001e3741a474109f0bc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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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署灵活和维护便利. 为避免布线,新近部署的无线接入点、微蜂窝基站和中继站将采用可再

生能源供电 [4]. 又例如在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5] 中, 大量无线通信节点将布

置在诸如环境监测和预报、车载信息采集、工厂的安全监测和控制、智能电网负载信息采集等各种场

景. 为了部署和维护的便利与灵活 (或受限于应用场景, 如某些野外监控场所没有电网覆盖), 这些节

点将广泛依靠可再生能源进行通信 [6]. 又例如, 考虑到地理等因素导致的部署困难和环境保护, 截至

2009 年底, 中国移动在西藏推广并投入建设了 1371 个新能源基站, 占全区所有基站数量的 67.3%, 未

来新建设的基站中超过 90% 将为新能源基站 4).

然而, 可再生能源供能存在不稳定性, 且电池容量有限, 不能无限制的存储外部能量, 难以预测并

优化传输中对能量的使用. 而一旦出现能量枯竭使得传输中断, 在监控场景下可能会导致重要信息无

法及时传达, 在蜂窝网中则会导致覆盖空洞, 严重影响服务质量. 因此在可再生能量获取条件下, 如何

有效的保障无线网络通信质量是一个重要且富有挑战的研究课题. 笔者认为, 当前将可再生能源用于

无线通信主要存在以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如何能将无线资源与能量的到达特性进行动态适配? 可再生

能源供电的无线通信节点, 若同时接入电网 (例如光电、风电混合型基站、微基站 [3]), 可再生能源如

何与电网能源配合使用? 不同节点获取的能量如何通过优化传输调度而协调使用？

为解决以上问题, 研究者需要根据可再生能源的动态到达特性, 以持续保障 (sustainably) 无线通

信质量为目标, 研究无线网络中的能量管理机制, 着眼于动态能量获取与无线资源分配之间、可再生

能源与电网能源之间、以及能量使用在不同传输节点之间的协调. 即需要从一个全新的维度探索无线

资源、能量获取、传输质量三者的关联. 本文将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 提出笔者对于开展动态能量获

取条件下无线通信方面研究的思考, 并介绍笔者相关的初步探索成果.

本文组织如下: 第 2 节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 着重于可再生能量到达的随机模型, 以及当前利用

可再生能源的传输策略, 之后第 3 节中笔者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该领域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 4 节

介绍笔者针对可再生能源和电网共存的动态能量获取系统中功率分配的研究成果. 第 5 节总结全文.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将可再生能源应用于无线通信, 始于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研究 [7∼9]. 由于传感器网络的应用环境

通常缺少可靠电源, 部分传感器具备了可再生能量收集能力以延长工作寿命 [9∼12]. 然而这些研究主

要局限于应用层面, 未能对无线传输机制如何适应可再生能源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近年来, 随着节

能减排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可再生能源在蜂窝网、物联网、智能电网中的应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 并引发了一系列研究. 简言之, 由于可再生能源存在不稳定性, 加之电池容量有限, 根据当前存储

能量状况、信道条件、业务量等对传输功率等进行自适应控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本节将从术语、基

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到达模型建模、无线传输策略设计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2.1 术语

对于可再生能源在无线通信中的应用, 国际上通常采用术语 Energy Harvesting[13∼16]. 字面可译

为 “能量收割”, 但究其含义, 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采用 “能量收集”[11,17] 或者 “能量获取”[6,12]. 笔者

认为, 如果体现无线通信对各类能源, 包括可再生能源以及电网能源的有机结合与高效使用, 主动的

4) http://wenku.baidu.com/view/c697067201f69e3143329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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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连续 6 天太阳能的收集量以及风力大小的动态特性. 其中实线和点虚线表示不同朝向的太阳能电池板获取的

电量变化曲线; 虚线表示风力大小的变化曲线

Figure 1 The properties of the energy harvested from sun and the wind speed over 6-days, in which the solid line and

the dot-dashed line represent the energy level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the solar panels, and the dashed line represents

the wind speed

图 2 室内光照能量收集的时变特性 [23]

Figure 2 Time variation of indoor light energy harvesting[23]

“获取” 行为更为贴切. 因此在本文中, 对可再生能源采用 “能量收集”, 而对于更一般情况下能量的有

效利用, 则采用 “获取”.

2.2 可再生能源的建模

对可再生能源而言, 能量获取的不确定性是应用于无线通信系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图 1所示,

无论太阳能还是风能都表现出很强的随机涨落特性 5), 其突发性受环境、气候等因素影响, 并且通常

与网络负载的涨落并不匹配. 这种随时间变化的能量收集过程目前主要有以下模型: 能量到达速率为

常量 [18], 每时隙获取的能量值为独立同分布 [19], 基于马尔可夫链的能量到达状态转移模型 [20,21], 基

于互联网流量模型产生的漏桶模型 [22] 等. 文献 [23] 以太阳能为对象, 通过实测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

了检验,认为最适用的能量获取模型与时隙划分、光照强度、节点部署等多种因素相关.另外有文献提

供了光照辐射的统计数据为建模提供参考 [24], 图 2 给出了传输第 i 个数据包之前需要停止传输以收

集足够能量供传输该数据包的时隙个数的分布, 即横轴代表数据包编号 i, 而纵轴标记了积累传输能

5) www.nrel.gov/m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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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离线衰落信道场景下的最优功率分配, 定向注水算法 [12]

Figure 3 The optimal off-line power allocation under fading channels, i.e., directional water-filling algorithm[12]

量的时隙个数. 可见能量积累的时隙个数并非常数,而由于假设了传输每个数据包所消耗能量为常数,

说明即便对于太阳能和光照能这种周期性较明显的能源, 其能量到达过程, 也存在较大随机性, 甚至

从时隙的时间尺度来看亦是如此. 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同时根据能量的长时到达和短时到达过程, 动

态优化无线资源的分配和调度.

除了能量到达的动态性, 电池容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者考虑了无限容量模型 [25]、有限且恒

定的容量模型 [26]、考虑漏电等非理想因素的时变容量模型 [27] 等.

2.3 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无线传输策略

在传统传感器网络中, 一般以延长工作时间 (life time) 作为目标, 给定初始电池能量, 通过功率控

制最大化工作时间 [28,29]. 但可再生能量可持续补充, 工作时间已不适合作为优化目标. 这种理论上能

以无穷长时间的持续工作的系统被称为能量中性系统 (Energy Neutral System)[30]. 针对此类系统, 研

究者们依据不同的指标对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无线通信系统进行资源优化, 综述如下.

部分学者研究了可再生能源下无线传输系统的吞吐量. 文献 [13∼15] 考虑了信道衰落, 假设事先

已知未来的信道状态及能量到达的时间和到达量 (离线场景), 通过动态功率分配机制, 在给定时间内

最大化平均数据传输量. 文献 [13] 在离线场景下推导和分析了最优解的必要条件, 并提出了一种定向

注水 (directional water-filling) 策略, 可直观的得到最优功率分配方案. 如图 3 所示, 由于能量到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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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性, 以及电池容量 Emax 限制了系统将电量储存以用于后续时隙传输, 使得注水式功率分配方案

具有定向性. 文献 [14] 将假设扩展到无法预知未来信道状态及能量到达的在线场景, 通过随机动态规

划算法得到该场景下的最优解,并设计了一个低复杂度的次优算法. 文献 [15,31]将问题推广到有两个

用户的多址接入信道 (two-user Multiple Access Channel), 给出该场景下最优的注水式功率分配策略.

类似的结论还可以拓展到干扰信道 [32] 和中继信道 [33]. 此外, 文献 [34,35] 等也以给定时间内最大可

传输数据量为优化目标, 提出了相应的中继选择和路由算法. 文献 [18] 针对确定性能量到达模型, 研

究了自动重传请求 (ARQ: Automatic Repeat-reQuest) 机制, 优化平均吞吐量.

从可靠性的角度, 文献 [4,36] 考虑在无线 Mesh 网络的场景下, 假设每个 AP 都采用可再生能源

供电, 在保证一定传输信噪比的约束下, 最小化节点的能量耗尽概率 (即电池储能为空的概率). 通过

扩散近似建模,得出了单个节点能量耗尽概率的解析表达.为了最小化能量耗尽概率,作者提出了一种

基于权值分配的中继路径选择算法. 此外, 作者还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准入机制, 即当某个任务传输时

间内能量耗尽概率小于一定阈值时才允许该任务接入当前网络. 文献 [18] 将单链路的传输中断概率

作为指标对系统性能进行衡量. 文献 [37] 中, 作者给出了 Bayesian-Nash 博弈下最大化节点效用函数

的方法. 每个节点将自己的能量状况作为私有信息, 依靠对其他节点的能量状态的置信程度作出自己

的传输控制决策. 当某一节点的当前能量大于给定的门限值时, 以固定功率传输数据, 否则进行等待.

文献 [38] 对确定性能量到达模型下的传感器网络, 以覆盖中断概率最低为目的, 综合考虑能量状况和

业务量, 给出了理论上保证覆盖的数据收集基站数目下界, 并提出了复杂度较低的基站部署迭代算法.

文献 [17]针对周期性数据收集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提出了网络路由协议,以能量估计、链路评估为基础,

通过基于收集能量优先的选路机制实现多跳报文转发, 实现了网络能量的均衡, 延长了网络寿命并提

高了可靠性.

考虑链路层数据包的随机到达, 文献 [39] 以队列稳定和长时间的平均传输速率为目标, 将优化策

略解耦为动态功率控制机制以及业务的准入机制,得到了电池容量无限大条件下传输功率的渐进最优

解, 并将结果从单链路下行场景扩展到了多跳网络. 文献 [40] 考虑在最大平均失真的约束条件下, 保

证数据队列稳定性、降低数据溢出概率的问题, 并证明最优的策略为独立的对信源和信道编码的功率

进行分配. 文献 [41] 进一步考虑了延时约束下数据包阻塞概率最低的功率控制, 得到了数据传输速率

的阈值,即如果传输速率大于此阈值,则溢出概率下限是一个非零的常数,而小于此阈值则存在策略使

得溢出以较快速率趋于 0, 且作者还将结果扩展到了多址接入信道. 文献 [42] 研究了在动态能量获取

下数据阻塞率和能量存储空间大小的折中关系,通过动态决策的方法得到了给定电池容量下的最小数

据阻塞率, 并提出了两种复杂度较低的启发式算法.

另外还有研究者用效用函数来刻画系统性能. 文献 [24] 的效用函数反映能耗的时间公平性, 尽可

能使采集能量的使用在时间上平稳. 文献 [16] 中考虑收发节点都采用动态能量到达的场景, 文献中给

出了一种将该问题解耦为两个子问题的研究思路. 当传输效用函数满足时间无记忆特性时, 该算法的

性能接近离线最优解.

3 待研究的问题

纵览国内外的现有研究, 虽然近年来对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无线通信已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 但仍

存在以下待研究的问题:

(1)极少有对于可再生能源与电网共存场景的研究.根据笔者调研,目前仅见到一篇文献考虑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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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动态能量获取的蜂窝网示意图

Figure 4 Illustration of the cellular network based on dynamic energy harvesting

生能源与电网共同供电的基站传输策略优化 [43]. 为保障传输的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基于可再生能

源的无线传输往往需要电网支持: 现有技术条件下, 具有新能源收集功能的蜂窝网基站, 通常也有市

电接口 [5]; 此外, 网络中部分节点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电, 同时存在由电网供电的节点保证覆盖, 即具有

不同能量获取方式的节点可能共存. 有机协调可再生能源和电网能源可以更有效的保证传输质量, 降

低电网能耗. 已有研究只考虑了单纯依靠可再生能源的情况, 其传输策略无法拓展到有电网共存的场

景中最小化电网能耗; 而针对电网供电的能效优先传输策略 (例如满足传输质量要求最小化能耗), 也

难以与可再生能量收集条件下的策略简单结合以适应共存的场景.

(2) 现有文献主要考虑功率控制, 缺乏对编码调制、频谱、天线等无线资源的综合考虑. 虽然传输

能耗主要体现在发射功率上, 但编码和调制的自适应、多载波和多天线的使用, 将影响传输速率和可

靠性, 进而直接决定能量的使用效率, 特别当能量获取存在动态性时, 能量的使用需要和当前储能状

态进行动态匹配; 此外, 天线射频模块及信号处理模块的能耗也不可忽视 [44], 需要根据能量获取状况

进行天线选择或节点休眠. 因此务必要将能量获取与多种无线资源联合优化.

(3) 多节点网络的能量交互使用值得深入探讨. 目前的文献大多考虑单链路、三节点组成的中继

信道、广播信道和多址接入信道的容量分析. 更多节点的网络, 特别是具有不同能量获取方式与能力

的传输节点的部署, 及基于能量存储状态和到达特性的调度策略均较少涉及. 另外, 通过节点间的合

作传输, 可弥补部分节点能量不足的问题. 例如考虑由一个宏基站组成的单小区: 宏基站靠电网供电,

保证基本的网络覆盖. 小区中存在微蜂窝 (femto-cell base station, pico-cell base station) 和中继站, 这

些节点有的仅由可再生能源驱动, 有的同时具备可再生能源和电网能源, 如图 4 所示. 当可再生能量

充足时, 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节点承载业务, 可有效降低基站的能耗、提升网络性能; 当可再生能量不

足时, 电网支持的节点能保证网络的基本服务.

鉴于此, 笔者认为, 研究者应从动态能量获取 (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电网能源)、无线资源动态优化

(时间维度)、多节点协作 (时空维度) 的角度综合研究能量的协同管理, 提出切实可行的资源配置和传

1222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2 卷 第 10 期

图 5 可再生能源和电网共存的单链路无线传输系统

Figure 5 Single link wireless transmission system with coexisted grid power and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输优化策略,提升无线网络的可靠性和资源利用率,为可再生能源在无线蜂窝网、物联网、智能电网等

多领域的实用化提供有价值的技术参考, 利于无线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均有积

极意义. 下一节中, 论文将给出笔者针对可再生能源与电网共存场景下节点功率分配的初步研究成果.

4 可再生能源和电网共存系统的功率分配初探

4.1 系统模型

考虑如图 5 所示的无线传输系统, 其中发送端由可再生能源和电网共同供电. 可再生能量存储于

一个容量为 Emax 的电池中, 用于数据传输. 当电池电量匮乏时, 发送端将利用电网能量保证服务. 这

里仅考虑传输功耗, 即忽略了信号处理的能量. 在时刻 t 接收到的信号为

y(t) = h(t)x(t) + n(t), (1)

其中 h(t) 是信道增益, x(t) 为输入信号, n(t) 是零均值单位方差的加性高斯白噪声. 单位传输功率的

参考信噪比 (SNR) 为 γ(t) = |h(t)|2. 由 Shannon 公式, t 时刻的传输速率 r(t) 为

r(t) =
1

2
log(1 + γ(t)p(t)), (20

其中 p(t) 为传输功率.

考虑一个分时隙系统, 时隙长度为 Tf , 研究这一系统在有限时间内的最优功率分配问题. 系统共

有 N 个时隙, 分别标记为 {1, . . . , N}. 设电池初始电量为 E0, 在每个时隙开始前, 系统获取的可再生

能量分别标记为 {E1, E2, . . . , EN−1}. 发射功率 pi 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来自电池, 记为 pHi . 另一部

分来自电网, 标记为 pGi . 来自电池的功率受到以下条件限制. 首先, 这部分能量只能在到达后使用, 即

能量到达的因果性:
k∑

i=1

Tfp
H
i 6

k−1∑
i=0

Ei, k = 1, 2, . . . , N. (3)

当 k = N 时,式 (3)应取等号,否则,利用剩余的能量提高发射功率,总能获得更高的吞吐量. 另外,当

新到达的能量超过电池的剩余容量, 能量将会溢出而无法再利用, 也会导致能量的浪费. 因此,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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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条件关乎电池容量 Emax, 即

k∑
i=0

Ei −
k∑

i=1

Tfp
H
i 6 Emax, k = 1, 2, . . . , N − 1. (4)

而电网供能满足平均功率限制

1

N

N∑
i=1

pGi =
1

N

N∑
i=1

(pi − pHi ) 6 PG
ave. (5)

采用块衰落 (blocking fading)信道模型,即信道在每个时隙中保持恒定,但在时隙间独立变化. 设

时隙 i ∈ {1, . . . , N} 中的参考 SNR 为 γi, 它服从 Rayleigh 分布, 其概率密度函数是

pγ(γi) =
1

γ̄
exp

(
−γi

γ̄

)
, (6)

其中 γ̄ 是平均参考 SNR.

4.2 吞吐量最大化问题建模

本节将考虑有限时间内的系统吞吐量最大化问题. 侧重于研究离线的优化问题, 为将来设计在线

功率分配算法给出启示.

假设已知所有时隙的信道增益和到达的可再生能量, 最大化在 N 个时隙内传输的比特数. 优化

问题可建模为

max

N∑
i=1

Tf

2
log(1 + γipi) (7)

s.t.

k∑
i=1

Tfp
H
i 6

k−1∑
i=0

Ei, ∀k,

k∑
i=0

Ei −
k∑

i=1

Tfp
H
i 6 Emax, , k < N,

1

N

N∑
i=1

(pi − pHi ) 6 PG
ave,

pHk 6 pk, ∀k, (8)

pHk > 0, ∀k, (9)

其中 (8) 和 (9) 表示从电网和电池获得的功率均为非负值. 而式 (3) 当 k = N 时, 和式 (5) 应取等号,

以取得最大的吞吐量.

4.3 离线最优策略

问题 (7)中的优化目标函数为 log函数的和, 因此是一个凹函数. 同时, 所有的约束条件均为线性

函数, 所以上述优化问题是一个凸优化问题 [45], 其最优解满足 KKT 条件. 定义拉格朗日算子为

L =
N∑
i=1

Tf

2
log(1 + γipi)−

N∑
k=1

λk

(
k∑

i=1

Tfp
H
i −

k−1∑
i=0

Ei

)
−

N−1∑
k=1

µk

(
k∑

i=0

Ei −
k∑

i=1

Tfp
H
i − E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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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k=1

αk(p
H
k − pk) +

N∑
k=1

βkp
H
k − η

(
1

N

N∑
i=1

(pi − pHi )− PG
ave

)
. (10)

其中对于乘子 λk > 0, µk > 0, αk > 0, βk > 0 和 η > 0 满足互补松驰条件, 即

λk

(
k∑

i=1

Tfp
H
i −

k−1∑
i=0

Ei

)
= 0, ∀k, (11)

µk

(
k∑

i=0

Ei −
k∑

i=1

Tfp
H
i − Emax

)
= 0, k < N, (12)

αk(p
H
k − pk) = 0, ∀k, (13)

βkp
H
k = 0, ∀k, (14)

η

(
1

N

N∑
i=1

(pi − pHi )− PG
ave

)
= 0. (15)

求解 Lagrange 算子 (10) 的 KKT 条件, 即 ∂L/∂pi = 0 且 ∂L/∂pHi = 0. 则最优功率分配 p∗i 可以表达

为 Lagrange 乘子的函数

p∗i =
1

η − αi
− 1

γi
, (16)

or p∗i =
1∑N

k=i(λk − µk)− βi

− 1

γi
, (17)

设 µN = 0 以简化公式表达. 根据所得到的 (16) 式和 (17) 式, 可观察到如下结果.

1) 当电网供电量非零, 即 p∗i > pH∗
i , 有 αi = 0. 此时, 最优的功率分配是达到一个固定的水位

ν = 1/η, 且这部分功率同时来自电网和电池. 最优功率可表达为

p∗i =

[
ν − 1

γi

]+
, (18)

其中 [x]+ = max{x, 0}. 事实上, 尽管固定的水位决定了唯一的最优功率分配 p∗1, . . . , p
∗
N , 但来自电池

的功率 pH∗
i 并不确定, 满足约束条件 (3) 和 (4) 的电池功率分配均可行. 例如, 在时隙 i 和 i+ 1 中的

一个最优功率分配方案是 pi = pi+1 = 2, pHi = 0.5, pHi+1 = 1.5, 而在这两个时隙传输过程中没有新能量

到达, 那么 pHi = pHi+1 = 1 也同样是最优.

2) 当发射功率均来自电池供电时, 即 p∗i = pH∗
i , Lagrange 乘子 αi 为非负的任意值. 因此, 功率分

配达到一个更高的水位 1/(η − αi). 根据式 (17), 最优的功率为

p∗i =

[
νi −

1

γi

]+
, (19)

其中水位由下式求得

νi =
1∑N

k=i(λk − µk)
. (20)

式 (20) 与文献 [13, 46] 中的结果相同, 因此其功率分配具有定向注水的特征. 电池电量 Emax 限制了

系统将电量储存以用于后面时隙传输的能量. 当约束 (4) 不取等时, 水位呈单调上升的关系. 而当约

束 (4) 取等时, 系统达到一个更高的水位, 即一部分功率必须在当前时隙使用, 否则将会出现电量溢

出, 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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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双注水功率分配算法示例

Figure 6 Illustration of the double water-filling algorithm

综上可得到如下结论: 即系统尽量达到一个固定的水位 ν = 1/η. 然而由于信道的衰落和电池的

容量有限, 实际水位可能超过这一固定水位. 当信道处于深度衰落时, 系统将不分配功率. 而当电池容

量受限时, 系统用掉一部分最小功率, 保持一个更高的水位 νi, 以避免电池溢出. 在一般情况下, 电网

和电池共同供电, 保持一个固定的水位 ν.

基于传统注水法和定向注水法的结论, 笔者提出一个双注水功率分配算法. 注水过程分为两步,

在第一步, 进行定向注水 [13,46] 分配可再生能量. 完成定向注水后, 令此时的水面凝结, 即固定定向注

水的水面. 在第二步中, 在凝结面上应用传统注水法 [47] 分配电网获取的能量.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

到, 双注水算法可以得到最优的总功率分配方案. 图 6 给出了双注水策略的一个例子, 该例子给出了

N = 12 个时隙的功率分配方案, 其中初始电池电量为 E0, 而可再生能量到达仅有 E5, E7 和 E10 取非

零值. 通过双注水法, 得到了最优的功率分配方案. 可以看到, 除了时隙 3, 6 和 7, 其余时隙都达到了

相同的水位. 时隙 3 的高水位是由于信道的深衰落, 其功率分配为零, 而时隙 6 和 7 的高水位来自于

电池容量约束. 由于时隙 8 开始时有大量能量到达, 时隙 6 时到达的能量的大部分必须在两个时隙内

用完, 以防止电池溢出. 当然, 水平面下的两部分功率分配是可调的. 例如, 时隙 2 中的可再生能量可

以部分转移到时隙 4 中使用, 并利用电网能量来保持时隙 2 的水位高度.

4.4 在线算法拓展

最优在线功率分配方案可以通过将系统状态 (包括能量、信道)量化, 并由马尔可夫决策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过程求解得到 [48], 但一般具有较高的复杂度. 而根据离线最优算法的性质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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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计性能次优的启发式算法. 实际上, 由于离线最优策略尽量的保持一个固定水位, 因此可考虑固

定水位的功率分配算法, 即根据信道衰落的分布和能量统计信息, 预先计算出最优的水位. 在分配可

再生能量和电网能量时, 优先使用可再生能量, 以减小电池电量溢出的可能性. 另外, 为了进一步减少

电池电量溢出的情况, 可以估算电池电量溢出的期望, 在计算固定水位的时候考虑这部分电量的损失.

还可以设计动态水位调整算法, 在有限时间的功率分配问题中, 实际的信道统计特性与长时平均的统

计特性有一定的差距, 导致固定水位的策略性能的下降. 因此可设计动态水位调整算法, 在每个时隙

开始时, 根据实时的能量状态和信道情况调整水位, 基于此进行功率分配. 固定水位算法在长时传输

中能接近最优解, 但其对于水位的估计敏感, 水位误差将导致性能的下降; 而动态水位算法能有效减

小水位的估计误差, 可能取得更好的性能. 具体的策略将在笔者的未来工作中给出.

5 结论

为了降低碳排放、提升网络部署的灵活性, 近来人们考虑采用可再生能源为无线通信节点供能.

本文从术语、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到达模型、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无线传输策略设计这三个方面综述了国

内外的研究现状.根据现有研究的不足,笔者指出三方面待研究的问题:可再生能源和电网能源的协同

利用;综合考虑编码调制、频谱、天线等无线资源的传输策略设计;多节点网络的合作通信与交互式能

量管理. 之后笔者介绍了可再生能源和电网共存条件下单链路功率分配的研究成果. 具体的, 笔者给

出了已知能量到达和信道变化条件下的最优离线功率控制算法: 双注水法. 该算法分为两步, 在定向

注水的基础上进行传统注水法. 最后, 基于双注水法讨论了在线算法的设计原则.

参考文献

1 You X H, Wang J, Zhang P, et al. Study and ideas for green wireless mobile communications. J Univ Sci Technol

China, 2009, 10: 1009–1015 [尤肖虎, 王京, 张平, 等. 对绿色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和思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2009,

10: 1009–1015]

2 Hodges R, White W. Go Green in ICT. Technical report. GreenTech News, 2008

3 Su W J, Cai G H. Applic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Guangdong Mobile

Commun Technol, 2011, 6: 17–20 [苏文俊, 蔡桂浩. 可再生能源在移动通信工程中的应用. 广东通信技术, 2011, 6: 17–20]

4 Cai L, Liu Y, Luan H, et al. Dimensioning network deployment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green mesh networks.

IEEE Wirel Commun, 2011, 18: 58–65

5 Liu Y H.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0 [刘云浩. 物联网导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6 Yu J H, Tian X Z.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way of energy harvesting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data terminal.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 2011, 4: 75–78 [于金火, 田西柱.物联网数据终端能量获取方式的比较与研究.物联网技术, 2011,

4: 75–78]

7 Rahimi M, Shah H, Sukhatme G S, et al. Studying the feasibility of energy harvesting in a mobile sensor network. In: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ICRA), 2003. 19–24

8 Raghunathan V, Kansal A, Hsu J, et al.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solar energy harvesting wireless embedded systems.

In: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Sensor Networks (IPSN), 2005. 457–

462

9 Mitcheson P D, Yeatman E M, Rao G K, et al. Energy harvesting from human and machine motion for wireless

electronic devices. Proc IEEE, 2008, 96: 1457–1486

10 Paradiso J A, Starner T. Energy scavenging for mobile and wireless electronics. IEEE Perv Comput, 2005, 4: 18–27

11 Hu G S, Yao Y Q. The energy harvest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Sensor World, 2006, 3:

33–36 [胡冠山, 姚彦青. 无线网络传感器能量收集管理技术. 传感器世界, 2006, 3: 33–36]

1227



周盛等: 动态能量获取下无线通信的能量管理与资源优化

12 Xiang X J. The design of 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nodes with low-power and self-obtain energy. Modern Scientif

Instr, 2010, 2: 46–49. [项新建. 具有能量获取能力的低功耗 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设计.现代科学仪器, 2010, 2: 46–49]

13 Ozel O, Tutuncuoglu K, Yang J, et al.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fading wireless channels with energy harvesting nodes.

In: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INFOCOM)-Mini Conference, 2011.

456–460

14 Ozel O, Tutuncuoglu K, Yang J, et al. Adaptive transmission policies for energy harvesting nodes in fading channels.

In: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ystems (CISS), 2011. 1–6

15 Ozel O, Yang J, Ulukus S. Optimal scheduling over fading broadcast channels with an energy harvesting transmitter. 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Advances in Multi-Sensor Adaptive Processing (CAMSAP),

2011. 193–196

16 Tutuncuoglu K, Yener A. Communicating with energy harvesting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Workshop (ITA), 2012. 1–6

17 Zhang H L, Wang J, Yu H B, et al. A routing protocol for energy harvesting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J Chin Comput

Syst, 2007, 32: 1277–1280 [张华良, 王军, 于海斌, 等. 一个能量收集无线传感器网络路由协议.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2007,

32: 1277–1280]

18 Tacca M, Monti P, Fumagalli A. Cooperative and reliable arq protocols for energy harvesting wireless sensor nodes.

IEEE Trans Wirel Commun, 2007, 6: 2519–2529

19 Medepally B, Mehta N B, Murthy C R. Implications of energy profile and storage on energy harvesting sensor link

performance. In: Proceedings of IEE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GLOBECOM), 2009. 1–6

20 Lei J, Yates R, Greenstein L. A generic model for optimizing single-hop transmission policy of replenishable sensors.

IEEE Trans Wirel Commun, 2009, 8: 547–551

21 Ho C K, Zhang R. Optimal energy allocation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powered by energy harvesters. In: Proceed-

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Theory (ISIT), 2010. 2368–2372

22 Seyedi A, Sikdar B. Energy efficient transmission strategies for body sensor networks with energy harvesting. IEEE

Trans Commun, 2010, 58: 2116–126

23 Lee P, Eu Z A, Han M, et al. Empirical modeling of a solar-powered energy harvesting wireless sensor node for time-

slotted operation. In: Proceedings of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 (WCNC), 2011.

179–184

24 Gorlatova M, Wallwater A, Zussman G. Networking low-power energy harvesting devices: measurements and algo-

rithms. In: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INFOCOM), 2011. 1602–

1610

25 Yang J, Ulukus S. Optimal packet scheduling in an energy harvest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IEEE Trans Commun,

2012, 60: 220–230

26 Tutuncuoglu K, Yener A. Optimum transmission policies for battery limited energy harvesting nodes. IEEE Trans

Wirel Commun, 2012, 11: 1180–1189

27 Devillers B, Gunduz D.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energy harvesting communication systems with

battery imperfections. Arxiv preprint arXiv: 1109.5490, 2011

28 Bhardwaj M, Garnett T, Chandrakasan A P. Upper bounds on the lifetime of sensor networks. In: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ICC), 2001. 785–790

29 Chen Y, Zhao Q. On the lifetime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EEE Commun Lett, 2005, 9: 976–978

30 Kansal A, Hsu J, Zahedi S, et al. Power management in energy harvesting sensor networks. ACM Trans Embed

Comput Syst, 2007, 5: article 32

31 Yang J, Ulukus S. Optimal packet scheduling in a multiple access channel with rechargeable nodes. In: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ICC), 2011. 1–6

32 Tutuncuoglu K, Yener A. Sum-rate optimal power policies for energy harvesting transmitters in an interference channel.

J Commun Netw, Special Issue on Energy Harvesting in Wireless Networks, to appear

33 Huang C, Zhang R, Cui S. Throughput maximization for the Gaussian relay channel with energy harvesting constraints.

IEEE J Sel Areas Commun, to appear

34 Chen S, Sinha P, Shroff N B, et al. Finite-horizon energy allocation and routing scheme in rechargeable sensor networks.

In: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INFOCOM), 2011. 2273–2281

1228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2 卷 第 10 期

35 Li H, Jaggi N, Sikdar B. Relay scheduling for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s in sensor networks with energy harvesting.

IEEE Trans Wirel Commun, 2011, 10: 2918–2928

36 Cai L, Liu Y, Luan H, et al. Adaptive resource management in green mesh networks with sustainable energy supply.

In Proceedings of IEE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GLOBECOM), 2011. 1–6

37 Tsuo F Y, Tan H P, Chew Y H, et al. Energy-aware transmission control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powered

by ambient energy harvesting: a game-theoretic approach. In: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ICC), 2011. 1–5

38 Ali Shariatmadari S, Sayegh A, Todd T D. Energy aware base station placement in solar powered sensor networks. In:

Proceeding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 (WCNC), 2010. 1–6

39 Gatzianas M, Georgiadis L, Tassiulas L. Control of wireless networks with rechargeable batteries. IEEE Trans Wirel

Commun, 2010, 9: 581–593

40 Castiglione P, Simeone O, Erkip E, et al. Energy-neutral source-channel coding in energy-harvesting wireless sensors.

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in Mobile, Ad Hoc, and Wireless Networks

(WiOpt), 2011. 183–188

41 Khoshnevisan M, Laneman J N. Minimum delay communication in energy harvesting systems over fading channels.

In: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ystems (CISS), 2011. 1–5

42 Raghuvir R A, Rajan D. Delay bounded rate and power control in energy harvesting wireless networks. In: Proceeding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 (WCNC), 2011. 369–374

43 Cui Y, Lau K N, Wu Y. Delay-aware BS discontinuous transmission control and user scheduling for energy harvesting

downlink coordinated mimo systems. Submitted to IEEE Trans Signal Proces, 2012, Available: http://arxiv.org/abs/

1204.0199v1

44 Cui S, Goldsmith A J, Bagai A. Energy-constrained modulation optimization. IEEE Trans Wirel Commun, 2005, 4:

2349–2360

45 Boyd S, Vandenberghe L. Convex optim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4

46 Ozel O, Tutuncuoglu K, Tutuncuoglu J, et al. Transmission with energy harvesting nodes in fading wireless channels:

optimal policies. IEEE J Sel Area Commun, 2011, 29: 1732–1743

47 Goldsmith A.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5

48 Bertsekas D P. Dynamic Programming and Optimal Control. 3rd ed. Belmont: Athena Scientific, 2005

Energy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under dynamic energy harvesting

ZHOU Sheng∗, GONG Jie, WANG XiaoLei & NIU ZhiSheng

Tsinghua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E-mail: sheng.zhou@tsinghua.edu.cn

Abstract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easy and flexible deployment, utiliz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recently. Since the renewable energy is not

stable, and the capacity of batteries is limited, it is hard to predict and opt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the energy

for transmission. The double-randomness due to energy arrival and channel variation makes it a challenging

job to efficiently exploit renewable energy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based on which the authors provide some insights on how to perform energy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under dynamic energy harvesting. Moreover, the authors introduce

some initial results on the power allocation for 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link driven by both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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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wer grid. Particularly, the offline optimal power allocation policy is derived, and the extension to online

algorithms is discussed.

Keywords dynamic energy harvesting, renewable energy, power control, resource management, node coopera-

tion, water-f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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