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5G+6G 

专 题 导 读 

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加速发展，以

5G 和 6G 为代表的移动通信已经渗透至未来社会的各

个领域，不仅支持大带宽需求的浸入式交互体验场景，

还支撑自动驾驶和车联网等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应

用，并基于大规模机器类通信广泛服务于工业互联网

等。5G 和 6G 将在工业、交通、教育、旅游等行业快

速推广，为行业转型升级、经济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形成庞大的移动通信行业应用矩阵，推动众多新业态

形成，促进全球产业融合发展。 
截至2021 年3 月末，我国5G 基站总数81.9 万个，

其中1—3月新建基站4.8万个，在全球占据了约70%
的份额，我国 5G 套餐用户总数超过 3.2 亿户，我国

基础电信企业在 5G 网络建设领域的累计投资达

2 600 亿元，处于全球最前列。2020—2035 年，预测

5G 技术可拉动全球 GDP 实现 7.4%的增长率提升，

创造 13 万亿美元的经济总产出。此外，全球 59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40 张商用 5G 网络，华为公司承接了其

中的 50%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无论是网络设备，还

是运营和应用，我国 5G 都已经走在国际前列。作为

我国“新基建”战略的重要和核心组成，5G 将成为

我国打造制造强国与网络强国的助推器，它既是我

国通信业转型升级的新机会，也是整个科技业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 
在我国 5G 网络建设和应用开展如火如荼之际，

2021 年 6 月 6 日，在我国 5G 商用牌照发布两周年

这一特殊时刻，我国 IMT-2030（6G）推进组发布了

《6G 总体愿景与潜在关键技术》白皮书，为实现人

机物智慧互联、智能体高效互通，指出 6G 的 8 个业

务场景和 10 种关键技术，提出 6G 可实现空天地一

体化网络，明确了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愿景，这

些都超出了 5G 时代万物互联的范畴。 
为了更好地反映 6G 最新成果及研究进展，本专题

共组织 9 篇文章，从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体系架构、

典型应用等多个方面探索 6G。 

机器型通信将成为 6G 承载的主要业务之一，并

催生网联自动驾驶、工业物联网等垂直行业应用，

而这些应用涉及状态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分发，对

网络的时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面向 6G 网络的信

息时效性度量及研究进展》针对低时延指标在节点

数多、通信资源有限的场景下难以满足问题，指出

了在状态更新系统中应考虑信息时效性而非仅考虑

时延，并且按照利用状态信息内容的程度不同，总

结归纳了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并比较了多种信息时

效性度量，最后讨论了信息时效性的未来研究方向

与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针对大规模 MIMO 通信系统的信道估计问题，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 MIMO 信道估计方法》首先

对接收端的导频信号进行去噪，再使用生成对抗网

络根据去噪后的导频信号估计信道矩阵，从而实现

导频序列长度小于发射天线数量以及信道噪声强烈

的情况下无线信道的精确估计。本文所提方法对环

境噪声具有更高的鲁棒性，并可适应更少导频符号

和更多天线数量的场景。 
针对 6G 大规模多址接入需求，《基于 CP-free 

OFDM 的上行 SCMA 收发机设计和性能分析》提出了

一种基于时域预编码的稀疏码分多址上行接入方案，

给出了发射机、接收机的主要结构，进行了不同信道、

不同过载率以及不同信道估计误差下的系统容量和误

比特率性能仿真，讨论了信号的功率效率性能。 
为了提供高达 1 Tbit/s 的极值传输速率，6G 将

探索新频率技术，包括太赫兹和紫外光通信等。《太

赫兹无线组网：原理、现状与挑战》重点介绍了太

赫兹通信在室内、室外等典型场景的应用及性能需

求，给出了网络拓扑、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和邻居

节点发现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并探讨了

太赫兹无线组网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紫外光通信是利用紫外波段为信息载体的光通信技

术，具有高局域保密性、低辐射背景噪声、可实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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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距通信等特点，在 6G 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前

景。《紫外光通信散射信道模型分析与发展现状》根据

计算效率，将紫外光通信散射信道模型分为解析类和

概率类，并重点介绍了解析类中的单阶、两阶、三阶

散射模型，以及概率类中的蒙特卡洛仿真模型和蒙特

卡洛积分模型，最后展望了紫外光通信散射信道模型

的未来研究方向。 
《面向B5G和6G的边缘计算与网络切片资源管

理》对网络切片生命周期中资源管理的需求进行了

研究，为实现面向边缘计算的网络切片的资源高效

管理，对网络切片分别从接入控制、资源分配、终

端协作激励 3 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现状的归纳总结，

并探讨了这 3 个方面的技术挑战和未来发展。 
为了实现 6G 面向全场景、支撑全业务的愿

景，地面移动通信网络需深度融合卫星通信网络，

星地融合是 6G 的一个重要特征。《软件定义的星

地融合智能无线网络》介绍了低轨卫星通信与星

地融合技术的国内外研发和标准化工作的最新进

展，探讨了星地融合组网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提

出了软件定义的星地融合智能无线网络体系架构

和关键技术，并对未来应用场景进行了展望。《6G
卫星通信接入及移动性管理技术》首先介绍了全球

有代表性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接入技术体制以及国

际标准化组织对 5G NR 卫星接入技术的研究现状，

然后分别从极简接入和极智接入两个方面探讨了潜

在的 6G 卫星通信网络接入所面临的挑战，最后从

6G 卫星通信的高动态场景下的海量终端切换需求

出发，提出了一种基于云通道技术的海量终端跨星

跨波束批量柔性切换的移动性管理方案。 
定位是 6G 的一种重要且典型的应用，《6G 室内

定位技术原理与展望》从单一定位技术入手，介绍

了现有室内定位技术的原理、特点及优劣势，随后

针对单一定位技术的不足，讨论了基于多技术融合

的室内定位方法。该文介绍了基于多网络/多设备的

协作定位系统进展，分析了集中式协作定位系统与

分布式协作定位系统的常见架构，指出了 6G 室内定

位技术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本专题作者主要从事 6G 前沿理论与技术研究

工作，他们主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设备商和运

营商等，具备丰富的理论攻关、研发生产和组网应

用经验，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

感谢！ 
6G 理论与技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理

论、技术、应用场景和标准需求都不太成熟，还在

探讨过程中，希望能以此专题为平台和契机，共同

推进 5G 向 6G 快速地平滑演进，促进我国“新基建”

的发展，为我国信息科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

列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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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6G 网络的信息时效性度量及研究进展 

孙径舟，王乐涵，孙宇璇，周盛，牛志升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北京 100084） 

摘  要：在未来的 6G 网络中，机器型通信将成为网络承载的主要业务，并催生大量垂直行业应用，如网联自

动驾驶、工业物联网等，从而使这些应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此类应用往往涉及状态信息的收集、处理与

分发，对网络的时延具有极高的要求。而现有的低时延指标在节点数多、通信资源有限的场景下难以满足此

要求。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在状态更新系统中应考虑信息时效性而非仅考虑时延。在此基础上，按照利用状

态信息内容程度的不同，梳理了相关代表性工作，分别介绍并比较了多种信息时效性度量。最后，讨论了信

息时效性的未来研究方向与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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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去几十年，音/视频业务以其大带宽需求成

为无线网络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随着通信技术

的发展，机器型通信、低时延高可靠通信成为新

的焦点，通信网络承载的主要内容将从人与人之

间的通信扩展至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这

一转变催生了大量的垂直行业应用：借助 V2X

（vehicle-to-everything）通信，车与车之间可以通

过交互信息增强感知能力[1-2]；工业物联网中，机

器通过无线连接降低部署成本[3]；虚拟现实及增

强现实应用中，头戴式设备可以通过无线网络与

服务器连接[4]。但由于机器感知速度远高于人类

反应速度，对此类垂直行业应用通常也有着较高

的时延要求，如车联网、工业物联网中时延通常

要求在 10 ms。尽管 5G 相关研究已经达到了 1 ms

的用户面时延和少于 20 ms 的控制面时延[5]，但这

些实验通常是在轻负载的情况下完成的。事实上，

在通信资源非常宽裕情况下，通过分配专用的通

信资源以实现超可靠低时延通信（ultra 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uRLLC）并不困难。

因此，对于大量机器类型业务，仅提供低时延服

务并不够。在 B5G 及 6G 中，应联合考虑信息产

生、传输以及信道状态进行系统设计。 

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兴起了对信息时效性

的研究。为了解释信息时效性概念，考虑如图 1

所示的状态更新系统：发送端对某个过程进行采

样，通过无线信道发送给接收方，由接收方做出

决策并返回。在这个系统中，接收方做出决策时

所利用的信息与真实信息之间的差距将影响决策

质量。信息偏差越小，决策质量越好，信息时效

性越高。可以看出，信息时效性与时延有着明

显的差别。时延是基于单一数据包所定义的度

量，而信息时效性则针对信息流。提高信息时

效性需要低时延通信，但低时延并不意味着高

信息时效性。仍以图 1 中的系统为例，为了提

高信息时效性，发送端希望提高自己的采样频

率，但通信信道缺会因为需要传输大量数据包

而拥塞，反而导致接收端信息时效性降低。因

此提高信息时效性需要综合考虑信息的产生、

传输以及处理的全过程。 

 
图 1  状态更新系统示意图 

基于信息时效性的研究需要定义信息时效性

的度量。按照对于发送端过程具体状态不同的利

用程度，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度量指标，见表 1。

本文将对这些信息时效性度量进行介绍、比较，

并讨论相关研究工作。 

表 1  信息时效性度量对比 

度量名称 定义 考虑因素 适用场景 

信息年龄 ( )max |i it S D t- <  信息产生之后所经过时间 获取发送端状态存在代价或不便于定义状态偏差 

同步信息年龄 S ( )t U t-  状态信息异步时间 部分利用状态信息内容，如缓存等场景 

错误信息年龄 ( )  ( )( ), ( )f t g X t X t×  状态信息内容偏差； 

状态信息异步时间 

状态偏差可定义 

信息紧迫度 ( ) ( ( ))t Q tω δ  状态信息内容偏差； 
状态信息异步时间； 
情境信息 

状态偏差可定义，且不同情境下对信息时效性有差异

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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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年龄 

2.1  信息年龄定义 

信息年龄（age of information）最早由参考文

献[6]提出，接收端 Rx 在 t 时刻的信息年龄 ( )h t 定

义为 Rx 所接收的最新数据包的产生时刻与当前时

刻的偏差值，即： 

 ( ) max( | )i ih t t S D t= - <  （1） 

其中， iS 为第 i 个成功接收到的数据的产生时间，

而 iD 为该数据的接收时间。信息年龄演化曲线如

图 2 所示， 1S 时刻采样产生的数据在 1D 时刻被成

功接收，那么 1D 的信息年龄从 1D 下降为 1 1D S- 。

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两个性能指标：平均信息年龄

和峰值信息年龄。平均信息年龄指在一段时间内

的信息年龄累加并除以时长，即图 2 中着色区域

面积比上时间长度。而峰值信息年龄，即在接收

端收到新的数据包之前时刻的信息年龄，即图 2
中圈出的区域，如 2D 时刻的峰值信息年龄为

2 1D S- 。 

 
图 2  信息年龄演化曲线 

以车联网的典型场景编队驾驶（platooning）

和路口调度为例，进一步说明信息年龄的物理意

义。在编队驾驶中，头车（leader）需要将自身状

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车辆的速度、加速度、位

置 等 ） 频 繁 地 发 送 给 编 队 中 的 跟 随 车 辆

（follower），从而保证整个编队系统的稳定性和安

全。在编队驾驶中，跟随车辆收到的来自头车的

状态信息的信息年龄越大，说明跟随车辆对头车

当前状态的认知越不及时，信息时效性越低。信

息年龄较大时，跟随车辆仅能根据来自头车的过

时信息控制自身的运动，无法对突发的紧急情况

做出及时的应对，从而产生危险。同理，在路口

调度中，路侧单元（road side unit）也需要尽可能

地基于路口附近车辆最新的、信息年龄最小的状

态信息实时地得出调度策略，从而保证车辆安全

高效地通过路口。 

可见，信息年龄的定义有着明确的物理意义，

但并未涉及信息的内容。信息年龄本身随着时间

线性增长，但有研究工作指出，所关心的系统性

能有时可表示为信息年龄的函数形式，如参考文

献[7]中，对于高斯-马尔可夫块衰落信道，信道容

量表达可以被表示成信道状态信息（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CSI）的信息年龄的函数。 

2.2  无线网络中信息年龄优化 

在典型的状态更新系统中，将有多个传感器

分别向控制中心上传状态信息。IEEE 802.11协议、

LTE 以及 5G NR 的随机接入信道均采用 CSMA

（carrier-sense multiple access）、ALOHA 等经典的

MAC（medium access control）层接入机制，但此

类机制主要以吞吐量最优为目标，并未考虑信息

年龄的需求。因此，有大量工作研究如何设计调

度与接入机制以优化信息年龄。笔者将从调度机

制、网络拓扑、优化目标等几个角度分别介绍相

关进展。 

在参考文献[8-11]中，研究者们考虑集中式调

度机制，即假设存在一个掌握全局信息的中心控

制节点，并由其选择当前时刻应该由哪些终端接

入信道上报状态信息，且均考虑优化长时平均信

息年龄。参考文献[8]考虑节点被调度时会进行采

样并产生包含最新状态信息的数据包。同时在参

考文献[8]中，信道状态被抽象为服从伯努利分布

的随机过程，即传输成功和失败概率固定。其中

分别研究了贪心调度策略、基于虚拟队列的调度

策略以及基于怀特指数（Whittle’s index）的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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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仿真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网络参数下，后

两种调度策略性能均接近最优值。参考文献[9]同

样采用了怀特指数来设计调度策略，与参考文

献[8]不同的是，参考文献[9]中假设状态采样过程

不可控，而是在每个时隙以一定概率产生新的数

据包。同时，为了简化分析，参考文献[9]中假设

每个发送端仅在采样时刻进行传输，也就是零缓

冲假设。由于之前时刻采样的数据包即使未在采

样时刻发送，仍然能够带来信息年龄增益，因此

零缓冲将带来一定的性能损失。在参考文献[10]

中，研究者们假设每个信源能够保留最近一次采

样的数据包，而不是直接丢弃，并计算得到信道

理想情况下的怀特指数。参考文献[11]进一步扩展

到采样随机且信道非理想场景，提出了近似调度

指标。 

大多数状态更新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掌握

全局信息的中心调度节点，因此，考虑分布式

接入机制尤为重要。表 2 给出了相关代表性工

作的总结。 

在参考文献[12]中，作者考虑非理想信道以及

调度时刻采样，分别研究了集中式调度与基于

ALOHA 接入两种策略下的平均信息年龄性能。对

于集中式调度，调度中心依次调度各个节点上传

状态信息，传输失败时不考虑 HARQ 机制，而是

重新采样上传，直到传输成功或达到最大重传次

数 S。而基于 ALOHA 的接入机制中，各个节点以

一定概率接入信道进行状态信息传输。其中给出

了两种情况下平均信息年龄的闭式表达式。当要

求各个用户的平均信息年龄相同时，基于 ALOHA

的接入机制下的平均信息年龄为带有重传机制的

集中式调度的 2e 倍。这显示了集中式调度与单纯

的 ALOHA 协议相比的优势。前述工作均考虑离

散时间系统，而参考文献[13]考虑连续时间系统：

假设传输与退避时间均服从负指数分布，研究调

度采样和随机采样两种情况下 CSMA 协议的平均

信息年龄，并分别给出了闭式表达式和性能上界。

基于性能表达式，可以通过调节退避时长（back-off 

time）以优化协议性能。该研究指出，最优退避时

长与采样过程无关。参考文献[12-13]主要对现有协

议性能进行分析，并没有做出改进。 

在参考文献[13]的基础上，参考文献[14]针对

现有协议与最优值之间的差距进行分析。这里的

最优值是假设存在掌握全局状态信息的调度节点

时，调度算法所能达到的最小平均信息年龄性能。

参考文献[14]中指出，通过调整退避时长，随着系

统中用户数增长，使用 CSMA 协议在渐进意义下

的平均信息年龄为最小平均信息年龄的 2 倍。研

究 者 们 同 时 提 出 基 于 简 单 的 轮 询 策 略

（round-robin）进行调度，即每个时隙依次调度用

户接入信道。其中证明了随着用户数增长，轮询

策略下平均信息年龄接近最优值。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轮询策略的最优性是渐近最优，在用户数较

少或者随机采样频率低的情况下性能并不理想。 

现有分布式接入协议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冲

表 2  分布式接入研究总结 

参考文献 MAC 协议 采样过程 信道假设 

参考文献[12] ALOHA 调度采样 非理想信道 

参考文献[13] CSMA 调度采样/随机采样 / 

参考文献[14] 轮询 随机采样 理想信道 

参考文献[15] CSMA 随机采样 理想信道 

参考文献[16] ALOHA/CSMA 调度采样 非理想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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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提高吞吐量。而基于信息年龄设计的接入协

议则需要实现两个目标：减少冲突和传输能够带

来较高时效性增益的数据。一个直观的设计思路

可以同步达成这两个目标，即只让具有高时效增

益的用户接入信道。此时由于接入信道的用户数

减少，冲突概率也随之下降。因此，问题转化为

如何使得用户自行判断是否应该接入信道。在参

考文献[15]中，作者采用怀特指数作为判断数据时

效性增益高低的指标，怀特指数越大，意味着用

户进行传输的时效性增益越高。通过设置怀特指

数阈值，只有怀特指数大于该阈值的用户被允许

进行传输，这样就减少了竞争信道的用户数。同

时为了减少冲突，这部分用户采用 CSMA 的方式

竞争信道。仿真结果证明该带有优先级的 CSMA

协议下平均信息年龄接近最优值。但参考文献[15]

并没有详细分析如何进行阈值设置，而是通过一

维搜索进行选择。在参考文献[16]中，作者分析了

如何设置阈值，并基于平均场理论（mean-field 

theory）给出了各个用户的阈值表达式。对于集中

式调度，只需从信息年龄大于各自阈值的用户中

随机挑选接入信道即可，可以证明，这种调度方

法的性能在用户数趋于无穷的条件下是渐近最优

的。同时，由于该策略只需要用户将自身信息年

龄与阈值比较，因此也可以设计基于 ALOHA 或

者 CSMA 的分布式接入机制。 

上述工作主要考虑平均信息年龄，还有一部分

工作考虑平均峰值信息年龄性能。在参考文献[17]

中，作者考虑用户可以划分为多个可行集的场景。

同一可行集中的用户可以同时接入信道，而不同

可行集之间存在干扰，不能同时接入。其中指出

对于峰值年龄，存在一个最优策略是随机策略，

即每个时隙按照相同的概率分布选择一个可行集

接入信道，此时平均峰值信息年龄最优。这主要

是由于平均峰值信息年龄可以表示为调度频率的

倒数。而对于平均信息年龄，可以证明这种随机

策略所达到的平均信息年龄不超过最优值两倍。 

除了平均性能之外，部分应用更关心信息年

龄不超过一定阈值。参考文献[18]分析了当信息年

龄具有阈值约束时的调度策略设计。考虑理想信

道，寻找满足阈值约束的调度算法被转化为在有

向图上寻找环路问题。由于寻找环路问题复杂度

过高，因此作者首先对一组具有特殊结构的阈值

约束进行分析，即不同用户阈值具有倍数关系。

针对这种特殊结构阈值，其中提出了一种低复杂

度调度算法。而对于一般阈值约束要求，作者提

出了一个映射算法，将一般阈值约束映射为具有

特殊结构的阈值约束，并证明了大部分阈值约束

都可以被映射成具有特殊结构的类型。当信道

存在非理想因素时，参考文献[19]将硬阈值约束

松弛为超过阈值的概率约束，与参考文献[18]

提出一种周期性调度算法类似，并证明该算法

满足约束条件。 

3  同步信息年龄 

信息年龄定义简洁，物理意义明确，但信息

年龄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接收端对发送端状态信息

的认知情况。根据信息年龄的定义，即便接收端

已经获知发送端的真实状态信息，只要没有收到

来自发送端的新的状态更新，信息年龄便会不断

增大。因此，对于状态变化快速的发送端，较小

的信息年龄并不意味着接收端准确获得状态信

息，对于状态变化缓慢的发送端，较大信息年龄

也可能意味着准确的状态信息认知。考虑发送端

状态未发生改变时，没有必要进行状态信息传输，

参考文献[20]引入同步信息年龄（age of synchroni-

zation）这一新指标来刻画发送端与接收端状态信息

不同的影响，t 时刻的同步信息年龄 S ( )h t 定义为： 
 S S( ) ( )h t t U t= -  （2） 

其中， S ( )U t 为最近一次接收端发送端状态不同步

的时间（若当前时刻已同步，则 S ( )U t 等于 t）。同

步信息年龄定义与信息年龄不同，只有当发送端

状态信息发生改变时才会开始增长，即发送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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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端状态存在差异将触发同步信息年龄增加，

这就是“同步”概念的由来。图 3 中的实线展示了

同步信息年龄的演化曲线。同时为了便于与信息年

龄区分，图 3 中使用虚线标出了信息年龄的演化曲

线。可以看到，在 1S 时刻产生状态更新后，接收端

和发送端状态存在差异，因此同步信息年龄开始增

长，直到 1D 时刻传输完成后，二者再次同步。 

 
图 3  同步信息年龄演化曲线 

在参考文献[20]中，作者考虑一个缓存更新系

统，多个远程节点向中心服务器备份各自所缓存

的信息。考虑离散时间系统，每个时隙中远程节

点所缓存的内容更新 s 事件服从伯努利分布。中

心服务器周期性地提取远程节点缓存内容。其中

计算了周期性提取策略下的平均同步信息年龄。

由于网络带宽有限，假设存在最大的总提取频率

约束，计算得到此时各个远程节点的提取频率。

当总提取频率远大于节点缓存内容更新频率时，

各个节点提取频率为缓存内容更新频率的立方根

形式。而当总提取频率小于节点缓存内容更新频

率时，各节点提取频率为缓存内容更新频率平方

根形式。 

虽然周期性调度便于实现，但通常并不一定

是最优的。因此参考文献[21]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

分析，研究在信道不理想时的调度策略。参考文

献[21]将原问题建模为马尔可夫决策问题，并证明

最优策略具有阈值结构。基于这一性质，进一步

设计了基于怀特指数的调度算法。在该算法下，

当同步信息年龄相同时，信道传输成功概率越高，

或状态更新概率越小的节点，调度优先级越高。 

4  错误信息年龄 

从信息年龄和同步信息年龄的定义可知，两

种度量都会在收到下个更新前始终随着时间线性

增长，因此它们不能很好地度量信息时效性对系

统性能造成的非线性影响。以远程估计（remote 

estimation）问题为例，参考文献[22]考虑远程观

测一个维纳过程，当采样策略考虑发送端实际状态

时，远程估计的均方误差并不能表示为信息年龄的

函数形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参考文献[23]提出

了错误信息年龄（age of incorrect information），将

错误信息年龄 AoII ( )tΔ 定义为一个关于时间的非减

效用函数 ( )f t 和函数 ˆ( ( ), )( )g X t X t 的乘积，即： 

  ( ) ( ) ( ) ( )( )AoII
ˆ,t f t g X t X t×Δ =  （3） 

其中， ˆ ( )X t 为接收端估计的发送端状态信息，

( )X t 为发送端真实状态信息。在这个定义中，

( )f t 表示接收端一段时间内没有准确获知状态信

息导致的系统性能下降，而函数 ˆ( ( ), ( ))g X t X t 则表

示接收端对发送端准确状态信息的认知程度的影

响。函数 f 和 g 的乘积形式表示接收端不能准确

认知发送端的时间持续得越久，认知的不准确程

度越大，系统性能下降得越多。错误信息年龄是

一个非常普适的信息时效性指标，上述定义中的

函数 f 和 g 存在多种选择[23]。函数 ˆ( ( ), ( ))g X t X t 可

以定义为示性函数，即当发送端真实状态信息

( )X t 与接收端估计状态 ˆ ( )X t 不相等或二者之差

超过某个阈值时置 1，否则取值为 0。函数

ˆ( ( ), ( ))g X t X t 也可以定义为平方误差方程，即

2ˆ ˆ( ( ), ( )) ( ( ) ( ))g X t X t X t X t= - 。在这种定义下，函

数 g 是接收端对状态的估计和发送端真实状态之

差，即估计误差的函数。估计误差越大，则接收

端对发送端状态信息的认知越不准确，对系统性

能造成的影响越大，所得的错误信息年龄也越大。

为了解决信息年龄线性定义带来的问题，函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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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并不局限于线性函数。指数形式的函数 f
定义为 exp exp( )) )( ( ( )f t a t V t= - 。其中，a是大于 0

的正常数，时间点 ( )V t 定义为最近一次接收端准

确认知发送端状态信息，即函数 ˆ( ( ), ( ))g X t X t =0
的时间。指数形式的 exp ( )f t 适用于对准确的状态

信息的需求随着时间迅速增长的系统。 
尽管错误信息年龄能解决信息年龄存在的问

题并准确反映接收端对发送端的认知情况，但在

实现中却更加复杂。接收端在计算信息年龄时只

需观察收到的状态更新数据包上的时间戳，但无

法通过上述方法计算得到错误信息年龄。为了得

出错误信息年龄，接收端必须在成功收到状态更

新数据包的时候发送 ACK 通知发送端，此外，

收发双端也必须约定状态估计算法，这样发送

端才能实时地准确获知接收端的状态估计，并

进一步得出错误信息年龄。 

参考文献[24]在远程监控单一对称二值马尔

可夫信息源的离散时间场景下对错误信息年龄进

行了研究。在该场景中，存在一个二值马尔可夫

数据源作为发送端和一个接收端，发送端发出的

状态信息需要经历一个服从几何分布的随机时延

才能到达接收端。当接收端收到状态信息后将立

刻发送 ACK 告知发送端信道资源已经被释放，此

时发送端可以选择是否进行采样，并发送一个新

的状态信息。参考文献[24]基于 3 种不同度量：平

均实时错误（real-time error）、平均信息年龄和平

均错误信息年龄分别给出了最优采样策略。其中，

平均实时错误是指
0

ˆ{ ( ) ( )}dX t X t t
∞

≠∫I ，符号 I表征

示性函数。其中发现在 3 种策略中平均信息年龄

最优策略与平均实时错误最优策略一致，都是在

马尔可夫数据源状态变化时进行更新，这说明最

小化错误信息年龄等同于最小化系统的实时错误

性能，而最小化信息年龄则并不能保证接收端对

发送端的准确认知。参考文献[25-26]则分别研究

了上述场景中传输能量受限和平均传输频率受限

时的平均错误信息年龄最小的策略。 
参考文献[27]进一步考虑了多发送端的远程监

控问题，假设离散时间系统中存在多个发送端通过

块衰落信道向调度中心传输状态信息，每个时隙同

时传输状态信息的发送端不能超过 M 个，调度中心

实时将资源分配给部分发送端传输数据。由于调度

中心不能实时获知估计误差，上述优化问题被建模

为部分可观察的马尔可夫决策过程问题，该文进一

步基于怀特指数得出了调度策略，即每时隙调度

M 个怀特指数最大的发送端传输更新。 

5  信息紧迫度 

5.1  信息紧迫度的定义 

除了不能衡量过时信息的非线性效应外，信息

年龄忽视了发送端所处的情境对信息时效性的影

响。例如在编队驾驶中，头车与跟随车辆之间的信息

交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车辆移动性较强，

编队所处情境变化迅速，在某些情境下，例如车辆编

队经过路口时，或车辆编队经历超车等突发的紧急事

件时，头车的状态信息应当更加频繁地向跟随车辆进

行更新，以保证交通安全。因此，受限的无线通信资

源应当主要分配给处于紧急状态中的车辆。为了联

合反映发送端对接收端的认知情况以及发送端的情

境信息，笔者在参考文献[28-29]基于情境信息和状

态信息可知的系统，提出了度量信息时效性的新指

标：信息紧迫度（urgency of information）。t 时刻的

信息紧迫度定义为情境感知权重 ( )tω 和状态估计

误差 Q(t)的函数 ( ( ))Q tδ 的乘积，即： 

   ( )( ) ( ) ( )F t t Q tω δ=  （4） 

其中， ˆ( ) ( ) ( )Q t X t X t= - ，函数 δ 表示接收端状

态估计不准确带来的系统性能下降，定义为一个

非负偶函数。情境感知权重 ( )tω 的大小表示发送

端是否处于紧急情况； ( )tω 的值较大则表示发送

端此时需要更高的状态信息更新频率来保证紧急

情况中的系统安全，反之表示发送端处于普通情

境中，此时无须较高的更新频率。信息紧迫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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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情境感知权重和估计误差的函数的乘积，表示

系统调度一次新的状态更新的紧迫程度。对于离

散时间系统，信息紧迫度定义为： 

  ( ) )) ((
t

t

g

F t t A
τ

ω δ τ
=

⎛ ⎞
= ⎜ ⎟⎜ ⎟

⎝ ⎠
∑  （5） 

状态估计误差 ( )Q t 的变化为： 

 ( )
1

1

( 1) 1 ( ) ( ) ( ) ( ) ( )
t

t

g

Q t D t Q t A t D t A
τ

τ
-

= +

+ = - + + ∑ （6） 

其中，gt 是 t 时刻之前收到的最新状态信息更新的

产生时间，A(t)是 t 时隙内估计误差的增量。D(t)

表示接收端是否收到发送端发送的状态更新，

D(t)=1 表示接收端收到状态信息。可以看出，信

息紧迫度同样是一个普适的信息时效性度量： 

（1）当函数δ 是线性函数、情境权重不随时

间改变、估计误差的增量 A(t)是 1 时，信息紧迫

度等同于信息年龄； 

（2）当函数δ 是非线性函数、情境权重不随

时间改变、估计误差的增量 A(t)是 1 时，信息紧

迫度等同于基于信息年龄的非线性效用函数； 

（3）当函数 2( ( )) ( )Q t Q tδ = 、情境权重随时间

发生改变时，信息紧迫度等同于均方误差。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在编队驾驶中，

跟随车辆收到的来自头车的状态信息的信息紧迫

度表示头车不及时或不准确的状态信息对跟随车

辆造成的影响。车辆编队所处的情况越紧急，跟

随车辆对头车的状态信息认知越不及时，或越不

准确，信息紧迫度越大，此时，跟随车辆不得不

在紧急情况下根据头车的过时信息或不准确信息

来控制自身运动，给编队系统带来巨大风险。 

5.2  基于信息紧迫度的优化 

基于信息紧迫度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即平均更新频率受限时的单发送端状态信息更新

调度策略[29-30]和接入受限时的多发送端状态更新

调度策略[31]。 

对于单发送端离散时间系统，参考文献[29]假

设发送端通过一个块衰落无线信道向控制中心发送

状态更新信息，即该发送端状态信息传输成功率

为 p。记第 t 个时隙的更新策略和传输结构分别为

( )U t 和 ( )S t 。发送端选择更新则 ( ) 1U t = ，否则为

0。状态信息成功传输则 ( ) 1S t = ，否则为 0。当接

收端收到状态更新后，会向发送端发送反馈信息，

否则不发送。对于状态估计方法，接收端会将收

到的最新状态信息直接视作当前状态信息的估

计。另一方面，由于无线资源受限，发送端不能

时时占用信道，因此平均更新频率应当受限，假

设最大更新频率为 ρ 。优化目标是最小化系统的

平均信息年龄。 

由于上述优化问题存在平均更新频率应当小

于给定值的限制条件，首先引入虚拟队列 ( )H t ，

并将满足该限制条件转化为保证该虚拟队列平均

速率稳定（mean rate stable）。该虚拟队列遵从：

( 1) [ ( ) ( )]H t H t U tρ ++ = - + ，其中 ρ 为平均更新

频率。进一步定义李雅普诺夫函数和效用函数，

并证明李雅普诺夫漂移和效用函数的和的上界就是

平均信息紧迫度上界，再代入每个时隙更新概率为

ρ的随机更新策略，即可求出平均信息紧迫度的上

界。通过最小化该上界，可以得出动态门限更新策

略。在该策略中，动态门限为李雅普诺夫优化方法

中的收敛系数和虚拟队列长度的乘积。每个时隙开

始时，发送端首先基于估计误差和下一时隙的情境

权重求出更新指数，仅当更新指数大于动态门限

时，发送端向接收端发送更新信息。信息紧迫度

最优的更新策略、动态门限更新策略和信息年龄

最优的更新策略性能对比如图 4 所示，仿真结果

显示基于信息紧迫度的更新策略相较基于信息年

龄的更新策略，能够达到更低的平均信息紧迫度。

这说明基于信息紧迫度的更新策略倾向于将通信

资源分配给紧急情况下的状态更新，从而保证系

统安全。 

参考文献[29]中的策略虽然简洁易于实现，但

需要知道下个时隙准确的情境权重（即 ( 1)t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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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信息紧迫度最优的更新策略、动态门限更新策略和信息年

龄最优的更新策略性能对比 

来计算更新指数，而 ( 1)tω + 在实际系统中往往难

以获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参考文献[30]提出的

动态门限更新策略仅需用到下个时隙情境权重的

条件期望，即 [ ( 1)| ( )]E t tω ω+ 。但该方法需要获知

情境权重的完整状态转移概率，而在实际系统中

转移概率往往不能获知或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因

此参考文献[30]进一步采用在线强化学习算法

SARSA 学习出发送端情境权重的变化和相应的

更新策略。仿真显示，动态门限更新策略和基于

SARSA 的更新策略在更新频率较大时都能达到

近似最优的性能，而在更新频率较小时，基于

SARSA 的更新策略显著优于动态门限更新策略。

仿真结果显示，动态门限更新策略和基于 SARSA

的更新策略在更新频率较大时性能均接近最优，

而在更新频率较小时，基于 SARSA 的更新策略显

著优于动态门限更新策略。 

参考文献[31]则考虑接入受限的多发送端场

景。离散时间系统中存在 N 个发送端和一个控制

中心，每个发送端都通过一个块衰落信道向控制

中心发送状态信息，第 i 个发送端的传输成功概

率为 ip 。系统中每个时隙仅允许 K 个发送端同时

向控制中心传输状态更新信息。优化目标是在上

述系统中最小化平均信息紧迫度。该文首先通过

李雅普诺夫优化方法得出了集中式的调度策略，

每个时隙开始时控制中心基于发送端的下一时隙

情境权重和估计误差计算每个发送端对应的更新

指数，并调度更新指数最大的 K 个发送端向控制

中心传输状态更新信息。 

集中式调度虽然性能优越，但在实际系统控

制中心往往难以获得所有发送端的估计误差和情

境权重。因此参考文献[31]进一步提出了基于

CSMA/CA 的动态门限分布式调度算法。该策略中

的动态门限由每个发送端在本地维护，但所有发

送端的动态门限是一致的。仅有更新指数大于动

态门限的发送端才能在每个时隙的竞争阶段参与

信道竞争，竞争成功的 K 个发送端进入此后的传

输阶段。在长度为 W 个微时隙（mini-slot）的竞

争阶段中，所有竞争者随机获得一个避让时间。

若竞争者避让时间结束，仍有剩余的传输机会，

则该竞争者竞争成功。若竞争结束后可用信道未

能被完全占用，则降低动态门限，增加发送端竞

争机会，而动态门限较低时则会导致剧烈竞争，

此时应当增加门限。仿真显示，所提动态门限分

布式调度算法性能对于发送端数目的鲁棒性较

强，能很好地适应海量接入场景。 

6  结束语 

本文从状态更新系统中的信息时效性出发，

阐述了在通信资源受限情况下现有的低时延高可

靠概念并不足以全面刻画信息时效性；进而介绍

了当前领域关于信息时效性度量的定义，以及在

无线网络中基于这些度量的相关优化工作。 

面向状态信息时效性的通信系统设计不同于

现有以时延和吞吐量为优化目标的系统，主要区

别有两点：状态信息时效性不仅涉及通信时延，

还包括调度时延、网络拥塞情况等因素；状态信

息时效性与发送端本身状态变化过程有关，因此

要考虑状态信息对于系统性能的影响。这意味着

基于状态信息时效性的网络优化应综合考虑上述

因素的影响。 

可以看到，信息年龄、同步信息年龄、错误

信息年龄、信息紧迫度这些度量对于实际状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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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利用程度依次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

度量就足以满足状态更新系统的需求，而更应该

被视为在这一领域的尝试。现有的工作往往对于

信道条件、发送端状态变化过程等有不同程度的

抽象，而针对实际场景的考虑不足，未能充分刻

画状态变化、信道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们

需要回答：（1）如何刻画信息时效性与对应物理

系统性能之间的关系？（2）如何适应变化复杂的

信道环境以及刻画发送端状态变化过程？（3）如

何设计具有面向大量接入场景的可扩展性机制？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理解控制系统在不同时延情

况下的系统性能；而第二个问题可以借助人工智

能技术的强大表征能力，适应环境和状态的变化；

针对第三个问题，需要对现有的系统做出调整，

设计支持新业务的网络架构。综上，推进状态信

息时效性研究有赖于通信、控制、人工智能等多

个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这也展示了该方向广阔

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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