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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无线技术就是嵌入式进程或系统与无线通信接口的组合。具体而言，嵌入式无线系统方兴未艾，正催生出各种新型工业、
商业和住宅建筑自动化，而且还为消费、医疗乃至农业系统带来了诸多新功能和特性丰富的产品。功耗或者功率不足在所有这些
低数据率应用中是非常重要的需求，甚至是大多数情况下的主要需求。不过，衡量嵌入式无线应用的功耗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将
各部分功耗简单相加即可。尽管通常这是对给定应用比较和选择组件的典型方式，但这种以可量化的标准来比较的基本方法却不
能充分反映出各组件在系统中互动和工作的真实量度。我们必须真正专注于无线系统的功耗，了解给定无线解决方案在节能方面
到底表现如何。可靠性有助于降低无线系统的功耗，但人们通常会忽视这个重要的系统属性。就此而言，可靠性就是系统在两点
间一次性进行数据通信的能力。本文将向您介绍嵌入式无线应用中可靠性和功耗的关系以及如何优化可靠性和功率效率。

可靠性与功耗的关系
大多数嵌入式无线应用在功耗方面消耗最大的就是收发器组件的发射功率。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收发器组件多种多样，单纯从数据
表的介绍来看，似乎它们之间的额定功耗都差不多，都在
20
到
30mA
的范围之间。但是，如果单纯选择额定功耗最低的组件，更为重要的系统可靠性属性则有可能被忽视。可靠性为什么重要呢？对
于
将每
uA
和
mA
都要考虑在内的低功耗应用来说，
可靠性是决定相对于极低功耗的睡眠状态该类应用在高功耗的动态状态能保持多久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可靠性越高，功耗就越低
。完美、理想的无线系统应该尽可能快地在两点间一次性传输一组数据。当然，系统不可能始终完美地实现这种工作模型，因此
有可能会因为干扰或信号强度不足以达到远程末端而须重新传输数据，在此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尽可能提高无线系统的可靠性。
无线系统有具体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决定在给定系统中如何可靠地工作，如 RF 频谱应用，就是指无线通信用什么 RF
频谱进行通信；技术的接收灵敏度，即收发器识别出通信内容的最低程度，以功率分贝比来计算，单位为
1mW
(dBm)；
输出功率，即技术通信需要多大的功率，但最终要大于潜在干扰的功率，它的单位为 dBm；RF 捷变性，也就是技术能否支持在
RF
频谱中移动以避免干扰，它是由
RF
通道大小和可用通道数量决定的；最后一个是抗干扰性，即
RF
技术能否在面临干扰的情况下确保给定通道的通信，体现为接收敏感度的增加，也称作编码增益 (dBm)。
RF
频谱应用是可靠性方程中的一个变量，依赖于
RF
波物理特性决定的环境。频率越低，波长越大，
也就越难被液体和混凝土等常见制造材料吸收。不过，RF
频谱及其应用是一个受政府高度管理的无线通信领域，
原因是避免干扰其他无线通信技术。只有少部分频段预留给这些通信在本地和国际上非限制地使用，也就是所谓的工业、科学和
医疗 (ISM) 波段。在此波段内，被接受和常用的最主要的频率是 ISM 波段的 2.4-GHz 部分。尽管如此，在此频率下，
工业领域中恶劣的 RF 环境会很快吸收掉较小的波长，因此需要更加关注剩余变量来测量可靠性。
我们可将接收灵敏度、输出功率和抗干扰性全部量化，以形成定义可靠性的更大更重要的变量，即链路预算。链路预算可定义为
接收灵敏度加上输出功率和抗干扰性的绝对值。接收灵敏度越高，输出功率就越大，抗干扰性就越强，解决方案的链路预算就越
高。而链路预算越高，无线解决方案受
RF
吸收和干扰影响的几率就越低，从而有助于提高可靠性。
收发器的接收灵敏度和输出功率往往是决定链路预算的组件级鉴别器，我们可以方便地对其加以评估和比较。但是，抗干扰性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无线收发器采用何种技术来提高其信号存活性。当前使用的、可以直接改善这一功能的最佳技术之一就是直接序
列扩频 (DSSS) 调制技术。
DSSS
调制技术基本上是一种对发送信号进行前向纠错的方法，用于减小信号干扰造成数据丢失的影响。具体而言，DSSS
根据发射器和接收器共享的伪随机噪声码将一组数据编码为较大的比特流。例如，在图 1 中，8 位数据编码为 32 个码片，
在此情况下，4 个码片相当于 1 位。随后，码片在 RF 信号上调制发送。接收器将接收信号的码片解调，并反向执行 DSSS
编码方案。即便由于信号噪声或干扰会出现解调错误，原始数据仍然可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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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直接系列扩频技术

图2——通道跳频

最后，RF 捷变性可通过避免干扰技术提高可靠性，也就是通过 RF 频谱跳频或者移动来避免干扰。解决方案的自由度越高，
就越有利于找到
RF
干扰较小的环境，降低干扰。目前使用的不同
RF
捷变性技术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伪随机或算法型跳频方案，可在频谱内持续跳频，以尽量减少干扰，还有一类则是仅在需要时才移动的智能方案（见图
2）。从可靠性的角度来看，第一类捷变性方案的问题在于，如果
RF
频谱内比较繁忙，
那么可能会无意中跳频到干扰较高的频谱部分中去，而智能型技术则会找到干扰较低的位置并随即停止移动。不管采用何种捷变
性方案，RF
捷变性都取决于
RF
频谱的使用和通道的大小。依靠
RF
频谱应用，捷变性可以有或多或少的空间。
例如，由于频率分配的缘故，低频解决方案相对于高频解决方案而言空间较小。2.4-GHz
解决方案支持约
100-MHz
的可用频谱，而
900-MHz
解决方案仅支持约
26-MHz
的空间。通道大小也是影响
RF
捷变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道尺寸越小，频谱中捷变性的空间就越大，从而能以更高的 RF 捷变性来避免干扰，在干扰信号间找到干扰最小的工作频率。
例如，就 2.4-GHz 无线解决方案而言，基于 802.15.4 的解决方案一般宽度为 5-MHz，只有 16 个可用的通道，而宽度为 1-MHz
的解决方案通常支持 80 个可用通道，因此就能在更多通道间移动以避免干扰。
因此，可靠性就是关于 RF 频谱应用的链路预算与 RF 捷变性之和。链路预算越大，RF 捷变性就越高，在同一 RF
频谱上的给定无线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就越高。此外，尽管某些解决方案在给定环境下针对某一
RF
频谱性能出色，
如布满水管的工厂中的低频通信，但这种解决方案相对于最大化链路预算和 RF 捷变性的较高频率解决方案仍然逊色很多。
因此，尽管差别很难量化，我们仍然很容易理解比较无线解决方案时的逻辑以及最终最大化系统睡眠时间并减少功耗的方法。

优化可靠性和功率效率
嵌入式无线解决方案的另一新术语是功率效率，即系统通过有源和无源技术来最小化功耗的量度。效率越高，节约的电力就越多
。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睡眠模式最低功耗状态下的高可靠性系统，其功率效率一般比拥有较低的发送和接收状态但可靠性不足的其
他系统更高，因为这些系统处于休眠模式的时间较短。因此，可靠性是反映系统真实功率效率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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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和功率效率机制协作可最大化节能效果，不过除了上述机制，我们还能采用其他技术来提高功率效率，并尽可能减小对系
统可靠性的影响。这些技术包括控制动态数据速率和输出功率级别的活动链路和电源管理等系统行为。借助于最小化不必要的输
出功率，持续关注最小化输出功率以确保只使用通信所必须的最低功耗的解决方案不仅可靠，而且节能。此外，如果解决方案能
够根据环境条件调节数据速率并尽可能缩短空中通信时间，也可以最小化系统功耗，提高功率效率。这种节能技术尽管在无线电
技术领域并不算新生事物，但在确保系统致力于真正最小化系统功耗方面确实是一项新技术。

结论
如上所述，可靠性是解决方案节能效果的主要指标，也可优化用于最大化系统休眠时间及最小化通信时间。最后，也指出了比较
组件数据表的典型方法不能解决功率效率和可靠性等系统级功能的原因。虽然测量系统中使用组件的典型功耗是比较无线解决方
案更传统的方法，但其不能全面反映出特定解决方案最小化系统功耗的情况。例如，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最低功耗的睡眠模式下的
高可靠性系统，比拥有较低发送和接收功率级别但不太可靠的其他系统更节能，并能保存最大量的系统电力。这是因为这些不太
可靠的系统处于休眠模式的时间较短，而重复发射或通信的时间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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