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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無線電之運用與發展

◎������

壹、前  言

隨著無線通訊需求與應用的蓬勃發

展，社會多媒體訊息流通量的急遽增加，

高傳輸率、高可靠度之鏈路要求與日日

增，尤其進入全球個人行動資訊化的科技

洪流後，巨大的多媒體通訊量與全球無縫

隙覆蓋需求，已確立無線寬頻通訊系統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System)運用

的主流地位；然根據薛農（Claude Elwood 

Shannon）無錯消息理論，寬頻通訊系統

對頻譜資源的需求也相對增大，因而導致

頻譜資源變得日益擁擠而不敷使用，更可

能成為限制無線寬頻通訊發展瓶頸。

在另一方面，一般無線頻譜資源都採

固定式分配給不同用戶類別使用，此種固

定式頻率的分配方式，使得頻譜使用效率

低於35%以下，且在時間及空間上使用效

率可從15%變化到85%。為解決極低的

頻譜使用效率進而更有效率的運用頻譜資

源，一種具備「頻譜感知能力」的感知無

線電(Cognitive Radio, CR)技術被提出，

希能在時間和空間上充分利用那些空閑的

頻譜資源，從而有效解決頻譜擁擠或分配

不當的問題。

感知無線電技術已日漸受到廣泛的重

視，並被認為是解決無線電頻譜擁擠問題

的手段，並藉著無線電的「感知」能力，

達成高可靠、高品質及高效率之通訊服

務；基於感知無線電技術日顯其重要性及

運用日益成熟考量，本文將針對感知無線

電在無線通訊系統之運用概念與方式予以

陳述介紹外，並將說明有關感知無線電之

未來運用與發展趨勢，期能使讀者充分瞭

解並掌握感知無線電在未來無線通訊系統

運用中之重要性與發展遠景。　

貳、無線電頻譜使用狀況

無線電頻譜是一種寶貴、有限且重要

資源，目前各國針對「無線電頻譜」均

由權責單位進行統一分配、管理和授權

使用，然隨著無線通信的蓬勃發展，人們

對頻譜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頻譜資源

分配已日趨匱乏，於是各國開始重視「

無線頻譜的使用狀況」；以美國進行30-

3000MHz頻譜使用狀況調查與檢討為例，

結果發現「頻譜運用最大問題不是匱乏，

而是使用效率過低」，如以美國各地區平

均僅5.2%，其中使用率最高紐約地區也僅

達13.1%。

除了進行地區性調查，美國聯邦通信

委員會進一步提供相關數據，歸結已分配

的MHz頻譜使用效率為15%-85％，如圖

一所示，部分頻帶呈現「過度擁擠」但部

分頻帶卻呈現「鮮少使用」之強烈對比；

學者進一步調查6GHz頻譜使用效率後，如

圖二，發現0-1GHz頻譜最為擁擠，平均使

用效率約54.4%， 1-2GHz頻譜次之，平均

使用效率約35.1%， 3GHz以後的頻譜則稀

稀疏疏，平均使用效率極低，故從FCC及

學術界調查可知現有基於固定分配頻譜的

使用效率是極不平均。

圖一：美國聯邦通信委員調查頻譜使用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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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共用；不同的機構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
給了感知無線電不同的概念和定義，其中
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國FCC 和著名學者
Simon Haykin教授的定義。FCC認「感知
無線電是能夠基於對其工作環境的感知，
交互改變發射機參數的無線電」；Simon 
Haykin以數位信號處理觀點認為「感知無
線電是一個智慧型通訊系統，它能夠感知
外界環境，並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從環境中
學習，通過實時改變某些操作參數(如傳輸
功率、載波頻率和調變技術)，使其內部狀
態適應接收到的無線信號的統計性變化，
以達到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高可靠通
信，從而做到頻譜資源的有效利用」。

感知無線電的頻譜運用可從圖三示意來瞭
解，一多載波頻譜通訊系統如果使用感知
無線電技術，則其每個次載波可按不同時
間安插使用到空閒頻譜中，有效做到「見
縫插針、擴展頻譜」的功用，當然也就達
到提高頻譜使用效率的目的。所以，感知
無線電是一個智慧無線通訊系統，它能夠
感知外界環境，並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從環
境中學習，通過即時改變某些指令引數(比
如傳輸功率、載波頻率和調製技術等)，使
其內部狀態適應接收到的無線信號的統計
性變化，從而實現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
高可靠通信以及對頻譜資源的有效利用。

圖三：感知無線電頻譜運用示意圖

圖二：學術界調查頻譜使用率圖

解決頻譜不足狀況的第一步是「儘
量提高現有頻譜的使用率」，這想法在
2003年美國FCC的《關於修改頻譜分配規
則的徵求意見書》中得到證明，該徵求意
見書明確提出採用感知無線電做為提高頻
譜使用率之技術手段。此後，感知無線電
即受到產業界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成為
無線通訊研究和市場發展的焦點。

　　

參、感知無線電的意義與目的

為解決頻譜資源匱乏與頻譜使用率之
問題，無線通訊技術發展一套高效率且能
適應性配置頻譜資源的方法，期能解決「
頻譜使用效率過低」問題，並進而做到不
同系統的整合運用，即感知無線電技術目
的：(1)解決頻譜壅塞或使用率偏低的問
題，(2)提供多模式多波形(Multi-mode 
Multi-waveform)通信整合方案。

感知無線電的概念是來自於無線環境的
感知與學習(Radio Sensing and Learning)，
頻譜機會(Spectrum Opportunity)的認定
與分配，以及頻譜機會的實現(Spectrum 
Opportunity Realization)，並且利用智
慧型(Intelligent)感測方式獲得頻譜使用
機會資訊，進而選擇最適網路或頻譜重組
(Re-configure)的網路架構，有效做到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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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達到「見縫插針、擴展頻譜」，
則感知無線電需具備六大能力，即感知
(Awareness)、學習(Learning)、效率
(Efficiency)、可靠(Reliability)、適應
(Adaptability)及智慧(Intelligence)，如圖
四示意，每一能力環環相扣、彼此合作來
組成「智慧無線通訊系統」。

圖四：感知無線電的六大能力示意圖
　

肆、感知無線電與軟體無線電的關連

感知無線電與軟體無線電(Software 
Radio)是Joseph Mitola在分別在1991年
與1999年所提出如圖五所示，其中感知無
線電是建立在軟體無線電的基礎上，採用
可隨時變化的通訊協定之技術，同時在感
知無線電增加了一個新的元素—依靠人工
智慧的支援，能夠感知其所在的環境以及
所處位置，並在此基礎上改變其功率、頻
率、調變及其他的傳輸參數，以求更高的
頻譜使用效率，並期能進一步達到最佳傳
輸路徑選取與最高傳輸品質保證。

根據Mitola的概念，感知無線電係建
構在「軟體無線」基礎上，納入人工智慧
技術，使其具備兩大特色：

圖五：感知無線電概念發展歷程示意圖

(1).感知能力：

感知能力使感知無線電能夠從其使用

的無線環境中偵搜或感知相關訊息，從而

可以辨識出特定時間和空間的未使用頻

譜資源，並選擇最適當的頻譜和傳輸參

數。通常感知能力包括3個主要的步驟：

頻譜感知(Spectrum Sensing)、頻譜分析

(Spectrum Analysis)和頻譜判決(Spectrum 

Decision)。頻譜感知的主要功能是監測可

用頻譜，檢測頻譜空洞；頻譜分析估計頻

譜感知獲取的頻譜空洞之特徵；頻譜判決

根據頻譜空洞的特性和用戶需求選擇合適

的頻段來進行通信傳輸。

(2). 重新配置能力：

重新配置也就是「參數重新組態」能

力，也就是一種傳輸過程中，在不改變硬

體架構下，可以調整相關的傳輸參數，這

些參數包含工作頻譜、調變波形、輻射功

率、傳送格式、通訊協定及網路參數等。

重新配置能力旨在不對頻譜已授權使用之

用戶產生干擾的前提下，利用授權系統的

空閒頻譜提供可靠的通信服務。一旦該頻

率被已授權用戶使用，感知無線電將有2種

重新配置能力應對方式：一是切換到其他

空閒頻譜通信；另一是繼續使用該頻率，

但更改發射參數，如調整功率、調變等參

數來避免對已授權用戶之干擾。

綜上所述，感知無線電能夠感知通訊

環境的變化，並據此調整系統傳輸參數，

從這個意義可知感知無線電是更高層的概

念，它的運用模式如圖六所示，包含無線

電環境分析，通道估計與預測，並將分析

預測結果透過軟體無線電平臺進行傳輸參

數調整，此外感知無線電還包括根據相應

的任務、政策、規則和目標進行推理和規

劃的高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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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感知無線電運用模式說明示意圖

伍、感知無線電運用與研究

感知無線電概念雖於1999年才提出，
但其「感知」與「參數動態調整」等相關
的構想已運用於其他技術與系統中，如以
前45MHz無線電話系統即已使用「通道自
動選擇機制」，來避免使用「已佔用」之
通道，另外免授權個人通信服務(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rvice)設備，在傳輸前
先「監聽頻譜使用狀況」，以避免對授權
用戶的干擾也是一簡單感知的傳輸運用。

最近「頻率及功率」的動態調整，
更納入一些無線通信通信系統中使用，
如5GHz頻段的IEEE 802.11a網路，採
「用動態頻率選擇(Dynamic Frequency 
Selection, DFS)」和「發射功率控制
(Transmit Power Control, TPC)」機制，
來避免對雷達訊號的干擾，再如高速下鏈
分封接入(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 HSDPA)採用感知調變過程，確認
用戶需要的服務並識別傳輸環境，用以進
行傳輸參數設定來確保通訊品質。

受感知無線電發展的潛力及其在無線
電領域公認的「下一件大事情」之激勵，
各國通訊研究機構及大學均紛紛投入到感
知無線電技術的研究當中，分別說明如
下：

(1)頻譜池(Spectrum Pooling)系統：
德 國 K a r l s r u h e 大 學 研 究 團 隊 基 於
OFDM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中心控制的動態頻譜接入，
提出頻譜池系統。該系統架構包括基站
和移動用戶，研究的應用場景主要集中
在OFDM無線局域網(如 IEEE 802.11a/
g)和GSM網絡的頻譜資源動態共用。利
用OFDM可以置零特定的子載波，從而
可以避免干擾的特性，動態地利用可用
頻譜資源。

(2)DRiVE/OverDRiVE 項目：
歐洲移動環境下提供 IP 服務的動態無
線(Dynamic Radio for IP Services in 
Vehicular Environments, DRiVE)項
目之目標是「通過公共協調通道在異
質網路間實現動態頻譜共用」。其後
續項目—基於移動環境下提供 IP 服
務的動態無線網路實現頻譜高效的單
播和組播(Spectrum Efficient Uni- 
and Mulitcast Over Dynamic Radio 
Networks for IP Services in Vehicular 
Environments, OverDRiVE)項目之
目標是「通過對現有UMTS(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無
線網絡進行增強和協調構成混合網路
來確保頻譜高效率利用的方式提供移
動多媒體服務」。目前，DRiVE/Over 
DRiVE 項目研究了兩種動態頻譜分
配演算法﹕時間(Temporal) 動態頻譜
分配(Dynamic Spectrum Allocation, 
DSA)和空間(Spatial)動態頻譜分配。
時間動態頻譜分配是指一個無線接入網
路(radio access network，RAN)在時
間上可以利用其他無線接入網絡當前沒
有使用的頻譜資源﹔而空間動態頻譜分
配則允許適應不同區域的業務變化進行
頻譜分配。

(3)E2R 項目：
歐 盟 端 到 端 重 配 置 (End to End 
Reconfigurability ， E2R) 研 究 項 目 
是DRiVE/OverDRiVE 項目之延伸，
研究通過端到端重配置網路和軟體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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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技術將未來不同類型的無線網路融合
起來，為用戶、服務提供商、管理者提
供更多可選服務的系統。設計開發基於
系統的可重配置設備是 E2R 研究的直
接目的，其中蜂巢、無線區域網、數位
視訊廣播(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VB)等多種無線接入系統的共存是研
究的主要內容。E2R定義動態網路規劃
管理(Dynamic Network Planning and 
Management，DNPM)、先進頻譜管
理(Advanced Spectrum Management，
ASM)和聯合資源管理(Joint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JRRM)來實
現上述目標。

(4)CORVUS 系統：
C O R V U S 是 利 用 感 知 無 線 電 技 術
來使用虛擬免執照頻譜(Cogn i t i v e 
Radio approach for usage of Virtual 
Unlicensed Spectrum, CORVUS)之
意，它由美國加州大學Berkeley分校研
究團隊所提，其目標是「通過協調的方
式檢測和使用頻譜」。在CORVUS系
統中，提出了用戶分組的思想，通過組
內控制通道協調組內用戶的動態頻譜使
用。

(5)DIMSUMnet 系統：
行 動 網 路 動 態 智 慧 頻 譜 管 理 
(Dynamic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Spectrum for Ubiquitous Mobile Network, 
DIMSUMnet)是Lucent Bell實驗室和 
Stevens理工學院研究通過協調接入頻
段(Coordinated Access Band, CAB)實
現頻譜統計複用接入(Sta t i s t i ca l ly 
Multiplexed Access, SMA)的網路體
系。目前，DIMSUMnet的研究集中在
通過對現有CDMA和GSM網路頻譜使
用率大量的測量，來研究動態頻譜接入
提高頻譜利用效率的可能性。

(6)Nautilus 項目：
由微軟亞洲研究院和美國加州大學 Santa 
Barbara分校研究組合作的Nautilus項
目，其目標是「不依靠中心控制的方式

實現分散式的頻譜共用」。Nautilus項
目中提出了一個分散式、可伸縮且有
效協調的開放頻譜接入Ad Hoc網路架
構，它可不依靠預先定義的公共通道
進行業務控制就能處理頻譜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當前，Nautilus 項目
的重點在於考慮用所提的分散式協調框
架選擇最好的通道傳輸數據。

(7)OCRA 網路：
OCRA網路是基於 OFDM的感知無線電
簡稱，由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GIT)寬
頻和無線網路實驗室基於OFDM的動態
頻譜運用所進行之研究。該架構考慮了
所有異質網路的部署場景，開發了針對
基於OFDM的動態頻譜接入的跨層操
作，並針對頻譜決策和切換提出了基於 
OFDM的新的頻譜管理概念。目前，正
基於IEEE 802.11a/g技術開發測試床以
評估OCRA網路的性能。

(8)干擾溫度多工存取：
干 擾 溫 度 多 工 存 取 ( I n t e r f e r e n c e  
Temperature Multiple Access, ITMA)是
美國Maryland大學Park學院和美國國
防部電信科學實驗室共同提出之新的動
態頻譜分配概念，它利用FCC關於干擾
溫度概念，運用感知無線電的能力感知
環境並以每個發送分組為單位選擇頻寬
和功率。ITMA利用干擾溫度和 CDMA 
統一進行動態頻譜分配、媒體訪問控制
和功率控制；目前ITMA研究的主要結
果包括物理層和媒體訪問控制的設計，
並執行網路容量分析與模擬。

(9)DARPA XG 項目：
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 A R P A ) 資 助 的 下 一 代 ( N e x t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XG)項
目，主要研究系統方法和關鍵技術，以
實現基於感知無線電技術的動態頻譜
應用，其研發目標是使得美國軍用通
信設備可以檢測環境變化，根據所處
環境的頻譜管理政策選擇頻譜。XG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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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如表一所示。

圖七：IEEE 802.22感知無線電技術標準運用

範疇示意圖

表一：IEEE 802.22感知無線電技術標準規

格彙整表

另外，由於WiMAX缺乏頻段，也
專門成立了致力於解決共存問題的IEEE 
802.16h工作組，可以使WiMAX適用於
UHF電視頻段，利用感知無線電技術使
802.16系列標準可以在免許可頻段獲得應
用。相對於WiMAX，WiFi與感知無線
電在無線頻譜的智慧化使用上有一致的目
標。2003年10月，IEEE組建了一個工作組
來制訂一個新的標準，即IEEE 802.11k無
線資源管理(RRM)標准。該標準著眼於無
線頻譜智慧化使用和高效的管理，IEEE 

目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開發提供擇機
(Opportunistic)頻譜接入的技術﹔二
是開發通過靈活的政策(Policies)應用
管理無線行為(Radio Behavior)關鍵
方面的長期(Long-lived)管理框架；
DARPA稱其論證的頻譜效率可使目前
的頻譜利用率提高 10 到 20 倍。

陸、感知無線電標準

隨著感知無線電技術的發展，各國
際標準化組織和產業聯盟也展開相關的
研究，並積極制定感知無線電的標準和
協定。主要標準組織包括國際電信聯盟
(ITU)、軟體無線電論壇和美國電氣電子
工程師學會(IEEE)等，其標準發展源自
2003年8月軟體無線電論壇開始探討放鬆當
前嚴格的頻譜劃分政策之可能性，研究通
過開發新的智慧無線電設備，從而提高頻
譜利用效率。該論壇於2004年10月成立了
感知無線電工作組，專門開展有關感知無
線電技術研究。

IEEE於2004年11月正式成立IEEE 
802.22工作組，這是第一個基於感知無線
電技術的空中介面標準化組織。802.22工
作組的主要任務是開發和建立一套基於感
知無線電技術，在現有電視頻段利用暫時
空閒的頻譜進行無線通信的區域網空中介
面標準。由於基於802.22協定的無線區
域網(Wireless Region Access Network, 
WRAN)工作在現有電視頻段中，要求不
能對正在廣播的電視頻譜產生干擾，所以
WRAN採用了感知無線電技術，對電視
頻段進行感知和測量，利用動態頻譜管理
技術找到空閒頻譜進行再分配（如圖七所
示）；目前，已有美國、中國、日本、韓
國等各個國家的多家公司以單獨或聯合的
方式向IEEE 802.22工作組提案，其提案涉
及物理層、媒體存取控制層等關鍵技術，
有關IEEE 802.22感知無線電技術標準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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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1k規則的出現提出了對無線局域網絡
通道的感知測量的需求，使無線局域網絡
各終端節點在對無線頻譜資源的使用和管
理上有章可循，充分體現了對頻譜資源智
慧化使用的要求；WiFi於2006年進一步提
出IEEE 802.11y感知無線電草案，IEEE 
802.11y基於競爭協議來制定標準化的干擾
避免機制，同時方便今後新頻段的應用服
務。

最後，為了進一步研究感知無線電，
IEEE於2005年成立了IEEE 1900標準組，進
行與下一代無線通信技術和高級頻譜管理
技術相關的電磁相容研究。該工作組對於

目前已經有多個試驗驗證系統正在
開發，這些驗證系統可作為驗證感知
無線電的基本理論、關鍵技術研究，
同時提供測試環境，用以驗證各種演算
法則、頻譜使用效能，未來更可作為推
動感知無線電的大規模應用，必要時更
可作為各種異質網路構連連結運用之測
試。

(2) 與現有系統整合：
雖然目前普遍認為感知無線電的應

用應該不要求授權用戶作任何改變，但

感知無線電技術的發展和與其他無線通信
系統的協調與共存扮演重要角色。2006年
ITU組織重新檢討感知無線電的研究工作
的隸屬小組，鑑於國際電信聯盟無線電通
信部(ITU-R)8A工作組中之軟體無線電
研究課題不足以涵蓋感知無線電的所有範
疇，所以ITU-R在2006年3月提出一項新的
建議，將感知無線電單獨作為一個研究課
題進行研究，這說明ITU已經充分認識到
感知無線電技術在未來通信發展中的重要
意義。

有關感知無線電技術標準訂定彙整如
表二：

柒、感知無線電未來發展

從世界各國的研究與國際組織標準的
訂定，可歸納出未來感知無線電發展主軸
將持續朝向基本理論和相關應用的研究，
為大規模應用奠定堅實的基礎。比較重要
技術發展包括：感知無線電的理論基礎和
感知無線電網路相關技術，例如：頻譜資
源的管理、跨層聯合優化等，重要領域如
下：
(1)試驗驗證系統開發：

表二：感知無線電技術標準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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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授權用戶和感知無線電用戶協同
工作，將會便於實現並提高效率。因
此已有一些研究工作在考慮將感知無
線電技術整合到現有無線通信系統（如
WiMax、WiFi及3G）的方法，並取重
要研究成果。
未來感知無線電的技術將持續在「無

線電空中頻譜感知技術」、「智慧型無線
電資源管理」及「可重置化軟體無線電技
術」等方面深入研究，另其標準則分三大
主軸推展：

1. IEEE 802.22：規劃用於WRAN（
Wireless Region Area Network）

2. I EEE 802.16h：規劃用於WiMax
3. IEEE 802.11y：規劃用於WiFi

捌、結語

隨著全球資訊網路的蓬勃發展，對高
速、寬頻帶、高通信容量之無線通訊鏈路
需求不斷增加，已使得開發新頻譜或有
效率的使用頻譜為必然發展趨勢；特別是
近年來行動通訊技術產多媒體產品出陳推
新，以及WiMax、WiFi、3G等系統的佈
建，更凸顯無線頻譜不敷使用的問題，使
得感知無線電的運用與設計開啟大道和嶄
新的研究風貌，當然也是一個極具潛力的
研發領域，充滿機會與挑戰，世界各通訊
先進國家均已投入大量的經費與人力在寬
頻通訊相關技術之研發，期能掌握關鍵技
術並開創出一片嶄新的視野與遠景。

基於感知無線電已被認定為新世代無
線通信技術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各界各
國均已投入研發團隊進行關鍵開發且IEEE 
802.22尚在制訂之際，我國當投入人力、
物力進行感知無線電相關技術開發，規
劃專利佈局、參與標準制訂，以掌握新世
代無線通信技術契機；基此，本針對感知
無線電在寬頻通訊技術發展熱潮與趨勢考
量，闡述有關感知無線電之運用與未來

技術發展，期能使讀者掌握並瞭解錯誤更
正碼之觀念與相關運用發展重要性，希能
對提升寬頻通訊系統之鏈路可靠度有所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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