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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源感知网络

用“Great Seal Bug”作为关键字搜索，可以看

到一个真实版的 007 故事。1946 年，二战结束不久，

苏联政府送给当时的驻苏联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

里曼 (Averell Harriman) 一个按照美国国玺图章（如

图 1 所示）设计的精美木雕（如图 2 所示）。美国人

反复检查，没发现任何电源装置，于是放心地把这

块木雕作为装饰品挂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里。直

到 1952 年，美国人才发现这块木雕里面暗藏着窃听

器。关于发现窃听器的过程有很多说法，美国大使

说是在检查房屋装修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而小道

传闻就比较多了，有的说是一个英国广播员在一个

开放无线电频道上听到了美国人的对话，还有的说

是接任大使乔治·凯南 (George F. Kennan) 的夫人晚

上散步时，在使馆几百米之外听到了大使在房间里

清晰的笑声。这促使美国人派出了最高级别的特工。

这个装置并没那么神秘，就像从图 3 中看到的，

整个设备既没有电池，也没有任何能够主动发射信

号的收发器。这个设备的原理很简单，在它的内部

有一个非常小的电容薄膜，能够感受由外部声音产

生的振动，电容薄膜同一根天线相连。当有特定频

率的电磁信号发射给天线时，因为电磁感应，电容

薄膜和天线构成的回路产生交变的电流，交变的电

流通过天线又产生新的电磁场，这种新的电磁场被

称为反射链路 (Backscatter Link)。外部声音引发电

容薄膜发生振动，改变天线的阻抗，从而将声音信

号加载到天线的反射链路上，接收端再通过特殊的

“解码器”就能够把声音信号恢复出来。

这是世界上首

个能够利用外部能

源传输音频信号的

监听设备，算是无

源感知最早的案例

之一吧！从马克·维

塞尔 (Mark Weiser)
正式提出不可见计

算 (Invisible Com-
puting) 的概念开始，

人们一直致力于让物与物能够实现广泛互联，通过

完全智能的响应行为，实现人和物的深度融合，并

为此展开一系列的研究开发工作，从而为人类提供

更好的服务体验。20 多年过去了，尽管信息物理融

合这个理念 (Cyber-Physical System，CPS) 得到了广

泛认可，面向万物相连的物联网产业也被一致看好，

但并未出现爆发式的大规模物联网应用。不能不说，

刘云浩
清华大学 

关键词：无源感知网络 特邀专栏作家

图 1　美国国玺图章 图 2　带监听设备的图
章木雕

图 3　设备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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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节点的能源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瓶颈。

能源问题首先导致了物联网应用的成本大幅增

长。当以现有的 3G/Wi-Fi/ZigBee 等无线通信模块

以人作为使用主体时并不让人觉得成本特别高，但

是当需要监控一片苹果园的情况，把每一个苹果都

安装上一个节点时，由于基数的庞大，且对比苹果

本身的价值，就显得成本高得不易让人接受 ；而基

于电池的工作方式又导致了节点非常有限的工作寿

命，尤其考虑到成百上千个苹果都需要果农进行经

常性的电源管理，带来的维护开销和用户体验都是

难以接受的。从应用场景的角度看，因为需要加上

电源装置，节点的外形尺寸也往往受到极大的限制，

很难应用在衣物、鞋袜等穿戴物品以及其他类似的

日常用品中。事实上，虽然在一些生态环境监测、

野生动物追踪、地质灾害预警、混凝土内部渗水监

测等领域出现过具有一定规模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实

验系统，但是这些系统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难以

维持长时间的持续运行，直接导致了这类解决思路

的可扩展性和实用性的大幅下降。

自然而然地就有人想到 , 如果节点不是必须自

带电池就好了！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Great Seal 
Bug”的例子。我们所说的无源感知网络，是指由

无源感知节点组成的网络，节点自身不配备或

不是主要依赖自身的电源设备供电，而是通过

从环境中获取能量支撑其计算、感知和通信与

组网。

这些能源可能来自光能、运动能以及无处不在

的电磁能，其中利用电磁能的节点甚至不需要具备

一般有源设备的收发器，利用自身天线对电磁波的

反射信号进行信号加载。

无源感知网络首先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高效的

环境能量获取。在二战期间就有利用电磁能的射

频识别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被动

标签了，这是雷达技术在民用方面的扩展。今天射

频识别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物流、访问控制、电子

支付等诸多行业。被动射频识别标签没有电池，能

源由阅读器 (RFID Reader) 供给。当标签接收到阅

读器传来的无线电波时，标签中的线圈天线会产生

磁场，标签从这个磁场中获得能量，激活标签中的

芯片，再将标签中的信息通过反射信号加载出去。

为了强化被动标签的感知能力，2005 年，英特尔

西雅图研究院提出标签结合无线充电技术，从射频

识别阅读器的连续波中获取能量，研发了无线识别

和感知平台 (Wireless Identification and Sensing Plat-
form, WISP) 新技术。2008 年我担任 SenSys 会议演

示环节主席 (Demo Chair) 时，看完他们演示了这种

无源节点感知温度和加速度后，我毫不犹豫地把会

议的最佳演示奖的票投给了他们。由于 WISP 的功

率大于能量获取速率，一般需要进入一段低功耗的

睡眠模式，将能量存储到电容器中。WISP4.0 采用

了 MSP430 低功耗微处理器，具有 32KB 编程空间

和 8KB 的存储空间，采用与商业化被动标签一样

的反射通信 (Backscatter Communication) 技术，集

成了温度、亮度、湿度和加速度传感器，并且可以

集成电流小于 50 微安的任何一种传感器 [1]。如今，

WISP 逐渐被很多研究机构和高校进行完善，短短 6
年间，谷歌学术 (Google Scholar) 搜索结果显示，基

于这一硬件平台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已经多达 75000
篇，相应的版本也从 1.0 升级到最新的 5.0。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在 2013 年 SIGCOMM
大会提出了更令人震撼的进展 Ambient Backscat-
ter[2]。与传统反射通信依托阅读器发送固定载波来获

取能量不同的是，Ambient Backscatter 提出一种新思

路——即利用环境中现存的一些无线信号来获取能

量从而进行通信。文章介绍了他们利用电视信号使

得无源标签能够互相联网的尝试，一举实现了两个

突破，一个是我们小组也一直在尝试的，超越传统

被动标签仅与阅读器通信的局限，展开被动标签之

间的链接；另一个是超越能量主要来自于主动部署

的读写器的局限，也可以来自本就存在的其他设施，

这就融入了群智感知计算 (Crowdsourcing) 的内涵。

由于当前自由空间中无线信号的广泛存在，这种思

路给出了一种完全无需额外基础设施（比如阅读器）

和能量开销，从而实现终端信息交互的研究方向。

除了电磁能，还有几个正在尝试的方向。一是

温差供能。通常情况下，温差要达到数十度才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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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足够的电能，微小的网络器件不能产生这么大的

温差，但微小的温差是可以产生低压电的，通过重

组电路元件，低压电也可以被利用。二是运动供能，

即将动能转换为电能。比较常见的比如利用人体或

者机器的运动切割磁感线来产生感应电压，困难是

过于受到应用场景的限制。也有利用逆向电润湿产

生电能的，比如利用电压改变疏水表面上液滴的外

形，反过来利用这一原理，可以让微型液滴流动的

能量转化为电能。此外也不能忘了太阳能电池这个

相对成熟的、已被广泛应用的，利用光能供能的技

术。当然其成本是大规模运用这项技术的关键制约

因素，同时也对设备的便携性造成影响，光的可用

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二个挑战来自感知。传统的有源感知网络是

由大量静止或移动的传感器以自组织和多跳的方式

构成的无线网络，以协作的方式感知、采集、处理

和传输网络覆盖地理区域内被感知对象的信息，并

最终把这些信息发送给网络终端。不论是使用电池

还是插了电源，在感知环节本身并不需要考虑有没

有电，其更多的挑战是如何制定合理的调度策略来

保证节点能够进行有效的数据采集和数据转发，同

时又节约能源。无源感知节点由于能源的来源不稳

定，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如何节能，而是尽可能在

有限的条件下，把感知工作做起来。比如现在的

WISP 和 Ambient Backscatter，优先集成低能耗的传

感器对环境进行检测。举例来说，WISP 应用到智

能物流中心，对诸如疫苗类温度敏感的货物进行全

程实时跟踪监测，保证这些货物满足传输要求。集

成大容量电容的 WISP 标签还可以在离线（远离能

量供给源）的情况下利用存储的容量对昆虫等生物

进行 24 小时生命活动的监测，然后在它们返巢时

读取感知数据并进行能量补给。虽然目前这些还都

处在探索阶段，相信未来更多的低耗传感器感知网

络会被逐步开发出来。

毕竟 100 多年前发明传感器的时候人们并没想

到会在今天这样苛刻的条件下使用它们，为了突破

传感器用电量的门槛，我们干脆尝试跳过采用传感

器，这是否可行呢？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利用节点

对环境的反应作为感知的依据，达到一定的感知效

果。仅就标签能否被阅读器识别到，可以对目标对

象进行位置和状态推断，就可以在很多典型应用场

景例如智能交通、智慧家居、物流监测、仓库管理

等做不少事情。例如，在尿不湿中嵌入被动标签，

由于液体对标签的信号反射影响很大，从而可以判

断出是否有液体出现 ；在餐厅水杯底部贴上标签，

可以判断客人是否需要加水；把标签做成文件别针，

当别针放在一个盒子内时，它们彼此短路不能正常

发射信号，当文件被取出时，这些别针立即被激活，

等等。但这些应用也常常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

如 ：(1) 当周围环境变化较大时，会出现标签在阅读

范围内但没有被及时读到的情况 ；(2) 阅读器读取范

围的不确定性，会出现距离远的读得到，距离近的

反而读不到，或者距离远的先读到，距离近的后读

到等情况，带来一些认知上的困扰。

再往前走一步，我们还可以利用标签反射的电磁

波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进行数据感知。例如，利用信

号强度随着标签到阅读天线距离越远而逐步衰减的特

性进行测距、定位；利用信号相位随距离的周期性变

化进行定位；利用阅读天线在不同角度上获取的信号

能量信息判断标签位置；通过相近位置上标签表现出

的多径效应的相似性推断标签的位置 [3] ；通过相位变

化判断标签天线是否变形而推断是否发生山体滑

坡现象 ；在标签内部加入随机扰动电丝网，通过信

号特性从物理层进行标签真假识别，等等。这类应

用的挑战在于现实场景过于复杂，由于多径效应和

信号的自干涉，缺乏一个普遍适用的信号传播模型

来联系空间信息和信号信息。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得知，无源感知网络在感知

过程中面对的新问题主要有两个 ：(1) 受限于能源供

给，传感器不能连续感知数据。需要制定合理的数

据感知策略，包括采样周期、休眠周期等，使得数

据感知满足上层应用的需求，同时有足够的能量进

行通信 ；(2) 对于基于无线信号的数据感知，感知到

的数据并不能直接反应被感知物体的状态，需要建

立合理的模型进行推断。

2010 年之后，我们科研组也做了几件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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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 为了节省能量，大多无源感知网络没有收

发器，而采用反射通信。这种通信电路有许多良好

的物理特性，使得相位的测量更加精准。我们利用

市场上现有的设备实现了对移动标签的实时定位，

排除了因测量噪音和设备多样性带来的误差，最终

取得了毫米级别的精度，这是前人从事无源感知网

络研究从未达到的精度 [4]。(2) 射频标签是一种典型

的无源感知网络设备，它的初衷是用于满足人类从

事生产活动自动化的需求。随着无源感知网络的发

展，其潜在的应用也逐渐被挖掘出来，利用射频标

签进行产品防伪就是其中一个。传统的方式是在产

品上贴上标签，并在标签和服务器内同时存储唯一

的序列号。验证时，如果从商品标签获取的序列号

在服务器中也存在，则该产品被认为是真品。由于

访问标签内部的存储区域并不是一件难事，因此，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是无法有效地抵御凶猛的造假

活动的。大量被“克隆”的标签与原始标签之间时

时刻刻上演着“真假美猴王”，令智者难辨。为了能

够抵御克隆攻击，我们提出基于标签硬件指纹的认

证方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这种方法的好处

在于即使是同一条流水线生产的两个不同标签，它

们的指纹也不尽相同。为了提高认证效率，我们还

借鉴布隆过滤器的基本思想将整批标签的信号响应

看作一个认证签名，无须对每个标签逐个认证就能

实现快速准确的批量防伪认证 [5]。(3) 信号冲突是无

线通信领域中最经典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无源

感知网络中被进一步放大。因为网络中绝大多数设

备都没有收发器，不能进行主动通信，这为邻居发

现和冲突规避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针对此类问

题，我们借鉴了小平同志的政治智慧，提出“冲突

搁置，共同识别”的防冲突策略，将设备发现速度

提高了 6 倍以上 [6]。

第三，组网问题。无源感知网络中节点获取

能量的微弱性导致其充电速度缓慢。通常利用微型

芯片所采集的环境能量的功率在纳瓦 (nW) 到微瓦

(μW) 的数量级，而驱动如 WISP，Mote[7] 等微型感

知节点所需要的平均工作功率也要高于采集功率的

3 至 6 个数量级。看起来似乎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

长，设备就可以蓄满足够用于组网传输的能量，但

有两个问题 ：一方面，每次执行信息感知或者数据

传输之前需要进行长时间，甚至是无穷的等待，我

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西西弗斯效应”。西西弗斯是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更加悲剧的俄狄浦斯王类似，

他是科林斯的建立者和国王。传说中他甚至一度绑

架了死神，让世间没有了死亡。西西弗斯触犯了众

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

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快到山顶就

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

止境地做这件事。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

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如图 4）。高动

态的环境能量经常是忽大忽小的，在即将能满足节

点的计算和通信需求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电压

又马上掉下去，就如同西西佛斯推石一般，无穷无

尽的等待对大部分应用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另一

方面，微传感器受限于外形尺寸，节点蓄电的能力

有限。比如，英特尔 WISP 和密歇根 Mote 的蓄电

能力比纽扣电池分别小 4 和 6 个数量级。

低吸能（能量采集）速率和弱蓄电（电量储存）

能力的双重限制，对无源感知网络的组网协议设计

提出了全新挑战。每一次的通信任务都必须足够小，

以适应微弱且动态的可用能量。现有的无线网络协

议栈需要执行一系列任务（即便仅考虑最核心网络

堆栈、数据包传输，也可能涉及数百个指令和数百

个比特传输），过大的开销使其难以应用于具有能

源严苛受限的无源感知网络中，现有的反射通信协

议比如 EPC Gen2 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面向射频

识别标签通信的 EPC Gen2 协议，一般是假设标签

可以获得连续的能量供应，不考虑蓄电的问题。在

图 4　西西弗斯传说与西西弗斯效应

西西弗斯效应

阈值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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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Gen2 下，标签必须足够靠近能量源（即射频

识别阅读器）才能够获取足够的功率供节点计算和

传输使用。相比之下，具有蓄电能力的感知节点因

为能够不断收集动态的、微弱的环境能量，更有利

于实现间歇性的工作。

最新研发的系统 MementOS[8] 和 Dewdrop[9] 尝

试了不同的方式，修正现有通信协议栈以适应微弱

动态的能量供应。MementOS 引入检查点，通过预

测剩余电量实时进行程序状态保存，从而使它可以

在传输或者编解码过程中断后迅速恢复并继续执

行。而 Dewdrop 则考虑根据能量采集条件（能量

输入）实时地调整任务的执行（能量输出），在动

态的微弱能量下优化能量效率。这些工作修正调整

了现有协议的某个层面，使之适应无源网络环境。

而发表在 NSDI 2014 的最新研究工作 QuarkNet [10]，

则提出了相对完整的一套协议栈。通过引入分片

(fragmenting) 机制，将反射网络协议栈分解为最小

的原子单位，从而使得在更细粒度的情况下，数据

传输也能够适应节点能量的变化——在极端恶劣情

况下，能量获取甚至能够实现逐比特的数据包传输。

人类在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主要依靠存储在食

物中的化学能获取能量。火的发现和钻木取火开启

人类利用能源的纪元。从原始社会直至 18 世纪的漫

长历史年代，草木一直是人类的主要能源之一，这

一阶段也相应地被称为柴草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

日益紧张和匮乏的木炭资源已经无法满足能源的需

求，促使人类开始发现和使用储量丰富的煤炭，完

成第一次能量变革，进入煤炭时期。石油的发现虽

然比煤炭还要早，但真正的工业化开发和应用比煤

炭晚，直到 20 世纪人类才逐渐开始进行第二次能

源变革，步入石油时期。如今，随着社会发展的突

飞猛进，能源需求量亦成倍增加，世界上的常规能

源逐渐枯竭，人类被迫深入地研究能源问题和新能

源的开发，以实现第三次能源变革。人们逐步向多

元化能源结构过度，开始对核能、太阳能、海洋能、

生物质能、电磁能的开发进行研究与利用。信息科

学在享受能源变革红利的同时，也在实实在在地促

进着能源利用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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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遥远的未来，手机永远待机而无须更换电

源，奔驰的汽车随时随地从无线充电站获取动力，

随手在空中打出的一个响指便能使计算机心领神会

地做出相应的动作。而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再是连

接在电源线上。■

（注 ：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图 3 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