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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能量效率 (EE, energy eﬃciency) 和频谱效率 (SE, spectral eﬃciency) 是无线移动通信系统
中两个重要的性能度量. 在过去几十年中, 工业界和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来提高频谱效率和系
统吞吐量. 最近几年由于环境的日益恶化和能量消耗的持续增加, EE 变得越来越重要. 分布式天线
系统 (DAS, distributed antenna systems) 由于在增强通信链路稳定性、提高系统容量和扩大覆盖范
围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成为下一代无线通信系统中具有竞争力的一项技术.
因此在分布式天线系统中研究能耗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针对分布式天线系统, 归纳总结了
前期研究的高能效的功率分配设计准则、多播 MISO (multiple input single output) 系统中的高能效
传输以及单用户 MIMO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的能效优化这 3 个方面的内容, 仿真结果
验证了相应提出的能效优化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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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 截至 2015 年底全球手机用户已达 71 亿, 移动宽带用户比例达到 47.2%.
据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16 年 1 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 2016 年 1 月, 我国移动电
话用户规模达到 12.8 亿. 2009 年我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共耗电 289 亿度, 相比 2008 年增长超过 25%,
折合标煤近 1000 万吨, 带来了大量的碳排放. 由此可见, 现有的移动通信体系已经演变成为高能耗的
产业. 随着信息产业与工业应用领域的进一步结合以及物联网时代的到来, 我国通信业务需求仍将有
大幅度增长, 网络建设规模也将持续扩大. 随着以智能手机 (如 Android 手机和 iPhone 等)、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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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Kindle 和 iPad 等) 以及社交网络 (如 Facebook, Twitter, QQ, 微信和人人网等) 等为代表的智能

多媒体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预计到 2020 年移动业务的需求量将达到目前的 100∼1000 倍, 其中移动视
频业务将会占到业务总量的 2/3. 如果继续沿用现有的无线传输技术和网络架构, 随着业务量的成百
上千倍的增长, 能量也会有相应比例的增加. 如此高的能耗增长, 对于像中国这样资源严重短缺和环
境污染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然是难以维持的. 目前已有的绝大多数通信系统都是以覆盖或容量为
优先的设计目标, 没有过多考虑能量的效率问题. 因此, 未来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必须要有新的设计思
路, 在全面考虑带宽、容量和能量的约束下, 优化网络资源的同时大幅度降低单位业务量的能耗, 打造
绿色环保的无线通信技术, 实现节能减排的国家战略 [5] .
绿色通信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提高系统的能量效率 (EE, energy eﬃciency) [1∼5] . 2005 年, 我国
的 FuTURE (future technology for universal radio environment) 计划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适用于蜂窝
移动通信的分布式天线系统 [6∼9] . 与集中式天线不同, 在分布式天线系统中, 多个远端接入单元 (RAU,
remote access unit) 被分散放置在某区域的不同位置, 它们之间通过使用光纤或混合光纤同轴电缆或
无线与基站处理单元 (BPU, base processing unit) 连接起来, 从而构成一个广义小区 (GC, generalized
cell). 相关理论已经证明, 相对于传统的集中式系统, 分布式系统不仅拉近了移动终端和基站的距离,
降低了发射功率, 还使得不同 RAU 的天线变得不相关, 带来了频谱效率和功率效率的增强 [7, 9] . 由此
可见, 分布式天线系统对创建绿色通信来说是一个很有应用前景的蜂窝架构. 我国针对分布式天线系
统的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在核心技术方面拥有多项专利, 基本完成了专利布局. 因此基于分布式
天线系统的绿色通信技术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5] .
无线通信系统能量效率的研究获得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极大关注. 其中较为著名的国际研究项目
有 973 Green 1) , Green Touch 2) , EARTH 3) , eWIN 4) , OPERA-NET [10] 和 Green Radio [11] 等. 表 1 列
举了它们所给出的部分可能解决方案. 这些项目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文献 [12] 中率
先提出并研究了绿色无线通信网络的 4 个基本折中关系, 奠定了本领域的研究基础. 文献 [13] 中指出
未来的超蜂窝网络架构应该具有的 3 个特点, 即: 资源的弹性匹配、业务的适度服务以及网络的柔性
覆盖. 文献 [14] 中讨论了能效最优的小区尺寸设计, 并深入讨论了能效和网络部署的损耗之间的折中
关系. 文献 [15] 中以最大化能量效率为目标, 研究了在宏小区基础上的微小区部署策略. 文献 [16] 中
详细讨论了 MIMO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系统的能耗模型, 所有收发两端的信号处理功率
消耗模块都被考虑到了这个模型中. 基于该模型, 作者研究了 SISO (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SIMO
(sing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和 MIMO 系统中能耗和传输距离的关系. 仿真结果表明, 对于短距通信
而言, SISO 系统的能量效率性能表现优于 MMO 系统. 无线资源分配和功率控制算法的优化设计仍然
是提高能量效率的有效方法 [5, 17∼21] .
以上这些能量效率相关的研究都是基于集中式天线的传统蜂窝架构, 而分布式系统主要采用遍历
信道容量、中断概率和误码率 (BER, bit error rate) 作为性能指标. 文献 [22, 23] 对分布式天线系统的
遍历信道容量进行了研究. 理论和仿真结果表明, 相比于集中式天线, 分布式天线可以获得更大的遍历
信道容量. 文献 [24] 对分布式系统的中断概率进行了研究. 理论和仿真结果表明, 相比于集中式天线,
分布式天线可极大降低系统的中断概率, 因此具有较高的链路稳定性. 文献 [25] 对分布式天线系统的
BER 进行了研究. 理论和仿真结果表明, 相比于集中式天线, 分布式天线不仅能降低系统的 BER, 而
且可以提供更高的系统容量. 过去几十年在工业界和学术界出现了大量的文献来研究如何提高吞吐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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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twork.ee.tsinghua.edu.cn/green973/.
GreenTouchAvailable: http://www.greentouch.org/.
https://www.ict-earth.eu/default.html.
Wireless@KTH. ewin: Energy-eﬃcient wireless networking. http://www.wireless.kth.se/research/projects/19-e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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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及国内关于高能效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的研究项目
Table 1
Project name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earch for energy-eﬃcient wireless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s
Solutions

973 Green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and network to research spectrum and energy eﬃcient utilization
mechanism
• Eﬃcient coverage network method
• Eﬃcient resource matching method
• Eﬃcient business service model
2. Super cellular network architecture
• Control independent design with business covering, optimization and maintenance
• Coverage can be on-demand activate/sleep, save energy, reduce the interference
Green touch 1. Mobile wireless network energy eﬃciency research
•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ellular green communication
• Green transport technology and large-scale antenna systems
2. Energy related standards and strategy research
• User equipment energy consumption standards
• Energy distribu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user application
3. The core network and access network energy eﬃciency research
• Optical ﬁber access to home networks
• Bit mixed passive optical networks
EARTH
1. The analysis of the optimization of energy eﬃciency,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 The telecom product life cycle analysis of energy consumption
• System level of energy consumption optimization criteria
2.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 Collaborative scheduling, interference coordination and joint power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 Adaptive and dynamic load transfer mode adaptive
3. Wireless access technology and components
• MIMO, OFDM and adaptive antenna technology
• Power retractable transceiver, element, front and the power control of system level
eWIN
1.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architecture
• The tradeoﬀ between energy eﬃciency, spectrum eﬃ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design
• Delay tolerant network architecture design
2.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 The dynamic ﬂexible management techniques of frequency spectrum
• Collaboration and competition based on heterogeneous scenario eﬃcient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
OPERA-NET 1. Link level improvement
• Energy awareness related device design
• Link level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2. Technology revolution
• Developing new high eﬃcient power ampliﬁer
• Developing innovative energy regeneration technology
3. Network test bed
• Equipment integration
• The end-to-end eﬃciency of mobile wireless access network
Green radio 1. Energy consumption standards and models
• More accurate power consumption model of energy consumption
• More accurate quantitative energy eﬃciency standards
2.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 Demands for diﬀerent quality of service, using time delay tolerate applications and user mobility
for energy saving
• Demands for diﬀerent quality of service, using time delay tolerate applications and user mobility
for energy saving
3.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of hardware facilities
•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hardware integration power ampliﬁ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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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分布式天线系统
Figure 1

(Color online) Distributed antenna system

量或者频谱效率, 然而随着能量消耗的持续增加和环境污染的日益恶化, 能量效率在未来移动通信系
统的设计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前对分布式天线的能量效率研究主要是通过资源分配的方式来进行优
化. 文献 [26] 提出了一种高能效的资源分配方法, 使分布式天线的能量效率最大. 文献 [27] 通过采用
KKT (Karush Kuhn Tucker) 条件, 在下行链路单小区单个用户的分布式天线系统中得到了一种闭合
功率分配最优解来最大化系统能量效率, 但这种方法不能应用到多用户分布式天线中. 总之, 分布式
天线系统的高能效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 鉴于此, 本文针对分布式天线系统, 归纳总结了前期研究的
高能效的功率分配设计准则、多播 MISO 系统中的高能效传输以及单用户 MIMO 的能效优化这三个
方面的内容, 并分别介绍了相应的高能效功率优化方法.

2

分布式天线系统中高能效的功率分配设计准则

与集中式天线系统不同, 分布式天线系统中由于 RAU 分散放置在小区的不同位置, 可以减少移
动台和天线之间的平均接入距离, 因此 DAS 可以节省发送端功率, 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 如容量、误
码率和可靠性. 集中式天线系统中天线是集中放置在一处, 因此可以用一个功率放大器来提供所有的
功率资源, 而每个天线的实际发送功率则可以通过不同的权重来调节. 在分布式天线系统中, RAU 是
相隔较远地分散在不同的物理位置, 故每一个 RAU 都有自己的独立功放, 并且每一个 RAU 的发送功
率也是独立受限的, 每一个 RAU 和不同的用户之间信道状态信息不同, 因此可以通过优化功率分配
来提高系统能效. 本节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分别介绍在信道正交和非正交两种情况下的高能效的功率分
配算法.
2.1

系统模型及问题描述

考虑一个基于圆形小区的分布式天线系统, 如图 1 所示. 假设小区半径为 D, RAU 个数为 N , 小
区中心有一个中央单元 (CU, central unit), 记为 CU 或 RAU 1, 移动台 (MS, mobile station) 个数为 K,
RAU 和 MS 天线个数都是一个, 结论可以扩充到多天线情况. 假设信道状态信息 (CSI,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在发射端和接收端都知道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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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节考虑的总功率消耗数学表达式为 PTotal = Pηt + N Pdyn + Psta + Po . 其中 Pt 表示系统总的
发送功率, τ 表示功率放大器效率, Pdyn 表示动态消耗的功率, 它是每个射频天线数模转换器、滤波
器、频率合成器以及模数转换器等消耗的功率和, Psta 表示静态消耗的功率, 它是一个与基带处理、电
池单元等相关的常量, Po 表示连接 RAU 的光纤传输消耗的功率 [5, 28, 29] .
在信道正交情况下, 并且 MS 满足最小吞吐量和每一个 RAU 总功率受限的条件下, 最大化能量
效率目标优化函数可以表示为 (单位: bit · J−1 · Hz−1 ) [5, 30, 31]
(
)
∑N
2
∑K
n=1 pn,k |hn,k |
log
1
+
β
2
k=1
σz2
max
(1)
∑K ∑N
1
N,K
{pn,k }n,k=1
k=1
n=1 pn,k + N Pdyn + Psta + Po
τ
pn,k > 0,

s.t.

K
∑

∀k, n,

pn,k 6 pmax
n ,

(1a)
∀n,

(1b)

k=1

Rk > Rmin ,

∀k,

(1c)

其中 pk = [p1,k , p2,k , . . . , pN,k ]; hn,k 和 pn,k 分别表示从 RAU n 到 MS k 的复合信道和传输的功率; σn2
1.2
为 Gauss 白噪声功率; β = − ln(5P
是为了满足特定 BER 需求概率时的常数. pmax
表示 RAU n 最
n
BER )
大的发射功率; Rk 表示 MS k 的吞吐量; Rmin 表示 MS 最小的吞吐量需求.
当信道非正交时, 在多用户分布式天线系统下行链路中, 考虑 MS 满足最小吞吐量和每一个 RAU
总功率受限的条件下, 最大化能量效率目标优化函数可以表示为 [5]
(
)
∑N
∑K
pn,k |hn,k |2
n=1
∑N ∑ K
2
2
k=1 log2 1 +
m=1,m̸=k pn,m |hn,k | +σz
n=1
max
(2)
∑
∑
K
N
1
{pn,k }N,K
n,k=1
k=1
n=1 pn,k + N Pdyn + Psta + Po
τ
s.t.

pn,k > 0,
K
∑

∀k, n,

pn,k 6 pmax
n ,

∀n,

(

∑N

k=1

log2

1 + ∑N
n=1

2.2

(2a)

∑K

(2b)
)

2
n=1 pn,k |hn,k |

m=1,m̸=k

pn,m |hn,k |2 + σz2

> Rmin ,

∀k.

(2c)

信道正交时算法求解

优化问题 (1) 是一个非线性非凸的分式优化问题 [32] , 不能直接得到其闭式最优解. 根据分式规划
理论, 首先定义一个与原问题相似的含有减号的优化问题为 [5]
max

{pn,k }N,K
n,k=1

s.t.

(
)
h {pn,k }N,K
,
ω
n,k=1
pn,k > 0,
K
∑

(3)

∀k, n,

pn,k 6 pmax
n ,

(3a)
∀n,

(3b)

k=1

Rk > Rmin ,

∀k,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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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h

{pn,k }N,K
n,k=1 , ω

)
=

K
∑

(
log2

∑N

2
n=1 pn,k |hn,k |
σz2

1+β

k=1

)
−

K N
ω ∑∑
pn,k − ω(N Pdyn + Psta + Po ),
τ
n=1
k=1

ω 是引入的标量权重. 根据分式规划理论 [32] , 可以证明如下定理 [5] .
N,K
定理1 令 F (ω) = max{pn,k }N,K h({pn,k }N,K
n,k=1 , ω) 和 f (ω) = arg max{pn,k }N,K h({pn,k }n,k=1 , ω).
n,k=1

n,k=1

N,K
∗
当 F (ω ∗ ) = 0, 并且 f (ω ∗ ) = {p∗n,k }N,K
n,k=1 , 则最优的功率分配解 {pn,k }n,k=1 也是优化问题 (1) 的最
优解.

由定理 1 可得, 对于含有分式形式的优化问题 (1), 可以得到其等价的含有减号的非分式优化问
题 (3). 由 KKT 条件可以求得使系统能量效率最大时最优的功率分配的解为
[

]+
∑N
2


2
p
|h
|
(1
+
λ
)
σ
i,k
i,k
k
i=1,i̸
=
n
z
max
popt
−
−
,
p
,
(4)
n
ω
n,k = min 

( τ + µn ) ln 2 β|hn,k |2
|hn,k |2
Lagrange 乘子 λk 和 µn 也可以通过次梯度迭代方法得到 [33] .
2.3

信道非正交时算法求解

优化问题 (2) 是一个非线性非凸的分式规划优化问题, 不能直接得到闭式最优功率解. 因此首
先根据分式规划的定理, 含有分式的优化问题 (3) 可以通过解下面等价的含有减号的非分式优化
问题 [5] :
)
(
∑N
K
2
∑
n=1 pn,k |hn,k |
log2 1 + ∑N ∑K
max
2
2
{pn,k }N,K
n,k=1
n=1
m=1,m̸=k pn,m |hn,k | + σz
k=1
( K N
)
1 ∑∑
−ω
(5)
pn,k + N Pdyn + Psta + Po
τ
k=1 n=1
s.t.

pn,k > 0,
K
∑

∀k, n,

(5a)

pn,k 6 pmax
n ,

∀n,

(

∑N

k=1

log2

1 + ∑N

∑K

n=1

(5b)

n=1

pn,k |hn,k |2

m=1,m̸=k

pn,m |hn,k |2 + σz2

)
> Rmin ,

∀k,

(5c)

其中 ω 是引入的标量权重.
通过采用几何均值近似, 优化问题 (5) 可以转化为如下等价的几何规划问题 [5] :
min

{pn,k }N,K
n,k=1

K
∏

∑N

∑K

n=1

m=1,m̸=k

∏N,K

k=1

(
+ω

(

n,k=1

pn,m |hn,k |2 + σz2
)βn,k
2

pn,k |hn,k |
βn,k

K N
1 ∑∑
pn,k + N Pdyn + Psta + Po
τ
n=1

)
(6)

k=1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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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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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online) (a) SE versus maximum transmit power; (b) EE versus maximum transmit power

∑K

k=1 pn,k
pmax
n
Rmin

(2

6 1,

∀n,

(6b)

∑N ∑K
− 1)( n=1 m=1,m̸=k pn,m |hn,k |2 + σz2 )
6 1,
∏N ( pn,k |hn,k |2 )αn,k
n=1

∀k,

(6c)

αn,k

因此可以采用内点法求得高能效的功率解.
2.4

信道正交时仿真结果

图 2(a) 比较了在不同的功率分配准则下频谱效率随着最大发射功率变化的曲线. 在这种情况下,
最小化发射功率分配算法的频谱效率明显比最大化系统吞吐量功率分配和高能效的功率分配算法的
频谱效率要差. 由图 2(a) 可以看出, 当最大发射功率为 30 dBm 时, 最大化系统吞吐量功率分配和高能
效的功率分配算法的频谱效率比最小化系统发射功率分配算法的频谱效率分别高 165.8% 和 127.6%.
图 2(b) 比较了在不同的功率分配准则下能量效率随着最大发射功率变化的曲线. 高能效的功率分配
算法的能量效率优于最大化系统吞吐量功率分配算法和最小化发射功率分配算法. 当最大发射功率为
26 dBm 时, 高能效的功率分配算法的能量效率比最大化系统吞吐量功率分配算法和最小化发射功率
分配算法的能量效率分别高了 74.6% 和 1.6%. 并且从图 2(a) 可以看出, 这 3 种功率分配算法的频谱
效率随着最大发射功率一直增加, 而由图 2(b) 可以看出能量效率先增加后减少, 因此可能不存在最优
的功率分配解使得频谱效率和能量效率同时达到最大. 故频谱效率和能量效率之间存在折中关系 [5] .
2.5

信道非正交时仿真结果

图 3(a) 仿真了 3 种算法的能量效率随着迭代次数的变化 [5] . 图中的仿真结果是经过 10000 个信
道取平均得到的. 可以看出, 当总的最大发射功率等于 36 dBm, 并且小区半径等于 1000 m 时, 能量效
率经过大概 6 次迭代就能收敛到最优值. 图 3(b) 比较了在不同的功率分配准则下能量效率随着小区
半径变化的曲线. 高能效的功率分配算法的能量效率优于最大化系统吞吐量功率分配算法和最小化发
射功率分配算法. 当最大发射功率为 36 dBm 并且小区半径等于 2000 m 时, 高能效的功率分配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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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a) EE vs. 迭代次数; (b) EE vs. 小区半径
Figure 3

(Color online) (a) EE vs. number of iterations; (b) EE vs. cell radius

能量效率比最大化系统吞吐量功率分配算法和最小化发射功率分配算法的能量效率分别高了 15.7%
和 2.3%. 因此高能效的功率分配算法能在吞吐量和能量消耗两者取得很好的折中 [5] .
本节讨论了分布式天线系统中基于最大化系统吞吐量、最小化系统发射功率和最大化系统能量效
率的功率分配设计准则. 首先在假设信道正交的情况下, 采用次梯度方法求出最大化系统吞吐量和最
小化系统发射功率的优化问题. 采用分式规划和次梯度方法求出最大化系统的能量效率优化问题. 基
于这 3 种功率分配设计准则, 分别介绍了相应的功率分配算法. 仿真结果表明可以应用前面两个设计
准则来使得系统具有最大的吞吐量和最节省能量, 而应用第 3 个准则可以得到吞吐量和消耗功率之间
的折中. 其次在信道非正交的情况下, 也分别讨论这 3 种功率分配设计准则. 前面两种设计准则优化
问题是符号规划问题, 应用几何均值的性质, 将符号规划转化为几何规划来求解最优值. 对于第 3 种
设计准则, 首先应用分式规划原理, 将分式优化问题转化为等价的含有减号的非分式优化问题, 此时的
优化问题是符号规划问题, 可以转化为几何规划求出最优解. 基于这 3 种功率分配设计准则, 分别介
绍了相应的功率分配算法. 仿真结果验证了该算法的正确性 [5] .

3

多播 MISO 天线系统中的高能效传输

随着日益增长的视频会议及在线游戏等业务的需求增加, 多播服务越发重要. 而在多播场景下, 关
于能效的研究还很少. 多播系统中, 所有用户接收相同的数据, 速率由最差的用户决定, 因此跟传统的
单播情况不同. 本节研究了在多播场景下的能效优化问题, 并介绍了一种低复杂度的优化算法, 仿真表
明提出的算法比存在的其他算法有更好的能效性能.
3.1

系统模型及问题描述

考虑一个 N 个 RAU 和 K 个用户的多播分布式天线系统, 其中 RAU n 配置有 Mn 根天线,
n = 1, 2, . . . , N , 系统框图类似图 1. 用户接收到来自所有 RAU 发送的相同的数据. 假设所有 RAUs
通过高速光纤与中控控制器连接并完全由其控制. N = {1, . . . , N }, K = {1, . . . , K} 分别代表 RAUs 和
∑
Mn ×1
用户的集合. 第 k 个用户所接收到的信号为 yk = n∈N hH
n,k wn x + zk , ∀k ∈ K, 其中 hn,k ∈ C
598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5 期

表示从 RAU n 到第 k 个用户的信道矩阵. x ∈ C 为所有用户的符号, 且 E{x} = 0, E{|x|2 } = 1,
wn ∈ CMn ×1 是第 n 个 RAU 的预编码向量, zk 是均值为 0, 方差为 σk2 的复 Gauss 随机变量. 预编码
√
向量 wn = pn ŵn , ŵn 为预编码方向且归一化为单位向量, pn 是其相应的功率. 用户 k 的信干噪比
∑
2
为 SINRk = n∈N pn |ŵnH hn,k | /σk2 . 最差用户的速率 R = log2 (1 + mink∈K SINRk ) 总的功率消耗可以
∑
建模为 Ptotal = n∈N pn + PC + N Pbh . Pbh 代表每个回程链路上的回程功耗, 用来传输数据和控制
∑
信息, PC 表示总的链路功耗, 定义为 PC = n∈N Mn pc + N p0 . 其中 pc 表示每个天线上的链路消耗,
p0 表示每个 RAU 上的链路消耗.
多播 DAS 系统的能效定义为最差用户的速率与总功率消耗的比例 (单位为 bit · J−1 · Hz−1 ). 所
提方法的目标是优化预编码向量来最大化 DAS 系统中的能效, 同时满足速率和功率要求. 能效最大
化问题可以建模为
R
Ptotal

max

{ŵn ,pn ,∀n}

(7)

pn 6 Pnmax ,

s.t.

∀n ∈ N ,

(7a)

R > Rmin ,

(7b)

其中 Rmin 表示最小速率要求, Pnmax 表示第 n 个 RAU 的最大发送功率要求.
3.2

算法求解

优化问题 (11) 是一个非凸的问题, 这里提出一种新型的迭代算法进行求解, 算法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 在固定预编码方向的情况下求解功率分配问题. 引入辅助变量 t, 问题 (11) 可重新建模为 [34]
max

{t,pn ,∀n}

s.t.

log (1 + t)
∑ 2
n∈N pn + PC

(8)

C1 : pn 6 Pnmax , ∀n ∈ N ,
∑
pn gn,k
C2 : n∈N 2
> max{2Rmin − 1, t},
σk

(8a)
∀k ∈ K,

(8b)

2

其中 gn,k = ŵnH hn,k , ∀n, k, t 不小于 2Rmin − 1.
在第二步中, 预编码方向在固定 SINR t 下通过优化求解最小化功率问题得到. 优化问题可描
述为
min

{wn ,∀n}

∑

2

∥wn ∥2

∑

s.t.

(9)

n∈N

wnH hn,k
σk2

n∈N

2

∥wn ∥2 6 Pnmax ,

2

> t,

∀k ∈ K,

∀n ∈ N .

(9a)
(9b)

通过迭代求解问题 (12) 和问题 (13) 从而得到 (11) 的解.
(1) 求解问题 (12) 的算法 [34] . 下面提出一种可操作性的算法来求解问题 (12). 定义函数 f (t) 为
f (t) = min

{pn ,∀n}

N
∑

pn

s.t. C1, C2.

(10)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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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a) 收敛性; (b) EE vs. 功率
Figure 4

(Color online) (a) Convergence; (b) EE versus power

可以证明 f (t) 是凸函数, log2 (1 + t) 是关于 t 严格凹的. 因此, 问题 (12) 的目标函数是关于 t 严
格拟凹的. 问题 (12) 有唯一的全局最优解. 接着, 构建下面的问题:
log2 (1 + t)
(11)
,
f (t) + PC
/
gn,k Pnmax σk2 . 问题 (15) 的全局最优解为 t∗ . {p∗n , ∀n} 为

max

t∈[tmin ,tmax ]

∑
其中 tmin = 2Rmin − 1, tmax = mink∈K
n∈N
达到 f (t∗ ) 的功率分配. 可以证明得到 {t∗ , p∗n , ∀n} 是问题 (12) 的全局最优解. 由于问题 (15) 是严格
拟凹的, Golden search 算法能够用于寻找 t∗ .
(2) 求解问题 (13) 算法 [34] . 问题 (13) 是一个 Quadratically Quadratic Programming (QCQP) 问
题, 且第一个约束条件是非凸的. 已有文献证明问题 (13) 是 NP-hard. 采用经典的 SDP 松弛和 Gauss
随机化的方法求解问题 (13).
(3) 算法的复杂度分析. 问题 (12) 的复杂度为 O(⌈log(ε/(tmax − tmin ))/log 0.618⌉(N 3 (N + 2K))).
求解问题 (13) 的复杂度主要来自于求解半正定规划问题, 其复杂度为 O((K + N 2 )3.5 ).
3.3

仿真结果

图 4(a) 为回程功率 Pbh = 0 时, 能效在不同功率约束下的迭代收敛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能效性
能单调递增并能快速收敛. 本节提出的算法只需要一次迭代就能收敛, 很适合实际应用场景. 图 4(b)
为不同功率约束条件下 EE 在不同方法下的能效性能 [34] . 在低功率约束区域速率最大化算法和能效
最大化算法的 EE 性能相差不大. 然而, 在高功率约束区域, EE 最大化算法能效性能保持不变, 但是
速率最大化的 EE 性能下降很大. 从能效的角度看, 这是因为速率的提高不能够补偿速率消耗的增加.
如预期的一样, 分布式天线系统中的能效性能随着回程链路功耗 Pbh 的增加而减少. 如果 Pbh 很小,
忽略掉信令开销, 并且假设是完美回程, DAS 的能效性能比集中式天线系统好很多, 为了达到最好的
能效性能, 天线应该分布式摆放. 然而, 当 Pbh 较大时, 分布式天线的能效性能不如集中式天线系统.
考虑信令开销、回程链路的容量、延迟及可操作性等更有趣的问题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考虑 [34] .
本节介绍了一种新型迭代算法求解原始的能效最优化问题, 包括两个子问题的求解: 功率分配问
题和预编码方向更新问题. 尽管功率分配方法是非凸的, 可以构架一个由线性规划和拟凹问题组成的
等效优化问题求解得到原功率分配问题的最优解. 迭代方法的收敛性得到了证明. 仿真结果表明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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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很快的收敛性. 并且, 当回程功耗较低时, 分布式天线的能效远远优于集中式天线系统. 这表明为
了获得最好的能效性能, 天线需要进行分布式摆放.

4

单用户 MIMO 系统的能效优化

对于 MIMO-DAS 的能效还很少有文献进行研究. 目前研究 MIMO-DAS 主要是容量分析, 或者
采用固定发送协方差方法将能效问题转化为功率分配的方法, 这将带来性能的损失. 本节研究单用户
MIMO 情况下的能效优化问题, 在给定激活 RAU 情况下, 通过迭代求解得到该场景下的能效最优的
协方差解, 且该方法的算法复杂度远低于内点法. 另外介绍了一种低复杂度基于距离的 RAU 选择算
法. 仿真结果表明在满足用户速率的情况下, 适量关闭一些 RAU 能够大大提高系统的能效性能.
4.1

系统模型及问题描述

考虑一个由 N 个 RAUs 和单个用户组成的 DAS 系统, 其中第 i 个 RAU 配置 Mi 根天线, 用户 I
根天线, i = 1, 2, . . . , N . 集合 S ⊆ {1, 2, . . . , N } 表示被选择给用户发送数据的 RAU 集合, RAU 的个数
为 A , |S|. S = {s1 , s2 , . . . , sA }, 其中元素表示 RAU 的序号且为递增的顺序, 即为 s1 < s2 < · · · < sA .
当激活的 RAU 集合为 S 时, 下行传输可以建模为单用户 MIMO, 配置有 MA 根发送天线和 I 根接收
∑
I×Msi
天线, MA = A
, si ∈ S 为第 si 个 RAU 到用户的
i=1 Msi 代表总的激活天线的个数. Hsi ∈ C
I×MA
信道矩阵, 且 HS = [Hs1 , . . . , HsA ] ∈ C
为所有 RAU 集合 S 到用户的信道矩阵. 因此, 用户来
自所有 RAU 的接收信号为 yS = HS xS + z, 其中 xS ∈ CMA ×1 和 yS ∈ CI×1 分别代表用户的发送和
接收信号, z ∈ CN ×1 表示用户在接收端的噪声. 假设 z ∼ CN (0, N ). 同时假设中央控制器能够获得
MA ×MA
完美的信道状态信息. QS = E{xS xH
和 QS ≽ 0. 频谱效率
S } 表示用户的发送协方差, QS ∈ C
−1
H
(bps · Hz ) 可表示为 RS = log2 I + HS QS HS . 为了引入每个 RAU 的功率约束, 令
)
(
∆
Bi = Diag 0, . . . , 0, 1, . . . , 1, 0, . . . , 0 , i = 1, . . . , A.
| {z } | {z } | {z }
∑i−1

j=1

Msj

M si

∑A

j=i+1

Msj

功率约束可以表示为 tr(Bi QS ) 6 Psi , i = 1, . . . , A, Psi 代表第 si 个 RAU 的功率约束.
总消耗由两个部分组成: 数据传输功耗和链路功耗 (包括过滤器、数模转换器、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和 RF 链路上的功耗等). 因此, 总消耗可建模为 Ptotal = tr (QS ) + MA pc + Ap0 , pc 代表每根天
线的链路消耗, p0 代表每个 RAU 上的静态功率消耗.
EE (bit·J−1 ) 定义为 bit 数与能耗的比值. 所提方法的目标是找到可行的 RAU 集合 S ⊆ {1, 2, . . . , I}
和发送协方差 QS 来最大化 DAS 系统的能效, 同时考虑每个 RAU 的功率约束和用户的速率需求. 问
题可建模为 [35]
max

S,QS ≽0

s.t.

W log2 I + HS QS HSH
tr (QS ) + PC,S
tr (Bi QS ) 6 Psi ,
W log2 I +

(12)

∀i = 1, . . . , A,

(12a)

> Rmin ,

(12b)

HS QS HSH

其中 W 表示信道带宽, Rmin 表示最小的速率需求, PC,S , MA pc + Ap0 .
对于优化问题 (16), 很难联合求解 RAU 集合 S 和协方差 QS , 因为信道矩阵和总的功率消耗均依
赖于集合 S. 给定 S 后, 式 (16) 的分子和分母分别是凹的和仿射的, 并且都是可微的. 因此, 式 (1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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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是拟凹的. 再者问题 (16) 的可行集合是凸的. 因此, 在给定集合 S 下, 优化问题 (16) 是一个
分式规划问题, 可以通过分式规划方法转化为凸问题用内点法进行求解. 下面在给定集合 S 下, 先用
一种低复杂度的算法求解能效优化问题, 再给出 RAU 选择算法.
优化问题求解

4.2

给定集合 S 后可以通过典型的分式规划算法进行求解, 这里提出了一种复杂度更低的算法. 定义
{
}
W = Q ∈ CMA ×MA : Q ≽ 0, tr (Bi Q) 6 Psi , ∀i . 可得到 [35]
max

Q∈W

log2 I + HQH H
tr (Q) + PC

s.t. log2 I + HQH H > R̃min ,

(13)

其中 R̃min = Rmin /W . 通过迭代求解 (P1)∼(P3) 可得到问题 (13) 的最优解:
(P1) Q∗(P1) = arg max log2 I + HQH H ,
Q∈W

(P2) Q∗(P2) = arg max

Q∈W

(P3) Q∗(P3)=arg

log2 I + HQH H
,
tr (Q) + PC
min
tr(Q).

Q∈W,log2 |I+HQH H |=R̃min

(14)
(15)
(16)

采用 Lagrange 对偶函数方法可以得到 Q(λ), 通过迭代更新 λ, 可以得到 (P1) 的解. 接着利用分
式规划的方法求解问题 (P2), 如果得到的解满足速率要求则为问题 (13) 的解, 如果不满足则保存得到
log |I+HQ∗ (η (n) )H H |
的 η ∗ , η ∗ 通过 η (n+1) = 2tr Q∗ (η(n) ) +P
迭代求得. 由于速率约束, (P3) 是一个非凸的问题, 可将
(
) C
其转化为以下问题进行求解:
max log2 I + HQH H − µtr (Q) .

Q∈W

(17)

可以通过证明得到 η ∗ 是 µ 的上界, 通过复杂度极低的二分法可以得到 Q 的解. 提出的算法复杂
度为 O(MA3 ), 内点法的复杂度为 O(MA6 ).
RAU 选择算法

4.3

采用穷举搜索算法进行 RAU 的选择能够获得最好的性能, 但是这种方法需要求解问题 (13) 次数
为 2 − 1, 复杂度太高. 这里采用一种基于距离的 RAU 选择算法, 基本思想是每次增加距离用户最近
的基站, 直到能效值开始降低为止. 这种方法只需要计算 N 次问题 (13).
N

4.4

仿真结果

图 5 揭示了速率约束对能效性能的影响 [35] , 相应的速率及激活 RAU 数目的影响见图 6 和 7. 所
有算法的能效性能随着速率约束的增大而下降 [35] . 原因是速率越高, 需要激活的 RAUs 数目就越多,
从而会增加链路损耗. 穷尽搜索和基于信道模值的算法在性能方面比所提出的算法略好, 但是所提算
法具有很小的复杂度. 另外, 该算法与其他算法相比, 能效增益高出很多, 特别是在低功率约束条件下.
与没有 RAU 选择的算法相比, 该算法优越性在于 RAU 选择能带来能量的节省. 当速率满足的情况下,
关闭一些 RAUs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节省链路消耗, 因而可以提高 DAS 的能效. DAS 的能效远远优于
集中式天线系统. 这个结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了获得最好的能效增益, RAUs 需要进行分布式摆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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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EE vs. 速率要求
Figure 5

(Color online) EE vs. diﬀerent rate constraints

图 6 (网络版彩图) 速率 vs. 速率要求
Figure 6
straints

(Color online) Rate vs.

diﬀerent rate con-

Rmin (Mbit.s−1)

图 7 (网络版彩图) 不同速率要求下激活的 RAU 的个数, N = 4
Figure 7

(Color online) Active RAUs under diﬀerent rate constraints, where N = 4

不是集中式摆放. 再者, 速率最大化算法的能效性能很差, 由于它旨在提高 DAS 系统的吞吐量, 暗示
着所有的 RAUs 都应当打开并进行全功率发送来提高系统的吞吐量.
图 6 显示所有方法得到的速率随着速率约束的增加而增加 [35] , 最终可达速率保持在 504 Mbit·s−1 .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 RAUs 应当被激活并全功率发送. 当速率约束超过 504 Mbit · s−1 时, 原始问题
是不可行的. 从图 7 可以看出不同 RAU 选择算法下激活的 RAU 的数目几乎一致, 并随着速率要求
的增加而增加. 这点与图 5 的结论一致. 图 8 研究了 Rmin = 0 Mbps · Hz−1 和 Rmin = 800 Mbps · Hz−1
下不同算法的 EE 随 RAU 数目的变化. 与图 5 的观测结果一致, 提出的 RAU 选择算法所达到
的能效性能与穷举算法和基于信道模值的算法一致, 在两种速率要求下都远远好于其他算法. 对于
Rmin = 0 Mbps · Hz−1 , 从图 8 可以看出提出的 RAU 算法达到的 EE 随着 RAU 数目的增加而增加.
原因为随着 RAU 数目的增加, 用户到 RAU 的距离将下降, 因此 DAS 的能效性能将增加. 另一方面,
CAS 系统的能效性能并不随着 RAU 数目的增多而增加. 再一次证明了一个事实: 为了获得更好的能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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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EE vs. RAU 数目
Figure 8

(Color online) EE versus diﬀerent number of RAUs with (a) Rmin = 0 Mbit · s−1 and (b) Rmin = 800 Mbit · s−1

效性能, 5G 系统的大规模 MIMO 应该分布式摆放.
本节内容研究了在每个远程接入点功率约束和用户速率的条件下, 最大化分布式天线系统的能效
的发送协方差设计问题. 在给定激活 RAUs 的前提下, 通过将原来的能效最大化问题转化为 3 个子问
题, 并用低复杂度的算法迭代求解得到了原能效问题的最优解. 然后, 介绍了一种新型的基于距离选
择的低复杂度算法来提高分布式天线系统复杂度. 仿真结果表明该 RAU 选择算法与最优的穷尽搜索
算法得到的性能相当, 并与没有 RAU 选择情况下的算法相比, 性能得到显著提高.

5

总结

针对 DAS 分别研究了高能效的功率分配设计准则、MISO 系统中的高能效传输以及 MIMO 系统
的能效优化这三方面内容. 第 1 节应用分式规划原理, 将分式能效优化问题转化为等价的含有减号的
非分式能效优化问题, 此时的能效优化问题是符号规划问题, 可以转化为几何规划求出最优解, 介绍
了最大化系统的能量效率的功率分配设计准则. 第 2 节介绍了一种新型的迭代算法求解原始的能效最
优化问题, 包括两个子问题的求解: 功率分配问题和预编码方向更新问题. 第 3 节研究了在给定激活
RAUs 的前提下, 通过将原能效最大化问题转化为 3 个子问题, 并用低复杂度的算法迭代求解得到了
原能效问题的最优解. 介绍了一种新型的基于距离选择的低复杂度算法来降低分布式天线系统的复杂
度, 仿真结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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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antenna system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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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eﬃciency (EE) and spectral eﬃciency (SE) are two key performance metrics fo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current and emergin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The demand for higher SE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due to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in wireless networks. In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tremendous
work to improve system SE and throughput. In recent years, EE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due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steadily rising energy costs. Distributed antenna systems (DAS) have been introduced as
a promising candidate for next generation wireless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s due to advantages in link reliability, capacity, and extended coverage. Thus, increasing the EE of a DAS while satisfying SE requirements is a
signiﬁcant issue. We discuss energy-eﬃcient power allocation criteria for DAS, energy-eﬃ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OFDM-DAS, energy-eﬃcient transmission for MISO-DAS, and energy-eﬃciency optimization for MIMO-DAS.
The corresponding energy-eﬃcient optimization methods are also proposed. Simul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eﬀ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scheme.
Keywords distributed antenna systems, energy eﬃciency, spectral eﬃciency, resource allocation, fractional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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