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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 6G 潜在技术之一，太赫兹技术对数据速率提升、超密集连接、低时延传输等具有积
极作用。首先阐述了太赫兹技术的传播特性和信道建模方法。根据传播特性确定了大尺度、小尺
度和微尺度 3 个维度的太赫兹应用场景。接着，针对太赫兹特殊的频谱特性，设计了物理层波形、
调制编码、超大规模多输入多输出（UM-MIMO），以及媒体接入控制（MAC）层波束管理方案。
最后，关注了适用于太赫兹频段的智能超表面（RIS）技术，探讨了 RIS 关键使能技术与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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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potential technologies for 6G system, terahertz technology facilitates
data-rate improvement, ultra-dense connection and low-latency transmission. Th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nel modeling methods of terahertz band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pecial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of terahertz, three kinds of terahertz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cluding macro-scale, micro-scale and nano-scale are analyzed. Then, potential
schemes to design physical layer waveform, modulation and coding, ultra-massive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 (UM-MIMO), and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layer beam management in
terahertz system schemes are given. Finally, the reconfigurable intelligent surface (RIS)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which is applicable to the terahertz frequency. The key enabling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for RI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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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6G 网络中，增强现实、五

强网络连接的可靠性，并支撑高能效

的研究 [5]。太赫兹架构的设计和相关

感通信、万物互联等智能服务要

的终端网络 [3-4]。

硬件器件的研发是太赫兹技术发展的

在

2020 年， 国 际 电 信 联 盟（ITU）

重点。由于缺乏有效的太赫兹波产生

延、高可靠、可扩展的无缝连接 。

启动 6G 研究工作。其中，太赫兹技术

和检测技术，目前业界对太赫兹的研

作为 6G 潜在的基础技术，太赫兹是指

发展及其在 6G 中的应用与挑战成为一

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中，我们针

100 GHz ～ 10 THz 的频段资源，它被

个研究热点。此外，美国联邦通信委

对太赫兹的传输特性、应用场景、基

业界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

员会（FCC）将对 95 GHz ～ 3 THz 进

带处理和相关智能超表面（RIS）技术

之一 。太赫兹具有连续可用的大带

行为期 10 年的开放性测试；欧盟制定

进行分析研究。

宽，将有助于构建 6G 短距离、高速率

了 Horizon 计划并已启动多项针对太赫

的传输系统，支持超高速率的数据传

兹频段的研究项目；日韩等国也相继

输，满足超密集设备的连接需求，增

开展了对太赫兹器件和无线通信技术

求数据速率有千倍提升，以实现低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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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赫兹传输特性
如图 1 所示，太赫兹处于毫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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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外光波之间，属于电子和光子的
过渡区域。相比于毫米波，太赫兹具

9

10

分子吸收严重、漫散射丰富和波束极
窄的特点。与毫米波存在宽带波束偏

无线电波

10

11

10

10

12

13

10

束现象 [5]。

3×10-3

1.1 传播模型分析

14

10

太赫兹波

微波

移现象不同，太赫兹存在波束宽带分

光子

太赫兹间隙

电子

有频率更高、带宽更大、路径损耗大、

10

近 / 中红外

1015

1016

UV

f /Hz
X光

λ /m

3×10-5

感知定位导航

频率的提高使传播路径损耗明显

安全
通信

增大，室外通信在受到雨雾天气影响
时也会带来额外损耗。此外，发射机

UV：紫外光

功放功率低、低噪声放大器噪声系数
高、高增益天线设计加工难度大等都
极大地限制了太赫兹波的传输范围。
太赫兹的典型应用场景是短距离通信。

健康
监测

医学
成像

WLAN/
WPAN

高速
短距离通信

WLAN：无线局域网

星间
链路

纳米
通信

WPAN：无线个域网

▲图 1 基于块的混合编码框架
表 1 0.1 ～ 1.03 THz 频谱窗口及其对应的可用带宽
频谱范围 /THz

连续可用带宽 /GHz

通过与多天线技术结合，太赫兹可借

0.1 ～ 0.2

100

0.49 ～ 0.52

40

助极窄波束来克服路径衰落问题和扩

0.2 ～ 0.27

70

0.52 ～ 0.66

123

0.27 ～ 0.32

50

0.66 ～ 0.72

60

0.33 ～ 0.37

35

0.72 ～ 0.84

142

0.38 ～ 0.44

65

0.84 ～ 0.94

47

0.44 ～ 0.49

56

0.94 ～ 1.03

58

展传播距离。
太赫兹的波长会引起分子吸收现
象。这是因为太赫兹波长接近灰尘、雨、

频谱范围 /THz

连续可用带宽 /GHz

雪和大气中的气体分子尺寸，大气气
体造成的共振会导致特定频段受到分

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频谱窗口

到空间物体的阻挡，存在传播衰落和

子吸收的影响。在长距离的高频传输

会变窄。为了获得更好的传输性能，

分子吸收问题。如图 2 所示，微粒特

中，分子吸收损耗甚至会超过传播路

短距离传输可以使用太赫兹，而长距

性使太赫兹波拥有多种传播路径：视

径损耗。由于水蒸气衰减是分子吸收

离传输则采用中低频传输。针对不同

距 传 播（LOS）、 反 射、 漫 散 射 和 衍

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雨和云雾对太

频谱窗口，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衰落平

射等 [8-9]。与太赫兹入射波相比，低频

赫兹衰减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此外，

坦的频段来分段制定传输策略，并通

下的光滑表面则呈现出粗糙的特点。

对流层对太赫兹衰减的主要影响是折

过智能共享信道来实现对太赫兹大带

漫反射径能量甚至超过镜面反射径能

射效应 [6-7]。

宽、非连续频段的利用。

量。在散射测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反

太赫兹波段存在的噪声包括乘法
器和混频器的热噪声、振荡器的相位

向散射波瓣。
1.2 太赫兹信道建模

噪声，以及由分子吸收产生的噪声等。
由于各类分子的共振频率不同，噪声

时 域 有 限 差 分（FDTD） 方 法 能
够借助数值方式来求解麦克斯韦方

1.2.1 确定性信道模型

程，并且使用迭代方式来更新模拟区

的功率谱密度会存在多个吸收峰值。

基于传播理论，确定性信道模型

域。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太

分子吸收噪声仅在太赫兹信号传输时

首先需要传播环境的详细几何信息，

赫兹中粗糙表面带来的复杂漫散射问

出现。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性质来设计

然后才可以准确地捕获电磁波传播以

题，还可以对小范围场景进行建模。

新型调制和信道编码。分子吸收效应

进行精确建模。

然而，为了准确捕获太赫兹传播的几

导致多个路径损耗峰，这意味着会存

射线追踪（RT）方法利用了几何

何特征，FDTD 方法除了需要应对极

在多个处于路径损耗峰之间的频谱窗

光学原理。太赫兹的极短波长使通过

高的计算复杂度外，还需要确定材料

口。 表 1 分 析 了 0.1 ～ 1.03 THz 频 段

射线光学方法进行精确信道建模成为

特性，开发 3D RT 模拟器，分析时变

可能。太赫兹波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受

特性等。

[3]

的频谱窗口及其对应的可用带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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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于 10 Gbit/s，而太赫兹可以很好
粗糙墙面

Tx

地满足这一要求。由于存在极高的传

粗糙墙面

Tx

输损耗和器件限制，因此太赫兹在应

LOS 径
反射径

用于室外回传 / 前传等时需要配备高

Rx

Rx

光滑桌面

光滑桌面

增益指向性天线。
未来车与车、车与基础设施通信
的大带宽连接，要求无人驾驶汽车具
有实时信息服务和数据批量下载的能

Tx

粗糙墙面

粗糙墙面

Tx

力。虽然太赫兹是支持车载网络通信

衍射径

的可靠技术，但它仍需要满足车辆调
Rx

Rx

度、自主链路建立、区域间车辆控制
切换、地图规划，以及太赫兹频谱的

光滑桌面
LOS：视距传播

光滑桌面
Rx：接收

有效利用等需求。
为了满足空间通信网络的需求，

Tx：发射

我们可以使用太赫兹频谱资源以获得

▲图 2 太赫兹传播路径分析

超高数据速率和较低能耗。将太赫兹
应用于仅考虑自由空间损耗的卫星应

1.2.2 统计信道模型

踪区域中不包含的射线，以解决 RT

用场景 [10] 可以摆脱分子衰落等因素带

统计信道建模方法通过随机分布

方法在复杂不连续点区域中的不准确

来的衰减，并扩大可连续利用的频谱

对信道参数进行建模。常用的参数包

问题。如何实现在 FDTD 和 RT 方法之

带宽。尽管如此，太赫兹目前仍然面

括路径增益、到达方向、延迟、路径

间的平稳转换并融合边界结果是当前

临着高增益极窄定向波束难以对准的

衰减和耦合等。该类方法借助经验信

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

2 太赫兹应用场景

2.2 小尺度应用场景

道测量的统计方式对太赫兹信道进行
建模，避免了确定性信道建模的高计
算复杂度。对此，一种广泛应用的处

未来 6G 网络中太赫兹系统的可

理方法为：用抽头延迟线公式来表征

能应用包括无线通信、认知、传感、

无线传输，并为路径参数（如到达角

成像、定位和导航等，如图 3 所示。

太赫兹频段通信可用于 6G 蜂窝

方向、到达时间和复路径增益）指定

本节将重点分析太赫兹技术在未来 6G

小区，在 10 m 的覆盖范围内能够提供

统计分布。统计信道建模需要满足时

无线通信中的应用场景。

超高速率的数据通信，并实现超高速

间展宽效应分析、群集行为建模、时
空联合建模等要求。

在 1 ～ 100 m 传播距离的应用场景。

有线网络与无线设备之间的无缝连接。
2.1 大尺度应用场景

此外，太赫兹还适用于室内和室外场

太赫兹可应用于传输距离大于
1.2.3 混合信道模型

小尺度应用场景是指太赫兹技术

景，可以支持静态和移动用户通信。

100 m 的室外场景，包括回传 / 前传链

传统数据中心面临着复杂度、可

混合信道建模方法是确定性方法

路、太空应用、车载网络等。由于室

靠性、功耗、维护成本、空间占用等

和统计方法的组合，旨在寻求准确性

外太赫兹传播容易受到水蒸气、雨、

多方面的挑战。引入无线太赫兹链路，

和复杂度之间的平衡。其中，随机分

云雾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时需

并在数据中心内提供可重新配置的路

布和射线追踪混合方法（SSRTH）随

要预留额外的链路增益。

由，可以增强系统的灵活性，并在不

机放置散射体，并使用 RT 技术对多

超密集网络部署和多点传输协作

径传播进行跟踪和建模，以构建基于

驱动大容量无线回程链路的发展。因

几何的随机信道模型；RT-FDTD 混合

此，太赫兹无线回传应运而生。国际

个人无线设备之间的无缝高速互连时，

方法使用 FDTD 来分析靠近复杂不连

移动通信（IMT）2020 和下一代通信

能够提供太比特无线局域网（WLAN）、

续点的区域，同时使用 RT 方法来跟

系统都要求前传链路的传输容量必须

高清全息视频会议等服务 [11]。无线个

2021 年 4 月

减少带宽的情况下降低布线成本。
太赫兹在实现超高速有线网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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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H 1

V2N

BBU 池
核心网
RRH 2

V2I

V2V

RRH n

无线回传 / 前传

100 m

车载通信

卫星通信
WLAN
WPAN

1m

6G 蜂窝小区

WPAN/WLAN

无线数据中心

安全通信
互联网

KIOSK

片间通信

0m
BBU：基带单元
KIOSK：自助服务机
RRH：射频拉远头

片上通信
V2I：车与基础设施
V2N：车与网络
V2P：车与人

健康监测
V2V：车与车
WLAN：无线局域网
WPAN：无线个域网

▲图 3 太赫兹应用场景分析

域网（WPAN）可以通过太赫兹建立

求 终 端 具 有 高 速 率 数 据 传 输 能 力。

醇、癌症生物标志物等，还可以通过

附近设备间的太比特每秒链路，在室

KIOSK 可以将大量数据下载到用户终

构造纳米传感器网络来收集有关用户

内桌面等范围支持个人设备之间的超

端，并在火车站、购物中心等公共区

的健康数据。通过纳米传感器与微型

高速率数据传输。

域提供服务。用户与自助服务终端之

设备之间的无线接口，可以实现健康

在小尺度应用场景中，太赫兹通

间的距离通常小于 10 cm。在进行微尺

数据的上报 [13]。与伽马射线等健康检

信可以实现超宽带安全通信链路，相

度通信时，太赫兹需要满足近距离传

测方法相比，太赫兹健康监测具有更

关应用主要包括无人爆炸物探测、有

输范围和点对点（P2P）网络拓扑要求。

高的安全性。

毒气体检测、雷达通信和极窄波束防
窃听等。

高速太赫兹无线链路可以连接多
个印制电路板（PCB），也可以连接

3 太赫兹基带处理算法

设备内部同一 PCB 上的芯片。通过平

太赫兹存在功率放大器非线性、

面纳米天线，太赫兹可以实现无线片

同相 / 正交（I/Q）不平衡、相位噪声

通信距离小于 1 m 的微尺度通信

上网络的可扩展形式，创建超高速链

严重等问题。此外，当前的物理层主

是太赫兹通信的特色应用，它可以有

路，以满足面积受限和通信密集片上

要是针对 52.6 GHz 以下频谱进行优化

2.3 微尺度应用场景

效避免由太赫兹波段高路径衰减和分

场景的严格要求

20

。

由于太赫兹波长与分子尺寸接近，

子衰减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 助 服 务 机（KIOSK） 系 统 要

[12]

我们可以通过纳米传感器来监测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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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波形设计
在进行太赫兹频段的波形设计时，

的太赫兹单载波波形设计方案。表 2

传输的总持续时间固定，同时两者的

给出了几种太赫兹波形的对比分析。

比率可以灵活变动，如图 4 所示。内

我们应考虑太赫兹的特有性质，例如

分析距离与太赫兹频谱窗口之间

部保护间隔可以动态扩展以处理时序

路径损耗极高、信道稀疏、时间扩展

的关系对波形设计十分重要。由于单

未对准问题，在不影响帧持续时间的

严重、延迟扩散大、载波频率偏移、

个频谱窗口带宽约为几十吉赫兹，因

情况下，为远近用户配置不同的保护

相位噪声高、多普勒频移扩展变大等。

此我们可以将每个频谱窗口划分为一

间隔，从而避免符号间干扰。

这对带外发射等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

组子带来进行多宽带传输。为对抗频

求。此外，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随距

率选择性衰落并改善 SINR，子带信息

离变化的频谱窗口，以获得适用于特

符号可以通过一系列极短脉冲来表示。

定传输距离的太赫兹波形。

其中，极性随机化脉冲可提供更强的

时会产生高水平失真。高 PAPR 问题

3.2 调制编码
太赫兹功率放大器在饱和区工作

由于太赫兹频段存在信道多径扩

抗干扰能力，并有助于优化超宽带通

在太赫兹频率内表现得尤为突出。复

展的特点，多载波波形仍是太赫兹波

信的频谱形状。针对多用户场景，子

杂基带信号包络的缓变会降低对功率

形设计的重点。太赫兹通信系统面临

带中心频段将被分配给长距离和高要

放大器的线性要求。低复杂度的低包

相位噪声高、硬件受限严重的问题。

求的用户，子带边缘频段将被分配给

络变化调制是太赫兹调制的优先选择。

这使得能够与现有系统更兼容的正交

小区中心和低要求的用户，以保证边

π/ 4 正 交 相 移 键 控（QPSK） 是

频 分复 用（OFDM）波形具有广阔的

缘用户传输性能，实现多用户传输和

QPSK 和偏置正交相移键控（OQPSK）

应用前景。其中，加窗 OFDM 采用具

容量提升。

的折中，它允许的最大相变为 135°。

有平滑边缘的非矩形脉冲形状来改善

在帧结构设计中，一般循环前缀

经 过 带 通 滤 波 的 π/ 4 QPSK 信 号 的

OFDM 波的频谱形状，带外泄露相对

（CP）持续时间是固定的，并且是根

包络波动比带通 QPSK 信号小。π/ 4

较低，是太赫兹频段重要的波形之一。

据最坏情况来设计的。这会对时延扩

QPSK 旁瓣功率衰减速率比 QPSK 快，

为了进一步克服太赫兹多载波波形的

展小的用户造成负面影响，这一点在

并且具有更高频谱效率。此外，基于

高峰均功率比（PAPR），我们可以采

时延扩展大的太赫兹通信中尤为严重。

相同设计方法的 π/ 4 二进制相移键控

用选择性映射、部分传输序列和选择

为此，一种解决方案是：使用内部保

（BPSK）也是一种低包络变化的信号

合适码本等方法。

护间隔来替换 CP，使保护间隔和数据

调制方法。低阶调制在大带宽太赫兹

[14]

单载波正交幅度调制（QAM）

可以降低频率偏移灵敏度、相位噪声

表 2 太赫兹波形对比分析
指标

W-OFDM

DFT-s-OFDM

UW-DFT-s-OFDM

SC-QAM

和 PAPR，还可以通过频率均衡器降

PAPR

高

低

低

低

低信号处理的复杂度。然而，单载波

相位噪声补偿

中

高

最高

高

QAM 仅适用于全带宽方案。对此，载

带外泄露

高

低

最低

低

波聚合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但会带
来灵活性受限的问题。这是因为载波
聚合有着更多的信令开销和更为复杂
的处理过程。
单载波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复杂度

高

高

最高

低

频谱灵活性

高

高

高

低

后向兼容

最优

优

优

差

DFT-s-OFDM：离散傅里叶变换扩展正交频分复用
PAPR：峰均功率比
SC-QAM：单载波正交幅度调制

UW-DFT-s-OFDM：特定码字 DFT-s-OFDM
W-OFDM：加窗正交频分复用

扩 展 OFDM（DFT-s-OFDM） 波 形 可
以将单载波的低 PAPR 和多载波频域
的资源灵活分配结合起来，但该方法
面临着由相邻符号间过渡不连续造成

频率
远端用户

总持续时间
数据

的 大 量 带 外 泄 漏 等 问 题。 特 定 码 字
DFT-s-OFDM[15] 采用旁瓣较低的滤波

近端用户

数据

总持续时间
保护
间隔
保护
间隔

数据

保护
间隔
保护
间隔

时间

器以抑制 DFT-s-OFDM 符号尾部泄漏。
在符号尾部生成特定码字是一种可行

数据

▲图 4 帧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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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中受到更多关注。

传统天线。SPP 波在石墨烯中的传播

兹器件不成熟，因此部分具有混合波

太赫兹频段严重的器件损伤和相

特性取决于结构尺寸和费米能量。动

束赋形的连接结构更具有潜力。

位噪声可能会给传输带来不利影响。

态调整限制因子能够使天线阵列谐振

因此，研究降低相位噪声影响的调制

频率可调。

太赫兹信道具有天然稀疏特性，
可以通过两步波束子集优化和线性波

方案是十分必要的。振幅移相键控属

在 UM-MIMO 波束赋形中，大量

束搜索来减少搜索空间。对此，一种

于线性调制，它的星座点被限制在一

纳米天线集成为小尺度阵列，同时高

可行的方案为：通过压缩感知等稀疏

组同心环上，对非线性失真的敏感度

增益窄波束指向最强的传播路径，以

信号处理方法来减少波束选择的训练

较低。这有利于消除功率放大器的非

补偿极高的路径衰减。在太赫兹波段，

负担。具有较低复杂度的正交匹配追

线性失真。

基于码本的混合波束赋形策略是可能

踪（OMP）算法、近似消息传递（AMP）

针对太赫兹微尺度通信，基于上

的解决方案之一。该方案的过程大致

算法都是候选方法。在波束极窄的情

百飞秒长脉冲的通断键控（OOK）开

包括：首先选择传输窗口，进行预扫

况下，原子范数超分辨率压缩感知的

关设计 [16] 是一种可行的调制方案。该

描和用户分组，然后进行距离感知多

方法 [18] 能够提升波束训练性能。此外，

方法以静默方式来传输逻辑 0 信号，

载波传输，精确模拟波束赋形，最后

数据驱动波束选择方法可以降低波束

使用初始化前同步码和恒定长度的数

选择天线子阵列，进行功率分配和混

管理的复杂度。数据模型双驱动的深

据包来区分静默与非静默状态，对纳

合波束成形。

度学习方法可以将无线传输模型和深

米器件之间的严格同步要求较低，能

在 UM-MIMO 空间复用中，我们

度学习的优点进一步结合，是一种待

够避免分子吸收噪声带来的干扰，有

可以将超大规模天线阵列划分为不同

效减少高频短脉冲下的复杂同步过程

的子阵列。子阵列的数量、天线元素

用户的移动性会导致太赫兹波束

带来的干扰。

挖掘的波束训练方法。

数目、星座图之间的权衡都有助于实

空间发生快速变化。因此，利用时变

为设计低复杂度信道编码方案，

现不同的传输目标。在短距离通信时，

信道时间相关性的信道追踪方法是研

我们需要研究传输速率与解码时间之

天线元素级空间复用更有优势。在长

究方向之一。基于先验信息的波束追

间的权衡关系。编码方案需要充分分

距离传输时，子阵列的数量需要根据

踪方案通过实际用户运动模型，来挖

析太赫兹多分子吸收和多径衰落，并

实际需求来配置。基于空域太赫兹信

掘基站与用户之间的物理方向时间变

根据网络条件动态设置最佳编码权重。

道存在多条不相关传播路径的特点，

化规律，并利用先前时隙中获得的波

目前，IEEE 802.15.3e（电气与电子工

通过空间多路复用可以提高用户数据

束空间信道来预测时变波束空间信道。

程 师 协 会 标 准） 针 对 252 ～ 325 GHz

的传输速率。

智能波束追踪方案 [19] 借助机器学习的

的频率范围制定了前向纠错（FEC）

利用太赫兹传输多窗口可以实现

训练和预测过程，并利用过去信道状

方案，并指出在极高数据速率下 FEC

更高的系统容量。等离子体纳米天线

态信息（CSI）来有效地预测未来波束

在硬件实现中具有很大的优势。

阵列的谐振频率可调性使多传输窗口

方向和用户 CSI，使波束追踪精度得到

的协同应用成为可能。这种方法的基

进一步提升。

3.3 超 大 规 模 多 输 入 多 输 出（UM-

本思路是：首先以虚拟方式将纳米天

由于太赫兹信号衰减严重且衍射

MIMO）技术

线阵列分成多个子阵列，然后独立地

能力较弱，因此太赫兹出现阻塞的概

UM-MIMO 能够解决太赫兹通信

调整每个子阵列元素的动态复电导率，

率远高于毫米波波段。对此，我们可

距离短的问题，进而提升太赫兹通信

以使子阵列元素在不同的中心频率上

以采用基站间协作的方案来应对波束

网络的可达容量。

工作，最后通过选择特定元素或交错

阻塞。越区切换和阻塞预测是这种方

[17]
方式来创建不同频率的虚拟子阵列 。

案的主要手段。该方案构造序列标记

表面 等 离 极 化 激 元（SPP） 波 属

并解决相关问题，利用监督学习等方

于受限电磁波，它常出现在金属和电
介质间由电荷的整体振荡产生的界面

3.4 波束管理

法来获取阻塞发生时下一次最可能切

上，其波长远小于自由空间波长。石

太赫兹波长短的特点使得在小面

换的基站信息，以防止由阻塞导致的

墨烯 SPP 波通常适用于频率高于 1 THz

积内集成大量天线成为可能。虽然太

突然链路断开。太赫兹信道的多径特

的通信场景。等离子体超材料天线在

赫兹波束极窄，但容易产生波束指向

性使得波束间协作成为解决波束阻塞

100 GHz ～ 1 THz 频段下可能会替代

误差。由于射频链路数量受限且太赫

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基于这种思路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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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可以建立针对 LOS 和（非视距传

积、易部署、连续表面、强兼容性、

兹通信，提升无人机网络性能，还可

播）NLOS 路径的波束对列表。当检测

全双工的优点，还具有频谱效率增强、

以用于增强太赫兹物联网场景，构建

到堵塞时，系统将首先选择一个新波

无源被动反射和全频段工作的突出特

智能无线传感器网络。

束对，然后立即进行切换。RIS 的引

点 [23]。将 RIS 应用于太赫兹频段是未

入不仅使得改变传输环境和获得期望

来的技术发展趋势。

路径成为可能，还使波束协调方案的

4.2 RIS 关键技术分析

太赫兹信号容易受到阻挡物干扰，

RIS 引入了从基站到 RIS、从 RIS

可行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当多个 RIS

同时严重的分子吸收和路损衰减会影

到用户的分段信道，具有不同于大规

协同工作时，可靠传输波束对将获得

响 太 赫 兹 信 号 的 可 靠 性。 对 此，RIS

模 MIMO 的信道特征。根据实际网络

进一步增强。这使得波束协同方案在

能够通过重新配置无线传播环境来补

的几何结构、超表面面积和工作波长

解决波束阻塞问题时更加具有吸引力。

偿功率损耗，以克服非视距限制，进

等，RIS 包括近场工作模式和远场工

而构建智能可控的无线环境。RIS 技

作模式 [26]。这两种工作模式的信道具

术可以显著增加复用层数和容量，提

有不同的特征。这给 RIS 信道的表征

高异构网络的服务质量，改善移动边

与简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双偏振反向

缘计算的网络延迟性能。

散射信道模型和空间散射信道模型是

4 RIS 技术
无线信道是一种不可控的随机连
接，本身具有一定的不可靠性。此外，
环境通常也会对通信效率产生负面影

将 RIS 密集地分布在室内和室外

RIS 常用的模型。从发射机到 RIS，再

响。随着智能无线电磁环境概念的提

空间中会对太赫兹覆盖空洞产生积极

到接收机，这一过程的路径损耗非常

出，控制无线环境成为超越传统通信

作用。具体来说，RIS 可以在用户与

高。对这一损耗进行合理建模是十分

的可行方法。这为无线通信系统增加

服务基站（或接入点）之间创建虚拟

必要的。

了新的自由度。

视线链接，以克服局部空洞问题，改

获取 RIS 与收发机之间的信道状

善恶劣的传播环境。这种方法具有低

态信息对基站主动波束赋形、RIS 被

成本和环境友好的优点。

动波束赋形、安全传输，以及被动信

RIS 由特殊设计的超材料单元按
照一定规则排列组成，是一种具有可
编程电磁特性的二维薄层人工电磁表

太赫兹衰减严重的缺点限制了其

息传输等至关重要。被动 RIS 不具备

面。改变 RIS 阵子的电磁特性可以控

覆盖范围，这使太赫兹面临小区边缘

信号处理能力，且单元数量多导致下

制无线电波的散射、反射和折射，克

用户服务差和多小区同频干扰的问题。

行链路反馈开销巨大。这可能会导致

服多径衰落和自然环境无线传播的负

对此，我们可以将 RIS 部署在小区边

I/Q 不均衡、相位噪声、放大器非线性

面影响。无需复杂的编译码和射频处

缘，通过被动波束赋形来提高目标信

等问题。因此，设计反馈开销友好的

理，RIS 技术就可实现对入射电磁波

号功率并抑制干扰，进而实现覆盖范

鲁棒信道估计方案是非常有必要的。

的定向反射，并形成振幅、相位、频

围扩大和动态用户追踪。

由于太赫兹信道散射径比较丰富，并

对希望降低电磁干扰的场景（如

且受分子吸收影响严重，因此在设计

全球有不少高校和企业开展了对

医院、机场等），RIS 不仅可以通过

信道估计算法时需要对此加以考虑。

RIS 技术的研究工作。例如，东南大

智能控制无线环境来控制多径，还可

太赫兹信道稀疏特性为信道估计带来

学崔铁军院士团队和麻省理工大学 H.

以通过有效干扰控制来降低电磁辐射

了便利。信道缺秩、双结构化稀疏等

BALAKRISHNAN 教授团队等均对基于

水平。作为发射机应用时，RIS 可以

性质可以用来进行低导频开销的信道

RIS 的 6G 超大规模无线发射机、新型

降低对射频链路和模数转换器 / 数模

估计。同时，RIS 分块 [27]、信道估计

无线中继、智能电磁墙等新应用展开

转换器（ADC/DAC）的高需求。这将

和波束匹配协同方案可以适配更实际

了深入研究 [20-22]。欧洲远程教学创作

有助于应对目前太赫兹面临的硬件技

的应用场景。

与销售网联盟（ARIADNE）正在通过

术难题。

率可控的电场。

RIS 先进连接技术来探究 100 GHz 以
上的 D 波段频率。
4.1 RIS 优势分析
RIS 技术不仅具有低成本、大面

RIS 独特的可编程特性为波束赋

此外，RIS 还可用于太赫兹频段

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信道的分段特

的定位、感知，以及其他新场景。RIS

性需要对基站的主动波束赋形和 RIS

的极大阵子数目可以显著提高空间分

的被动波束赋形进行联合设计。对此，

[24-25]

。

基本的处理思路为：从信号处理的角

例如，RIS 不仅可以用于无人机太赫

度出发，将波束赋形设计问题转化为

辨率，从而获得超高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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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标的优化问题，如使接收功率
和数据速率达到最大化，使发射功率
达到最小化等。此外，基于数据和数
据模型双驱动的人工智能为 RIS 无线
通信波束赋形的设计带来了新的处理
方法。降维与分块是衡量波束赋形精
度和计算复杂度的有效方法。集中式
和分布式 RIS 部署与组网设计是下一
步的研究方向。

5 结束语
探索新频段是 6G 研究的重点方
向。随着新场景的引入和垂直行业的
发展，探索太赫兹频段的高效利用方
式显得愈加重要。探究太赫兹特殊频
段特性、设计太赫兹基带处理算法、
研究太赫兹与其他新技术的结合、发
展新一代超高速率通信系统都是未来
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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