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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最具发展潜力的 5G-Adv 和 6G 关键技术之一，智能超表面（RIS）技术具有低成本、
低复杂度和易于部署等特点，为智能高铁通信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介绍了 RIS 辅助的智能高
铁通信的典型应用，包括抑制多普勒频移效应、解决频繁切换问题、克服高穿透损耗问题和支
持高精度列车定位。深入讨论了 RIS 辅助的智能高铁通信中的关键技术，包括信道测量与建模、
信道估计与反馈、波束赋形、网络架构与部署。认为智能高铁新基建与 RIS 构建的电磁新基建
的结合，将会给智能高铁带来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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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onfigurable intelligent surface (RIS)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technologies
for 5G-Adv and 6G.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cost, low complexity, and easy deployment, which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ntelligent high-speed railway communications. The typical applications of RIS-assisted smart high-speed railway communications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including suppressing the Doppler shift effect, solving frequent
handoff problems, overcoming high penetration loss problems, and supporting high-precision train positioning.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RIS-assisted smart high-speed railway communications are discussed in-depth, including channel measurement and modeling, channel
estimation and feedback, beamforming,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network deploymen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new intelligent high-speed railway infrastructure and
the new electromagnetic infrastructure built by RIS will bring broad industrial prospects to
the intelligent high-speed railwa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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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来，随着高铁的迅速发展、

将会加快高铁智能化的发展。5G 技术

研究及产业推进上发展迅速，被普遍

移动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

可以使智能高铁通信更加“高速”和“智

认为是未来移动通信网络的关键候选

（AI）技术的进步与融合，高铁已开

能”。但智能高铁通信的工程实现仍

技术之一 [1-2]。

始从信息化向智能化演进。5G 网络天

极具挑战。

然支持万物互联，因此它的规模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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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 通常由大量精心设计的电磁

作为一个全新的技术，智能超表

单元排列组成，通过给电磁单元上的

面（RIS）技术一经出现就引起了业

可调元件施加控制信号，动态控制这

界的广泛关注。近两年，RIS 在学术

些电磁单元的电磁性质，进而以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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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抑制多普勒效应

程的方式对空间电磁波进行智能调

为解决上述问题，传统高铁无线

控，并形成幅度、相位、极化和频率

通信系统主要采用优化收发端算法、

在高铁场景中，列车速度远高于

可控制的电磁场。作为超材料的二维

优化收发机的网络部署等方法。例如，

一般终端的速度，因此它的多普勒频

实现，RIS 天然具有低成本、低复杂

采用分布式大规模天线技术、发射端

移与扩展更加严重。另一个严重的问

度，以及易部署的突出特性，可以更

多普勒估计与预补偿技术及切换流程

题是，列车通过基站时会发生多普勒

好地应对智能高铁通信场景所带来的

优化技术等。这些传统方法系统复杂

频移从 +f max 到 -f max 的正负跳变，该突

挑战。

度高、网络部署及优化难度大，而且

发的多普勒频移正负跳变会导致接收

实现成本高。

端难以进行准确的频移补偿。严重的

RIS 技术在经典场景下的无线通
信应用研究非常多，但其在高铁通信
[3]

另外，虽然业界有很多关于 AI 用

多普勒效应是高铁信道传播的典型特

应用的系统探讨还很少 ，也仅有少

于增强传统无线通信系统的研究，但

量文献涉及该场景中的单点技术问题。

这些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发射端与接收

RIS 对无线信号传播幅度与相位

例如，文献 [3] 提供了采用 RIS 降低多

端的智能化，无线信道依然需要被动

的动态调控为解决高铁场景严重的多

普勒效应的思路。

适应自然传播环境。智能高铁无线通

普勒频移问题提供了机会。实时可调

信挑战的根源在于其复杂的无线信道

的 RIS 可以有效降低由多普勒效应引

环境，若能人为控制无线传播环境，

起的接收信号强度的快速波动 [6-7]。

智能高铁移动通信技术的主要研

就能从根本上消除高铁通信特有的复

高铁无线通信场景确定的运行方向和

究内容包括宽带移动通信、车载无线

杂信道环境。在实现无线系统收、发

规则的运行轨迹会产生规则的、可预

通 信、 智 能 调 度 通 信、 车 - 地 / 车 -

端智能化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无线信

测的多普勒频移曲线，从而使得收发

车通信技术等，用于支持智能高铁移

道的智能可控，能构建真正涵盖发射

端易于跟踪，同时易于补偿多普勒效

动通信场景下的列控及运行相关业务、

端、无线信道和接收端的端到端智能

应 [2]。多普勒频移的影响主要在于，

列车综合服务业务、铁路物联网业务

无线系统。

不同多径信号分量达到接收机的多普

1 智能高铁移动通信需求与挑战

性之一。

综上所述，传统高铁无线通信解

勒频移有所差异且动态变化。高铁沿

决方案只能被动地适应高铁的信道特

线无线通信信道的主散射体较为规则

相对于经典的通信场景，智能高

性。RIS 的出现让人们可以对无线传

且相对确定，因此可以在一些关键主

铁无线通信由于其无线传播环境及业

播环境进行调控，构建智能可控的无

散射体表面部署 RIS，并基于测量及

务特点，目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主

线传播环境，从而可以对收发端和无

预测调控不同多径的多普勒频移对

要包括：（1）高铁的超高速移动所带

线传播信道进行联合优化，为进一步

齐，从而减少多普勒频移的影响。

来的严重的多普勒频移与频繁的小区

提升系统性能、降低复杂度与成本提

切换问题；（2）高铁车厢的高穿透损

供可能。

以及旅客车载移动宽带接入业务等四
[5]

大类典型业务 。

有两种特殊场景需要专门进行优
化： 高 铁 临 近 RIS， 但 车 体 处 于 RIS
的单侧；列车经过 RIS，车体前后车

耗使得车厢内的信号覆盖改善较为困
括 6 GHz 以下频段、毫米波频段），

2 RIS 使能智能高铁无线通信的
典型应用

以更好地满足未来智能高无线铁通信

目前，智能高铁无线通信仍面临

相对于该 RIS，不同部位的车厢有不

需求，因此要求无线网络具备支持多

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存在着显著的规

同的角度，因而有不同的多普勒频移。

频段的能力；（4）智能高铁无线通信

律性。例如，无线信道体现为沿铁路

可以将 RIS 反射表面进行分块，不同

网络可以采用专网覆盖或公网覆盖，

线呈规律性变化；列车上的用户终端

子块的天线阵元对入射其上的信号分

因此面临与铁路沿线的周边网络之间

（UE）组整体迁移，具备显著共性，

别独立地进行波束赋形，以对齐不同

复杂的异系统共存问题；（5）其他一

包括 UE 组整体移动的群切换、业务

列车部位的车厢，并针对性地调控以

些问题，例如高速移动带来的信道估

连接及容量需求的整体迁移等。基于

补偿不同的多普勒频移量。

计与反馈、列车高精度定位与环境感

这些特征，可以针对性地对基于 RIS

（2）对于列车经过 RIS 的场景，

知问题，以及智能高铁通信中的多业

的智能高铁无线通信算法与网络部署

若 RIS 同时服务两侧车厢，会存在上

务类型的共存等。

进行设计。

述的多普勒频移正负跳变效应。为减

难；（3）需要充分利用更多的频段（包

2021 年 8 月

厢分别位于车厢的两侧。
（1）对于高铁临近 RIS 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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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该效应的影响，一种可选的方案是

展覆盖范围。有源反射 RIS 对成本、

时延要求可以适度降低，从而使 RIS

采用列车行进方向的 RIS 来服务列车

复杂度、部署等方面有更高要求。相

在动态性与共享切换的实时性之间取

前段的车厢，而列车正在经过的 RIS

对于传统的分布式天线方案，两种反

得平衡。

仅服务单侧车厢，从而避免多普勒频

射模式的 RIS 在各方面的要求均有大

率跳变问题。RIS 简单、易部署，且

幅度降低。

2.3 克服高穿透损耗

成本较低，可以在铁路沿线进行更为

（2）将传统分布式天线与 RIS 结

高铁穿透损耗包括两种情况：列

密集的部署，因此为上述方案提供了

合。考虑到 RIS 覆盖扩展范围受限，

车金属车厢穿透损耗和列车窗玻璃穿

可能性。

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分布式天

透损耗。本节中，我们首先对两类穿

线的部署密度，并且采用 RIS 来增强

透损耗进行分析，然后讨论不同的解

覆盖。

决方案。

2.2 解决频繁切换问题
高 铁 350 km/h 以 上 的 移 动 速 度

（3） 采 用 透 射 型 RIS 来 改 进

会引起频繁的小区切换，这可能造成

传 统 大 规 模 多 输 入 多 输 出（Massive

网络的吞吐量下降、业务中断概率提

MIMO）天线，即采用无源透射型 RIS

（1）金属车厢

升等问题，从而影响用户的高铁通信

来替换传统有源相控阵天线，从而减

高铁的金属车厢会带来严重的穿

体验。

少天线的体积、重量，并且降低功耗

透损耗，这使车厢内的信号覆盖面临

目前，有两个方案可以解决频繁

以及成本。另外，采用无源透射型 RIS

严峻挑战。文献 [8] 给出了几种典型车

切 换 问 题：（1） 采 用 射 频 拉 远 模 块

替换传统有源相控阵天线，有利于制

型的穿透损耗参考值，其中 CRH3 车

（RRU）或分布式天线，扩展小区的

作一些异形天线，从而更好地满足高

型的损耗值更高，为 24~26 dB（见表 1）。

覆盖范围，从而降低切换频率；（2）

铁沿线不同自然条件下的部署需求。

另外，对于同一车型，不同信号入射

优化小区间切换流程，尽可能减少因

例如，对于半圆柱曲面形态，波束覆

角也会对应不同的穿透损耗。当无线

频繁切换引起的性能变化。第 1 类方

盖角度可以更好地对准处于不同角度

信号垂直入射车厢时，相应的穿透损

案为主要的解决方案，但它需要部署

的列车。

耗最小；相反，无线信号的入射角越小，

2.3.1 穿透损耗分析

更 多 的 RRU 或 分 布 式 天 线。 而 RRU

另外，高铁通信的业务需求会随

穿透损耗越大。因此，当基站离铁道

或分布式天线的价格较高、体积重量

着高铁运动进行整体迁移。也就是说，

越近，覆盖区域边缘信号进入车厢的

较大、功耗较高，并且需要较多的宽

只有高铁经过的小区才需要进行业务

入射角就会越小，穿透损耗会越大。

带回传链路等，因此该方案在站址选

连接；在本次列车经过后至下一趟列

因此，合理地控制入射角，能够更好

择、回传链路部署、供电等方面均面

车到达前，该小区不需要支持高铁通

地满足高速轨道覆盖目标。

临很大的挑战。

信。那么，铁路沿线的相邻基站（NB_k

（2）玻璃窗

与 NB_k+1 ）可以接力共享两者之间的

列车车窗玻璃的穿透损耗比金属车

RIS，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覆盖成本。传

厢低，但由于防冲撞等特殊的需求，一

（1）使用低成本的反射型 RIS 完

统的相邻两个基站在共享拉远 RRU 或

般常采用特殊材料的双层玻璃。因此，

全替换传统的分布式天线节点，并延

分布式天线时，由于需要低时延地切

列车车窗玻璃穿透损耗不可忽略，尤其

伸覆盖线路长度，从而降低小区的切

换大带宽的业务数据及控制信令，因

是毫米波，穿透损耗明显。文献 [9] 给

换频次。反射模式的 RIS 进一步分为

此实现复杂度较高；而共享 RIS 仅需

出了几种典型玻璃在 28 GHz 频段的穿透

无源反射 RIS 和有源反射 RIS 两个子

要在基站间切换低带宽控制信令，其

损耗值，例如透明玻璃（3.6~3.9 dB）、

基 于 自 身 的 技 术 特 性，RIS 有 3
种方式替代或改进传统解决方案：

类。对于无源反射 RIS，可以通过 RIS
波束赋形增益增强信号，扩展覆盖范

表 1 高铁常用列车车型及信号的穿透损耗情况（频点：1.8 GHz）
车型

列车材质

损耗参考值 /dB

普通列车

铁质

12~15

CRH1（龙巴迪列车）

不锈钢

20~24

CRH2（部分动车）

中空铝合金车体

14~16

覆盖扩展范围有限。有源反射 RIS 可

CRH3（京津城际）

铝合金车体

24~26

以放大反射信号，因此可以进一步扩

CRH5（阿尔斯通）

中空铝合金车体

22~24

围。无源反射 RIS 具有成本低、功耗小、
简单、易部署的优点。仅依靠波束赋
形增益，并不能放大信号幅度，因此

38

中兴通讯技术
2021 年 8 月 第 27 卷第 4 期 Aug. 2021 Vol. 27 No. 4

专题

智能超表面技术在智能高铁通信场景的应用探讨

赵亚军 等

ZTE TECHNOLOGY JOURNAL

有色玻璃（24.5~40 dB）。另外，玻璃

得波束赋形增益；对于简化的固定权

RIS 这种贴附于车顶表面的形态，有

车窗的面积相对较小，信号入射能量

值 RIS，可以为其设计宽波束调控权值，

利于更大规模的部署，以提供更高的

受限。与金属车厢类似，车窗玻璃的

以解决波束阻挡问题，但并不能获得

天线增益。

穿透损耗同样受到信号入射角度的影

波束赋形增益。当然，也可以考虑在

（4）车厢内壁部署 RIS

响。文献 [10] 提供的测量结果显示，

车厢内部同时部署 RIS，辅助车窗透

在车厢内壁进一步部署 RIS，可

穿透损耗随着信号入射角度的增大而

明 RIS 调控波束覆盖。这样，可以克

更好地调控车内传播信道，解决车座

增大。但是，该文献中的测量结果也

服上述固定权值透明 RIS 的弊端。需

阻挡问题。例如，在车厢内表面部署

表明，不同极化方向信号随入射角度

要注意的是，透明形态的 RIS 设计须

RIS 或用其他合适的固定装饰来部署

的变化呈现较大差异。其中，垂直极

同时兼顾信号增强和可见光透明度的

RIS。这些 RIS 能够对透射进入车厢的

化信号的透射系数随着入射角度增大

问题。

有限强度的信号进行精细调控，以对

而线性降低；而水平极化信号在不同

（2）铁路沿线部署 RIS

齐目标 UE，从而充分利用进入车厢内

入射角时，透射系数基本保持稳定。

在不增加基站密度的前提下，在

部的信号能量。一般来说，车厢内的

这种现象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既然不

铁路沿线合理部署 RIS，可以在一定

终端移动速度较慢，或者是几乎相对

同极化方向的信号在不同入射角度下

程度上缓解列车穿透损耗问题。首先，

静止（如物联网终端）。RIS-UE 之间

有着不同的穿透损耗变化，那么我们

利用 RIS 简单、易部署的特点，可以

为慢变信道，更易于进行信道估计以

可以利用这一现象来减少穿透损耗的

在铁路沿线更多地部署 RIS 以增强基

及波束跟踪。

影响。例如，可以考虑采用对入射角

站信号，降低大尺度路损。其次，可

不敏感的水平极化方向的信号来穿透

以利用超大规模 RIS 天线阵元提升波

车窗玻璃。

束赋形增益，以更好地对齐车窗入射。

列车定位技术可以随时随地获得

另外，有些窗玻璃穿透损耗对入射信

列车地理位置、实时速度等信息，是

号的极化方式比较敏感。基于此特性，

实现行车调度与控制的智能化基础。

实现高铁车厢无线移动网络内部

RIS 可以调控入射信号的极化方向，

5G 技术的最新进展，尤其是亚米定位

覆盖主要有两种模式：铁路沿线节点

从而减少入射角对车窗玻璃穿透损耗

精度的特定要求，使得基于无线网络

的信号直接穿透列车金属和车窗玻璃

的影响。如 2.3.1 节所述，垂直极化信

的定位成为未来列车定位系统的一个

进入车厢，但这样存在严重的穿透损

号透射系数随着入射角度增大而线性

重要技术选择 [11]。RIS 具有超大规模

耗；在列车上部署移动节点，例如车

降低；而水平极化信号在不同入射角

天线阵元、超大天线孔径的特点，可

载中继或客户前置设备（CPE），这

时，透射系数基本保持稳定。那么，

以提供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因此天然

就需要在车厢顶部进行开孔部署以接

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利用铁路沿线部署

具备高精度定位的能力。在采用高频

收天线，从而把信号引入车厢内部。

的 RIS 调控信号极化方向，把入射到

毫米波频段的高铁通信场景中，RIS

针对上述两种模式，RIS 有不同的解

车窗的信号调控为水平极化方向，从

可用于一定精度的 3D 图像识别。基于

决方案，下面我们将分别探讨。

而降低在大入射角下的车窗玻璃穿透

RIS 实现车辆精准定位、车速精准测量，

损耗。

甚至是 3D 成像，可以对车况进行监测

2.3.2 RIS 克服穿透损耗

（1）车窗玻璃布置透明形态 RIS

2.4 支持列车高精度定位

（3）增强现有车顶天线

控制，以确保安全，并更好地支持智

信节点的波束（尤其是毫米波频段）

尽管采用车载中继或者 CPE 把信

能驾驶与调度。

容易被金属车厢阻挡。另外，信号经

号引入 / 引出车厢是解决高铁通信的

若想利用 RIS 超大规模天线阵元

过车窗玻璃时也会有较大的穿透损耗。

有效手段，但是部署传统有源车顶天

和超大天线孔径来获得高精度定位，

在不改变高铁车厢布局的前提下，在

线仍然具有很大的挑战。作为亚波长

需要在铁路沿线部署一定密度且具备

每个车窗布置透明形态的 RIS，能够

无源二维超表面，RIS 便于设计成多

测量感知能力的 RIS，即这些 RIS 面

实现对车厢外信号的有效增强及覆盖。

样的形态，用于增强现有的车顶天线，

板上需要配备有足够密度且具有测量

若 RIS 动态可调，则可以对其进行实

并克服传统有源天线的弊端。例如，

能力的有源天线阵子，从而可以精确

时调控以跟踪覆盖车厢内不同角度的

RIS 可以贴附于车顶表面，安装便利，

估计目标物体与 RIS 之间的信道状态

用户，从而解决波束阻挡问题，并获

且不会改变车厢表面的形态。另外，

信息。相对于仅具有无源天线阵子的

列车车窗尺寸受限，铁路沿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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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配备有源天线阵子的 RIS 的复杂

增加 BS-RIS-UE 级联路径及 RIS-RIS

般 NB-RIS 之间为慢变信道，而 RIS-

度与成本都会更高，部署时需要综合

之间的传播路径。在高铁网络中，RIS

UE 之间为快变信道 [13]。对于智能高铁

权衡复杂度及成本与列车定位精度需

部署在铁路沿线、列车车窗玻璃上、

通信场景，RIS 可以部署在车窗玻璃上，

求之间的关系。

列车车顶及列车车厢内部等，这几种

此 时 NB-RIS 之 间 为 快 变 信 道，RIS-

相比于基于传统高铁通信网络的

部署方式会导致 RIS 的传播信道有较

UE 之间为慢变信道。

收发机进行无线感知与定位，引入 RIS

大差异。例如，当 RIS 部署在铁路沿

智能高铁通信信道随高铁沿固定

进行电磁环境感知与定位主要有三大

线时，NB-RIS 之间的信道慢变，RIS-

轨道运行，传播特性呈规律性变化。

优点：RIS 更易于在铁路沿线大规模

UE 之间的信道快变；当 RIS 部署在列

因此，在智能高铁通信场景下，网络

部署，可以实现铁路沿线无盲区的环

车 上 时，NB-RIS 之 间 的 信 道 快 变，

可能不需要完整、精确的信道状态信

境感知和定位；组成 RIS 的大量有源

RIS-UE 之间的信道慢变。

息（CSI）反馈，采用有限空间量化精

单元可以收集丰富的信息，从而获得

（3）在铁路沿线部署 RIS 的一些

度的码本反馈即可满足反馈精度的需

高精度、细粒度的高铁沿线的电磁环

特殊场景也对 RIS 信道的测量及建模

求。基于先验的列车运行轨迹、运行

境感知结果；所获得的大量数据信息

带来挑战。例如，当 RIS 部署在隧道里、

速度，可以精确地实现前向预测估计，

可应用于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技术，

沿线桥梁上，以及沿线场站时，均需

从而获取信道并进行反馈。由于无线

进而挖掘更全面、更准确的高铁沿线

要进行对应场景的信道传播特性测量

信道复杂多变，AI 用于无线通信的泛

的电磁环境信息。

和信道建模研究。

化性能受限。对于高铁通信这种具有

准确测量与建模 RIS 使能的智能

3 RIS 使能智能高铁无线通信的
关键技术
RIS 使能无线通信涉及 RIS 硬件
结构与调控、基带算法、网络架构与

高铁无线通信信道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来优化通信性能。例如，对于信道量

需要继续加大研究投入，从而为基于

化的码本设计，可以采用离散傅里叶

RIS 的智能高铁通信系统的设计、网

变换（DFT）等传统方法进行量化，

络优化、性能评估奠定基础。

也可以采用 AI 训练获得合适的码本集
合。对于码本反馈，可以利用变化规

组网等诸多方面的技术。本文中，我
们仅对其中需要特别优化的几项关键
技术进行探讨。

规律性变化的场景，可以率先利用 AI

3.2 信道估计与反馈
在常规场景下，RIS 使能的无线

律性及运行速度，反馈合适的码本集
合及其变化规律。进一步地，利用列

网络的信道估计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

车行驶的地理位置与信道状态的关系，

战：RIS 信 道 由 NB-RIS 之 间 及 RIS-

设计针对特定铁路沿线地理位置的码

在常规场景下，RIS 的研究工作

UE 之间信道联合构成，需要考虑两段

本集合，从而可以采用有限的、码本

大多建立在简单的数学模型基础上，

联合信道的估计；RIS 一般拥有超大

个数精确的量化信道空间。为提升基

目前仅有初步的测量及简单的建模 [12]，

规模的天线阵子数量。对于智能高铁

于码本反馈的准确性，可辅以反馈一

尚未有准确可用的信道模型；对智能

通信这种特殊场景，可以利用其信道

定的信道校准信息，对码本进行调整、

高铁通信这种特殊场景，更缺乏必要

特性来消除上述挑战带来的影响，降

校准。例如，基于地理位置的码本集

的测量和建模。RIS 的引入将会给智

低 RIS 信道估计的复杂度与反馈开销。

合更新实现过程为：基于基站 k 的地

3.1 高铁场景 RIS 信道测量与建模

能高铁通信的信道测量及建模带来巨

智能高铁通信信道有 4 个特点：

理位置，预配置对应的码本集合 A k ；

大的挑战。这些挑战这主要包括如下

（1）沿铁路线信道随列车前行呈

当列车经过该基站时，基站把该码本

几方面：
（1）RIS 可能会用于智能高铁通
信的典型频段与业务场景，因此需要
考虑智能高铁通信典型的频段、典型
场景中的无线信道测量、信道特性与
信道模型等。
（2）RIS 的引入会使得基站（BS）
与 UE 之间的信道关系发生变化，并

40

规律性变化；
（2）信道的角度域稀疏，尤其是
高频毫米波频段；
（3）信道变化具有鲜明的地理 /
位置相关性；
（4）列车上终端整体迁移，UE
组的信道具备共性特征。
另外，在常规的部署场景中，一

中兴通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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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离开角（AoD）/ 到达角（AoA）、

跳变问题，此时波束赋形方向需要进

速度、多普勒频移等方面具备共性，

行精巧设计。一个可能的设计是：采

这些 UE 组共性信道参数仅需要反馈

用相邻的多个 RIS，且每个 RIS 的波

一次。

束仅对齐覆盖 RIS 单侧的车厢，从而

本节中，我们将基于智能高铁通

规避多普勒频移跳变问题。针对智能

信需求的特点及 RIS 技术特性，全面

高铁通信中列车的多用户或多小区共

地讨论 RIS 网络架构设计和网络部署。

享一个 RIS 的需求，可以把 RIS 反射

文献 [16] 指出，智能高铁的通信

表面的天线阵元进行分块，不同子块

需求可分成四大类场景：铁路正线连

的天线阵元对不同 UE 或不同小区的

续广域覆盖、铁路站场和枢纽等热点

上述两个典型特性均可进一步减
少反馈开销，并解决反馈时延问题。
3.3 波束赋形
通过调控 RIS 每个单元的相位，

[15]

大幅提升小区容量的目的。
3.4 网络架构与部署

可以调整波束，使其朝着特定方向发

入射信号进行不同权值的波束赋形 。

区域、铁路沿线地面基础设施监测、

射信号，从而降低所需信号的发送功

为降低波束赋形的复杂度，可以

智能列车宽带应用。智能高铁通信需

率，提高频谱效率，扩大覆盖范围，

利用高铁通信信道的规律性，对信道

求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容量

削弱干扰。在传统的多天线蜂窝网络

空间进行码本量化。根据地理位置和

和覆盖需求在地理空间上分布极不均

中，波束赋形设计主要是对多天线的

运动规律，设计波束赋形的预编码矩

衡，具有鲜明的规律性，即业务需求

收发机的预编码与解码矩阵进行设计，

阵集合、预编码矩阵切换规律及切换

仅局限于铁路沿线；随着列车高速运

实现信号定向传输。在 RIS 辅助的通

速度。进一步地，为避免信道特性波

行整体迁徙，体现为群切换、容量和

信系统中，智能高铁通信的高速时变

动带来的空间量化偏差，可以半静态

覆盖需求整体迁徙；沿铁路线线性规

信道环境使得系统的波束赋形设计变

估计信道差异，修正 / 更新先验的预

律分布。

得更加复杂。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利

编码集合、切换规律及切换速度等参

用智能高铁通信的规律性位置与移动

数集合。

文献 [17] 给出了传统的基于 RRU
的铁路通信网络拓扑结构，具体如图

另外， 恰当的智能高铁通信波束

1 所示。对于基于 RIS 的高铁通信的

赋形设计也可以提升小区容量。假设

典型部署方式，基于高铁的环境与信

对于铁路沿线 RIS，其波束赋形

RIS 的部署密度足够高，列车则可以

道特点，并结合 RIS 的技术特性，文

设计包括远场场景和近场场景两种典

同时被多个相邻的 RIS 波束覆盖。此

献 [3] 提出了 3 种部署模式，具体如图

型情况。远场场景是指列车远离 RIS/

时，可以采用窄波束，以尽可能减少

2。本文中，我们做了补充，总结了 4

NB 的情况，该场景具有路损高、穿透

每个 RIS 波束覆盖列车车厢的数量。

类典型的网络部署模式：铁路沿线部

损耗高、角度变化相对较慢、多普勒

因为不同 RIS 波数分别覆盖列车不同

署 RIS；车厢顶部部署 RIS，用于高铁

频移整体偏移一个方向等突出特点。

部位的车厢，这样就等于通过窄波束

移动中继或 CPE 的增强天线；车窗玻

因此，需要采用波束赋形来增强信号，

实现更小的扇区划分，提高了空间隔

璃部署透明增强 RIS；车厢内壁部署

以减少路径损耗。采用窄波束方式，

离度，从而提升频率重用系数，达到

RIS。其中，第 2 类是新增类型。

对波束进行设计，以降低波束赋形的
复杂度

[14]

。

利用列车特有的角度变化规律及移动
速度，可以使波束更好地对齐列车不

·
BBU

同部位的车厢。近场场景是指列车靠

BBU
RRH2

近 RIS/NB 或列车经过 RIS/NB 的情况，
该场景具有路损低、穿透损耗相对低

RRH1

RRH3

5m

3.38 m

RRH1

RRH3

（信号入射车窗及车厢的角度较小）、

6m

角度变化快、多普勒频移跳变等特点。

RRH2

不过，近场场景对波束赋形增益需求

580 m

较低，因此可以考虑宽波束或者广播
模式，以解决角度快变跟踪问题。如 2.1
节所述，近场场景有一种特殊情况，
即列车经过 RIS 时会存在多普勒频移

RRH1
580 m

572 m

RRH3

BBU

BBU：基带处理单元

RRH2

1 732 m
RRH：射频拉远单元

▲图 1 基于射频拉远单元的铁路通信网络拓扑结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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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增强。

铁路沿线基于反射的 RIS

4 未来研究趋势与挑战
RIS 使能未来智能高铁通信仍然

BS

面临诸多技术问题、部署问题和标准
化问题。针对高铁通信特有应用场景
车厢内基于反射的 RIS

中的 RIS 关键技术和方案，人们需要
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和全面
评估：
（1）引入 RIS 后，智能高铁通信
的信道测量与建模；
（2）RIS 使能的智能高铁通信网

车窗玻璃基于折射的 RIS

络的信道估计与波束赋形设计与优化；
（3）RIS 使能的智能高铁通信网
BS：基站

RIS：智能超表面

络与铁路沿线的多网络共存；
（4）RIS 使能的智能高铁通信网

▲图 2 RIS 辅助的高铁通信场景

络下多用户及多业务类型的共存优化；
（5）适用于智能高铁通信网络不

高铁通信业务需求具有随着高铁

的频谱资源开销。不过，该回传链路

运动整体迁移的特点，即只有高铁经

控制信令的信息速率较低，频谱占用

过的小区需要业务连接。在本次高铁

的开销并不高。对于 RIS 部署在列车

经过后至下一趟列车到达前，该小区

车窗玻璃及车厢内部的两种模式，RIS

不需要支持高铁通信。一个很自然的

与基站之间的回传链路显然只能采用

想法是：如前文 2.2 节所述，铁路沿线

无线通信方式。部署在车顶用以增强

本文中，我们系统地探讨了 RIS

的相邻基站可以接力共享两者之间的

移动中继或 CPE 天线的 RIS，其受控

在智能高铁通信场景应用中的关键技

RIS。采用共享 RIS 方案，仅需要基站

于移动中继或 CPE，因此其回传链路

术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为超材料

之间切换低带宽控制信令，且 RIS 控

是与移动中继或 CPE 连接的，且一般

的二维实现，RIS 具有低成本、低复

制信令的时延要求可以适度降低，以

采用有线方式连接。

杂度和易部署的特性。通过构建智能

同场景需求的多种 RIS 形态设计；
（6）RIS 使能的智能高铁通信网
络架构及部署研究及优化。

5 结束语

在 RIS 控制的动态性与共享切换的实

上述的部署模式，均需要保证基

可控无线环境，RIS 将给未来 6G 带来

时性之间取得平衡。而传统高铁网络

站间、基站与 RIS 之间的空口同步关

一种全新的通信网络范式，满足未来

的相邻两个基站共享 RRU 或分布式天

系，从而确保 RIS 幅度相位调控与信

移动通信需求。简化版本的 RIS 将可

线时，需要低时延地切换大带宽的业

道 / 信号之间的同步关系。尤其是当

能在 5G/5G-Adv 阶段，实现初步商业

务数据及控制信令，该过程的实现复

多 个 RIS 波 束 赋 形 同 时 服 务 一 个 UE

部署及标准化，尤其可以用于改善 5G

杂度较高。

时，类似于传统 CoMP 的联合传输，

毫米波覆盖问题。

基站控制 RIS 的回传链路，不同

需要精准的时间同步及相位对齐。

智能高铁作为一种重要的智能交

部署方式有不同的设计约束，因此可

隧道覆盖可以采用 RIS 以增强现

通基础设施，是中国在技术及产业均

选的实现方式也有差异。对于 RIS 部

有分布式天线系统（DAS）的传统天

全面领先的领域，属于“新基建”的

署在铁路沿线的模式，基站与 RIS 之

线形态。这种天线体积更小且方便部

范畴。RIS 则是由中国自主提出并引

间的回传链路可以采用有线或者无线

署在隧道壁侧，不会明显突起。考虑

发全球跟进的技术，未来将成为中国

通信方式。无线回传的连接方式部署

到 RIS 的低成本特性，隧道壁侧可以

在基础性原创技术及全产业链全面领

灵活，但需要占用频谱资源传输 NB-

部署更多无源反射 RIS，并可以通过

先的潜在突破领域之一。智能高铁新

RIS 之间的控制信令，因此会有一定

高密度 RIS 来实现隧道内信号覆盖的

基建与 RIS 构建的电磁新基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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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将会获得更加广阔的技术和产业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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