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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顺应 6G 网络发展趋势，围绕触觉互联网（TI）超低时延、超高可靠的关键性能需求，

从网络架构、信息传输、资源管理 3 个层面系统性地提出了 TI 关键使能技术框架。在网络架构

方面，提出基于软件定义网络（SDN）/ 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和人工智能（AI）赋能的新型

网络架构；在信息传输方面，提出采用多模态通信增强沉浸体验，并利用语义通信促进智能体

间的达意通信；在资源管理方面，提出通过通信 - 计算 - 存储多维资源融合调度来提高网络服

务承载能力。最后，探讨了 TI 在发展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触觉互联网；网络架构；多模态通信；语义通信；通信 - 计算 - 存储融合调度

Abstract: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6G networks and focusing on the key per-

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tactile Internet (TI) for ultra-low latency and ultra-high 

reliability, TI’s key enabling technology framework is systematically proposed from three 

levels including network architectur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resource manage-

ment. In terms of network architecture, a new network architecture based on software 

defined-network (SDN)/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FV)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proposed.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t is proposed to use multi-modal com-

munication to enhance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to use semantic communication to 

promote idea-pass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agents. In terms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network servic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cation-computing-caching multi-dimensional resource scheduling. Finally, the 

problems, challeng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in TI’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are dis-

cussed. 

Keywords: tactile Internet; network architecture;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semantic com-

munication; communication-computing-caching fusion scheduling

随着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与移动高

清视频、虚拟现实（VR）/ 增强

现实（AR）等业务的不断涌现，全球

移动业务数据流量呈爆炸式增长，预

计 10 年后将达到 5G 网络的极限。与

此同时，5G 网络在数据传输速率、覆

盖范围、接入密度等方面面临瓶颈，

无法充分满足车联网、工业互联网、

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新兴业务的发

展需求。为了进一步打破现实世界和

虚拟世界的界限，缩小现实世界与数

字世界的鸿沟，全球主要国家和经济

体已启动 6G 的研究探索。6G 将极大

满足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

的沟通交互需求，提供不受时间、空

间限制的完全沉浸化交互体验 [1]。这

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

开放数字虚拟世界，促进人类社会的

数字化转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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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触觉控制信息的触觉互联网（TI）

成 为 可 能。 区 别 于 传 统 网 络 信 息 传

输，TI 通过对触觉控制信息的传输和

反馈来进行精细的动作控制，通过与

实际或虚拟的物体进行远程实时交互

来实现“技能传输”  。英国咨询公司

IDTechEx 的报告显示：触觉反馈技术

市场正呈指数级增长，预计到 2025 年

市场规模将接近 50 亿美元。此外，TI

技术将使 VR/AR 更具有沉浸感，感官

互联预期将成为未来主流的通信方式。

这将为移动通信、制造业、医疗健康

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更大的

市场机遇。

目前，TI 作为 B5G/6G 的关键应

用，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

关注。国际电信联盟（ITU）和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等国际标

准化组织已经开始 TI 相关领域的标准

制定 [3-4]。文献 [5] 指出借助 TI 可以实

时控制真实或虚拟对象，从而构建新

一代信息物理系统。文献 [6] 比较了

5G、物联网、TI 3 种网络，指出 TI 区

别于传统网络的关键在于利用触觉设

备实现人 - 机（H2M）通信。文献 [7]

提出了 TI 的一些关键性能要求，包括：

极低时延极高可靠性、安全性、多感

官的整合。文献 [8] 提出了一些 TI 潜

在应用场景，包括医疗健康领域的外

骨骼、远程教育中的交互式虚拟现实

体验、自动驾驶中的远程汽车控制，

以及智能制造中机器人参与大规模装

配生产线等。文献 [9] 指出实现 TI 面

临的挑战，包括设计能够提供动觉和

触觉信号反馈并且能与蜂窝网络自由

通信的触觉设备，开发实现触觉数据

压缩的触觉编码器，融合具有不同采

样 / 传输速率和延迟需求的视觉、听

觉、触觉多模态信息等。文献 [10] 提

出，TI 需要在共享的基础设施上实现

实时控制与网络边缘高效计算能力的

结合。文献 [11] 提出一种基于多层云

的蜂窝系统以支持 TI 应用，该系统包

含微云单元、负责管理区域内的微云

单元并形成边缘计算架构的小型云、

负责管理网络内所有小型云的核心网

络云以及作为大型数据中心的远程公

共云。文献 [12] 提出一种面向软件定

义网络（SDN）/ 网络功能虚拟化（NFV）

的多层云 TI 结构，有助于降低时延，

提高系统性能。文献 [13] 提出一种基

于用户体验质量（QoE）的感知模型，

可用于工业物联网中触觉应用的动态

资源分配。

如上所述，现有研究工作大多从

应用场景、网络架构、编 / 译码器等

单一角度研究 TI。然而，TI 作为一个

系统工程，需要从不同层面开展关键

使能技术的融合创新。基于网络架构、

信息传输以及资源管理这 3 个不同层

面，本文提出了 TI 关键使能技术框架。

为了满足触觉控制和反馈信息的实时、

可靠传输，需要设计基于 SDN/NFV 和

人工智能（AI）赋能的新型网络架构，

通过提供灵活的网络功能和基于本地

的服务保证时延、可靠性等关键性能

要求；为了促进多感官信息融合，需

要利用多模态通信技术实现多感官信

息的传输、接收和重建，并借助语义

通信技术融合提取多模态信息的语义

特征，减少数据冗余，提高通信有效性；

为了灵活匹配网络资源，需要设计通

信、计算、存储等多维网络资源融合

调度机制，在提高用户沉浸式体验的

同时提高网络资源利用率。

1 TI 网络范式
下一代移动网络（NGMN）联盟

将 TI 定义为：“通过互联网远程提供

对真实或虚拟对象以及物理触觉体验

的实时控制的能力”[14]。为了在沉浸

式远程教育、高精度远程医疗诊断、

工业控制和自动化等新兴触觉应用领

域提供对真实或虚拟对象实时的控制

交互能力，TI 应具备以下的网络范式。 

如图 1 所示，TI 网络范式主要包

括 3 个部分：主控域、网络域、从属

域 [15-16]。主控域主要包含操作者和操

作系统接口，操作系统接口或人机接

口通常是一个触觉设备，可以通过各

种编码方案将操作者的输入转换为触

觉输入信息并将其发送到网络域。从

属域由远程操作设备构成，受主控域

中各种命令信号直接控制，可以和远

程环境中的各种对象进行交互，同时

将触觉反馈信息返回给主控域。网络

域为主控域和从属域之间的双向控制

通信提供媒介，可以将操作者动态地

耦合到远程环境。理想情况下，TI 网

络可以让操作者拥有远程环境中沉浸

式的体验感受，从而实现物理世界的

数字化重现。

视觉、听觉、触觉等不同感官信

号的传输需要保持实时性、可靠性、

一致性和协调性 [9]。为了更好地支持

这些关键性能需求，需要为 TI 设计灵

活、智能的网络架构以提供超低时延、

超高可靠和稳定的网络连接，为 TI 设

计高效的多模态信息传输技术以促进

▲ 图 1  触觉互联网网络范式

主控域 网络域

人机接口

从属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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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官信息的融合，为 TI 设计多维网

络资源融合调度策略以在充分保证业

务性能要求的基础上提高网络资源利

用率。以下我们将从网络架构、信息

传输、资源管理这 3 个方面探讨 6G 背

景下新型 TI 的关键使能技术。

2 TI 关键使能技术

2.1 基于 SDN/NFV 的新型 TI 架构

传统的网络采用逻辑控制与数据

传输紧密耦合的方式，网络节点同时

进行控制决策和数据传输，无法满足

TI 超低时延、超高可靠的关键性能需

求。实现触觉通信的关键在于设计一

个灵活、高效、能提供一致性 QoE 保

障的网络架构，实现网络的统一管理

与资源的动态调度，使网络资源可以

基于物理基础设施在不同的服务和应

用之间有效切分、共享，从而降低数

据传输时延，提高可靠性。

如图 2 所示，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SDN/NFV 和 AI 赋 能 的 TI 3 层 架 构。

感知层通过感知设备收集环境和用户

数据，然后将其上传至网络层，同时

接收来自网络层的控制信号。网络层

通过 SDN 和 NFV 实现逻辑控制与数据

传输分离、虚拟资源与硬件资源分离，

促进了对虚拟网络资源的统一管理和

动态配置，提高了 TI 架构的灵活性。

控制平面通过在网络的不同层级（如

云计算中心和边缘计算平台等）构建

网络控制器，如 SDN 控制器、域控制器、

边缘控制器等，可以构建集中和分布

协同的多层级网络（如云边融合网络），

有效弥补网络空隙，提高网络弹性。

一方面，集中式架构可以提供稳定的

网络连接，从而满足确定性组网需求

和服务质量保证；另一方面，分布式

架构可以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控制和

管理，灵活适应新业务新场景的需求。

数据平面根据控制平面下达的指令，

利用移动基础设施提供连接和计算服

务，实现高效的信息传输与业务交付。

应用层基于分布式与集中式融合的云

边协同网络，为 TI 用户提供差异化、

多维度、确定性服务。根据不同的应

用需求，应用层可以通过嵌入不同的

AI 引擎实现 TI 网络的智能部署、智能

运维、智能优化、智能管理，从容应

对各种实时的变化，实现网络的自学

习、自运行、自维护。在此基础上，

通过融合内生智能技术，并充分利用

网络通信、感知、计算、存储等能力，

应用层能够更好地承载大规模智能分

布式协同服务，实现从传统的云 AI 向

网络 AI 转变。

如上所述，TI 3 层网络架构能够

有效结合云、网、边、端的算力资源

和能力，对不同业务进行智能分发处

理。例如，将需要大量计算资源的 TI

场景渲染放在云计算中心集中处理，

将多模态信号的编解码放在边缘的分

布式节点进行处理，实现集散共存、

分布自治的新型网络架构 [1]。

2.2 多模态语义通信

多模态通信是一种通过文字、图

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载体进行

信息交互的方式。在面向 6G 的 TI 中，

除了音、视频等传统的信息模态，还

需要进行触觉信息的传输。因此，为

了提供沉浸式体验，必须结合 TI 应用

特点，设计相应的多模态通信系统，

实现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信息

的高效传输与融合 [17]。

多模态通信过程包含多模态信号

编码、传输以及恢复重建 3 部分 [18]，

▲ 图 2  基于软件定义网络 / 网络功能虚拟化和人工智能赋能的触觉互联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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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同一对象的多模态信号

之间通常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传输

前需要进行跨模态编码 [17]。在跨模态

编码中，如何对多模态信号特征进行

提取压缩，从而降低冗余、提高传输

效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的香农信息论主要关注信息

的形式，而用户更为关注的是信息的

内容和价值，由此引出了语义信息的

概念 [19]。语义通信泛指不同的智能体

之间进行的以“达意”为目的的通信，

这里的“智能体”可以是人类或机器 [20]。

鉴于 TI 应用中存在广泛的智能体之间

的会意交互应用，语义通信可被用于

传输相应的触觉控制指令，这将有助

于实现超低时延、超高可靠的关键性

能要求。提取、融合、传输多模态联

合信息的语义特征为提高 TI 传输效率、

满足用户沉浸式体验需求提供了一种

新思路。

语义通信的关键在于设计实现语

义特征提取与恢复的语义编译码器。

因为 TI 应用中通常需要传输多模态信

号，所以对多模态信息的表征学习是

TI 中实现语义通信的关键技术之一。

目前常用的多模态信息表征学习方法

有联合表示、编解码器架构、协同表

示等 [21]。联合表示旨在将单模态的表

示映射到一个共享语义子空间中，以

融合多模态特征 [22]；编解码器架构早

期用于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机器翻译 [23]

等任务，现广泛应用在将一种模态映

射到另一模态的跨模态任务中；协同

表示将多模态的信息分别映射到各自

的表示空间中学习，但映射后的向量

之间满足一定的相关约束性 [24]。由于

不同模态中包含的信息是不平等的，

学习分离表征有助于保持独有的有用

模态特定特征。采用高效的多模态信

息表征方法能够更好地解决数据冗余

问题。

在对多模态信号进行语义特征提

取和编码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一定

的传输时延和带宽要求。不同模态信

号的通信带宽、可靠性等需求不同，

因此在多模态码流传输时需要设计合

适的传输策略 [18]。借助边缘计算和云

边融合架构，可以将网络核心的计算

处理功能下沉到网络边缘；通过在网

络边缘对多模态信号进行处理和传输，

能够有效缩短与用户的距离，进一步

提高多模态通信的效率。

多模态码流经过传输和解码后会

有一定程度的损耗，因此对接收到的

多模态信息进行高效恢复重建也是影

响 TI 用户体验的关键技术。现存方法

多基于深度学习模型，例如 WEI X.[25]

等使用迁移学习和生成对抗网络的方

法从不同的模态中提取、迁移和融合

信息，恢复损坏的信号，提升接收器

的渲染效果。

2.3 通信、计算、存储资源联合调度

传统网络以连接为中心，旨在通

过匹配相应的通信资源（如带宽等）

实 现 端 到 端 的 可 靠 连 接。 新 型 业 态

的不断涌现，如自然语言处理、VR/

AR、人脸识别等应用稳步发展，不仅

要求高通信数据速率，还要求通信系

统提供足够强大的存储和计算资源。

通信不再是网络提供的唯一核心业务，

通信能力也不再等同于网络的服务能

力。为了提供全面沉浸化的 TI 服务，

往往需要融合调用通信、计算、存储

等网络多维资源，如图 4 所示。

因此，为了满足用户“身临其境”

的沉浸式体验需求，同时避免由于网

络单一类型资源匮乏导致的 TI 业务服

务质量的不确定性，需要为 TI 设计网

络多维资源的融合调度策略。具体来

说，为了实现高速率、低时延的传输

触觉控制和反馈信息，需要为 TI 匹配

相应的通信资源；为了进行多模态信

号的编译码、语义特征的提取与融合

重建，需要为 TI 匹配相应的计算资源；

为了提高计算和通信效率、存储语义

库以及多模态信息的编译码映射信息，

需要为 TI 匹配相应的存储资源。值得

注意的是，多维资源之间存在折衷互

补特性。针对由于某种类型资源匮乏

导致业务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可以

通过通信、计算、存储资源的深度交互、

融合进行补足和增强。

例如，通过提取语义特征进行多

▲ 图 3  多模态通信过程

▲ 图 4  通信、计算、存储资源融合

AR：增强现实    TI：触觉互联网
VR：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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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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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信息的压缩编码，可以有效降低

数据冗余度，提高通信效率，实现“以

计算换通信”；反过来，通过将数据

分析和计算任务卸载到边缘计算节点

或云端进行协作处理，可以有效提高

计算效率，实现“以通信换计算”。

通过将某些热点流行内容，如音频、

视频等，预先存储在网络边缘，能够

有效降低网络传输时延，提升用户体

验，实现“以存储换通信”。此外，

通过缓存某些中间计算结果和相关数

据，在进行类似业务处理时能够快速

响应、缩短处理时延，实现“以存储

换计算”。

6G 时代，TI 作为典型应用，将通

过融合通信、计算、存储等网络多维

资源，构建“算网一体”“存网一体”

的网络新格局。在实时感知网络状态

和资源占用情况的基础上，通过网络

多维资源的动态分配和调整，可以将

业务流量匹配至最优节点。这将有助

于缓解甚至消除资源竞争状况，赋能

一致化、确定性用户体验，保证用户

的沉浸化服务质量需求。

3 存在的问题

3.1 多模态信息的编码传输与融合重建

在多模态通信中，视听编码技术

已经较为成熟，而触觉信号由于种类

繁多、感知机理复杂，目前尚没有成

熟的编码方案。文献 [17] 提出了一种

基于韦伯的显著差异定律的感知盲区

方案来解决动觉信号编码问题，并提

出了基于波形信号的压缩、数据驱动

下的特征提取两种编码方案来解决触

觉信号编码问题。由于现实应用场景

下两种信号相互作用、影响，需要结

合动觉和触觉信息来开发普适的标准

触觉编解码器。视听流的稳定传输需

要基于高带宽、低抖动，而触觉信号

的传输则有着低时延、高可靠性的要

求。现有传输方案大多仅关注触觉流 [9]

或视听流 [26]，严重影响用户沉浸式体

验。在实际的多模态通信中，传输环

境是动态的，网络资源是有限的，因

此设计自主的跨模态协同传输方案是

TI 保证用户沉浸式体验的关键所在 [25]。

此外，对接收跨模态信号进行恢复，

一般只能得到和发送端分辨率相同的

信号，无法实现全息远程通信的沉浸

式体验和虚拟现实下高精度渲染场景。

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可以实现多模

态信号从低分辨率到超高分辨率的重

建，从而增强用户在 TI 下身临其境的

体验 [18]。如 C. LEDIG[27] 等从照片感知

角度出发，通过生成对抗网络来进行

超高分辨率重建，提高了图像超高清

重建真实感。

3.2 多模态信息的语义特征提取与压缩 

由 于 TI 中 视 觉、 听 觉、 触 觉 多

感官信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需

采用多模态信息联合编码压缩冗余、

提高通信有效性。与此同时，多模态

信息也具有差异互补性，多种感官信

息 的 充 分 融 合 给 用 户 带 来“ 身 临 其

境”的体验。为了在提高通信效率的

基础上增强沉浸式的体验，多模态语

义信息提取的准确性与有效性显得尤

为重要。多模态语义信息的最佳表示

是什么？什么是无损语义压缩？如何

量化评估语义保真度和体验沉浸度？

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实现多模态语义通

信、提高 TI 用户体验感至关重要。J. 

BAO[28] 等分析了无损语义压缩，在特

定的假设下建立了无损语义数据压缩

的理论界限，然而在实际多模态语义

通信过程中这些假设都难以成立。至

于如何量化评估语义保真度还存在很

多困难。针对文本传输的评估量化，

现有方法多使用机器翻译任务中的

BLEU[29] 指标。该指标虽然能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传输准确率，但是无法评估

传输前后的语义一致性。值得借鉴的

做法是文献 [30] 提出的新的度量：利

用预训练好的语言模型和传输文本的

语义信息来描述它们的语义相似度。

3.3 安全性

传统集中式网络架构缺乏安全内

生设计，用户隐私数据泄露问题难以

解决。同时，网络安全与 TI 业务各成

体系，安全投入高。基于分布式技术

设计 AI 赋能的 TI 网络，实现去中心

化的安全可信机制，能够有效提高 TI

的安全自治能力。分布式技术在数据

产生的地方进行数据处理，无须将数

据全部发往云计算中心，这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隐私数据泄露的问题。

网络 AI 可以实现主动免疫、弹性自治、

安全泛在、智能协同，为 TI 助力网络

安全内生。此外，语义通信需要交换

双方感知的知识信息，并协同更新双

方的知识库，这可能会带来本地隐私

数据泄露的风险。如何开发一种通信

参与者之间的高效协调机制，而不造

成任何私人数据泄露，仍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 [31]。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

高冗余存储、去中心化、公开透明和

高安全性等特点，利用区块链技术来

存储 TI 中本地隐私数据，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因中心化机构遭受攻击造

成的数据泄露 [32]。

4 结束语
为了顺应 6G 时代全面沉浸化的

发展需求，本文从研究背景与现状、

网络范式、关键使能技术、存在的问

题等方面对 TI 进行了系统介绍，并从

网络架构、信息传输、资源管理 3 个

方面对 TI 关键使能技术进行了探讨。

虽然 TI 在多模态信息编码传输与融合

重建、语义特征提取与压缩、安全性

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挑战，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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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将来 TI 作为 6G 关键技术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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