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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物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其引领的第三次产业

浪潮受到广泛关注，该技术可为电网运行提供有力保

障，并为电网智能化发展打造坚实基础，建设泛在电力

物联网势在必行［1-2］。电力无线专网作为泛在电力物联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终端监控、数据采集、业务部

署等重要工作，是实现泛在物联的主要基础支撑［3-4］。专

网的覆盖建设以宏基站为主，宏基站的规划一般以覆盖

大部分室外区域和一部分浅室内区域为目标，势必造成

复杂环境的室内区域不能实现深度覆盖［5］，这使得无线

专网的室内规划成为一个研究方向。

为解决室内无线网络规划问题，部分学者提出了

不同算法的网络规划方案。Burum和Sipus等人将遗传

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和蚁群算法（ant colony 
optimization，ACO）应用到室内环境中，对接入点

（access point，AP）位置进行优化，扩大了信号覆盖范

围［6］。但文献［6］只讨论了1个AP的室内组网系统，

未考虑多AP场景优化情况。作者Arya提出了一种基于粒

子群优化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的网

络规划方案，该方案有效降低了无线网络设备成本［7］。

但文中只讨论了接入点位置对无线网络的影响，未做AP
数量优化。现有研究中，室内网络规划主要集中在保证

覆盖率的情况下如何降低网络成本，很少考虑电场辐射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Koutotas等人定义了室内辐射水平

的安全指数及吸收率，认为当AP数量增加，发射功率降

低时，室内环境中的辐射水平也会降低［8］。

本文给出了基于异构微蜂窝（heterogeneous femtocell，
HF）的电力无线专网室内覆盖方案，建立了包含覆盖面

积、接入点数量以及辐射率等参数的数学模型。提出了

一种改进的蝙蝠算法（improved bat algorithm，IBA），

用于优化专网背景下的室内网络规划。该算法结合了蝙

蝠算法的元启发优势，同时具备遗传算法的搜索广度，

避免陷入局部最优。专网室内网络规划仿真验证了该算

法的有效性。

1 建立网络规划模型

如图1所示，本文建立了基于异构微蜂窝的深度覆

盖系统。电力无线专网建设以230 MHz频率为主［9］，为

适应专网环境，引入直放站与AP等无线设备搭建异构微

蜂窝网络，保证复杂室内环境下的终端（termial，T）被

覆盖。如图1所示，直放站与AP之间利用IEEE 802.11n
协议进行通信，接入点AP将采集到的终端数据高速上传

至直放站，为专网后续5G技术的发展做好准备［10］。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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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站与230 MHz基站之间仍沿用原部署网络进行数据传

输。在该系统中，结合实际情况对室内房间的业务重要

程度进行区域划分，充分考虑单个区域内覆盖及辐射量

需求，并利用颜色差异进行区分，本文采用文献［11］
中提出的适应度函数，对每个房间的重要程度进行匹配。

图1 深度覆盖系统
Fig.1 Deep cover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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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区域网络覆盖率的适应度值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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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1表示现有部署方案对室内环境中业务终端的覆

盖情况；Tcov代表所有区域被覆盖的业务终端数量；Tall表

示所有区域需要覆盖的业务终端数量总数。若F1=100，
则表示该室内环境达到100%覆盖率；若F1=10，则表示

该室内环境内任何业务终端都没有被覆盖。

在国内接入点AP的高低能源消耗差不到1%，可忽

略不计［12］。因此接入点设备成本与功率消耗可表示为

一个适应度函数，其具体如下所示：

 F AP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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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Pon表示所有室内区域需要部署的接入点数量；

APmax代表室内环境中可以安装的最大接入点数量；F2表

示成本与消耗的适应度值，其取值范围为0～100。
室内区域多存在人长时间停留的现象，为降低室内

周边环境的辐射量，本文将辐射水平也作为一个适应度

值进行优化，其公式表达如下：

 
F E

E
100

max mid

mid
3 #=

 
（3）

式中：Emid代表必要接入点开启时直放站接收到辐射能

量的均值；Emax_mid表示当所有接入点开启时直放站接收

到辐射能量的均值。

为有效整合三方面的适应度函数，引入综合适应度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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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i即不同适应度函数的权值，表示覆盖率、设备

成本以及辐射率在综合适应度函数中的重要程度。

不同的Wi对应着不同的综合适应度值，结合室内覆

盖业务的实际需求，合理调整Wi，获得最大的综合适应

度值。其数学模型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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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AP_max、PAP_min分别代表接入点AP允许发射的最

大功率值和最小功率值。

2 基于GA遗传操作的改进蝙蝠算法

由上述数学模型可知，室内无线网络规划问题属于

多目标的非线性问题，需要借助群体智能仿生算法的启

发式搜索进行求解［13］。本文引入蝙蝠算法解决室内规

划问题，蝙蝠算法具有优秀的寻优能力，但是存在收敛

精度低、易陷入局部最优的可能［14］。因此，引入遗传

算法GA对其进行改进，加大扰动力度以增强个体间联

系，实现全面搜索。

2.1 蝙蝠算法

蝙蝠以Vi的速度在空中飞行，此时位置为Xi。飞行

过程中由于翅膀振动会产生频率为f、响度为A0、波长为

λ的超声波。超声波遇到目标后反射，蝙蝠通过分析反

射数据计算出两者间的距离。根据距离的远近，动态调

整超声波的频率、波长以及频度γ［15］。

文献［16］中，作者Yang给出相关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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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i∈[fmin, fmax]；β代表范围为[0，1]的随机向量；

Xit、 Vit分别代表第i只蝙蝠在t时刻的位置坐标和飞行速

度；X *表示当前时刻的最优解（即最优位置坐标）。

蝙蝠飞行的过程中，其位置坐标更新公式为：

 X i X Anew old
tf= +] g  （7）

式中： ∈[0，1]；At表示此刻蝙蝠的平均响应度。当蝙

蝠靠近目标后，将逐渐提高发射速率 rit ，降低响度 Ait 。

两者的更新公式如下所示：

 , ,A A 0 1i
t

i
t1 !a a=+ 6 @  （8）

 ,er r 1 0i
t

i
t1 0 2c= - c+ -] g  （9）

2.2 GA与蝙蝠算法的融合

蝙蝠算法多使用位置二、三维坐标对非线性问题

进行编码［17］。由于本算法为2种算法的结合算法，因此

编码后的个体既可以进行坐标系描述又具备GA的基因

性质。

2.2.1  蝙蝠个体编码

将室内区域划分为n个无线网络，假设每个区域顶

点视作AP的部署位置。可能部署的AP按照一定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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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号。将每一个室内无线网络规划方案看作一个蝙

蝠个体进行编码，得到如图2所示的基因序列。图中每

个个体均具备AP属性参数，状态参数为ON时，则表示

AP处于开启状态，功率参数范围为0～20 dBm。

AP APi

AP ON/OFF
AP 0~20 dBm

图2 基因序列
Fig.2 Gene sequence

完成编码的蝙蝠个体按照遗传算法的交叉、变异及劲

环操作进行变换，再进行反编码将个体信息传递给子代。

2.2.2  算法流程

具体算法流程如下：

步骤1：初始化蝙蝠算法，生成蝙蝠个体基因序列，

个体基因片段中状态参数被随机设定为ON或者OFF，
AP的发射功率也被随机设定。同时，确定算法迭代次数

x的最大阈值x'，设定蝙蝠总数N、飞行速度v0、响度A0、

频率f0及位置坐标X0。

步骤2：计算当前基因序列下的综合适应度值，并

根据当前适应度值启动蝙蝠进行一次随机搜索，记录每

只蝙蝠的寻优结果并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取

前1/4适应度值的蝙蝠个体进行保留。

步骤3：开始进入迭代计算。蝙蝠个体进行自身变

异，变异之后重新计算适应度值的大小。检测变异的蝙

蝠个体是否超越界限，若越界，则利用临界值进行替

换。变异后的蝙蝠个体与上一代个体进行重新排序恢复

至原种群数的1/2。进行变异操作是为了保证蝙蝠个体的

优良性。当W2＞0时，表示室内规划方案使用比较少的

接入点数量，为了保证这样的需求，需要适应度函数随

着迭代次数的增加而改变，其改变策略见表1［18］。

步骤4：将现有1/2数量的蝙蝠种群进行交叉、变异

及劲环操作，检测蝙蝠个体是否越界，若越界，则利

用临界值进行替换。完成变异后的蝙蝠种群与上一环

节的蝙蝠种群重新排序恢复至原种群数量，形成新的

种群。

步骤5：开始新种群的蝙蝠搜索，记录当前最优解，更

新蝙蝠的飞行速度 vit、响度 Ait、频率 fit及位置坐标 Xit。

步骤6：判断x是否达到迭代次数 xl，若达到，则跳

转步骤7；若未达到，则x=x+1，并跳转步骤3。
步骤7：算法结束。

3 仿真测试

3.1 算法测试

为保证本文提出算法的有效性，本节将对该算法进

行函数测试，选取Sphere函数作为测试函数。设定蝙蝠

个体总数为80只，迭代次数为80次，频率系数为0.9。程

序独立运行20次后，其具体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在单纯的数学函数测试中，本文提出

的改进蝙蝠算法明显优于原蝙蝠算法，最优值的搜索成

功率得到有效提升。

3.2 仿真环境

为满足室内实际环境状况，本文采用由IEEE 802.11 
TGn channel models组提出的双斜率路径衰减模型［19］进

行环境仿真。该模型适用于符合IEEE 802.11n标准的天

线设备，可有效模拟天线发射的电磁波信号在室内衰减

的情况［20］。其公式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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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L free(d)代表信号的自由空间衰落情况［11］；变

量X表示传输信号在阴影区域的衰减情况，服从正态分

表2 算法测试结果
Table2 Algorithms test results

算法名称 最优解 最差解 平均解 标准差 成功率

蝙蝠算法 5.345 53×103 1.124 43×104 9.677 54×103 4.092 27×103 20%

本文算法 1.078 98×10-6 3.988 72×10-4 4.965 53×10-5 1.021 16×10-4 85%

表1 适应度函数的改变策略
Table1 Change strategy of fitness function

迭代次数 覆盖率

x≤5
If（实际覆盖率≥97%）&综合适应度函数中覆

盖率=100%

6＜x≤10
If（实际覆盖率≥98%）&综合适应度函数中覆

盖率=100%

10＜x≤15
If（实际覆盖率≥99%）&综合适应度函数中覆

盖率=100%

x＞15 综合适应度函数中的覆盖率严格按照实际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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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d代表接入点AP与直放站之间的距离；dbr代表视距

传播（LOS）的最远距离。当d≤dbr时，信号传输服从

阴影衰减的自由空间链路模型，此时σ=3 dB；当d＞dbr

时，信号的衰减情况将直接受到传输距离的影响，此时

σ=5 dB。例如，考虑AP的覆盖率达为95%时，此时的

阴影余量为4.92 dBm（d≤dbr）或8.2 dBm（d＞dbr），瞬

时衰落余量为5 dBm。

3.3 模拟场景仿真

本文定义了最大覆盖、低成本和低辐射的模拟场

景，如式（11）所示：

   F4=W1F1-W2F2-W3F3，W1、W2、W3＞0 （11）
在本场景中，将覆盖率、设备成本及信号覆盖量3

个不同的元素同时纳入规划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

仿真结果更能贴合工程建设的实际需求，按照应用情

况，可对设备成本和辐射量设计不同的权重比。在所有

的场景中，覆盖率为首要参数，设备成本与辐射量次

之，设定设备成本和覆盖量的权值均为-0.1。
利用改进蝙蝠算法优化后产生一个4个AP的方案，

直放站点处产生的CDF（累计分布函数）对比值情况见

图3。图中横坐标代表辐射量的大小，纵坐标表示实际

产生的辐射值超过横坐标的可能，其可能性随着辐射量

的增加而逐渐提升，最后趋于平衡。

表3为对比不同场景下利用改进蝙蝠算法优化后得

到的规划方案。由表可知，场景三中辐射中值比场景二

方案高出了17.8%，但是该场景下用到的AP数量降低至

4个，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设备成本。场景一中AP数量最

低，但是辐射量远远高于另外2个场景，因此本文选取

场景三进行仿真，更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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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规划方案产生的辐射值
Fig.3 Radiation values from planning schemes

表3 不同场景下的规划结果
Table3 Planning results of different scenarios

不同场景 AP数量 辐射中值/（mV·m-1）

最大覆盖、最小设备成本

（F4=F1-0.1×F2）
2 204.5

最大覆盖、最小辐射量

（F4=F1-0.1×F3）
6 110.7

最大覆盖、低成本及低辐射

（F4=F1-0.1×F2-0.1×F3）
4 130.4

图4表示的是综合适应度函数中部分元素的权值变

化对无线网络规划的影响。利用改进蝙蝠算法对不同

权重组成的综合适应度函数进行优化，设置W1=1，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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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权值变化对规划方案的影响
Fig.4 Impacting of weight change on planning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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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室内无线专网100%的覆盖率。图4（a）表示的是不

同权值下搜索到的最优规划方案中需要接入AP的平均

数，当辐射量权重逐渐增加时，AP数量逐渐减少，但是

W2=0.1对应的平均AP数量在逐渐增加，这表明本文提

出的改进算法是基于综合适应度函数的全部权重进行优

化，而不是单一元素权重。

图4（b）表示的是不同权值对辐射量平均值的影

响。由图可知，当W3从0变化到0.1时，辐射量迅速下

降，当W3=0时，此时的场景为最大覆盖且最小设备成

本，蝙蝠搜索最少的AP接入数量，对辐射量大小不作要

求；当W3=0.1时，场景转换为最大覆盖、低成本和低

辐射率，蝙蝠搜索范围变大，开始筛选低辐射率的规划

方案，因此会出现辐射量均值迅速下降的现象。

由图4可知，室内无线网络规划方案与综合适应度

函数的权值呈现紧密相关性，并且不同的权值会出现类

似的优化方案。因此，针对实际的室内无线网络部署可

能存在多个权值组合。

4 结语

 本文针对无线专网深度覆盖问题，搭建了基于异构

微蜂窝的传输系统，提出了改进蝙蝠算法用于无线网络

的优化。蝙蝠算法最早是由Yang教授提出的一种仿生物

学算法，针对蝙蝠算法的不足，利用遗传算法对其进行

改进，引入GA的交叉、变异、劲环等操作增加算法的

扰动性，加大种群个体间的交流，避免出现局部最优的

现象。另外，本文从专网覆盖率、设备成本及辐射量3
个方面出发，构建了多目标数学模型，改进蝙蝠算法被

应用到特定场景中进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本文算法

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有效完成多目标的网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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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door Coverag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Based on 
Improved Bat Algorithm

GUO Dandan，SONG Jigao，WANG Xuanzhong，WANG Xin，WANG Yanru
（State Grid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Beijing Zhongdian Feihua Communications Co.，Lt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nter，Beijing   10007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the problem of deep covera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easonable location and number planning of the base stations can meet the signal coverage of most 
outdoor environments，but some of the terminals are in deep rooms. So it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with appropriate depth 
coverage syst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obtain a full coverage，low cost and low radiation wireless network，
this paper uses the heterogeneous femtocell system to complete the indoor data acquisition and upload it to the base station. In 
addition，an deep coverage optim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improved bat algorithm is propose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bat algorithm，such as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and the convergence speed and precision are mutually 
constrained. The genetic algorithm is introduced to improve the original algorithm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ability，and the 
information crossover and mutation are used to improve the search spe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optimize multi-objective indoor wireless network planning.
Key words:  improved bat algorithm；genetic algorithm；deep coverage；heterogeneous femtocell；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isdom Unit in the Ubiquitous Internet of Things in Electricity

WANG Hongmian，SUN Hui，ZHENG Libin，LI Xinjun
（State Grid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Beijing Smartchip Microelectricni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Beijing 102299，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low-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 has a wide variety of equipments and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which cannot be effectively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 electricity (IoTE)，thereby forming 
isolated units，so that the power department cannot perceive the working state and operation of the low-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 As a isolated unit，the wisdom unit is used in low-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equipment to provide a unified interface 
for the low-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station equipment to access the ubiquitous IoTE. This paper fully considers the status quo 
of low-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equipment communication protocol. Combining with grid enterprises’ requirements for IP 
address of power equipment，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pow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advanced system deployment and 
software upgrade scheme，and “State Grid Core” strategy，this paper deeply studies IPv6 communication protocol，high-speed 
carri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icro-power wireless technology. Then a wisdom unit in ubiquitous IoTE is developed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equipment，three-phase unbalanced equipment，intelligent circuit breakers 
and other power equipment，aiming to solve inconsistency of current low-voltage power equipment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disconnection of many devices，and deficiency of a uniform IP address of dispersed power equipmen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wisdom unit can realize the network access of low-voltage equipment，achieving effective interconnection and 
comprehensive sensing.
Key words: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the ubiquitous internet of things in electricity；two-mode intelligent link unit；CoAP 
protocol；IPv6

（上接第 09 页   continued from page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