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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友明主要夫于一神利用多信道 RF 收友器彷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錶

阿絡系統及其架役方法，主要系藉由 主控端裝置藉由 RF 元找岌射模映及

(或 ) 接收模坎 勻夏數的移功終端裝置 客戶端 的 RF 元找友射模映及

(或 ) 接收模坎奕行多重路往連接 井以夏數的肘隙革位安行沛弓的收友

珮 本友明主要由主控端裝置分配肘隙 各移劫葵端裝置可根据 自己的 ID

地址碑 准硝歌取 自己的通信信道 吋隙 ) 非在 自己需的信道上完成后劫

RF 元錶接收 友迭工作 藉由肘隙分配不同 可以最大限度地乘減鞋主控端

裝置數据她理血袒 非迸而迭到 肘多 且在短距萬 RF 元錶達緒迂程中移

抗 抗的效果。



技木領域

本友明夫于一神利用多信道 肝 收友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域阿絡

系統及其架投方法，尤其涉及一神高頻 肝 元我估輸的系統及其架沒方法。

背景技木

隨科技的迸步，元治在教育領域、冉子游找或影音媒休等等的系統勻

領域，信息化己得到了仁泛的匝用。

但是，前迷各神信息化的內容，往往力一神革向的信息估涕，而元法

做到充分的互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市切上的技木尚未充分滿足此癸互功

情境，以及便捷的，普及的芹品的出圳 星然 目前亦有汁算帆岡絡、 』A

B TOOT R 元錶互瑛等解決方案，然而其仍然受限于元法滿足上迷匝
用領域互功組阿的低成本、低功耗、多人多匡域等的特殊要求 此外，制

造成本較力高昂以及容易遭受外界珮弓所干抗等因素，亦早致此癸朗元哉

互瑛的系統元法普遍。

岌明內容

本友明主要目的在于投汁一神利用多信道 肝 收友器力肘隙分配的短

距萬盯元找阿絡的系統及其架投方法，就方法而言，主要包括一主控端裝

置藉由
，
元我友射模坎及 或 接收模抉，勻夏教的移劫婆端裝置 客戶

端 的肝 元錶友射模映及 或 接收模抉寞行多重路徑連接，井以夏數的

肘隙革位安行祝弓的收友珮，核主控端裝置的多信道 扭 收友器，本友明主

要是由主控端裝置分配肘隙，各移劫終端裝置友配不同的 D 地址研，同肘

各移劫饗端裝置亦只能接受自己的信息，便于減密 P 她理血荷，可以降

低功耗及成本。

而本岌明的基本肘隙周期 T S 是以不同移劫婆端裝置逝擇最佳可交仗的

基本肘隙周期，且新 T s 是原 T S 的整數倍，藉由肘隙分配不同，可以最大

限度地乘減密主控端裝置數据她理血袒 且在短距萬回元我連結迂程中移



抗干抗的效果。

就本岌的系統而言，主要包括

一主控端裝置 接受各移功終端裝置住迭的鯊料非通迂 SB 接口估迭

拾主控端裝置，主控端裝置通迂相共軟件及肘提供多介移功燊端淹料 例

如游戕信息、爭生答題等統汁 分析錯果，井作力承拒整介叩元哉阿絡架

枸的肘隙分配、碗定命令友迭等工作

夏數移劫葵端裝置 接受輸入的信息，核輸入的信息可包括迸擇鏈盎

輸入、鼠析魚迭、屯于荊筆丐等信息，井以 叮元錶阿絡突吋友迭主控端裝

實迸行她理。

本投明又一目的在于通泣燊端迭擇升夫，逝擇岌射不同 綁肛沉 一介

頻率段 兀 克服不同阿絡系統回的干枕，其系統最多可以迭到 12 介信道頻

率 系統 。

本岌明再一目的由主控端裝置分配肘隙，各移功葵端裝置可根据 自己

地址碑，准硝藐取 自己的通信信道 吋隙 ，井在自己需的信道上完

成后劫阿元哉接收/友送工作。

本友明其它目的亦在于采用友送完柴/接收完半信骨夫閉元域模抉，以

市釣終端投各功耗。

本系統通迂主肌統一分配吋隙，井在一介系統中可以使用不同癸型的

移功終端裝置，井根据不同癸型的移功終端裝置，分配不同信道，例如
快速信息 伙而本友明可以快速估遊勻接收信息 ，以滿足估輸資

料量大，奕肘性強的信息。

慢速信道 滿足估輸發料量不大，需要硝臥，高可靠性要求的資

珮估輸要求。

指令信道 指令 /硝臥信息信道 ，使移功終端裝置可藉 由主控端裝

置友迭信息，同肘主控端裝置也可接收移功裝置住涕迭的碗臥信息。

力本友明主控端裝置及移劫終端裝置架枸示意團

2 力本友明主控端裝置示意團

3 力本岌明移劫終端裝置示意團



團 4 力本投明移劫終端裝置的肘隙勻主控端裝置友迭燙料或空洞碉的

肘隙示意 團

吋隙示意 團

團 6 力本友明移劫燊端裝置的肘隙勻主控端裝置友迭資料或空嗣磚的

吋隙示意 三 團

團 7 力本友明移劫終端裝置的肘隙均主控端裝置友迭冤料或空因僻的

吋隙示意 四 團
團 8 力本岌明移劫終端裝置的肘隙勻主控端裝置友送賀料或空因昭的

吋隙示意 五 團

囤 9 力本友明移劫饗端肘隙分配原理團

團 10 力本岌明主控端肘隙分配原理團

圈 11 力本岌明移功終端裝置的收/友迭信息肘間片示意團

團 12 力本友明主控端的友迭倍息吋間片示意圈。

1 主控端裝置
11 微她理棚革元 C

12 S 接口唱路

13 肝 元域友射模抉

14 RF 元域接收模抉

2 移劫終端裝置

2 1 R 元域接收模坎

22 盯元錶友射模坎

23 信息采集模抉

24

具休寞施方式
以下藉由團式，悅明本友明的內容、特貞 以及寞施例，而使貴宙查委

貝肘于本案有越一步的理解。



清參洶圍 1 所示，本友明夫于一神利用多信道 妞 收友器力肘隙分配的

短距萬元域阿絡的架投方法，主要包括一主控端裝置藉 由盯元我友射模映

及 或 接收模抉，勻夏數的移劫終端裝置 客戶端 的皿 元找友射模坎

及 或 接收模坎突行多重路往連接，井以夏數的肘隙革位宴行刑肯的收

友珮，本友明主要在于核主控端裝置的多信道 盯 收友器基本肘隙周期 Ts

是以不同移劫終端裝置迭擇最佳可交仗的基本肘隙周期，且新 心0 是原 TS

的整數倍，藉由吋隙分配不同，可以最大限度地宋減鞋主控端裝置數掘她

理負袒。

其中咳移功葵端裝置的接收模抉是接收主控端岌射的信息，爪中宋狹

取同步信骨，在歌取同步信骨后，移功終端裝置由本肌肘綁系統宋定肘

碗保在主控端所在的肘隙友射信息 。

又，在系統中工作的移劫終端裝置采集的信息癸型容奸力不同，藉 由

貌青即可判晰珮青接收端。

清參岡團 1 至團 3 所示，至于本岌明的系統，主要是一神利用多信道

RF 收岌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域岡絡的系統，主要包括

一、 主控端裝置 1 如團 1 勻圈 2 所示
咳主控端裝置 1，寞施上可力一汁算桐主桐，包括一微她理杭革元

C 11 以及投 SB 接口唱路 12 ，以及投一叮元錢岌射模抉 13 ,

核肝元錶友射模抉 13 于宴施例可以利用 2．4G忑片組力多信道肚收岌器，

井投一盯元域接收模坎 14 其中 咳微她理杭革元 11 通迂 肝 元找友射

模坎 13 友迭同步信弓及相夫下行資料至移功婆端裝置 2 微她理器 11 是每

固定周期岌送一坦捷料，以便移劫終端裝置 2 可以及肘隨肘隨地藐得同步

信弓。

主控端裝置 1 又投一皿 元域接收模坎 14，是接收移劫燊端裝置 2 友

送末的信息，鋒迂筒革她理或直接將原始資料友迭蛤主控端裝置 1 她理。

同肘，在中途重新后劫吋，亦可八其它杭中孜取同步信弓。

本友明亦可以根据情況，逝用上迷二介或几介功能模映合在一起的 C

奕現，屯路更力筒羊。

二、夏數移功葵端裝置 2 如圈 1占團 3 所示

核夏數移功終端裝置 2，于宴施可力汁算棚裝置，意叉代表客戶端、或



在教育你系或杯境中可力爭生端，或游栽群狙中力客尹端，是根摒采集的

輸入信息癸型分配不同吋隙同隔 伙而最大限度利用皿 元域估輸帶筑，如
有需要吋，亦可棚情況迸摔在公用命令信道接收信息，以最大限度降低使

用戶帆功耗 而咳移劫終端裝置 2 包括

R 元域接收模抉 2 1

接收主控端裝置 1 岌射宋的信息，八中來歌取同步信弓，在瑛取同步

倍弓后，移功婆端裝置由主控端裝置 1 肘綁系統來定肘，硝保在主控端裝

置 1 所在的肘隙友射信息，如有需要，迭擇在公用命令信道接收信息，以

最大限度降低移功終端裝置功耗 值得碗明的是，移劫終端裝置 2 藐取同

步信弓之后，可以由主控端裝置 1 的肘鉀系統來定肘，碗臥主控端裝置 1

肘隙及公用命令信道的肘隙，此外主控端裝置 1 在重后劫肘，舍接收來 自

移劫饗端裝置 2 f 息井伙中提取肘綁信息。

一肝元域友射模快 22

核 肝 元錶友射模坎 22 于宴施例可以利用 2．4G 茁片組力多信道肝 收

友器，用宋友迭移功婆端裝置 2 所采集的輸入信息 如鍵盈、鼠棕、冉子

祠昌筆等 信息等。

一信息采集模抉 23

根据系統 目的不同需求，述行采集輸入信息。采集的信息癸型可以分

力，手丐 前迷的鍵盎、鼠棕、冉子弔旨筆等軌迦信息 。

一塢源管理吧路 24

用于升/芙部份冉路咀源，以降低移功終端裝置 2 的功耗。

清參岡圈 4 所示，本友明的軟件忱汶，即本岌明的肘隙分配示意團，

其寞施例夫于
1、肘隙的准碗歌取及硝伙，而移功終端裝置 2 吋隙的碗臥又勻信息癸

型 決定信息所需的帶寬 以及杭器鋪昭有夫，前者胚決定本杭肘隙同隔，

有夫信息的匠分 在本友明申，役定 用戶析是順序蝙弓 在系統申工
作的用戶棚，其采集的信息癸型可以不一佯 例如 1骨杭用咄于宅耳筆力

輸入，2 骨杭則用鍵盎輸入，但是其編碑不重夏，亦即，同一肘河，只有 1

介 1 弓帆工作，其它銅肯肌亦然 在信息中，有肘匝杭器蝙隅，速佯就可
以匡分核信息它是汞自哪介貌肯的移劫燊端裝置 2 或判斷主控端裝置 1 的



信息系友送拾哪介銅弓的移功終端裝置 2 。

2 、清參蚵圍 4 至團 7 所示，思示本友明肘隙分配的分別示意團，其中

核 - 力移功終端裝置 2 的肘隙，0 力主控端裝置 2 友送堡料或空因昭的

肘隙，其中咳定叉 力系統中用戶帆最小的采集信息周期 例如 屯子福

5 旨髦力 m s 兀 力移功終端裝置 2 基本肘隙，是每台移劫葵端裝置 2 占用

空中信道最短的肘間，其最短肘同決定于元域估輸速率及最大信息包的盜

料量 s 力系統基本肘隙周期仗度 s + )* c，其中 力系統中最大移功
終端裝置 2 的數量，但 t s

3 、壞參岡囤 4 至圈 8 所示，本友明的移劫終端裝置 2 采用不同信息采

0 集癸型肘隙分配況明，其中本友明的基本肘隙周期 花 是根据不同系統配置

即用戶癸型不同 末迭擇最佳可交仗的基本肘隙周期，即新的 T S 是原

Ts 的整數倍 肘隙分配方法不同，可以最大限度地來減密主控端移劫裝置

1 肘于主控端裝置 1 數掘她理負袒，伙而可以逝擇不同的 CL、 SB 方案，
使方便性、造份等都不一佯。

5 4 、縷參岡團 4 至圍 8 所示

其中配置 2 是移劫樊端裝置 2 均用升芙信息、采集輸入信息神癸的方

案

c c2 tc3 二 詞c c 力移劫葵端裝置基本肘隙

力主控端裝置 1 基本肘隙周期 s + c

s * s

其申 力主控端裝置 1 基本肘隙周期

s 力移劫婆端裝置相匝的新的系毓肘隙周期

力方便悅明，再沒 3，移功葵端裝置 2 的使用者可以根据升失信息最

短周期宋定 s ，要求 s 小于升夫信息最短周期，二介按鍵信息之間一般

力 0．5 以上。所以，在寞阮使用中只要求 s 小于 0．s 即可。根据不同配

置阮情況，肘隙分配可采用不同方法，在此假汲 3， 則肘隙分配使用可

采用力

方法一 c , c 2 分配，明景部份力分配肘隙，否則力空閑肘隙

ts2司s 3 s

0 方法二 c 2 分配，胡影部份力分配肘隙，否則力空因吋隙



假役 - / 的余數力 2 ， s s 2 s3 s

其中，值得提出溯明的是

方法一可以使用 2 , 3 中第 1，2 ，n 介吋隙，伙而可以增加移劫燊端

裝置 2 教量。然而方法 1 主控端裝置 1 接收肘，相卻二介資料河隔太短，

伙而使得主控端裝置 P 她理速度要求較快。 SB 通信格式必須要求使

用較高速率的忱伙 例如 用戶 自己定叉忱伙，迭佯需 SB 拋劫，增加用

戶使用雅度，硬件成本較高 而方法二主控端裝置 1 接收肘，相卻二介賀

料同隔較使，伙而可以使用較便宜 CP , SB 忱伙也可以用 w dows 自帶

的用 切汶，伙而使用方便 然而，方法二較方法一用戶杭數量少。

以上仗介貂二介特例，在具休使用中可以同上迷介貂的原理，不雅在

移劫饗端裝置采集的信息不同 ( 即混合使用 肘，作出好的肘隙分配方案。

此外，本岌明夫于信息硝臥析制，是根据信息的不同，信息碗臥析制
也不同，其分力三神

1、不用碗臥 例如弔胃信息，在 C 杭舍作容錯她理。

7、重岌杭制 例如按鍵信息 ，可以采用多友几吹，且在信息 中
加核醃碉。

3 、回估碗臥 例如半生考拭成額等。

清參岡團 9 勻團 10 所示，昆示本友明移功終端裝置勻主控端裝置的肘

隙分配原理，其中
、以 0 弓肘隙公用信道力升共，到下介 0 呈肘隙公用信道力結束，我

山 林的力大周期 T， c，迭介周期是根据連接移功葵端裝置的不同是合

交化的。

入 a 貞力肘同同步魚，移功葵端裝實到友未的公用信道力肘同同

步魚 。

3、明影部分力岌射信弓肘隙。

4 、0 力友射公用信道肘隙，可以伙友射宋的公用信道信息藐取如

下信息。

R 提取同步肘綁。

h 各移劫終端裝置以 a 魚力同步魚，收 末自主控端裝置
岌 岌往主控端裝置 的肘隙分配。



c 收到移功終端裝置友末的包收到的情況 是否收到，收

到哪些包

d c 的校度，T 的仗度 。

5 、在一介大周期 T，可以分割力若千介 什a e ，我們林力 c2，．，．
5 其中板短 ( )，介數 )均是根据達接移劫終端裝置的不同，舍交化的，但只少

有一介移功終端裝置在一介 T 周期內，只有在一介框架內岌射信息，也有

的移功終端裝置一介大周期 T 中在多介框架內友射信息 最多力
6 、每介框架 中胚合分成不同肘間片，且一介 T 周期內，各介 可

能肘同片的划分不同 下面就是一神划分的例子，晴參岡第十團占第十一
0 團所示，由上面可以看出本友明的忱伙有如下特貞

只需用 0 骨肘隙友迭公用信道，即可將肘隙分配，以及收到各移

劫葵端裝置岌迭末的資料包的情況，告之各移功終端裝置。

主控端裝置可以根据連接移功終端裝置的情況不同，最伏化的分

配吋隙，大資料量，小盜料量，奕肘性要求高，突肘性要求不高等各神情
5 況，在分配吋隙吋得到最大的伏化分配。

Q 移功終端裝置只需按主控端分配拾 自己的肘隙宋收/岌信息即可，

迭梓移功葵端裝置的 P 可以由較低能力的 P 汞完成。

Q 在切伙申有資料包收友狀況，同步信骨等信肯，方便地判別出信

骨收/友狀況，爪而突現自功跳頻。

c - 力移功燊端裝置 1 友送信息肘間片

2 力移功葵端裝置 2 友迭信息肘岡片

3 力移劫鎔端裝置 3 友迭信息肘向片

4 力移劫葵端裝置 4 接收主控端友末的信息肘間片

5 下表昆示本岌明切汶同其它忱汶比較表

2．4 G 茁片狙比較表
Z gbee B e的o h 3 DJ mpBea

功 耗 ，氏 古同 低
一

低估輸速率 較高 古
(造于控制 回



不易 易
方便性 易 需每次手劫 自功連接千預連接
份 格 較高 古 ．同 匝叭

低活劫頻率、筒車控制切合
(例如 造用 較不造用 造用
位置測定、工此估感器、keyboa d

皿 元域教据估輸 大量資料 不造用 造用 遣用

支持
同步信息佳輸 晤音、團像 不支持 支持

含晤音、
仗有晤音 圍像 )

固定分配 劫恣分配
資料信道和同步倍息信道是否劫

頻寬使用率 (有效地利用恣分配，而不是切汶中固定分配
降 氏 頻竟 )

頻竟的折張
(例如 不能 目匕匕由 2 bps 折充至 4 bps,

再至 6 bps)
C e 和 o 枸成不肘林性 可以
os 具功能強、頻帶竟 , C e

不能 伙而降低整可以根据需要迭擇，頻帶窄、功 介系統成本 )
能弱些，迭肘系統的成本很重要

以上己將岌明作一洋細況明，然而以上所迷，仗力本友明的較佳突施

例而已，尚不能限定本岌明奕施的范園，即凡一本岌明申清寺利范囿所作

的均等奕化勻修怖等，皆匝肩本友明的寺利涵羞范圃意圍保折的范畸。



杖利要求弔
1、一神利用多信道盯收友器力吋隙分配的短距萬元域阿絡的架役方

法，主要包括一主控端裝置藉 由妞元找友射模坎及 或 接收模坎，勻夏

數的移劫終端裝置 客戶端 的元域友射模坎及 或 接收模坎突行多重
路往連接，井以夏數的肘隙羊位宴行珮肯的收友珮，其特征在于

由主控端裝置分配肘隙，各移劫終端裝置可根据 自己的 D地址碉，准
碗旗取 自己的通信信道 吋隙 ，并在自己需的信道上完成屆功肝元錶接收

/友迭工作。

人 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利用多信道皿收友器力吋隙分配的短距萬元找
阿絡的架投方法，其申核移劫葵端裝置的接收模快是接收主控端友射的信

息，伙中宋藐取同步信肯，在藐取同步信弓后，移劫終端裝置由本杭肘綁

系統未定吋，硝保在主控端所在的肘隙岌射信息。

3 、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利用多信道冊收友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哉

岡絡的架投方法，其中咳投定是

、移功終端裝置系以順序貌弓
2 、在系統申工作的移劫婆端裝置采集的信息癸型容秤力不同，藉

由鎘肯即可判斷珮青接收端。

4、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利用多信道肚收友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我
阿絡之架投方法，其中核架汝可通迂終端逝擇升夫，逝擇岌射不同 8

一介頻率段 ，克服不同阿絡系統阿的干抗。

5、如杖利要求1所迷的利用多信道盯收友器力肘隙介配的短距萬元找

阿絡的架投方法，其中核主控端裝置的多信道朗收岌器基本肘隙周期心是
以不同移功終端裝置迭擇最佳可交板的基本肘隙周期，且新T S 是原芷 的整

數倍，藉 由肘隙分配不同，可以最大限度地未減鞋主控端裝置數据她理血

把。

6、如杖利要求1所迷的利用多信道肚收友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哉

阿絡的架役方法，其中核系統通迂主杭統一分配肘隙，井在一介系統中可
以使用不同癸型的移劫終端裝置，井根据不同芙型的移劫終端裝置，分配

不同肘隙。

7、如杖利要求6所迷的利用多信道肚收友器力吋隙分配的短距萬元哉



阿絡的架役方法，其中不同肘隙包括快速信息肘隙、慢速肘隙以及指今 日口

8、如杖利要求1所迷的利用多信道灶收友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找

阿絡的架沒方法，其申包括一信息碗臥帆制。

9、如杖利要求8所迷的利用多信道肚收岌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絨

阿絡的架沒方法，其中咳信息碗臥肌制包括元須碗臥析制、重友杭制以及

回佳杭制。

10 、一神利用多信道肚收岌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域岡絡的系統，

主要包括一主控端裝置勻夏數移劫終端裝置，其中核主控端裝置包括冉性

相睽的 一微她理析單元，連接一 SB接口唱路，以及連接一叩元我友射

模抉，并役一肝元錶接收模坎

而咳移功婆端裝置包括咀性相睽抓 一盯元錶接收模坎，連接一皿元

錢友射模抉，以及連接一信息采集模坎 又沒一屯源管理屯路 藉由通迂

終端迸擇升芙，逝擇友射不同 8 一介頻率段 ，克服不同阿絡系統同

的于抗。

1 1、如杖利要求 10所迷的利用多信道肝收友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

哉阿絡的系統，其中核賀料采集模抉連接的信息來源包括逝擇鍵盎輸入、

鼠棕貞逝、喧于弔筆宵等信息，井以叮元找阿絡奕肘岌送主控端裝置迸行

12、如杖利要求9所迷的利用多信道肝收友器力肘隙分配的短距萬元找

阿絡的系統，其中咳肝元錶友射模抉以2．4G茁片狙力多信道肝收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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