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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無線能量採集電路 
延長物聯網裝置的使用壽命

專為物聯網（IoT）而設計的裝置，旨在打造一個效率更高且彼此緊密連接的世界。這

類裝置的目標是數年內都不需要更新、無需充電，也不需要人力介入。

有三個方法可以滿足高耗電 IoT 裝置的能量需求： 

1. 將裝置的耗電量最佳化

2. 增加裝置的電池容量

3. 持續對裝置電池充電，以延長使用壽命

將電磁（EM）輻射轉換為電源，是延長 IoT 裝置電池壽命的可行解決方案。因此採集

微波頻段輻射（2.45 GHz Wi-Fi 信號）可提供新的能量來源，以解決電源問題。

總部位於歐洲日內瓦的 STMicroelectronics 與法國大學 Ecole Supérieure d’Electronique 

de l’Ouest（ESEO）共同合作開發「能量採集（energy harvesting）」電路，希望能

夠將射頻能量轉換為直流電源。其設計核心是讓一個天線和一個整流器共同運作， 

以擷取低位準能量。所使用的天線會攔截部份電力以產生電流，而整流器會將電流從

交流電轉為直流電。然而，來自天線的低阻抗信號不足以驅動整流器二極體的高阻抗

需求。STMicroelectronics 和 ESEO 需要能夠產生足夠電壓位準來為內建電池充電的

設計。

案例研究

公司簡介：

• STMicroelectronics 和法國大學 
Ecole Supérieure d’Electronique 
de l’Ouest（ESEO）

挑戰：

• 透過「能量採集」延長物聯
網裝置電池壽命、將射頻能
量轉換為直流電源

• 設計阻抗匹配電路，以便使
用從天線採集到的整流直流
電源為物聯網裝置電池充電

• 設計人員必須同時對線性和
非線性元件進行建模 

解決方案：

• Keysight ADS 軟體可提供準確
的線性與非線性協同模擬，
以實現效能更高的設計

• 使用二極體封裝模型將寄生
效應降到最低

結果：

• 滿足設計目標：在 -20 dBm 
的直流電源臨界值下達到 
13% 的效率

• 在 +20 dBm 輸入功率下達到 
68% 的效率

• 藉由調整匹配電容器和 SMA 
連接器之間的距離，將回返
損耗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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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匹配阻抗並轉換電壓

此能量採集電路、天線和整流器設計包含一個蕭特基（Schottky）二極體、一個負載

電阻器、一個輸入匹配電路和一個輸出旁路電容器。天線通常具備數十歐姆的額定阻

抗，二極體則提供具備數千歐姆阻抗的整流。較大的阻抗轉換是必要的，而輸入匹配

電路的設計，也必須能夠提供二極體所需的正向壓降，通常為 0.2 到 0.4 伏特。上述特

性都必須整合於一個電路，天線採集到的功率通常低於一微瓦，而在系統中，二極體

的阻抗會隨輸入電壓的振幅而變化。

解決方案：透過協同模擬將整流電路最佳化

電子設計自動化（EDA）工具可有效將整流電路最佳化，以協助設計人員克服這些挑

戰。STMicroelectronics 和 ESEO 選擇使用 Keysight 先進設計系統（ADS）與其協同

模擬功能，以便準確地設計並模擬其能源採集解決方案所需的整流電路。

利用協同模擬功能，設計人員可建立實體元件的模型，並將其添加到電路模擬中。

在此案例中，設計人員使用了 ADS 的協同模擬功能，對天線/整流器設計進行最佳

化。ADS Momentum 3D 平面電磁場解算器被用於進行被動式建模並分析整流電路。

設計人員也可使用 ADS 諧波平衡電路解算器在頻域中模擬電路。不同於使用整合式電

路增強（SPICE）工具之通用模擬程式所執行的交流電源分析，諧波平衡電路解算器會

考量二極體的非線性特性。開發能量採集器時，設計人員納入了二極體封裝模型，以

瞭解電路的寄生效應並將其降到最低。如此一來，STMicroelectronics 和 ESEO 的模擬

結果與量測結果之間，產生了緊密的關聯性。

結果：建立成功的能量採集系統

藉由使用此工具套件，設計團隊成功地建立了一個能量採集系統（energy-harvesting 

system），可將環境中 2.45 GHz 的無線信號，轉換為直流電源。除可設計和模擬最佳

整流器之外，此工具也有助於將匹配電容器和超微型連接器（SMA）之間的實際距離

最佳化（參見圖 1 的箭頭 d），如此可進一步降低整流器的回返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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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測試並驗證天線/整流器系統，該團隊使用各種平板天線。透過密集實驗與模擬，他

們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具有等角螺旋場型的天線可實現最佳效能。

在戶外測試中，此設計能夠以 13% 的預估效率，產生臨界值為 −20 dBm 的可用直流電

源。在進行測試時，藉由在電波暗室中使用校驗後的信號源，該設計能夠以 +20 dBm 的

輸入功率，提供 68% 的最大效率（參見圖 2）。此測試結果與模擬結果具有緊密的關聯

性，使得該團隊順利達成電壓和效率設計目標，克服了轉換阻抗的初始設計挑戰。 

圖 1：使用是德科技的電路模擬工具（ADS）將內部匹配電容器和外部 SMA 連接器之間的距離最佳化

圖 2：STMicroelectronics 和 ESEO 將射頻信號轉換為直流電源，

其模擬結果和量測結果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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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未來將有數十億個物聯網裝置，部署於充斥著射頻能量的各種環境中，包括辦公大樓、

飯店、工廠、倉庫、家庭、連網汽車等等。STMicroelectronics 和 ESEO 提供了「能量

採集」技術的絕佳範例，設計出能夠將射頻能量轉換為直流電源的電路。此設計團隊克

服了挑戰，開發出具備充足電壓位準，可對內建電池進行充電的設計。利用是德科技的 

EDA 工具，他們將電路全面最佳化；確保天線與整流器可共同運作，以擷取低位準能量

並產生足夠的電壓。隨著無線網路與物聯網裝置的數量不斷增加，「能量採集」技術的

進一步精進，使得無人操作設計的夢想成真：可長達數年都無需進行維護、充電或人力

介入。

www.keysight.com/find/ADS

http://www.keysight.com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88-3326EN.pdf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0-3633EN.pdf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0-3808EN.pdf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6214685_An_experimental_evaluation_of_surrounding_RF_energy_harvesting_device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31172_Hybrid_rectenna_and_monolithic_integrated_zero-bias_microwave_rectifier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31172_Hybrid_rectenna_and_monolithic_integrated_zero-bias_microwave_rectifi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