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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animal world include touch, sound, sight, and scent. 
Electric eels use electric pulses. Ravens also are very expressive. By a 
combination voice, patterns of feather erection and body posture ravens 
communicate so clearly that an experienced observer can identify anger, 
affection, hunger, curiosity, playfulness, fright, boldness, and depression. 

－Mind of Raven, Bernd Heinrich 

 

主要重點 
  用來傳達資訊的傳輸媒介，可分類成導向式或非導向式。導向式媒介提供
訊號可沿著傳播的實體路徑；這些包括雙絞線、同軸電纜與光纖。非導向

式媒介使用天線透過空氣、真空或水傳輸。 

  傳統上，雙絞線一直是所有種類通訊的主力媒介。較長距離的更高資料速
率可用同軸電纜達成，所以同軸電纜一直經常用於高速區域網路與高容量

長距離主幹應用。不過光纖的驚人容量，已使光纖比同軸電纜更具吸引

力，因此光纖已接管高速 LANs與長距離應用的很多市場。 

  非導向式傳輸技術常用於包括廣播無線電、地面微波與衛星的資訊通訊。
紅外線傳輸使用於一些 LAN應用中。 

 
 

在資料傳輸系統中，傳輸媒介  (transmission media) 是發送器與接收器之間

的實體路徑。還記得第 3 章提到，對導向式媒介  (guided media) 而言，電磁

波沿著一種實心媒介被引導，例如銅雙絞線、銅製同軸電纜與光纖。對非導

向式媒介  (unguided media) 而言，無線傳輸透過空氣、外太空或水而發生。 

資料傳輸的特性與品質，是由媒介與訊號的特性所決定。在導向式媒介個案

中，媒介本身在決定傳輸限制時更重要。  

對非導向式媒介而言，決定傳輸特性時，發送天線所產生的訊號頻寬比媒介

更重要。天線所發送之訊號的一項關鍵性質為方向性。一般來說，較低頻訊

號是全向性的，也就是說，訊號從天線的所有方向傳播。在更高頻時，將訊

號集中於一束定向波束是可能的。  

考慮資料傳輸系統設計時，關鍵考量是資料速率與距離，資料速率與距離越

大越好。與傳輸媒介及訊號有關的一些設計因素，決定資料速率與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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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寬：所有其他因素維持不變，訊號頻寬越大，可達到的資料速率越高。 

 傳輸損害：像衰減那樣的損害限制距離。對導向式媒介來說，雙絞線一

般比同軸電纜遭受更多損害，而同軸電纜比光纖遭受更多損害。  

 干擾：來自競爭性訊號在重疊頻帶中的干擾，可能使訊號失真或消除掉

訊號。非導向式媒介對於干擾特別關注，但也是導向式媒介的一個問題。

對導向式媒介來說，干擾可能是由於鄰近纜線的散發所導致。例如，雙

絞線經常捆紮在一起，且導管經常帶有多條纜線。干擾也可能來自非導

向式傳輸。導向式媒介的適當遮蔽，可將這個問題減至最少。  

 接收器數量：導向式媒介可用來建構點對點鏈路，或有多重附接  
(attachment) 的共用鏈路。在後者個案中，每項附接都會在線路上造成
一些衰減與失真，因此限制距離與 /或資料速率。  

圖 4.1 描繪電磁頻譜，並指出各種導向式媒介與非導向式傳輸技術所操作的頻
率。本章中我們檢視這些導向式與非導向式替代方案。在所有個案中，我們

實際地描述系統、簡短討論應用、並總結關鍵傳輸特性。  

4.1  導向式傳輸媒介 

對於導向式傳輸媒介，從資料速率或頻寬來看，傳輸容量極度視距離及視媒

介是端點對端點或多點而定。表 4.1 指出長距離點對點應用之常用導向式媒介
的典型特性。我們延到第四部分才進行這些媒介用於 LANs 的討論。  

常用於資料傳輸的三種導向式媒介為雙絞線、同軸電纜與光纖  (圖 4.2)。我們
依序討論這些媒介的每一種。  

雙絞線 

最便宜與使用最廣的導向式傳輸媒介為雙絞線。  

實體描述   雙絞線由兩條絕緣銅線以一般螺旋樣式安排。一對線路當作單一

通訊鏈路。通常藉著將一些雙絞線纏絞在一個堅韌的護套中，而成束一起放

入一條纜線中。越過更長距離時，纜線可能含有數百對雙絞線。纜線中鄰近

成對線路之間，因纏絞而傾向於減少串音干擾。一束雙絞線中鄰近成對線路

通常有點纏絞長度差異，以減少串音干擾。在長距離鏈路上，纏絞長度通常

從 5 到 15 cm 變化。成對金屬線的厚度從 0.4 到 0.9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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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電信電磁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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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導向式媒介的點對點傳輸特性  [GLOV98] 

 頻率範圍 典型衰減 典型延遲 中繼器間隔 

雙絞線 (有負載) 

雙絞線 (多對纜線)

同軸電纜 

光纖 

0到 3.5 kHz 

0到 1 MHz 

0到 500 MHz 

186到 370 THz 

0.2 dB/km @ 1 kHz 

0.7 dB/km @ 1 kHz 

7 dB/km @ 10 kHz 

0.2 到 0.5 dB/km 

50 μs/km 

5 μs/km 

4 μs/km 

5 μs/km 

2 km 

2 km 

1到 9 km 

40 km 

THz=TeraHertz=1012Hz 

 

圖 4.2  導向式傳輸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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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到目前為止類比與數位訊號最常用的導向式傳輸媒介為雙絞線。它是

電話網路中最常使用的媒介，且是建築物內通訊的主力媒介。  

電話系統中，個人住宅電話機藉由雙絞線連接到本地電話交換機或端局“end 
office”，這些稱為用戶迴路  (subscriber loops)。在辦公大樓內部，每支電話

也連接到一條雙絞線，這會連到室內用戶電話專用交換機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系統，或連到端局的一個集中式數位交換機  (Centrex) 設
施。這些雙絞線裝設的設計，是要用類比訊號發送支援語音交流量。不過藉

由數據機，這些設施可在適度資料速率下處理數位資料交流量。  

雙絞線也是最常用於數位訊號發送的媒介。對於連到建築物內數位資料交換

器或數位 PBX 的連線，64 kbps 的資料速率是常見的。在建築物內雙絞線也常
用於支援個人電腦的區域網路，這類產品的資料速率通常在 100 Mbps 附近。
儘管就裝置數量與網路的地理範圍來說十分有限，資料速率達 10 Gbps 的雙絞
線網路已發展出。對長距離應用而言，雙絞線可用於 4 Mbps 或更高的資料速
率。  

雙絞線比其他常用導向式傳輸媒介  (同軸電纜、光纖 ) 便宜很多，且也比較容
易施作。  

傳輸特性   雙絞線可用來傳送類比與數位傳輸。類比訊號大約每 5 至 6 公里

需要放大器。數位傳輸  (使用類比或數位訊號 ) 每 2 或 3 公里需要中繼器。  

相較於其他常用的導向式傳輸媒介  (同軸電纜、光纖 )，雙絞線在距離、頻寬
與資料速率方面都受限。如圖 4.3a 顯示，雙絞線的衰減是非常強的頻率函數。
對雙絞線而言，其他損害也是嚴重的。因為雙絞線容易與電磁場耦合，這種

媒介十分容易受到干擾與雜訊影響。例如，與 ac 電力線平行的線路將拾取
60-Hz 的能量。脈衝雜訊也容易侵入雙絞線。可採取幾項措施減少損害。用金
屬編織線或保護層來遮蔽雙絞線，可減少干擾。金屬線的纏絞減少低頻干涉，

且鄰近雙絞線對中不同的纏絞長度會減少串音。  

對點對點類比訊號發送而言，最多達大約 1 MHz 的頻寬是可能的。這可容納
一些語音通道。對長距離點對點數位訊號發送，最多達一些 Mbps 的資料速率
是可能的；對於非常短距離，最多達 10 Gbps 的資料速率已在商業上可利用的
產品中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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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典型導向式媒介的衰減  

無遮蔽式與遮蔽式雙絞線   雙絞線有無遮蔽式與遮蔽式兩類。無遮蔽式

雙絞線  (unshielded twisted pair, UTP) 是一般電話金屬線。普遍的實務是，辦
公室大樓都事先佈線好過多的無遮蔽式雙絞線，而超過簡單電話支援所需。

這是常用於區域網路之所有傳輸媒介當中最便宜的，且容易施作與容易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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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遮蔽式雙絞線容易受到外在電磁干擾的影響，包括來自鄰近雙絞線的干

擾，及環境中產生的雜訊之干擾。改善這種媒介之特性的一種辦法，是用減

少干擾的金屬編織線或保護層，來遮蔽雙絞線。這種遮蔽式雙絞線  (shielded 
twisted pair, STP) 在較高資料速率時提供更好效能，不過它比無遮蔽式雙絞
線更昂貴，且更難施作。  

第 3 類與第 5 類 UTP  大多數辦公室大樓，都用通稱為語音等級的一類

100-ohm 雙絞纜線預先佈線。因為語音等級雙絞線已經安裝好，它是用來當作
LAN 媒介的一項具吸引力替代方案。不幸地，語音等級雙絞線可達到的資料
速率與距離是有限的。  

1991 年時，電子工業協會  (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發表標準
EIA-568 商業大樓電信佈線標準  (Commercial Building Telecommunication 
Cabling Standard)，規定建築物內資料應用之語音等級無遮蔽式雙絞線與遮蔽
式雙絞線的使用法。在當時，此規格對辦公室環境中所發現的頻率範圍與資

料速率，被認為是恰當的。直到當時，LAN 設計的主要關注，是在從 1 Mbps
到 16 Mbps 的資料速率範圍。隨後當使用者轉移至更高效能工作站與應用時，
對於能提供在便宜的纜線上可操作最快達 100 Mbps 的 LAN，變得越來越感興
趣。為回應這項需要，EIA-568-A 於 1995 年發表。新標準反映纜線與連接器
設計及測試方法的進步。此標準涵蓋 150-ohm 遮蔽式雙絞線與 100-ohm 無遮
蔽式雙絞線。  

EIA-568-A 認可三類 UTP 佈線：  

 第 3 類：規定傳輸特性最高達 16 MHz 的 UTP 纜線與相關之連線硬體  

 第 4 類：規定傳輸特性最高達 20 MHz 的 UTP 纜線與相關之連線硬體  

 第 5 類：規定傳輸特性最高達 100 MHz 的 UTP 纜線與相關之連線硬體  

這三類當中，LAN 應用方面最受到注意的是第 3 類與第 5 類纜線。第 3 類對
應於大多數辦公大樓到處都找得到的語音等級纜線。在有限距離內並經適當

設計，使用第 3 類應該可達到最快 16 Mbps 的資料速率。第 5 類是一種資料
等級纜線，目前正逐漸變成新辦公大樓預先安裝的標準。在有限距離內經適

當設計，使用第 5 類應該可達到最快 100 Mbps 的資料速率。  

第 3 類與第 5 類纜線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每單位距離纜線中的纏絞  (twist) 
數量。第 5 類纏絞得緊密很多，典型的纏絞長度為 0.6 至 0.85 cm，相較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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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類的 7.5 到 10cm。更緊密纏絞的第 5 類更昂貴，但提供比第 3 類好得多的
效能。  

表 4.2  遮蔽式與無遮蔽式雙絞線的比較  

 衰減 (每 100 m dB數) 近端串音 (dB) 

頻率 
(MHz) 

第 3類 
UTP 

第 5類 
UTP 

150-ohm 
STP 

第 3類 
UTP 

第 5類 
UTP 

150-ohm 
STP 

1 

4 

16 

25 

100 

300 

2.6 

5.6 

13.1 

－ 

－ 

－ 

2.0 

4.1 

8.2 

10.4 

22.0 

－ 

1.1 

2.2 

4.4 

6.2 

12.3 

21.4 

41 

32 

23 

－ 

－ 

－ 

62 

53 

44 

41 

32 

－ 

58 

58 

50.4 

47.5 

38.5 

31.3 
 

表 4.2 彙整第 3 類與第 5 類 UTP 的效能，及規定於 EIA-568-A 中的 STP。用
於比較的第一個參數「衰減」相當直接。在任何傳輸媒介上，訊號強度隨距

離滑落。對於導向式媒介，衰減一般成指數性，因此通常當成每單位距離的

一個分貝常數表示。  

當應用於雙絞線佈線系統時，近端串音是從一對導體到另一對的訊號耦合。

這些導體可能是連接器中的金屬接腳，或是纜線中的金屬線對。近端  (near end) 
是指進入鏈路的傳輸訊號，耦合回鏈路同一端接收導體對時，所發生的耦合  
(也就是近處發送出的訊號由近處接收對所拾取 )。  

自從 EIA-568-A 公佈以來，便有一直持續從事住宅佈線標準的發展，這是由
兩個議題所促使。首先，十億位元乙太網路  (Gigabit Ethernet) 規格，需要完
全未規定於任何已發表佈線標準中的參數定義。其次，有個慾望要將佈線效

能規定至更高水準，亦即加強型第 5 類  (Enhanced Category 5, Cat 5E)、第 6
類與第 7 類。表 4.3 與 4.4 彙整這些新佈線方案，並將它們與現有標準相比較。 

表 4.3  雙絞線分類與類別  

 第 3類 
類別 C 

第 5類 
類別 D 

第 5E類 第 6類 
類別 E 

第 7類 
類別 F 

頻寬 16 MHz 100 MHz 100 MHz 200 MHz 600 MHz 

纜線類型 UTP UTP/FTP UTP/FTP UTP/FTP S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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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類 
類別 C 

第 5類 
類別 D 

第 5E類 第 6類 
類別 E 

第 7類 
類別 F 

鏈路成本 
(Cat 5 = 1) 

0.7 1 1.2 1.5 2.2 

UTP = 無遮蔽式雙絞線  
FTP = 金屬箔雙絞線  (foil twisted pair) 
SSTP = 屏蔽雙絞線  (shielded screen twisted pair) 

表 4.4  高效能 LAN 銅佈線替代方案  [JOHN98] 

名稱 佈建 預期效能 成本 

第 5類UTP 纜線由 4對 24 AWG (0.50mm) 有熱
塑性聚烯烴或聚全氟乙丙烯  (FEP)
護罩的銅線所組成。外覆層由聚氯

乙烯  (PVC)、一種阻燃聚烯烴或氟
聚合物所組成。 

混合與匹配來自有合理機會符

合 TIA Cat 5 通道與 ISO 類別 D
要求之各個製造商的纜線與連

線硬體。未牽涉製造商保固。 

1 

加強型 Cat 
5 UTP (Cat 
5E) 

纜線由 4對 24 AWG (0.50mm) 有熱
塑性聚烯烴或聚全氟乙丙烯  (FEP)
護罩的銅線所組成。外覆層由聚氯

乙烯  (PVC)、一種阻燃聚烯烴或氟
聚合物所組成。設計與製造時要更

高度小心。 

來自一位或多位供應商的第 5
類零組件，供應商已刻意匹配零

組件以改善阻抗與平衡。提供超

過 Cat 5 通道與類別 D 的 ACR
效能，及 10年或更久的保固。 

1.2 

第 6類UTP 纜線由 4對 0.50到 0.53 mm 有熱塑
性聚烯烴或聚全氟乙丙烯  (FEP)
護罩的銅線所組成。外覆層由聚氯

乙烯  (PVC)、一種阻燃聚烯烴或氟
聚合物所組成。設計與製造時要極

為小心。先進連接器設計。 

來自匹配極佳的一位供應商之

第 6類零組件。保證通道零 ACR
點 (有效頻寬) 達 200 MHz 或
超過。現有最好的 UTP。達 250 
MHz之第 6類 UTP 效能規格正
在發展中。 

1.5 

金屬箔雙

絞線 
纜線由 4對 24 AWG (0.50mm) 有熱
塑性聚烯烴或聚全氟乙丙烯  (FEP)
護罩的銅線所組成。各對由共用金

屬箔遮蔽環繞。外覆層由聚氯乙烯

(PVC)、一種阻燃聚烯烴或氟聚合物
所組成。 

來自一位或多位供應商之第 5
類零組件，供應商已刻意設計零

組件，以將 EMI 耐受性最小化
及將 EMI 免疫最大化。各種等
級可提供更高的 ACR效能。 

1.3 

金屬箔遮

蔽雙絞線 
纜線由 4對 24 AWG (0.50mm) 有熱
塑性聚烯烴或聚全氟乙丙烯  (FEP)
護罩的銅線所組成。各對由共用金

屬箔遮蔽環繞，之後再加上編織的

金屬遮蔽。外覆層由聚氯乙烯

(PVC)、一種阻燃聚烯烴或氟聚合物
所組成。 

來自一位或多位供應商的第 5
類零組件，供應商已刻意設計零

組件，以將 EMI 耐受性最小化
及將 EMI 免疫最大化。對 FTP
提供更優越的 EMI 保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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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佈建 預期效能 成本 

第 7類 
屏蔽雙絞

線 

亦稱為 PiMF (在金屬箔中成對 )，
SSTP由 4對 22-23 AWG有熱塑性聚
烯烴或聚全氟乙丙烯  (FEP) 護罩
的銅線所組成。各對由螺旋或縱向

金屬箔遮蔽個別圍繞，之後跟著編

織的金屬遮蔽。外覆層由聚氯乙烯

(PVC)、一種阻燃聚烯烴或氟聚合物
所組成。 

第 7 類佈線提供正 ACR 達 600
至 1200 MHz。在個別對上加以
遮蔽提供卓越的 ACR。 

2.2 

ACR = 衰減與串音比率  
EMI = 電磁干擾  

同軸電纜 

實體描述  像雙絞線，同軸電纜由兩個導體所組成，但以不同方式建構，以

容許它在更廣泛圍的頻率上操作。它由環繞單一內層金屬線導體的一個中空

外層圓柱形導體所組成  (圖 4.2b)。內層導體藉由一定間隔之絕緣環或實心介
電材料而擺在定位。外層導體由保護罩或遮罩所覆蓋住。單一同軸電纜直徑

從 1 到 2.5 公分。同軸電纜可用於更長距離，且在一條共用線上支援比雙絞線
更多站。  

應用  同軸電纜是一種多功能傳輸媒介，並使用於很多種類應用中。當中最

重要的應用為  

 電視分送  

 長距離電話傳輸  

 短途電腦系統鏈路  

 區域網路  

同軸電纜廣泛用來當作分送電視訊號到個別家庭的一種方法  (有線電視 , 
cable TV)。從審慎的開始當成共用天線電視  (Community Antenna Television, 
CATV)，並設計用來提供服務至偏遠區域，有線電視幾乎觸及到與電話一樣
多的家庭與辦公室。有線電視系統可搭載數十甚至數百個電視頻道，範圍最

遠達幾十公里。  



4-12 資料與電腦通訊  

 

同軸電纜傳統上是長距離電話網路的重要部分。今天它面臨光纖、地面微波

與衛星越來越大的競爭。使用分頻多工  (FDM, 請參考第 8 章 )，同軸電纜可
同時搭載超過 10,000 個語音通道。  

同軸電纜也常用於裝置之間的短程連線。使用數位發訊時，同軸電纜可用來

在電腦系統上提供高速 I/O 通道。  

傳輸特性  同軸電纜用來傳輸類比與數位訊號。我們可從圖 4.3b 見到，同軸

電纜有優於雙絞線的頻率特性，因此能有效用於較高頻與較高資料速率。由

於它的遮蔽式同心構造，同軸電纜受到干擾與串音的影響，比雙絞線少很多。

效能上主要的限制是衰減、熱雜訊與互調變雜訊。後者僅出現於纜線上使用

中的幾個通道  (FDM) 或頻帶時。  

對於長距離類比訊號傳輸，每隔幾公里需要放大器，若使用更高頻則需要更

靠近的間隔。類比發訊的可利用頻譜擴展至大約 500 MHz。對於數位發訊，
大約每隔幾公里需要中繼器，較高資料速率則需要更靠近的間隔。  

光纖 

實體描述   光纖是能引導光線的一種有彈性薄  (2 到 125 μm) 媒介。許多玻

璃與塑膠可用來製作光纖。使用超純融溶二氧化矽的纖維已獲得最低損失。

超純纖維難以製造，較高損失的多組件玻璃纖維更經濟，且依舊提供好效能。

塑膠纖維甚至更便宜，且能用於短距離鏈路，其適度的高損失是可接受的。  

光纖纜線為圓柱形，且由三個同心部分所組成，即纖核、纖殼與保護層  (圖
4.2c)。纖核  (core) 是最內層部分，且由一條或更多條玻璃或塑膠製的線或纖
維所組成。纖核的直徑範圍為 8到 50 μm。每條纖維由它自己的纖殼  (cladding) 

所環繞，纖殼是光學性質不同於纖核的玻璃或塑膠外層，且直徑為 125 μm。
纖核與纖殼之間的介面當作反射器，以侷限住否則會逃脫出纖核的光。環繞

一條或一束加纖殼纖維的最外層是保護層  (jacket)。保護層由塑膠與其他材料

所組成，並成層狀以保護避免溼氣、磨損、壓壞與其他環境威脅。  

應用   光纖在長距離電信已享有相當多的使用，且軍事應用方面的使用正在

成長。效能持續改善及價格滑落，加上光纖天生的優點，已使光纖對區域連

網越來越具吸引力。下列特性是光纖與雙絞線或同軸電纜的區別：  

 



    4-13 

 

Chapter 4  傳輸媒介

 更大容量：光纖的潛在頻寬及因此資料速率是龐大的，超過幾十公里傳

送幾百 Gbps 的資料速率已發表。請將此速率與同軸電纜大約 1 公里實
際最高幾百 Mbps的速率，及雙絞線幾十公尺最高達 100 Mbps至 10 Gbps
的速率相比較。  

 尺寸更小重量更輕：光纖比同軸電纜與成束雙絞纜線薄相當多，對於可

比較的資料傳輸容量至少差一個數量級。對於建築物與地面下沿著公共

路權的狹窄導管，尺寸小有相當多優勢。相對的重量減少，減少結構上

的支援要求。  

 較低衰減：光纖的衰減顯著低於同軸電纜或雙絞線  (圖 4.3c)，且在廣泛
圍是固定的。  

 電磁隔絕：光纖系統不受外部電磁場影響，因此系統不受干擾、脈衝雜

訊或串音傷害。同樣地，光纖不放射能量，所以很少與其他設備互相干

擾，且有高度安全性避免竊聽。此外，光纖天生難以裝竊聽器。  

 更大中繼器間距：更少中繼器意指更低成本與更少錯誤來源。從這個觀

點來看光纖系統效能一直穩定改善。對光纖來說，幾十公里的中繼器間

隔是常見的，且幾百公里的中繼器間隔已發表。同軸與雙絞線系統一般

每幾公里就有中繼器。  

對於光纖，五種基本應用分類已變得重要：  

 長距離主幹  

 都會主幹  

 鄉間交換機主幹  

 用戶迴路  

 區域網路  

在電話網路中，長距離光纖傳輸已變得越來越常見。長距離路線平均長度約

1500 km，且提供高容量  (通常 20,000 到 60,000 個語音通道 )。這些系統經濟
上與微波競爭，並將同軸電纜價格比下去，使得在很多已開發國家，同軸電

纜在電話網路中已逐步被淘汰。海底光纖纜線也享有越來越多使用。  

都會主幹電路平均長度為 12 km，且在主幹群組中可能有多達 100,000 個語音
通道。大多數設施安裝於地下導管中且無中繼器，並連接都會區或城市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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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話交換機。包括在此類別的，是將在城市周圍終止的長途微波設施，與

市中心主要電話交換建築物相連的路線。  

鄉間交換主幹的電路長度範圍從 40 至 160 km，並將城鎮與村莊相連。在美國
這些主幹經常將不同電話公司的交換機相連接。大多數這些系統少於 5000 個
語音頻道。這些應用所使用的技術與微波設施競爭。  

用戶迴路電路是從中央交換機直接連線到用戶的光纖。當電話網路演變成不

僅能處理語音與資料，而且還能處理影像與視訊的全方位服務網路時，這些

設施正開始取代雙絞線與同軸電纜鏈路。光纖在這項應用中最初的穿透是針

對商業用戶，但是光纖傳輸進入家庭很快就會開始出現。  

光纖最後一項重要應用是針對區域網路。針對總容量 100 Mbps 到 10 Gbps，
且能支援大型辦公室大樓或綜合大樓中數百個或甚至數千個站的光纖網路，

已發展出標準並有產品推出。  

當所有類型資訊  (語音、資料、影像、視訊 ) 的需求增加時，光纖勝過雙絞線
與同軸電纜的優點變得更具說服力。  

傳輸特性   光纖藉由內部全反射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傳輸訊號編碼

過的光束。內部全反射可發生於反射指數高於周圍媒介的任何透明媒介中。

本質上，在大約 1014到 1015赫茲的範圍中，光纖是做為頻率的波導，這涵蓋

紅外線與可見光譜的部分。  

圖 4.4 顯示光纖傳輸原理。來自光源的光進入圓柱型玻璃或塑膠纖核。低角度
的光線反射並沿著光纖傳播，其他光線由周遭材料吸收。這種形式的傳播稱

為階變折射率多模  (step-index multimode)，這是指將會反射的各種角度。使

用多模傳輸時，會有多條傳播路徑存在，每條路徑都有不同路徑長度，因此

穿越光纖的時間也不同。這導致訊號元素  (光脈波 ) 隨時間擴散開來，這限制
資料能正確接收到的速率。換句話說，脈波之間留下間隔的需要限制資料速

率。這類光纖最適合於非常短距離傳輸。當纖核半徑減少時，更少角度將會

反射。藉著將纖核半徑縮減至波長等級，則只有單一角度或模態能通過，也

就是軸向光線。基於以下理由，這種單模  (single-mode) 傳播提供更優越的
效能。採用單模傳輸時，因為有單一傳輸路徑，多模中發現的失真不可能發

生。單模通常用於長距離應用，包括電話與有線電視。最後，藉著改變纖核

折射率，稱為漸變折射率多模  (graded-index multimode) 的第三類傳輸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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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這類光纖在特性上介於其他兩類之間。在中心處的更高折射率  (後面
會討論 )，使往下移動至軸的光線，比靠近纖殼的光線行進更慢。不以鋸齒狀
離開纖殼，纖核中的光由於漸變折射率螺旋狀地彎曲而減少行經距離。縮短

的路徑與更高速，容許在圓周的光線與纖核軸中直行的光線，大約相同時間

抵達接收器。漸變折射率光纖經常用於區域網路。  

 

圖 4.4  光纖傳輸模態  

有兩種不同類型光源用於光纖系統中，分別是發光二極體  (LED) 與注入性雷
射二極體  (injection laser diode, ILD)。兩種都是半導體裝置，當施加電壓時會
發射出光束。LED 較便宜、在更大溫度範圍上操作、且有更長的操作壽命。
以雷射原理運作的 ILD 更有效率，且能維持更高資料速率。  

使用的波長、傳輸類型與可達到的資料速率之間有一種關係。單模與多模光

纖均能支援幾種不同的光波長，且能使用雷射或 LED 光源。在光纖中，依據
媒介衰減特性與光源和接收器性質，有四種傳輸窗口是適當的，如表 4.5 所示。 

表 4.5  光纖應用的頻率利用  

波長 (真空中)範圍 (nm) 頻率範圍(THz) 頻帶簡稱 光纖類型 應用 

820 到 900 

1280 到 1350 

1528 到 1561 

1561 到 1620 

366 到 333 

234 到 222  

196 到 192 

192 到 185 

 

S 

C 

L 

多模 

單模 

單模 

單模 

LAN 

各種 

WDM 

WDM 

WDM = 分波多工  (請參考第 8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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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有大量頻寬可利用。這四個窗口分別的頻寬為 33 THz、12 THz、4 THz
與 7 THz1。這比射頻頻譜中可利用的頻寬大幾個數量級。  

對於光纖傳輸，所報告的衰減數字令人困惑的一個觀點是，光纖效能總是以

波長而非頻率指定。出現於圖與表中的波長，是對應於真空中傳輸的波長。

不過在光纖上，傳播速度低於真空中的光速  (c)，結果是儘管訊號頻率未變，
而波長已改變。  
 
 
 
 

範例 4.1  對於真空中 1550nm 的波長，對應的頻率為 f = c/λ = (3 × 

108)/(1550 × 10-9) = 193.4 × 1012 = 193.4 THz。對於典型單模光纖，傳播速
度大約是 υ = 2.04 × 108。在此個案中，193.4 THz 的頻率對應於波長  λ = υ/f 
= (2.04 × 108)/( 193.4 × 1012) = 1055nm。因此，在此光纖上，當提到 1550 nm
波長時，光纖上實際的波長為 1055 nm。  

 
 

這四個傳輸窗口是在頻譜的紅外線部分，在 400 至 700 nm 可見光部分之下。
更長波長的損失較低，允許更長距離上更高的資料速率。今天很多的本地應

用使用 850-nm LED 光源。儘管這種組合相當便宜，通常資料速率侷限在 100 
Mbps 以下，及距離在若干公里以內。為達到更高資料速率與更長距離，則需
要 1300-nm LD或雷射光源。最高資料速率與最長距離需要 1500-nm雷射光源。 

圖 4.3c 顯示典型光纖衰減與波長的比較。曲線不尋常的形狀，要歸因於導致
衰減之各種因素的結合。其中兩種最重要的衰減為吸收與散射。在此背景下，

術語散射  (scattering) 是指撞擊媒介中的小微粒或不純物之後光線方向的變
更。  

4.2  無線傳輸 

在我們無線傳輸的討論中，三種一般性頻率範圍是重要的。範圍大約 1 GHz 
(gigahertz = 109 赫 茲 ) 到 40 GHz 的 頻 率 稱 為 微 波 頻 率  (microwave 

frequencies)。在這些頻率中，高度方向性波束是可能的，且微波十分適合於

                                                  
1  1 THz = 1012 Hz。對於常用之數字前置詞的定義，請參考 WilliamStallings.com的輔助性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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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對點傳輸。微波也用於衛星通訊。30 MHz 到 1 GHz 範圍中的頻率適合於全
向性應用。我們將這個範圍稱為無線電  (radio) 範圍。  

另一個重要的頻率範圍是用於本地應用的紅外線頻譜部分。這大約涵蓋從 3 × 
1011到 2 × 1014 Hz。紅外線對本地點對點與有限區域內的多點應用有用，例如
單一房間。  

對於導向式媒介，傳送與接收是藉由天線達成。在看特定類型無線傳輸之前，

我們先簡短介紹天線。  

天線 

天線可定義成發射電磁能或收集電磁能的一種電子導體或導體系統。對於訊

號傳輸，來自發送器的射頻電能，會由天線轉換成電磁能，並發射至週遭環

境  (大氣、太空、水 )。對於訊號接收，衝擊天線的電磁能會轉換回成射頻電
能，並饋入接收器中。  

在雙向通訊中，同一條天線能夠且經常用於傳送與接收。這是可能的，因為

假定同樣的頻率用於兩個方向中，任何天線將來自週遭環境的能量傳送至輸

入接收器終端，其效率與將能量從輸出發射器終端傳送到週遭環境一樣。換

句話說，無論天線是傳送或接收電磁能，天線特性實質上是相同的。  

天線在所有方向發射功率，但通常並非在所有方向都進行得同樣好。描述天

線效能特性的一種常見方法是發射樣式，這是將天線發射性質當成空間座標

的一個函數之圖形表示。最簡單的樣式是由稱為等向天線  (isotropic antenna) 
的一種理想化天線所產生。等向天線是在所有方向均等發射功率的空間中一

個點。等向天線的實際發射樣式，是以天線位於中央的一個球體。  

拋物面反射天線   一類重要天線是拋物面反射天線  (parabolic reflective 

antenna)，此種天線使用於地面微波與衛星應用中。拋物線是所有點的焦點都

與固定一條線而非線上固定一點等距離。此固定點稱為焦點  (focus)，而固定
線稱為準線  (directrix) (圖 4.5a)。若拋物線繞著它的軸旋轉，產生的表面稱為
拋物面  (paraboloid)。通過拋物面平行於它的軸的橫斷面形成一條拋物線，且
垂直於軸的橫斷面形成一個圓。這種表面用於頭燈、光學與無線電望遠鏡、

及微波天線，是因為以下的屬性：若電磁能  (或聲音 ) 來源擺在拋物面的焦
點，且若拋物面是個反射面，則波將會彈回成與拋物面的軸平行的線，圖 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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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橫斷面中顯示這種效應。理論上，這種效應產生不會消散的平行波束，實

務上將會有一些消散，因為能量來源必須佔用不只一點。天線直徑越大，波

束越緊密呈方向性。在接收時，若傳入波平行於反射拋物面的軸，則最終的

訊號將集中於焦點。  

 

圖 4.5  拋物面反射天線  

天線增益   天線增益  (antenna gain) 是天線方向性的一種衡量方法。天線

增益被定義成相較於完美全向天線  (等向天線 ) 任何方向所產生的功率輸
出，在特定方向的功率輸出。例如，若天線有 3dB 增益，那條天線會在那個
方向於等向天線上提升 3dB 或 2 倍功率。特定方向所發射的增加後功率，是
以其他方向為代價。本質上，在某個方向發射增加的功率，是藉由減少其他

方向發射功率所達成。注意到天線增益並非指獲得比輸入功率更多輸出功

率，而是指方向性，這點是重要的。  

與天線增益觀念有關的一個觀念是天線的有效區域  (effective area)。天線有

效區域與天線實體大小有關，也與形狀有關。天線增益與有效區域的關係為  
2

2 2

4 4 =  = e eA f AG
c

π π
λ

 (4.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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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天線增益

有效區域

載波頻率

光速

載波波長

 

例如，理想等向天線的有效區域為  λ2/4π，功率增益為 1。表面區域為 A 之拋
物面天線的有效區域為 0.56A，功率增益為 7A/λ2。  
 
 
 
 

範例 4.2  對於直徑為 2 m，在 12 GHz 下操作的一個拋物面反射天線，

甚麼是有效區域與天線增益？我們已有面積 A = πr2 = π 及有效區域 Ae = 
0.56π。波長  λ = c/f = (3 × 108)/(12 × 109) = 0.025 m。則  

2 2

dB

 = (7 )/  = (7  )/( 0.025)  = 35,186
 = 45.46 dB

G A
G

πλ ×  

 
 

地面微波 

實體描述  最常用的微波天線類型為拋物面碟型天線。典型的大小大約為直

徑 3 m。天線是牢牢固定住，且集中成一束窄波束，以達成到達接收天線的直
視傳輸。微波天線通常位於顯著高於地平面的高度，以擴大天線之間範圍，

並能在介於其間的障礙物之上傳送。為達成長距離傳輸，會使用一系列微波

中繼塔，且點對點微波鏈路會在想要的距離上串連在一起。  

應用  地面微波系統的主要用途是在長途電信服務方面，以做為同軸電纜或

光纖的替代方案。對於同樣距離，微波設施所需要的放大器或中繼器比同軸

電纜少很多，但需要直視  (line-of-sight) 傳輸。微波常用於語音與電視傳輸。 

另一項微波越來越常見的用途是建築物間短距離點對點鏈路。這可用於閉路

電視或當成區域網路間的資料鏈路。短途微波也能用於所謂的旁通應用。企

業能對在同一個城市的長距離通訊設施，建立一條微波鏈路，而跳過當地電

話公司。  

微波另一項重要用途是用於蜂巢式系統，這會在第 14 章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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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典型數位微波效能  

頻帶 (GHz) 頻寬 (MHz) 資料速率 (Mbps) 

2 7 12 

6 30 90 

11 40 135 

18 220 274 
 

傳輸特性   微波傳輸涵蓋電磁頻譜相當大的部分。用於傳輸的常用頻率範圍

在 1 到 40 GHz 中。使用的頻率越高，可能的頻寬越大，因此可能的資料速率
越高。表 4.6 指出一些典型系統的頻寬與資料速率。  

如同任何傳輸系統，主要的損失來源是衰減。對於微波  (與射頻 )，損失可表
示成  

24 = 10 log dBdL π⎛ ⎞
⎜ ⎟λ⎝ ⎠

  (4.2) 

其中 d 為距離，λ 為波長，兩者單位相同。因此，損失隨距離平方而變。對
照之下，對於雙絞線與同軸電纜，損失隨距離成指數性變化  (以分貝表示則
成線性 )。因此對於微波系統，中繼器或放大器可擺在分開更遠之處，通常為
10 到 100 km。衰減隨降雨增加。下雨的影響對超過 10 GHz 以上特別顯著。
另一項損害來源為干擾。隨著微波更加受到歡迎，傳輸區域會重疊，且干擾

總是一項危險。因此頻帶的指派受到嚴格規範。  

長途電信最常用的頻帶為 4-GHz 至 6-GHz 頻帶。隨著這些頻率日益擁塞，
11-GHz 頻帶現在開始使用。12-GHz 頻帶用來當成有線電視系統的一個構成
要素。微波鏈路用來提供電視訊號給當地的 CATV 裝設，然後訊號再經由同
軸電纜分送給個別用戶。更高頻微波正用於建築物間短程點對點鏈路，通常

使用 22-GHz 頻帶。對更長距離而言，由於增加的衰減，微波頻率越高用處越
少，但是十分適合用於較短距離。此外，在更高頻時，天線更小更便宜。  

衛星微波 

實體描述   本質上通訊衛星是個微波中繼站。它被用來串連稱為地面站  

(earth stations 或 ground stations) 的兩個或更多個地面微波發送器 /接收器。衛
星接收一個頻帶上的傳輸  (上鏈 )、放大與中繼訊號、並在另一個頻率上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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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  (下鏈 )。單一軌道衛星在一些頻帶上操作，這些頻帶稱為轉頻頻道 

(transponder channels) 或僅稱為轉頻器  (transponders)。  

圖 4.6 以一般方式描繪衛星通訊的兩種常用配置。在第一種配置中，衛星用來
提供兩個遠距地面站天線間的點對點鏈路。在第二種配置中，衛星提供一個

地面發送器與一些地面接收器間的通訊。  

 

圖 4.6  衛星通訊配置  

為使通訊衛星有效運作，一般需要將它相關於地面上的位置維持固定，否則

衛星將不會總是位於地面站的直視範圍內。為維持固定，衛星必須有相等於

地球旋轉週期的一個旋轉週期。這項匹配發生在赤道 35,635 km 的高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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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同頻帶的兩顆衛星若夠接近，則彼此將會互相干擾。為避免這種情形，

目前的標準在 4/6-GHz 頻帶中需要 4° 間隔  (從地面衡量的角位移 )，在 12/14 
GHz 頻帶中為 3°。因此可能的衛星數量十分有限。  

應用   以下是衛星最重要的應用：  

 電視分送  

 長距離電話傳輸  

 私人商業網路  

 全球定位  

由於衛星的廣播本質，衛星很適合於電視分送，且基於這個用途大量用於美

國與全世界。在衛星傳統用途中，一個網路提供來自中央地點的節目播送。

節目傳送到衛星，然後向下廣播至一些站，隨後再將節目分送至個別觀看者。

美國公共電視網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 這個網路，幾乎完全使用
衛星播送它的電視節目編排。其他商業網路也大量使用衛星，且有線電視系

統的節目編排部分有越來越高比例接收自衛星。最新的電視播送衛星技術應

用為直播衛星  (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DBS)，其衛星視訊訊號直接傳送至住
家用戶。接收天線越來越低的成本與越來越小的尺寸，已使 DBS 變得經濟可
行。  

在公眾電話網路中，衛星傳輸也用於電話交換局之間的點對點主幹。衛星是

高用量國際主幹的最佳媒介，且與很多長距離國際鏈路的地面系統競爭。  

衛星有一些商業資料應用。衛星供應商能將全部容量劃分成一些頻道，並將

這些頻道租給個別商業使用者。在一些地點配備有天線的使用者，可將一個

衛星頻道用於私人網路。傳統上這類應用一向十分昂貴，且侷限於有高用量

需求的較大型組織。最近的一項發展是小型衛星地面站  (very small aperture 
terminal, VSAT) 系統，此系統提供一項低成本替代方案。圖 4.7 描繪一種典
型的 VSAT 配置。一些用戶站配備有低成本 VSAT 天線。運用某種規則，這
些站共用一個衛星傳輸容量，以傳送至一個中樞站。中樞站能與每位用戶交

換訊息，且能轉送用戶之間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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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典型 VSAT 配置  

最後一項已變得普遍的衛星應用值得注意。Navstar 全球定位系統  (Navstar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或簡稱為 GPS 由三個部分或組件所組成：  

 一群衛星  (目前為 27 顆 ) 在地球表面上方約 20,000 km 處繞軌道運行，
這些衛星以無線電頻譜的微波部分，在兩種頻率上傳送測距訊號。  

 透過地面監控站與衛星上傳設施的一個系統，維持 GPS的一個控制部分。 

 民用與軍用使用者接收器  

每顆衛星傳送由一個原子鐘精確計時的一個唯一 1s 與 0s 數字碼序列，此序列
由 GPS 接收器的天線收取，並與接收器內部所產生的同樣碼序列相比對。藉
著校準或比對訊號，接收器決定訊號從衛星行進至接收器花多久時間。這些

計時測量用光速轉換成距離。同時衡量至四顆或更多顆衛星的距離，並知道

衛星正確位置  (包含在衛星所傳送的訊號中 )，接收器能決定它的緯度、經度
與高度，同時能將它的時鐘與 GPS 時間標準同步化，這也使得接收器成為一
件精確時間成品。  

傳輸特性   衛星傳輸最佳頻率範圍是在 1到 10 GHz的範圍。在 1 GHz以下，

有顯著雜訊來自自然資源，包括銀河、太陽與大氣雜訊，及來自各種電子裝

置的人為干擾。在 10 GHz 以上，訊號會受大氣吸收與降雨而嚴重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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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提供點對點服務的大多數衛星，使用範圍從 5.925 到 6.425 的頻寬，從地
面傳送到衛星  (上鏈 )，並使用範圍從 3.7 到 4.2 GHz 的頻寬，從衛星傳送到
地面  (下鏈 )。這項組合稱為 4/6-GHz 頻帶。請注意，上鏈與下鏈頻率不同。
對於無干擾的連續操作，衛星不可能在同一個頻率傳送與接收。因此，從地

面站所接收到在一個頻率上的訊號，必須在另一個頻率上回傳。  

4/6 GHz 是在 1 到 10 GHz 的最佳範圍內，但已變得飽和。由於在那些頻率操
作的干擾源  (通常是地面微波 )，那個範圍的其他頻率已無法利用。因此
12/14-GHz 頻帶已發展出  (上鏈 14 到 14.5 GHz；下鏈 11.7 到 12.2 GHz)。在
此頻帶衰減問題必須克服，不過能使用較小與較便宜的地面站接收器。預期

這個頻帶也將飽和，且預期會使用 20/30-GHz 頻帶  (上鏈 27.5 到 30.0 GHz；
下鏈 17.7 到 20.2 GHz)。這個頻帶甚至經歷更大的衰減問題，但將容許更大頻
寬  (2500 MHz 相較於 500 MHz)，及甚至更小更便宜的接收器。  

衛星通訊的幾項屬性應該注意到。首先，因為牽涉到長距離，從一個地面站

傳送到另一個地面站接收，會有大約四分之一秒的傳播延遲。在一般電話交

談中這項延遲是顯著的。此延遲也帶來錯誤控制與流量控制領域中的問題，

我們在後面幾章會討論。其次，衛星微波天生是一種廣播設施。很多站能傳

送至衛星，且來自衛星的傳送能由很多站接收。  

廣播無線電 

實體描述  廣播無線電與微波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前者是全向性的，而後

者是方向性的。因此廣播無線電不需要碟型天線，且天線不需要嚴格固定在

精確的校準位置。  

應用  無線電  (radio) 是用來包含範圍 3 kHz 至 300 GHz 之頻率的一般性術

語。我們正使用非正式術語廣播無線電  (broadcast radio)，來涵蓋 VHF 與部份
UHF 頻帶，也就是 30 MHz 到  1 GHz。這個範圍涵蓋 FM 無線電與 UHF 和
VHF 電視。這個範圍也用於一些資料連網應用。  

傳輸特性  範圍 30 MHz 到 1 GHz 是個有效的廣播通訊頻帶。不像低頻電磁

波個案，電離層  (ionosphere) 不影響高於 30 MHz 的無線電波。因此傳輸侷
限於直視，且由於從大氣反射，遠距離發送器不會彼此互相干擾。不像更高

頻微波區域，廣播無線電波對於降雨所導致的衰減較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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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微波，距離所導致的衰減量遵守方程式  (4.2)，亦即 10 log
2

4 dπ

λ
⎛ ⎞
⎜ ⎟
⎝ ⎠

dB。因為

波長較長，無線電波相對遭受較少衰減。  

廣播無線電波主要的損害來源是多路徑干擾。來自地面、水與自然或人造物

體的反射，可產生天線之間的多重路徑。當一架飛機飛過，電視接收顯示多

個影像時，這種效應經常是明顯的。  

紅外線 

紅外線通訊使用調變非連貫紅外光的發送器 /接收器  (收發器 ) 而達成。收發
器必須在彼此的直視範圍內，不是直接傳輸就是經由淡色表面反射，例如房

間天花板。  

紅外線與微波傳輸之間的一項重要差異，在於前者不會穿牆而過。因此微波

系統遭遇到的安全性與干擾問題不會出現。此外，紅外線沒有頻率分配問題，

因為不需要申請執照。  

4.3  無線傳播 

從天線發射的訊號沿著三種路線之一行進，亦即地面波、大氣波或直視  (line 
of sight, LOS)。表 4.7 顯示每種路線主導哪些頻率範圍。在本書中，我們幾乎
只關心 LOS 通訊，但本節會提供每種模式的簡短綜述。  

地面波傳播 

地面波傳播  (圖 4.8a) 或多或少遵循地球輪廓，且能傳播相當遠的距離，遠超
出視覺水平面。這種效應在最高達大約 2 MHz 的頻率中發現。幾項因素說明
這個頻帶中的電磁波遵循地球曲率的傾向。一項因素是電磁波在地球表面感

應到一個電流，這項結果使接近地球的波前緩慢下來，導致波前向下傾斜，

因此遵循地球的曲率。另一項因素是衍射，這是在障礙物出現時與電磁波行

為有關的一種現象。這個頻率範圍中的電磁波由大氣散射，導致它們不會穿

透較上層的大氣。  

最為人熟知的地面波通訊為 AM 無線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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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無線傳播模式  

大氣波傳播 

大氣波傳播用於業餘無線電、CB 無線電與國際性廣播，例如 BBC 與美國之
音  (Voice of America)。採用大氣波傳播時，來自地面天線的訊號，從較上面
大氣的離子化層  (電離層 ) 向下反射回地球。儘管似乎波是從電離層反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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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電離層是個硬質反射表面，這個效應事實上由折射導致。折射會在後面描

述。  

大氣波訊號能行經一些路程，在電離層與地球表面之間來回彈跳  (圖 4.8b)。
採用這種傳播模式時，訊號可在離發送器數千公里之外接收到。  

直視傳播 

高於 30 MHz 以上，地面波與大氣波傳播模式都無法運作，且通訊必須藉由直
視  (圖 4.8c)。對衛星通訊而言，高於 30 MHz 的訊號不會由電離層反射，因
此訊號可在地面站與不超出水平線外位於上頭的衛星之間傳輸。對於地面為

主通訊，發送與接收天線必須在彼此有效的直視範圍內。使用術語有效的  
(effective)，是因為微波會受到大氣所折彎或折射。折彎量與甚至折彎方向要
視狀況而定，但一般來說微波隨著地球曲率彎曲，因此比光學直視傳播更遠。 

表 4.7  頻帶  

頻帶 頻率範圍 自由空間波

長範圍 
傳播特性 典型用途 

ELF  
(極低頻) 

30至 
300 Hz 

10,000至 
1000 km 

GW 電力線頻率；由一些家庭

控制系統使用。 

VF 
(語音頻率) 

300 至 
3000 Hz 

1000 
至 100 km

GW 由電話系統用於類比用

戶迴路。 

VLF 
(非常低頻) 

3至 
30 kHz 

100 
至 10 km 

GW；日夜低衰減；高
大氣雜訊水準 

長程導航；潛水艇通訊 

LF  
(低頻) 

30至 300 
kHz 

10 
至 1 km 

GW；比 VLF 稍為不可
靠；日間吸收 

長程導航；航海通訊無線

電信標 

MF 
(中頻) 

300 至 
3000 kHz 

1000 
至 100 m 

GW與夜間 SW；衰減
晚上低白天高；大氣雜

訊 

航海無線電；方向找尋；

AM 廣播 

HF  
(高頻) 

3至 
30 MHz 

100 
至 10 m 

SW；品質隨一天時
間、季節與頻率而變 

業餘無線電；國際廣播；

軍事通訊；長距離飛機與

船舶通訊 

VHF 
(非常高頻) 

30 至 
300 MHz 

10 
至 1 m 

LOS；由於溫度反轉而
散射；宇宙雜訊 

VHF 電視；FM 廣播與雙
向無線電，AM 飛機通

訊；飛機導航援助 

UHF  
(特高頻) 

300 至 
3000 MHz

100 
至 10 cm 

LOS；宇宙雜訊 UHF 電視；蜂巢式電話；
雷達；微波鏈路；個人通

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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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 頻率範圍 自由空間波

長範圍 
傳播特性 典型用途 

SHF 
(超高頻) 

3至 
30 GHz 

10 
至 1 cm 

LOS；高於 10 GHz降
雨衰減；由於氧與水蒸

氣導致大氣衰減 

衛星通訊；雷達；地面微

波鏈路；無線區域迴路 

EHF 
(極高頻) 

30至 300 
GHz 

10 
至 1 mm 

LOS；由於氧與水蒸氣
導致大氣衰減 

實驗用；無線區域迴路 

紅外線 300 GHz至
400 THz 

1mm 
至 770 nm

LOS 紅外線 LANs；消費性電
子應用 

可見光 400THz至
900 THz 

770 nm 
至 330 nm

LOS 光通訊 

 

折射  往下進行之前，簡短討論折射保證有必要。折射的發生，是因電磁波

速度是它所行經媒介之密度的函數。在真空中，電磁波  (例如光波或無線電
波 ) 大約以 3 × 108 m/s 的速度行進。這是通常稱為光速的常數 c，但實際上指
真空中的光速 2。在空氣、水、玻璃與其他透明或部份透明媒介中，電磁波行

進的速度少於 c。  

當電磁波從一種密度的媒介移動到另一種密度的媒介時，它的速度會改變。

其效應是導致在兩種媒介之間的交界處，會有波的一次性方向彎曲。從較低

密度移動到較高密度媒介，波將會朝向密度較高媒介彎曲。這種現象藉著將

一根棒子部份浸入水中最容易觀察到。  

一種媒介相對於另一種媒介的折射率  (index of refraction 或 refractive 

index)，是入射角正弦除以折射角正弦。折射率也等於在兩種媒介中個別速度

的比率。媒介的絕對折射率，是與真空的折射率相比較計算得來。折射率隨

波長而變，使不同波長訊號的折射效應不同。  

僅管方向上一次性突然變更，發生於當訊號從一種媒介移動到另一種媒介

時，若訊號移動經過折射率逐漸變更的一種媒介時，訊號的連續逐漸彎曲將

會發生。正常傳播狀況下，大氣折射率隨高度減少，使無線電波接近地面時，

比在較高高度時行進更慢。結果是無線電波朝向地球輕微彎曲。  

光與無線電直視  沒有介於中間的障礙時，光直視可表示成  

 = 3.57d h  

                                                  
2  精確的值為 299,792,458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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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 為以公里表示之天線與地平線之間的距離，且 h 為以公尺表示的天線
高度。對於地平線的有效  (或無線電 ) 直視距離是表示成  (圖 4.9) 

 = 3.57d Kh  

其中 K 為說明折射的調整係數。一個好的經驗法則是 K = 4/3。因此兩條天線
之間 LOS 傳播的最大距離為 3.57 ( )1 2 + Kh Kh ，其中 h1與 h2為兩條天線的高

度。  

 

圖 4.9  光與無線電地平線  

 
 
 
 

範例 4.3  若一條天線為 100 m 高，另一條天線在地面水平，則兩條天線
之間 LOS 傳輸的最大距離為  

 = 3.57  = 3.57 133 = 41 kmd Kh  

現在假定接收天線為 10 m 高。為達到同樣距離，傳送天線必須多高？結
果為  

 

( ) 1

 1

2
 1

41 = 3.57  + 13.3

41 =   13.3 = 7.84
3.57

 = 7.84 /1.33 = 46.2 m

Kh

Kh

h

−  

這是傳輸天線高度上超過 50 m 的節省。此範例說明將接收天線提高至地
面水平以上，以減少必要的發送器高度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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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直視傳輸 

3.3 節討論導向式與無線傳輸都有的各種傳輸損害。本節中我們將討論擴及檢
視無線直視傳輸特有的一些損害。  

自由空間損失 

對於任何類型無線通訊，訊號隨距離而發散。因此，有固定區域的天線，與

發送天線的距離越遠，則將接收到的訊號功率越少。對於衛星通訊，這是主

要的訊號損失模式。縱使假定無其他衰減或損害來源，因為訊號擴散至越來

越大區域，傳送的訊號會隨距離衰減。這種形式的衰減稱為自由空間損失  (free 

space loss)，這可用發射功率 Pt與天線接收到的功率 Pr的比率表示，或採用

10 乘以那個比率的對數而以分貝表示。對於理想等向天線，自由空間損失為  
2 2

2 2

(4 ) (4 ) =  = 
c

t

r

P d fd
P

π π
λ

 

其中  

8

 = 
 = 
 = 
 = 

c =  (3  10  m/s)

t

r

P
P

d
λ

×

發送天線的訊號功率

接收天線的訊號功率

載波波長

天線之間的傳播距離

光速

 

其中 d 與  λ 單位相同  (例如公尺 )。  

此方程式可重寫成 3 

dB
4 = 10 log  = 20 log  = 20 log( ) + 20 log( ) + 21.98 dB

4= 20 log  = 20 log ( ) + 20 log ( )  147.56 dB
c

t

r

P dL d
P

fd f d

π⎛ ⎞ − λ⎜ ⎟λ⎝ ⎠
π⎛ ⎞ −⎜ ⎟

⎝ ⎠

 (4.3) 

圖 4.10 說明自由空間損失方程式。  

                                                  
3  如附錄 3A 所提到，文獻中對於術語增益 (gain) 與損失 (loss) 的使用有些不一致。方程式 

(4.3) 遵循方程式 (3.3) 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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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自由空間損失  

對於其他天線，我們必須考慮天線增益，這會產生下列自由空間損失方程式： 
2 2 2 2

2 2

(4 ) ( ) ( ) ( ) =  =  = t

r r t r t r t

P d d cd
P G G A A f A A

π λ
λ

 

其中  

 = 
 =  
 = 
 = 

t

r

t

r

G
G
A
A

發送天線的增益

接收天線的增益

發送天線的有效區域

接收天線的有效區域

 

第三個分數源自於第二個分數，並使用方程式  (4.1) 所定義，天線增益與有
效區域之間的關係。我們可將損失方程式重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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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 20 log( ) + 20 log( )  10 log ( )
= 20 log( ) + 20 log( )  10 log ( ) + 169.54 dB

t r

t r

L d A A
f d A A

λ −
− −

  (4.4) 

因此，對於同樣的天線尺寸與分隔，載波波長越長  (載波頻率 f 越低 )，自由
空間路徑損失越高。將方程式  (4.3) 與  (4.4) 相比較是有趣的。方程式  (4.3) 
指出，當頻率增加時，自由空間損失也增加，這暗示在較高頻率時，損失變

得更加惱人。不過方程式  (4.4) 證明，我們能用天線增益容易地彌補這項增
加的損失。事實上，其他因素維持不變之下，在更高頻處有淨增益。方程式  (4.3) 
證明在固定距離，頻率增加導致以 20 log(f) 衡量的損失增加。不過若考慮天
線增益與固定天線區域，則損失的變動是以  −20 log(f) 衡量，也就是說在更
高頻處實際上損失有減少。  
 
 
 
 

範例 4.4  對於從地面到同步衛星  (35,863 km) 的最短路徑，決定在 4 
GHz 的等向自由空間損失。在 4 GHz 時，波長為  (3 × 108)/(4 × 109) = 0.075 
m。則  

 6
dB  = 20 log(0.075) + 20 log(35.853  10 ) + 21.98 = 195.6 dBL − ×  

現在考慮衛星天線與地面天線的天線增益。典型的值分別為 44 dB 與 48 
dB。自由空間損失為  

  LdB = 195.6 − 44 − 48 = 103.6 dB 

現在假設地面站的發送功率為 250 W。衛星天線所接收到的功率是甚麼？
250 W 功率轉換成 24 dBW，所以在接收天線處的功率為  24 − 103.6 = 
−79.6 dBW。  

 
 

大氣吸收 

發送與接收天線之間的另外一項損失是大氣吸收。水蒸氣與氧氣是造成這種

衰減的主因。由於水蒸氣，尖峰衰減發生於 22 GHz 附近。低於 15 GHz 的頻
率衰減較少。氧氣的出現導致 60 GHz 附近的一個吸收尖峰，但在低於 30 GHz
的頻率吸收較少。雨與霧  (懸浮小水滴 ) 導致造成衰減的無線電波散射。在此
背景下，術語散射  (scattering) 指當無線電波碰到物質時，改變方向或頻率之
波的產生。這可能是訊號損失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顯著降雨區，不是路徑

長度必須保持短，就是應該使用較低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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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徑 

對於可相當自由選擇天線要位在何處的無線設施，若無干擾性障礙物在附

近，它們可擺在從發送器到接收器有直接直視路徑之處。對於很多衛星設施

及點對點微波，一般的情況是如此。在其他個案中，例如行動電話，則障礙

物有很多。訊號可由這些障礙物反射，使得有變動性延遲的多份訊號副本可

能被接收到。事實上在極端個案中，可能連直行的訊號都沒有。視直射波與

反射波的路徑長度差異而定，複合的訊號可能大於或小於直行訊號。對於位

置良好的固定天線之間，及衛星與固定地面站之間的通訊，循著多重路徑之

訊號所產生的訊號強化與消除可加以控制。一項例外是當路徑越過水時，水

上的風使水的反射表面保持一直變動中。對於行動電話與位置不佳之天線的

通訊，多路徑的考量可能是最重要的。  

圖 4.11 以一般性術語闡明地面固定式微波與行動通訊中的典型多路徑干擾類
型。對於固定式微波，除了直視訊號之外，訊號可能由於折射而沿著一條彎

曲路徑穿過大氣，且訊號也可能從地面反射。對於行動通訊，結構與地形特

色提供反射表面。  

 

圖 4.11  多路徑干擾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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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 

當透過大氣傳播時，無線電波會折射  (或彎曲 )。折射是由於訊號速度隨高度
改變，或由於大氣狀況中其他空間的變化所導致。通常訊號速度隨高度增加，

導致無線電波向下彎曲。不過偶爾氣候狀況可能導致速度隨高度的變化，會

與典型的變化明顯不同。這可能導致僅有一部分或完全沒有直視波抵達接收

天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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