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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设备中干扰
信号的快速检测
与识别 - 概览

了解替代产品 ...
... 安捷伦模块化产品
通过多通道记录，提高对射频和微波干扰源的检测与识别能力
通过构建多通道系统捕获外场 RF 信号，并在实验室中回放用以检测和识别其中的干扰源。

摘要
无线设备的应用环境通常非常复杂，其中包含许
多干扰源。为了提高数据传输速率，RF 功率被分布在
更宽的带宽范围内，因此无线设备受到干扰的几率也会
增加。作为设计师若想在此种环境下找到有效的解决办
法，就必须要在实验室里重现这些条件。
本文将介绍几种有效的方法:
● 通过创建可离线运行的高保真度的信号记录，识别干

扰波形。
● 在两条相互独立的通道上分别创建 100 MHz 带宽的信号

记录。
● 利用先进的触发功能，最大限度减少长时间的记录。
● 使用自动信号识别软件，标注长时间记录的信号中的

有效信号。
● 通过后期处理将多个通道上的相位精确校准。利用安

捷伦的 89600 VSA 软件选择目标信号进行深度分析。

介绍
无线设备的应用环境通常非常复杂，其中包含许多
干扰源。当干扰发生时，实际上通常是瞬间的，因此很
难捕捉到阐明该问题的数据。现代的非实时测量设备只
能将捕获到的数据存储在板载存储器中。当本地存储器
已满时，在能够捕获新数据之前必须将已存储的数据转
移到别处，如果不及时转移，就会导致捕获数据的连续
性出现“间隙”。这样很容易丢失重要事件。

应用概述
在当今复杂的通道环境下，射频功率干扰问题会严
重降低通信系统的性能和效率，并且增加服务提供商的
成本。
射频干扰的检测与识别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借助宽
带射频数据流进行检测，可将这项任务转变为一套可操
作的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1 可以在实际的射频环境中捕捉瞬态错误
信号; 并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中进行错误分析，查找错误
原因。
图 1. 典型的射频干扰源

灵活的双通道矢量信号分析仪 (VSA) 具有独立调谐能
力，并且支持多种数据采集模式:
1. 两个通道采用不同频率，同步进行信号记录。
2. 通过后期处理功能，支持双通道同步记录。
3. 利用一个通道的测量来触发另一通道的记录，实现目
标采集。
1.在完整的射频环境干扰源分析解决方案中, 需要具备用以进行信号识别和分
析的软件工具。

图 2. 主/从模式下的双通道数据采集, 以及从属通道中的预触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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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详述
安捷伦 PXI 双通道 VSA 记录解决方案是识别复杂射
频干扰问题的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该方案能够灵活地
进行配置，并且支持 [100 MHz] 的 RF 带宽。
通过选配高性能的戴尔 T3500/T5500 工作站和 JMR
存储系统，记录时间可以得到显著延长。该解决方案
可以同时对来自每台矢量信号分析仪全带宽数据进行
数小时的长时间记录 (请参阅 M9392A 配置指南: 59908254EN)。
每台 PXI M9392A VSA 包含 5 个模块。
● M9202A 12 bit 2 GSa/s 高速数字化仪，带有硬件 DDC
● M9360A 衰减器/预选器 50 MHz-26.5 GHz
● M9351A RF 下变频器 50 MHz-2.9 GHz
● M9361A UW 下变频器 2.25 GHz-26.5 GHz
● M9302A LO 2.75 GHz-10 GHz

图 3. 带有时间校准的双通道矢量信号分析仪

多通道记录功能通过 IVI/COM 接口进行编程控制。
IVI/COM 支持多种编程环境，包括 VisualStudio® (VB.NET、
C#、C/C++)、VEE、LabVIEW、LabWindows/CVI 和 MATLAB。
矢量信号分析仪 (VSA) 之间的定时同步精度通常优于
± 2 个采样。在记录开始或结束时，通过将一个常见信号
路由至每个数字化仪，后期处理校准程序可以提供精确
至采样周期 1% 的定时同步。
通过向戴尔工作站或 PXI 机箱加配适当的 PXI 板卡，
可以支持 IRIG/GPS 时间戳。定时信息可由发起记录的同
一触发信号来生成。
一个简易的串口触发被用于提供一个软件启动脉冲
触发，通过对通道检测 VSA 采集数据的分析，从而决定
数据记录VSA的启动。

图 4. 双通道邻近频带测量

Dataviewer 应用程序可以对记录的信号进行搜索。
来自 X-COM 系统的 Spectro-X 软件具备高级自动信号搜索
和标签能力，并且直接支持本地数据流文件格式。
连接安捷伦的 89600 VSA 软件，可获得全面的信号分
析能力。

图 5. X-COM 中的 Spectro-X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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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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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89601B-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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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01B-AYA
Spectro-X

描述
PXI 矢量信号分析仪:
50 MHz 至 26.5 GHz
18 插槽 PXIe 机箱
PC 工作站
JMR RAID 存储系统
89600 VSA 软件
可转移许可证
基本矢量信号分析仪
硬件连通性选件
矢量调制分析选件
X-COM 信号搜索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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