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科技
定义信道测量系统以表征 5G 空中接口

应用指南

引言
新兴 5G 标准几乎必然无疑地将毫米波（mmWave）频率、超宽带和大规模多路输入多路输出（MIMO）
方法整合在一起，力求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性能目标。虽然上述每一点都给发射机和接收机的设计增加
了难度，但是其中最难以捉摸的是用户设备（UE）与基站（eNB）之间的空中无线电信道。为了全面
表征这一信道，有必要创建信道性能的数学模型，并通过这些模型来定义 5G 新空中接口标准。
想要实现毫米波系统的成功部署，对各个信道条件都需要有深刻的理解。目前，人们正在关注的是在
6 GHz 以下目前使用非常密集的频谱内各种潜在载频上的无线电波传播。关于信道传播的详细表征对
于研发可靠的 5G 无线系统设计至关重要。被称为信道探测的技术是理解信道的关键步骤，由此实现了
5G 预期的数据速率、频谱灵活性和超宽带宽。
目前有许多不同的测量方法，每种办法都有其优缺点。以既往的研究为起点，是德科技已经研发出了
充分利用最佳属性同时添加新属性的测量系统。推荐的测量解决方案是基于商用现货（COTS）的硬件
和软件产品，外加其他通过在板上 FPGA 中执行实时数据处理而加速了 5G 测量的软件。是德科技也提
供可确保系统同步和校准的工具，这些是获得精确且可重复的结果的必要条件。
尤其是，测量系统能够表征信道性能，有助于研发新的信道模型。当新模型定义完毕后，则可使用是
德科技的 SystemVue 电子系统级（ESL）软件仿真。这样，熟练的研发者可以快速地实施定制系统并
获得卓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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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的概述：期望和机遇
5G 的市场前景是基于一些积极的预测：移动数据需求的空前增加；无线应用的爆炸式
多样化；以及互连设备数量的大量增长。此外，如果上述趋势持续发展的话，最终用户
对整个网络性能和服务质量（QoS）的期望将很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这种未来场景有望为移动用户带来重大利好：极速的连接；可靠的连通性；以及即使在
拥挤的环境中也能获得的可靠而卓越的 QoS。最终结果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获
得最佳的用户体验。
相关技术要求包括的一些数字与当今的 4G 系统相比非常庞大：
– 数据速率增加 100 倍
– 网络容量增加 1000 倍
– 网络密度增加 100 倍
– 能量效率提高 100 倍
– 时延 1 ms
– 五个九的可靠性（99.999%）
其中，之所以将数据速率增加 100 倍凸显出来，是因为在现今拥挤的射频频谱中，这简
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推动了研究毫米波频率的需求；但是人们对无线电波在该频谱
范围内的传播特性认识有限，而这正在激励人们去彻底研究、模拟和理解该信道。
结果，在支持研发过程的硬件和软件工具中至少有三个创新机遇：设计；仿真；以及校
准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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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解决方案
在任何无线通信体系架构中，无线信道对系统性能有极大的影响。这在毫米波频率下的
5G 中更是如此。由于毫米波信号的波长极短，所以它在大气中传播时能够被快速吸收。
在氧气、水和二氧化碳分子的共振频率下衰减格外高。
为了更好地理解无线信道，测量信道、收集关键特征，以及研发可用于仿真和模拟的可
靠模型都非常重要。信道探测这种测量方法可以模拟任意无线通信系统的运作。参见图 1，
一个发射信号在空中传播，并受到了信道条件的影响，随后到达接收机。通过在接收机
上应用信号处理算法，测量系统可以提取无线信道在工程师关注的频率上的特征。

信道
x(t)

Tx

h(t)

y(t)

y(t) =h(t)W x(t)
Rxy(t) = E[x*(t)y(tt)]
= h(t-t) W Rx(t)
= h(t-t) W d(t) =h(t)

Rx

图 1. 通过使用矩阵数学运算求解 h(t)，可以得到射频无线信道的近似数学模型。

要创建所需的数学模型，就需要估计各种信道参数。从信道脉冲响应（CIR）开始，它
包括信道的所有特征。重要的参数包括到达角（AoA）；分离角（AoD）；多普勒频移；
以及功率时延分布（PDP），其中包括可估计的绝对路径时延和路径损耗。还有一些必
要的统计参数和建模元素：AoA 和 AoD 的角度扩展（AS）；功率角度频谱（PAS）；多
普勒频谱；关联矩阵；以及 Rician K 因子，其与衰落有关。多路输入多路输出信道引入
了空间信息和关联信息，这些信息给 AoA、AoD、AS 和 PAS 等信道参数估计带来了更
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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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的信道探测
全新的 5G 毫米波空中接口设计的技术选择设定了一个底线，要求测量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 能够处理 10 至 90 GHz 范围和甚至更高的载频
– 能够支持 500 MHz、1 GHz、2 GHz 和甚至更高的带宽
– 能够处理大规模多路输入多路输出天线配置
这些要求导致一个伞形结构的挑战和五大关键技术挑战，如图 2 所示。

探测方法和体系结构

毫米
波频段

信号生成
和采集

参数估计
数据流
传输和存储

同步
和校准

图 2. 这五个技术挑战影响了对定义信道探测测量系统的最有效实施方法和体系结构的整体需要。

从上图的顶部开始，最首要的挑战是为信道探测系统选择一个最有效的实施方法和体系
结构。从左至右排列的三角形突出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 找到在与毫米波上变频（信号生成）或下变频（信号分析）协同使用时能够提供充
足性能的射频和微波（μW）测试设备。
– 为信号生成、采集和分析提供所需的带宽。这会影响模数转换器（ADC）或数模转
换器（DAC）技术中必要的时钟速率和位深（例如，动态范围和分辨率）。1
– 通过存储器来收集和管理大量数据，以支持在高采样率和多信道条件下长时间的探
测测量。2
– 在参数估计算法中获取足够精度，以便能够处理多路输入多路输出估计所要求的路
径时延分辨率和角度分辨率。
– 能够对所有测量硬件进行精确的同步和校准，以确保精确和可重复的结果。

1. 系统性能也必须达到可处理预期的 5G 多普勒频率，它将高于相似的 3G 和 4G 场景中的频率。
2. 要求的总容量是总测量时间、采样率和信道数量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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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同的探测技术
通常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基带处理方法用于执行信道探测：滑动相关、扫描频率和宽带相关。
其中最容易实施的方法是滑动相关和扫描频率。这两种方法在测量传播损耗方面都很高
效，但在测量时变信道时都不太高效且测量速度较慢。此外，滑动相关仅提供了幅度信息。
相比之下，宽带相关更为复杂，但是这是最快速的方法，原因是它能测量整个宽带，同
时能够更快速地存取 CIP 数据。宽带关联方法也包括所需矢量测量和分析中不可或缺的
相位信息。结果，宽带关联从另外两个选择中脱颖而出。

评测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探测方法
许多探测系统整合了单路输入、单路输出（SISO）测量。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是 5G 中的
关键技术，并且必须列入到信道表征中。具体到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测量，有三种常见的
发射和接收重要信号的方法：发射机端和接收器端均使用开关切换，使用并行发射和接收，
或是在发射机端使用开关切换并使用并行接收（图 3）。1
发射机

接收机

1
M

1
MN

发射机

接收机

发射机

接收机

1
MN

图 3. 这三种方法使得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测量能够实现：开关切换发射和接收（顶部）、并行发射和接收（中
部）和开关切换发射 / 并行接收（底部）。

虽然全并行方法提供了最快速的测量，但是它也导致各发射信道之间产生交叉干扰，这潜
在降低了探测测量的性能。这个问题不影响开关切换发射 / 并行接收或全开关切换方法。
相比之下，开关切换发射 / 并行接收比全开关切换技术更快速。开关切换发射 / 并行接
收方法具有速度上的优势，而且不会产生交叉干扰，所以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第四个选择，并行发射和开关切换接收，
在接收端失去了太多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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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解决方案
借鉴之前的比较，是德科技的优选方法是使用宽带相关作为基带探测技术，并使用开
关切换发射 / 并行接收，以确保对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数据捕获的测试。这具备三个重
要的技术优势：快速的测量速度、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探测功能和卓越的测试性能（交
叉信道干扰最低）。
图 4 展示了基本体系结构。在左边，发射机端包括单信道宽带信号发生器和毫米波开
关。在右边，接收机端使用宽带多信道接收机来执行并行信号采集。宽带多信道接收
机能够用高性能数字化仪或宽带矢量信号分析仪来实现。

发射机

宽带信号
发生器

接收机

毫米波
开关

宽带多信
道接收机

图 4. 此结构图说明了开关切换发射 / 并行接收体系结构的基本实施。

图 5 显示了信道探测系统更详细的结构。宽带信号发生器包括宽带任意波形发生器
（AWG）和毫米波矢量信号发生器（VSG）。AWG 提供了用于调制 VSG 输出的同相
和正交（I/Q）信号，毫米波开关按顺序将 VSG 输出路由至发射天线。在接收机端，
多信道下变频器将接收到的信号转换为多信道数字化仪的中频带宽。

发射机

接收机

宽带信号发生器
毫米波矢量
信号发生器
宽带 I/Q 信号
宽带任意波形发生器

宽带多信道接收机
毫米波开关

毫米波
多信道下变频器
中频信号
宽带多信道数字化仪

图 5. 为了更好地管理成本、最大限度提高可用性并确保可支持性，推荐的解决方案使用 COTS 仪器来
实施推荐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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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硬件单元
图 6 展示了推荐的测试和测量硬件单元。为了确保时基一致，各子系统均连接 10 MHz

因为探测测量的持续时间可能非
常长，所以可能需要对原始 I/Q 或
1x4 或 1x8 多路
输入多路输出

E8267D PSG
44 GHz，
具有 2 GHz
IQ 输入

信道

1x4 或 1x8 开关

铷频标（例如 TaiFuTe HJ5418B 铷钟）。

M9362A-D01 40
或 50 GHz 下变频器，
多达 8 个信道

M9703A，具有
1 GHz 带宽和
交织采样模式

M8190A AWG，
具有 2 GHz 带宽

N5183B 40 GHz LO
33511B AWG，
支持同步触发

10 MHz GPS
参考时钟

估计数据存储和数据流传输
需要

10 MHz GPS
参考时钟

图 6. 发射机子系统在左边，接收机子系统在右边。

表 1 提供了发射机和接收机子系统中主要硬件单元的功能描述。以这些必要单元作为起

CIR 数据进行精简、存储或数据流
传输。您可以使用以下方程来计算
所需的数据容量：
Ncap = Ts x Fs x NRx
– Ts 是探测测量的总时间
– Fs 是采样率
– NRx 是并行接收信号的信道数量
– Ncap 是总捕获数据量（单位为
样本）
在 5G 信道探测中，Fs 必须足够大

点，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测试平台，以满足您的特殊需求：信道数、载频、分析带宽等等。

以便捕获超宽带宽，NRx 很大是因

1

为使用了大规模多路输入多路输出

如欲了解关于数据存储和数据流传输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侧边栏。

配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 1
GHz 采样率和 8 个接收机信道：每
秒测量所需的容量是 8 GSa（1 s x
1 GHz x 8 信道）。如果每个样本
包括四个字节—I 数据两个，Q 数
据两个—则需要 32 GB 的存储量。
表 1. 发射机和接收机子系统使用 COTS 硬件来实施信道探测系统。

发射机子系统

接收机子系统

说明

功能

矢量信号发生器

使用差分 I/Q 输入生成频率高达 44 GHz 的宽带信号，其频率在 20 GHz 时输出功率为 +23 dBm，在 40 GHz 时输出
功率为 +13 dBm。差分外部 I/Q 输入支持的调制带宽高达 2 GHz。可用的上变频器可转换超过 44 GHz 的频率。

任意波形发生器

双信道任意波形发生器在高达 2 GHz 的带宽上使用基带 I/Q 调制信号驱动矢量信号发生器的调制输入

固态开关

通过各个发射天线提供顺序的串行输出

PXIe 四路下变频器

连接到接收机天线，并对高达 50 GHz 的毫米波信号执行相位相干转换，使其下变频为基带信号，以实现数字化。

PXI 混 合 放 大 器 / 衰
减器

提供四个中频信号调理信道

AXIe 12 位高速数字化
仪 / 宽带数字接收机

对每个模块的 8 个信道进行高速、高分辨率、相位相干测量。模块上的 FPGA 执行即时 CIR 计算。

AXIe 2、5 或 14 插槽
机箱

可以在发射机和接收机机箱中安装高速数字化仪和 AWG 模块；同时分别提供高达 16、40 或 104 个接收机
信道的系统基础。

PXIe 18 插槽机箱

可以安装下变频器和信号调理模块以及嵌入式控制器。具备充足功率，可以支持四个四路下变频器和四个放
大器模块。

PXIe 高性能嵌入式控
制器

内置于 PXIe 机箱并控制接收机子系统中的 PXIe 和 AXIe 机箱

MXG X 系列微波模拟
信号发生器

通过为下变频器提供低相位噪声 LO 信号来确保相位相干性。高输出功率确保一个 MXG 可以使用分路器为多
个下变频器提供输入

能够生成任意波形的
波形发生器

提供同步触发器

1. 如欲获取关于型号和必要选件的完整信息，请参见《5G 信道探测参考解决方案》手册（5992-0983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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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介绍了必要的软件单元
图 7 显示了表征新信道时用到的数据分析步骤的典型流程图。它展示了关键单元间的关
系和数据流，并且建模总结了每个区块执行的一些主要功能。
- PDP（路径时延、路径损耗）
- AOA、AOD
- 多普勒频移

信道
脉冲
响应

参考发射信号
信道

t[k]

z[k]

∑

H[z]

估算算法

CIR

信道参数

关联
参数估算

信道探测

统计和建模
- 场景选择
- 网络布局
- 天线参数

大量/少量参数生成

- AS AoA/AoD
- PAS
- 多普勒频谱
- 关联
- RicianK 因子

衰落系数生成

输入信号

x[k]

SystemVue

¤

衰落信号

y[k]

仿真

图 7. 软件单元对提供必要的功能和能力至关重要，包括信道探测、参数估计、统计和建模以及仿真等功能。

具体到信道探测（图 7，上右），参考解决方案使用是德科技快速入门工具包。它包括
的配置和校准工具可简化和加速复杂的信道探测分析过程。
在必要数据收集方面，M9703A 数字化仪内置的 FPGA 提供了即时关联和计算 CIR 数据所
必需的实时数据处理功能（图 7，上左）。这种系统内数据精简使得数据流传输和存储更
易管理。数据流传输的要求取决于多路输入多路输出阵列大小、采样率和 CIR 数据量。
产生的数据也可用于后期处理时估计其他信道参数。对于所获得信号的详细后期处理
分析，可使用 SystemVue 平台中的不同模型来提取信道参数（图 7，上右）。Keysight
89600 VSA 软件也可用于进行信号解调和矢量信号分析。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您虚拟地探
索当今最复杂信号的各个层面，并且最终利用从中获得的洞见来创建更好的信道模型。
配置 SystemVue 可提供三大必要性能：信号创建、参数提取和信道仿真。例如，信道探测
信号本身就是该系统的关键方面。无论您是已经有了信道激励，还是想要用新的变量进行
试验，SystemVue 都可为您提供必要的工具来创建 I/Q 信号并将它们下载到 AWG。1
SystemVue 也可使用空间交替广义期望最大化（SAGE）算法（可选）来执行定制信道
参数提取。最近的创新已经使 SAGE 法更适用于多路输入多路输出系统。
一旦信道建模完成，您就可以使用 SystemVue 5G 基带验证程序库（W1906EP）来执
行新信道模型的链路级仿真，包括多路输入多路输出信道的扩展方案（图 7，下右）。
综合的仿真环境使您能够使用硬件在环算法来研究、实施和验证系统特性，以便经由
FPGA 的实时协同验证来验证和加速算法。

1. 您也可以使用 Keysight Signal Studio 定制
调 制 软 件（N7608B） 或 波 形 生 成 器 软 件
（M9099）来创建和下载信道探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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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测量精度
为了获得精确的结果，需要进行系统同步与校准。信道探测系统必须能够测量和表征自
身的相位和幅度减损，并对以下误差进行补偿：
– 信道间相位误差
– 天线的幅度和相位误差
– I/Q 失配误差
– 频谱平坦度误差
参考解决方案包括可覆盖以下测量的校准：
– 系统脉冲响应
– I/Q 失衡
– 多信道幅度和相位偏移
– 功率电平
– 使用来自用户或天线制造商的天线方向图数据进行天线校准
发射机和接收机子系统的正确同步能够确保在测量关键参数（例如绝对时延）时可获得
精确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推荐配置包括两个 10 MHz 铷钟和一个触发源（例如 33511B
波形发生器）的原因。这些器件配合工作，在发射机端开始信号生成并在接收机端协调
信号采集。所包含的 I/O 管理软件工具简化了仪器控制层级，确保实现所要求的计时和
同步。

信道参数估计
信道参数估计算法可分为 3 类：
– 基于波束赋形的算法
– 基于子空间的算法
– 基于最大似然率（ML）的算法
基于波束赋形的算法简单但估计性能低。基于子空间的算法具有较好的性能，但是该算法
可估计的最大路径数量少于接收天线的数量，因此这些算法不适用于更复杂的信道场景。
基于最大似然率的算法（例如 SAGE）已经被工程师所接受并广泛应用，这是因为它有
着一流的估算精度，能够使用参数联合估计器对多个信道参数进行估算，而且它的最大
估计路径数量不受天线阵列单元数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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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试验结果
图 8 显示了能够进行 4x4 多路输入多路输出信道探测的系统的示范实施。左边推车上的
是发射机子系统，右边的是接收机子系统。
通过实施数字化仪（M9703A）中的嵌入式 FPGA 的实时关联处理，产生的压缩数据可
存入板载内存。捕获的 CIR 信号可通过 PCIe 总线进行实时传输。
图 9 显示了来自 SystemVue 5G 验证程序库的示例屏幕，通过该屏幕可以指定 CIR 数据
捕获的仪器配置和信道参数估计的后期处理。使用这些工具和图中的系统产生的信道参
数估计结果，如图 10 所示。

1

3

实际测量装置的方框图

测量参数

2

图 8. 该示范实施显示了在 28 GHz 载频和 1 GHz 分析
带宽情况下的 4x4 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测量。这可扩展到
44 GHz 载频和 1 GHz 带宽下的 8x8 多路输入多路输出。

在对测量参数――CIR/AoA/AoD/多普勒频率/路径时延/路径损耗
――进行后期处理
前设置选项

图 9. SystemVue 信道参数 - 估计功能允许提取关键参数，例如路径损耗、路径时延分布、AoD 和
AoA。

- 多路径参数

图 10. 该测量显示多路径信道的信道脉冲响应和信道提取。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可使用毫米波上变频器和下变频器，例如 Virginia Diodes 公司的
N9029AV15（覆盖 50 至 75 GHz），将示范系统扩展至更高的频率。1

1. 还有其他频段可供使用，具体取决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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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新兴 5G 标准将整合多种出色的技术，力求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性能目标。发射机和接收机
的设计面对许多难题，但是其中最难以捉摸是毫米波载波上的空中无线信道。为了全面地
表征和理解这些未知挑战，有必要构建数学模型，通过模型来定义新的空中接口标准。
是德科技的参考解决方案使用宽带关联作为基带探测技术，并使用开关切换发送 / 并行
接收确保多路输入多路输出数据的捕获。这有三大优势：快速的测量速度、多路输入多
路输出探测功能和卓越的测量性能。
通过使用 COTS 硬件和软件单元外加特定应用工具，参考解决方案能够快速和精确地表
征信道性能，以协助新信道模型的研发。一旦创建，这些新模型就可以在 SystemVue 中
进行仿真，并使用硬件在环验证算法进行验证。这使您可以用更短时间进行更多的探索，
加深对信道的理解，并且最终建立可提供最佳用户体验的 5G 生态系统。

相关信息
– 手册：5G 信道探测参考解决方案 ，5992-0983CHCN
– 手册：SystemVue 电子系统级（ESL）设计软件 ，5992-0106CHCN
– 技术资料：W1906BEL 5G 基带探测程序库 ，5992-0218CHCN
– 手册：89600 VSA 软件 ，5990-6553CHCN
– 手册：用 Signal Studio 软件简化信号生成 ，5989-6448CHCN
– 技术概述：M9099 波形生成器软件 ，5991-3153CHCN
– 技术资料：E8267D PSG 矢量信号发生器 ，5989-0697CHCN
– 技术资料：MXG X 系列信号发生器 ，5991-3131CHCN
– 技术资料：33500B 系列波形发生器 ，5991-0692CHCN
– 技术资料：M8190A 任意波形发生器 ，5990-7516CHCN
– 技术概述：85331B/85332B 固态开关 ，5989-4960CHCN
– 技术资料：M9362AD01 PXIe 四路下变频器 ，5990-6624CHCN
– 技术资料：M9352A PXI 混合放大器 / 衰减器 ， 5990-9964CHCN
– 技术资料：M9703A AXIe 高速数字化仪 / 宽带数字接收机 ，5990-8507CHCN
– 技术资料：M9502A 和 M9505A AXIe 机箱 ，5990-6584CHCN
– 技术资料：M9514A 和 M9521A AXIe 14- 插槽机箱和系统模块 ，5991-3908CHCN
– 技术资料：M9037A PXIe 嵌入式控制器 ，5991-3661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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