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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网络运营商一直在宣传他们可以提供最快的数据速率和最佳的覆盖范围。但是当高清视

频流等用例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已变得司空见惯时，他们如何证实自己兑现了承诺？

不断演进的 4G 技术正在推动着网络功能不断发展。为了应对最终用户对更多数据密集

型和带宽密集型任务的需求，通信行业已经开始着手研发 5G 技术。

网络要满足用户对庞大数据量的需求，其天线设计的演进是一个关键因素。多天线阵列

技术正在快速演进，使用 MIMO 和高阶 MIMO 成为满足这些新用户要求的不可或缺的

功能。为了迎合需求，网络设备制造商（NEM）正在开发使用波束赋形的 8x8 MIMO 解

决方案，甚至是 16x16 MIMO 配置的解决方案，但这些解决方案尚未列入 3GPP 标准。

MIMO 和相控阵技术可以为网络提供增强功能，通过路径分集、空间多路复用和波控/

波束赋形等技术实现更高的数据吞吐量和高数据完整性。

路径分集通过消除信道中的本地衰落，保证了数据的稳健性。空间复用可以为单个用户

提供更高的吞吐量，或为多个用户提供更高容量。波束控制或波束赋形技术能够为特定

用户提供一个高度定向的传输波束，显著提高信号强度和 SINR。

本白皮书重点讲解了多信道测试接收机所需要的校准方法，以确保其能够高效表征和显

示下一代通信发射机设计的 MIMO 和波束赋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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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系统在进行多天线表征时的考虑因素

波束赋形并不是一项新技术，它已问世数十年之久，目前广泛应用于雷达、地震学和声学

等领域。在无线通信领域，通过在阵列中的不同元件之间应用相位和幅度偏置，可以产生

空间选择性，从而实现定向传输。通过加入有益的信号（即相位、相干）信号，并消除有害

（即超出相位）的信号，可以提供良好的空间选择性和方向性。

波束控制技术的实施方法是，调整每个天线单元的相对相位，并对发射波形施加有益和

有害干扰以形成预期的波束方向图。同样地，MIMO 和波束赋形为多信道发射机实施设

定了严格的要求。每个天线元件上的信号需要是：

 – 相位相干

 – 已知幅度

 – 已知相位

 – 时序一致

在这些开始条件下，MIMO 信号可以预计将会向预定接收机方向发送。

在测试设备的测量信道之间，幅度和相位发生任何改变，均可能显著影响测试系统的多

信道测量性能。如果不进行校准，测量结果将会有极大的不确定度，这让工程师很难确

定并解决潜在问题。即使是电缆长度或任何测试系统中的连接完整性存在细小差异，也

会造成额外的时延或相移，这会改变信道间的激励信号的相位关系，并影响测量结果。

因此，在表征天线设计之前，您必须先表征测试系统。

最后，对于测试系统的所有测量信道，其目标都是与被测器件（DUT）的幅度、相位和时

间保持一致，以便只测量感兴趣的被测器件信号，而不是测量测试设备中各信道之间的

变化，或是这些测试配置中通常使用的各种夹具。

只是购买测量设备并不足以保证精确而可重复的测量性能。系统开发人员将会意识到，

要想表征设计，首先需要表征测量系统。对于具有大量信道、复杂连通性和苛刻测量容

限的多信道应用，这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复杂的专家任务。测试系统的设计和验证可能需

要花费数月时间，这会减慢表征发射机的射频和波形赋形性能这一实际任务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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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是一个仿真 8x8 相控阵天线波束赋形输出的示例，在这个示例中，执行测量和生成

波束图所使用的测试设备和夹具未进行过任何用户校准。当您应用发射信号时，可以看

到未经校正的发射信号已经使各个主瓣彼此之间发生变形，SINR 和空间效率显著

降低。

图 1. 使用未经校准的测量系统获得的 8X8 相控阵天线 3D 波束图。

问题：您如何知道这些畸形波束展示的是真实天线性能，还是与未校准的测量系统进行

交互之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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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 中，测试设备经过表征，并且应用了测量接收机路径信道间优化，发射的波束方

向图现在符合预期，全部 64 个信道的相位保持一致，像设计的那样为每个波瓣都提供

了更加统一和符合期望的波束方向图。

测量接收机校准的第一步是执行单信道校准，表征主信道在指定工作频段上预期带宽内

的幅度和载波相位平坦度。

测量接收机校准的下一步是跨越正在使用的其他信道，执行跨信道校准。这是表征每个

信道相对于选定主信道的幅度、相位和时延。

一旦您构建了自己的测量系统，那么如何执行这些要求的校准，又如何处理这些结

果呢？

图 2. 使用经过校准的测量系统的 8X8 相控阵天线 3D 波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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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信道接收机校准 

为了校准多信道接收机的参考信道或主信道，我们必须使用一个参考信号源为测量接收

机提供激励信号。

不过，要想校准频率高达 6 GHz、带宽仅有 160 MHz 的多信道接收机的主信道（这是

开发 LTE 和 LTE-Advanced 技术天线的典型设置），通常不需要这个步骤。

对于高品质测量接收机的整个带宽而言，160 MHz 带宽是一个较窄的线性区域，它有望

提供适当平坦的幅度和相位平坦度响应。如果您不知道测量接收机在这个相对较窄的

带宽上的质量，您可以使用多信道校准工具来控制窄带信号源和接收机执行这个校准

步骤。

为了在接收机 6 GHz 至 40 GHz 的频率范围和高达 1 GHz 的测量带宽内对主信道执行校

准，我们需要使用 Keysight U9391F 梳状发生器作为我们的参考信号源。梳状发生器能

够以射频输入信号的整数倍生成频率谐波，并能在很宽带宽上为梳状信号提供优异的幅

度和相位平坦度，使您可以将在射频、微波和毫米波频率所生成的宽带信号的幅度和相

位变得平坦。

这个多信道校准工具可以跨越预期的测试频段扫描信号源和接收机硬件，并使用 

Keysight 89600 VSA 软件来测量接收机每个信道的中频响应。

这个多信道校准工具随后计算所需要的优化系数，以便补偿接收机主信道的非平坦中频

响应，并使出现的多余相位和幅度变化变平坦。

一旦计算出这些优化系数，校准工具便能创建一个优化文件，并利用 Keysight 89600 

VSA 软件功能来为这个信道应用用户自定义的均衡滤波器。当使用 89600 VSA 软件在

这个信道中测量表征您的相控阵天线设计时，假设在被测器件处执行了参考面校准，接

收机响应已经获得补偿，并不再作为测量结果的一部分。



07 | 是德科技 | 持续改进的可对 MIMO 和波束控制表征的校准技术——白皮书

跨信道接收机校准 

一旦您的接收机参考/主信道经过校准，由于接收机信道的测量路径中有必要的夹具和

连通性，或是所有测量接收机目前都存在着信道间变化（例如本振相位噪声或电气路径

变化），您需要表征主信道与其他每个接收机信道之间的变化。

这个跨信道校准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宽带宽的激励源。是德科技接收机校准工具控制着

一个精密型任意波形发生器（AWG）和 E8267D 高性能信号发生器（PSG）组合作为激

励源。

在跨信道校准过程中，必要的信号源硬件和接收机与 89600 VSA 软件保持同步，多信道

校准工具会控制该信号源和接收机自动测量这个信道在整个频段上相对于主信道的时

延、相位和幅度变化。

通过功率分配器，源信号可以同时传输至主信道和另一个接收机信道。89600 VSA 软件

随后会测量并比较这两个信道。一旦连接了一个信道并将其与主参考信道一起进行测

量，多信道校准工具可以提示用户将下一个信道连接至功率分配器，以便执行接下来的

跨信道测量。直至所有信道均经过测量，这一步方可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主信道始终连

接至功率分配器的同一信道。

您也可以手动完成连接步骤。取决于您需要连接的信道数量，这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尤其是每个连接都必须紧固至指定的扭矩，并进行测量，然后断开等。多信道相控阵

天线设计性能非常依赖于相位和幅度的稳定度和精度，因此在这个阶段必须对接收机路

径中的所有连接倍加小心。

一旦对测量系统中存在的各种变化进行了表征，这个多信道校准工具便可以计算出恰当

的信道优化值，并将其作为 89600 VSA 软件中用户自定义的固定均衡滤波器。

通过充分利用开关矩阵和某些射频组合硬件，再加上 Keysight 89600 VSA 软件的功能，

您可以将高达 64 个不同的射频信道多路复用到一个 8 信道测量接收机中。注意，接收

机优化的整体质量高低，由测量系统硬件配置中使用的功率分配器和开关矩阵的质量决

定。在进行这些测量时，所有的外部夹具和信号调理器件应安装到位，以便您能在被测

器件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快速、高效的创建这个校准面。

我们推荐在该应用中使用Keysight 11636x 系列功率分配器，因为其具有出色的相位跟踪

性能（±2°）和非常宽的频率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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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校准工具

如图 3 所示，这个多信道校准工具使用了一个基于引导式用户界面的向导程序，它会实

现自动化和引导您完成测量接收机单信道和跨信道校准所需要的校准过程。

这个工具引导您建立信道间连接；然后控制并设置测量系统进行所需的测量，再计算测

量接收机每个信道所需要的优化。该工具还能够载入功率分配器适用的损耗文件并在跨

信道校准中使用，不过在实际器件测量中，它随后会被移除。

多信道校准工具使您能够为多个频段测量和创建优化文件，当您设置测量系统在不同的

测量频段进行测试时，您可以使用本工具加载此前创建的补偿文件。

图 3. 是德科技多信道宽带接收机校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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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信道测试解决方案配置示例

图 4. 是德科技多信道测量系统示例

图 4 是一个 8 信道 MIMO 测量解决方案实例――S5020A，支持4G频段，同时也能够支

持最高频率达到 40GHz 的 5G 频段。(提示：只有 5G 频段会达到 40GHz)。该解决方案

包括窄带和宽带应用软件，以及用于校准测量系统的单信道和跨信道校准信号源器件，

如夹具和附件。

该解决方案包括宽带校准工具和 89600 VSA 软件。以上示例中的这个 8 信道系统可以

通过加入开关矩阵、额外的系统夹具和线缆以及 89600 VSA 软件，改造成一个支持 64 

信道的 FD-MIMO 测量解决方案。

不过，您必须意识到这些额外的系统部件可能会增加额外的系统损耗，使得测量系统超

出其大部分线性工作区域。在这些情况下，接收机输入端可能需要加入某些前置放大器

（例如 Keysight U7228F USB 前置放大器，2 至 50 GHz），用以改善本底噪声和动态

范围。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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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信道 MIMO 波束赋形测试

89600 VSA 应用软件仅使用一个 8 信道接收机便能支持高达 64 信道的 LTE-Advanced 

FD-MIMO 波束赋形应用。

您可以按照 89600 VSA 软件所使用的 3GPP 附属 LCS（3GPP Adherent LCS）坐标系统，

全面表征完全的 3D 辐射波束方向图。89600 VSA 软件包括标准解调测量（例如 EVM），

以及用于 ACLR 和 SEM 测量的游标和极限线等功能。在方位面和垂直面的 2D 测量分析

可确保您的相控阵天线方向图波束图与模型一样。

图 5 所示的 3D 波束方向图只是以 LTE/LTE-Advanced 信号为基础。8x8 相控阵天线的

波束方向图同时包括主广播波束和用户设备（UE）波束。89600 VSA 软件能够测量并显示

基于 PRB 的波束偏斜，并按照每 UE/PRB/TTI 显示，同时包括水平和垂直波束方向图。

89600 LTE-Advanced VSA 软件使您能够验证相控阵天线和波控算法正常运行。

图 5. 89600 VSA 软件显示全维度的 LTE 波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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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空间多路复用和波束赋形应用要求测试设备的各个信道经过严格校准，以实现精确测

试。是德科技提供了测量级的宽带多信道信号源和分析仪解决方案，以便对天线设计进

行全方位测试。为这个系统增加是德科技多信道校准工具和 89600 VSA 软件功能，可以

优化所需的校准方法，加速执行精确而可重复的测试系统表征，从而让系统发挥独特的

价值。

您可以专注于测量多信道阵列的真实性能，快速完成验证，并对达到或超过基站设计目

标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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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eysight.com/go/quality
是德科技公司

DEKRA 认证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是德科技渠道合作伙伴

www.keysight.com/find/channelpartners
黄金搭档：是德科技的专业测量技术和丰富产品与渠道合作伙伴的便捷供货

渠道完美结合。

DEKRA Certified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演进

我们独有的硬件、软件和技术人员资源组合能够帮助您实现下一次突破。

我们正在开启技术的未来。

从惠普到安捷伦再到是德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