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ight W1908
汽车雷达库
适用于汽车雷达场景仿真的一整套高度参数化的
仿真模型和参考设计

技术资料

引言
Keysight EEsof EDA SystemVue W1908 汽车雷达库带有全面的工具，可用于频率调制连续波
（FMCW）雷达波形生成、信号调制、天线建模、信道仿真和信号处理。用户只需连接不同的模型，
就可建立各种独特的汽车雷达仿真场景。同时，参考设计（比如多目标距离和速度测量以及使用
天线阵列的三维扫描雷达）能够为用户提供更简单的起点，帮助他们在早期仿真和原型设计时实
现自己的设计理念。

图 1. 利用汽车雷达库在 SystemVue 上使用 MUSIC（多信号分类），进行到达角 (AOA) 测量。

主要优势
– 利用各种仿真场景在微波和毫米波频段轻松验证汽车雷达
– 首先介绍一些工作区实例，比如线性 FMCW 多目标检测、汽车雷达三维扫描，以及采用
微多普勒效应检测的行人场景
– 采用测试和测量设备直接从仿真中生成 FMCW 波形和场景
– 与是德科技 89600 VSA 软件互通，确保整个设计过程中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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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的设计理念引入到真实的汽车雷达场景中
哪些人需要使用 W1908 汽
车雷达库？
– 希望验证独特的雷达波形设计、

汽车雷达库配合 Keysight EDA SystemVue 电子系统级仿真平台，可将关键、安全和复杂的
场景集成到尖端可靠的汽车雷达设计中。它可为具有成本和时间限制的项目提供高效的解
决方案，比如设计和开发方向角 (DOA) 及相位比较等算法。

方向角（DoA）计算、微多普勒
效应检测等的汽车雷达基带算

汽车雷达库中具有多散点目标参数化仿真模型，可以协调文件导入，在具体目标上实现虚

法开发人员。

拟化的微多普勒效应。这个库还能够导入天线方向图文件，进行地面杂乱回波仿真。

– 需要评估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
信道数、天气、杂乱回波等效应

把 SystemVue 平台连接到测试和测量仪器之后，用户可在示意图工作区中添加输入和/或
输出，上传和下载数据文件，从而缩短从仿真到测试和制样的产品开发周期。

的汽车雷达系统设计师。

汽车雷达库能够做些什么？
– 生成线性 FMCW、MFSK 和快速调频信号
– 多目标检测仿真
– 天线三维扫描仿真
– 行人微多普勒仿真
– 雷达场景；仿真地面杂乱回波、行人，和多散点目标
– 通过 EMPro、HFSS 和 CST 天线文件导入进行相控阵仿真
– 在更少信道下进行相位比较和方向角估计
– 仪器连接、测量数据上传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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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

表 1. 汽车雷达库 W1908EP/ET 中的模型。

汽车雷达库目前有 40 多个模型，包括新的

仿真器
发射信号生成
发射信道和天线

模块和 W1905 雷达模型库中可以利用的模
块，以及参考设计和更多汽车雷达实例。汽
车雷达库中还带有独特的行人（步行者）场

目标和环境

景模型。
接收器信道和天线
信号处理

模型
CW、FSK、LFM（线性调频）
发射天线、发射天线极化、发射相控阵、发射多信道、发射
DBS 2D
目标、回波生成器、目标散点位置、目标轨迹、平台、杂乱回波
2D、杂乱回波 H、相位移动、传播损失、RCS、杂乱回波生成、
目标回波
接收天线、接收天线极化、接收相控阵、接收多信道、接收
DBS 2D
MTD、MTI、CFAR、DOA、检波器

Keysight EDA SystemVue 用户可以借助 W1908 库中的参考模型及其自己的知识产权 (IP)，
快送轻松地设计汽车雷达组件和系统。

信号生成
– 基本波形包括 CW、FSK 和线性 FM 调频
– 从 SystemVue 中把波形下载到 Keysight
任意波形生成器和矢量信号生成器，升
频至射频、微波和毫米波频带

图 2. 本图涵盖了各种可创建和下载到 Keysight 仪器的 FMCW 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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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模型
关键参数包括：
– 目标位置、初始距离、速率、高度和速度
– 行人的 10 个以上的散点（散点坐标、
RCS 等）
– 目标散点位置、目标轨迹
– 步行者、奔跑者、移动中的汽车等常见的
场景和带有定制轨迹的定制场景模型

图 3. 在安全方面越来越重要的是，必须要了解人体的不同部位会有不同的相对动向，需要及时显示
在多个多普勒中。

天线模型，发射和接收，
以及环境
关键参数包括：
– 杂乱回波 2D 和高度
– 通过 M （水平）和 N （垂直）进行三维
扫描，等于 MN 平面阵列
– 相位移动、传播损耗
– 雷达散射截面 (RCS)、杂乱回波生成和
目标回波
– 导入天线方向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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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908 汽车雷达和 W1905 雷达模型库之间的区别
在满足汽车雷达组件和系统设计和仿真的即时需求方面，汽车雷达库 W1908 的拥有成本低于雷达模型库 W1905。

表 2. 比较 SystemVue 库。
SystemVue 元件
型号
用户配置文件
提供

关键实例

应用
包括
系统要求

汽车雷达库
W1908EP/ET
汽车雷达系统架构研发工程师、算法开发人员和系统
验证人员
40 多种模型，包括新的和 W1905 中可以利用的模块、
参考设计和其他汽车雷达实例
行人场景模型仅在这个库中提供
线性 FMCW 多目标检测
汽车雷达三维扫描
微多普勒效应（行人检测）
支持 FMCW、FSK 和线性 FM 调频的汽车雷达
不包括 W1720
W1461 SystemVue Comms Architect 软件

雷达模型库
W1905EP/ET
研发工程师设计和仿真通用雷达、军用/电子战雷达
和脉冲相关应用
110 多个高度参数化的仿真模块，几十个现成的通用
参考设计
这个 库 中 还 提 供了脉 冲压 缩、脉 冲 多 普 勒 、电 子
战、SAR 和 STAP。

商用和电子战/军事应用，包括一些汽车雷达实例
W1720 相控阵波束赋形套件
W1461 SystemVue Comms Architect 软件

仿真和应用实例
带有汽车雷达库的 SystemVue 是用户用来建模、设计和验证汽车雷达系统的仿真平台。设计人员使用 SystemVue 软件中提供的下列实
例，可以快速进行仿真。

表 3. 汽车雷达库 W1908EP/ET 中提供的实例。
示例工作区
AutomotiveRADAR_3Dscan.wsv
AutomotiveRADAR_MicroDopplerEffect.wsv
AutomotiveRADAR_MultiTargetsDetection.wsv
AutomotiveRADAR_MUSICAOA.wsv
AutomotiveRADAR_PhasedArray.wsv
AutomotiveRADAR_PhaseDifferenceAOA.wsv
AutomotiveRADAR_SignalGeneration.wsv

说明
使用相控阵三维扫描，识别汽车雷达场景信息
行人建模和检测
使用线性 FMCW 信号检测多个目标的距离和速度
使用 MUSIC（多信号分类）进行到达角（AOA）测量
相控阵转向图示
使用三个接收天线元件的相位差进行到达角（AOA）测量
线性 FMCW、FSK 和 MFSK 信号生成和仪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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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和应用实例（续）
实例：线性 FMCW 多目标检测
通过使用单音线性 FMCW 信号，通过回波
和每个目标的拍频实现上下调频，用户可以
对多目标检测进行仿真，并在距离-速率图
中显示它们。

图 4. 该实例显示检测到的三个目标，并在距离-速率图中显示。

实例：汽车雷达三维扫描
汽车雷达不仅需要方位角方面的，而且需要
距离和速 度方面的目标高度角信息。凭借
二维扫描系统，需要通过扫描阵列（M 元水
平接收阵列和 N 元垂直发射阵列）进行额
外的高度区域扫描。M 接收和 N 发射信道
(M+N) 等于 MN 平面阵列，因此空间可以被
划为方位、高度和角点网格，实现三维扫描
并对其进行虚拟化。通过让发射阵列进行高
度扫描，接收阵列进行方位扫描，设计人员
能够在 SystemVue 中获得数字、切片二维
和三维空间分布等各种仿真结果。

图 5. 通过创建具有平台位置和目标位置、速率、目标 RCS（雷达散射截面）和更多参数的三维扫描场
景，设计人员可以利用各种迹线和分布图对结果进行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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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和应用实例（续）
实例：行人目标模型的微多普勒
效应
汽车雷达可以检测运动的对象，包括车辆和
行人或一些静态对象。车辆目标只有一个多
普勒值，因为车辆的每个子部分都是相对
静止的；而行人目标则有更多的子部分，比
如胳膊和腿有着不同的瞬时速度。人在行走
时胳膊和腿的动向具有周期性；多普勒频谱
会随着时间发生周期性的变化。汽车雷达可
以通过微多普勒频谱的分布情况轻松地区
分汽车目标和行人目标。

图 6. 行人目标模型实例不仅有预定义的速度和高度参数，微多普勒频谱中还有待绘制的子部分相对
移动模型，分别用来指示头部、脖子、胳膊、躯干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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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信息
汽车雷达库 W1908 可以作为一个选件，
被添加到任何 SystemVue 核心环境或套
装中，比如 W1461BP SystemVue Comms

型号
W1908EP/ET

说明
汽车雷达库

Architect 软件。
可用的 SystemVue 核心环境：
– W1461 SystemVue Comms Architect 软件
– W1462 SystemVue FPGA Architect 软件
– W1464 SystemVue RF Architect 软件
– W1465 SystemVue System Architect 软件
– W1467 SystemVue Array Architect 软件

更多信息
www.keysight.com/find/eesof-systemvue-automotive-radar

产品信息
www.keysight.com/find/eesof-systemvue

产品配置
www.keysight.com/find/eesof-systemvue-configs

有用的视频
www.keysight.com/find/eesof-systemvue-videos

申请 30 天评测
www.keysight.com/find/eesof-systemvue-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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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传真: 800-820-2816、400-820-3863
电子邮件: tm_asia@keysight.com

是德科技软件将我们渊博的专业技术集于一
身，供您轻松下载使用。从设计首次仿真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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