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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3GPP 5G 标准NSA方案的正式发布，5G NR相关

商用产品的开发工作已经加快，2018年将是5G标准确定和商用

产品研发的关键一年。当前，5G正处于标准确定的关键阶段，

国际标准组织3GPP将于今年6月份完成5G SA第一版本国际标

准。我国于2016年初率先启动了5G研发和试验，目前已经进入

第三阶段研发试验，将推动5G系统设备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

作为5G的关键技术之一，大规模多天线技术，是在基站收

发信机上采用超大规模天线阵列（比如数百个天线或更多）实

现了更大的无线数据流量和连接可靠性。相比于传统的单/双极

化天线及4/8通道天线，大规模天线技术能够通过不同的维度

（空域、时域、频域等）提升频谱效率和能量的利用效率；3D

赋形和信道估计技术可以自适应地调整各天线阵子的相位和功

率，显著提升系统的波束指向准确性，将信号强度集中于特定

指向区域和特定用户群，在增强用户信号的同时可以显著降低

小区内干扰、邻区干扰，是提升用户信号SINR的绝佳技术。

如何评价大规模多天线技术，针对协议上有关大规模多天

线技术的设计及算法，采用什么样的测试指标和测试方法；怎

样衡量大规模天线系统整体性能，大规模量产时整体的系统怎

样验证；大规模天线系统在不同应用部署场景下，各种场景下

性能如何验证；都是需要从测试角度充分考虑的问题。凭借在

5G技术及测试领域的积累和优势，大唐移动在大规模多天线测

试方面取得了较多的进展。

协议设计测试
在5G NR协议中为了提高覆盖的性能在不同的传输信道定

义了不同的下行导频，针对不同用户使用不同的DMRS，同时定

义了多种多端口CSI-RS专门用于信道质量测量和预编码码本的

计算。在上行信道也采用相同的思想，定义不同用户的DMRS和

多端口SRS用于信道质量的测量和预编码码本的计算。天线数增

多后，业务信道的覆盖通常能满足要求，而控制信道的能力并不

会随着天线数增多而增强，因此控制信道的覆盖将会成为系统性

能的瓶颈。在NR系统中，针对控制信道引入了波束扫描增强覆

盖的技术。在大规模多天线中，需要选择合适的波束扫描的宽度

和频率，进行波束管理和波束跟踪。在不同用户位置和信道环境

下，需要验证基站采用何种码本发送和接收，采用发送几端口

导频才能使用户之间干扰很小，导频占用开销尽量少，频谱效

率最优。针对上述问题，大唐移动提出了对应的测试策略。

1.进行上行导频和预编码测试，通过移相系统或者信道模

拟系统，远中近点用户构造不同用户间干扰及多径信道对不同

端口的SRS发送方案和上行预编码版本的计算，进行导频开

销、码本计算准确性测试。

2.进行下行导频和预编码测试，验证不同端口的CSI-RS

发送方案和下行预编码码本的计算，进行下行测量导频开销、

码本计算准确性测试。

3.进行波束扫描的测试，通过移相系统或者信道模拟系

统，模拟用户的不同位置和不同的运动方向，水平+垂直运动，

确认不同的用户接收到理论应该接收的波束，同时进行覆盖增

强的增益的测试。

关键算法性能测试
在现有的一体化系统的架构下，大规模多天线系统的基站

研究的方向主要包括：基站天线架构设计、物理层信号检测、物

理层信道估计；MU-MIMO配对算法、用户调度和资源分配策

略等。随着天线数的增多，大规模多天线的性能将会趋于平缓，

天线趋于很多时，信道之间趋于正交，此时可以使用多用户复用

（MU-MIMO）。MU-MIMO技术的核心是信道估计和多用户

配对算法。快速有效的信道检测与估计；根据场景和应用，选择

合适的多用户配对算法进行物理资源的调度和资源分配。针对

以上这些关键算法的研究，需要进行相应的验证测试。

首先，需要进行天线校准测试。为了实现精确波束赋形，

射频信号路径间的相位差须小于±5°。通过使用移相器或者信

道模拟器对大规模天线的所有射频通道进行校准结果的验证。

其次，需要进行干扰抑制性能测试。为了降低用户之间

的干扰，针对给每个用户发送的赋形信号之间干扰要尽量小，

基站需要进行干扰抑制，在不同信道场景不同用户位置的情况

下，进行干扰抑制的性能测试。

最后，需要多用户配对性能测试。通过连接信道模拟器，

在不同信道场景不同运动速度好中差点多用户同时存在情况

下，选择合适的用户之间进行配对，进行吞吐量最大化的多用

户配对性能测试。

大规模天线系统整体性能测试
对于大规模天线系统，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射频单元和

信号辐射单元合为一体的有源天线。对于在频段范围6 GHz以

下的时候，波长相对较大，各射频单元之间的间距还比较大，

可以采用传统的传导方式进行测试，但是针对有源天线整体的

测试，还是需要进行一体化的OTA测试。对于在频段范围大

于6 GHz的毫米波频段，由于波长很小，各射频单元的间距很

小，同时射频单元与辐射单元都集成在一起，不能再使用传统

的传导方式进行测试，只能进行OTA测试。

通过OTA的方式进行系统的业务性能测试，验证通过空口

OTA传输，经过信道模拟后，在不同信道场景多用户同时存在

情况下，系统的整体业务性能，对系统整体性能和覆盖不断进

行优化和测试验证。

对于大规模有源天线的生产测试，也主要采用OTA的方

式，包括辐射测试、波束测试和收发信机功能测试，例如所有

收发信机打开时的误差矢量幅度（EVM）测量。可高效快速的

验证产品是否合格，节约测试时间，节省测试成本。

不同场景的性能测试
大规模多天线系统主要的部署场景包括：宏覆盖、微覆盖

和高层覆盖。宏覆盖场景基站覆盖面积较大，用户数多；微覆

盖场景主要针对热点区域，比如大型赛事、演唱会、交通枢纽

等用户密集度高的区域，覆盖面积较小，用户密度高；高层覆

盖场景主要是通过位置相对较低的基站对高层楼宇提供覆盖，

用户呈现3D的分布，需要基站能够支持垂直方向的覆盖，进行

3D的赋形。同时还会存在郊区覆盖或其他无线回传场景。

对不同部署场景的验证，在外场环节则可以直接通过真实

组网进行。而在实验室环节主要是通过构造不同的信道环境，

模拟不同场景。使用信道模拟系统模拟基站和用户的不同位置

及角度以及传播参数，比如选择Uma场景还是Umi场景、是

LOS还是NLOS传播、用户位置是呈水平分布还是水平+垂直

分布等，还需要考虑用户分布密度、运动速度等等。通过对不

同部署场景的构造，进行不同场景业务性能的验证，达到对于

外场应用场景的实验室测试覆盖。

随着网络的持续演进，天线阵子与射频单元的深度融合，

大规模有源多天线系统将是未来发展的主流，一体化测试和空

口测试将会成为未来测试的演进方向。未来，大唐移动将持续

发挥5G技术及测试优势，积极助推5G快速发展。

大唐移动 5G 大规模多天线测试解决方案

随着5G时代的推进，智能终端产品作为宽带射频应用最大

的消费市场面临着一系列开发与验证的问题。其中，越来越小的

设计空间与电磁辐射杂散性能之间的矛盾，将是商业研究人员开

发和验证中面临的巨大挑战。若要以更高的精度、更强的自信探

索开创性的概念，来推动现有技术发展、以创新创造革命、将 

5G 愿景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在工作中选择更为适

合我们的调试、测试解决方案。

克服这些难题需要对智能终端设备进行有效的测试和测量，

这样能确保准确地生成和分析信号，从而正确地测试和测量通信

链路（如发射机和接收机）。采用的信号生成和分析解决方案应当

提供快速的测量时间和切换速度，并且具有可扩展性，让测试工

具可以适应用户不断变化的测试需要。另外解决方案还应具有灵活

性，以确保它们支持当前和未来的制式。有了这些解决方案后，我

们才能放心的在研发、调试、验证中寻找出合适的、较优的、低

成本的方案从而缩短开发周期，进而抢先获得消费市场认可。

本案例向我们揭示了一种通过使用频谱仪和近场探头测试解

决方案来完成无线智能通讯设备的辐射杂散调试的方法。一个快

速精准及高性价比的设备往往能够高效的完成研发验证。以下来

详细分析：

某无线智能终端案例要点：

● GSM850 RSE测试三次谐波辐射超标

● 2.2GHz频率裕量较小

图1 调试前辐射杂散测试结果             图2 调试前传导辐射测试结果

调试设备：

Keysight CXA N9000A+ N9311X 套件

步骤：

首先，针对三次谐波分析杂散辐射来源是否通过传导传播，

通过测试验证此频率下传导杂讯的裕量在9dB以上。接下来的思

路转移到了辐射的杂讯上。

针对辐射问题，我们要寻找出干扰的噪声，使用频谱分析仪

在频域分析会更快速精准的找出方案。这里我们使用性价比较高

的CXA N9000A频谱分析仪，搭配使用N9311X 套件中的磁场

环形探针来扫描手机的近场杂讯。通过使用较低灵敏度的环形探

头可以发现在天线区域存在较大的谐波，如图3所示 2.55GHz峰

值达到了 -43.29dBm。

从测试结果来看，谐波超标很严重，这一点与天线区域的杂

讯信号很相似，考虑到传导嫌疑已经排除，因此分析的重点集中

到了天线区域的非线性器件。从如图4所示原理图可以看出，天线

的调谐开关是正常工作的，由于天线开关本身是非线性器件，因

此首先确认天线开关的影响。将天线开关旁路（天线仍然正常）

如图5所示，发现此时2.55GHz的杂讯可以降低到-55.7dBm左

右，因此可以确定天线区域的杂讯就是调谐开关造成的。

在这里由于仅GSM850的三次谐波出现问题，且能较快确

定最强辐射范围，因此无需再进一步使用高灵敏度的磁场环形探

头进一步精确定位。

图3 调试前2.55GHz近场辐射结果

 ↑ 图4 调谐开关旁路

 ← 图5调试后2.55GHz近场辐射结果

接下来针对2.2GHz频点处辐射杂散的裕量不足，可先用

N9311X 套件中的低灵敏度磁场环形探针以及来扫描及点测手机

的近场杂讯，如图6所示发现该频率以及750MHz的信号最强近

场辐射区域集中在PCB的下半部分其中一个电源网络，此电源

网络会经过较多高频成分的芯片以及杂讯较多的LED以及按键区

域。经过查阅电源和芯片文档得知其开关频率的大约为1.9M，

该频率成分的电源噪声会在调制过程中频移到信号频率两侧。然

而由于使用较低灵敏度的探头智能确定处板上下半部分都是可能

的辐射杂散信号源，却无法定位精确的位置。此时我们需要进一

步使用套件中精度更高的磁场环形探头或者垂直向磁场探头来确

定最强区域。最终发现在750MHz+/-17MHz在红色框标示区域

最强。测试结果请参考图7所示，此处750MHz附近的近场辐射

为-83.21dBm，2.25GHz处最大近场辐射为-44.18dBm。

图6 调试前750MHz及2.25GHz近场辐射最强区域

图7  调试前750MHz及2.25GHz近场辐射测试结果

由于2.25GH大约是750MHz的三次谐波，因此我们首先针

对750MHz做滤波设计。为了克服这种干扰应该对基带信号加以

滤波，阻止高频成分传播和搬移。如图8所示是一种推荐电路，

其中电容C1、C2和L2可作为备选，将此电路加在图6黄色框图

标示的电源入射端口附近做滤波。

图8 建议增加滤波电路

采用此滤波方案后的再进行近场扫描Max Hold的结果可

参考图9所示近场辐射结果，此处750MHz附近的近场辐射已

经下降到了-92.42dBm，2.25GHz处最大近场辐射下降到

了-53.08dBm：

图9  调试后750MHz及2.25GHz近场辐射测试结果

最后我们再进入暗室完成一次全频带范围内的辐射杂散扫描

和传导扫描，最终结果请参考图10和图11所示。可以看出辐射

杂散结果有明显改善，同时传导辐射也有所改善。

    图10  调试后辐射杂散测试结果        图11  调试后传导辐射测试结果

如何有效地进行无线辐射杂散调试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卫星通信系统、导航系统、定位

系统及其相关应用向大容量、多功能、多频段、超宽带、小型化

方向发展，移动卫星通信中的天线需要具有宽波束、宽频带、圆

极化等特性。谐振式四臂螺旋天线具有宽波束、优良的广角圆极

化特性、半球形辐射方向图等性能，使其成为常用的卫星通信天

线之一。

本文设计了一款应用于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中的印刷式四臂

螺旋天线，传统意义上的四臂螺旋天线它在谐振点附近带宽较

窄，为此，本文在四臂螺旋天线每一条辐射臂的基础上再寄生两

条辐射臂以增宽频带宽度，使用AnsoftHFSS软件进行建模，

对其各参数进行优化，并加工制作了天线实物，进行了测量，测

试结果表明，天线的3dB轴比宽度为150°，天线的3dB波束宽

度为136°，在1980-2010MHz、2170-2200MHz频率范围

内驻波比都小于2，实测和仿真结果基本一致。相对于常用的圆

柱形螺旋天线，方形结构可以很好的和手持设备契合，而且具有

更高的辐射效率。

1  天线结构
传统的四臂螺旋天线结构如下图1所示，当臂长为λ/4的偶

数倍时，则非馈电端短路，当臂长为λ/4的奇数倍时，则非馈电

端开路。螺旋臂一圈周长L1、螺旋天线轴长L2，螺旋直径D、

螺旋圈数N、节距S之间的关系为：

本文所设计的四臂螺旋天线基本结构如下图2所示。辐射臂

由LDS技术雕刻到ABS材料上，主辐射臂由四条长度略短于4 

*λ/4的金属条带组成，其宽度为a1。寄生辐射臂由八条长度略

长于4*λ/4的金属条组成，其宽度为w1，其中在天线的非馈电

端将寄生辐射臂短路，馈电端将主辐射臂和寄生辐射臂相连并连

接同一个馈电点，这样

会产生两个谐振点，调

节主辐射臂和寄生辐射

臂的长度使它们谐振在

所需要的频段内。底部

用同轴线进行馈电，同

轴线连着一个一分四的

移相器，四个端口之间

幅度相等，相邻端口之

间相位90°相差，实

现天线圆极化。

2  天线仿真及实测结果
2.1  天线仿真及分析

利用Ansoft 公司的电磁仿真软件HFSS 软件进行了仿真，

并利用HFSS软件对天线进行优化，优化后天线的主要参数尺

寸为：方形螺旋天线边长a0=12.5mm，螺距S=16.8mm，

螺旋圈数N=1.25，升角α=。主辐射臂宽度a1=2.3mm，寄

生辐射臂宽度w1= 1.5mm。下图3是仿真的回波损耗图，天

线的谐振点落在所设计的

频段内。在最低点回波损

耗为-23dB，天线的上行

10dB阻抗带宽为3.3%，绝

对带宽为66MHz。天线的

下行10dB阻抗带宽2.5%，

绝对带宽为54MHz。

图4是天线在中心频点2.09GHz处的三维辐射方向图。从

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天线的实际增益可以达到4.2dBi，且方向

图绕z轴旋转对称。图5是天线在中心频点2.09GHz处仿真的左

旋、右旋增益方向图，天线的左、右旋极化隔离度为45dB，天

线在68°范围内增益都大于3dBi。

图4 天线的3D辐射方向图           图 5 天线左旋和右旋圆极化辐射方向图

图6是仿真的天线

轴比图，天线的3dB轴

比带宽为，在这个波

束范围内，最小轴比

为0.2dB 。不难看出

随着频率偏离中心频

点，轴比逐渐增大，

圆极化性能变差。

2.2  天线实测结果

下图7是加工制作的实物图，馈电部分由同轴线连接了一个

一分四的移相器，可以看到整个天线结构紧凑。同时使用矢量网

络分析仪以及暗室对加工制作的天线进行了测量。

图8是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上测得的驻波比图形，在1980-

2010MHz、2170-2200MHz频段内驻波均小于2，满足设计要

求。图9是在暗室中测得的天线中心频率2090MHz处天线的三

维方向图。

3  结论
本文设计了一款方形的宽频带宽波束四臂螺旋天线，同时

给出了方形四臂螺旋天线的仿真结果和实测数据。结果表明，该

天线具有优良的半球型方向图、广角圆极化、宽波束等特性，整

个天线结构比较紧凑，非常适合用于移动手持终端。

方形宽波束四臂螺旋天线设计方案，
以增宽频带宽度、辐射效率

    ↑图1   传统四臂螺旋天线
        模型

→图 2   天线仿真模型

图3 天线的回波损耗图

图 6 天线轴比图

图7 天线实物图

图8 天线的电压驻波比

图9 天线的三维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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