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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工程师，您需要充分发挥射频技术的效能。用户体

验非常关键，并且用户的期望值也较高。那么，如何才能充

分发挥射频技术的效能？

如今，市场对无线数据的需求日益增多，数据用户数量也在

不断增长，但可用的频谱却有限。您可以通过采用复杂的协

议和物理层来尽可能地提高频谱效率，以应对用户数量的增

长。但是，随着无线设备的增多，射频工程师必定会遇到干

扰问题，这也将成为日益严峻的挑战。

由于存在各种干扰、电池电量限制，同时还要符合各种标准

和不断变更的监管规定，所以传输如此庞大的数据绝非易

事，但您可以做到。在用户看来，这简直就像是一种魔法。

无线技术已扎根于我们的生活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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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技术的先进程度 
简直就像是施展了魔法一般。

Arthur C. Clar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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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如何查明收发信机是否正常工作？为了验证当今复

杂的调制方案是否正常工作、是否与其他调制方案共存，您

必须进行测试。无线测试对于丰富多样且数量不断增多的互

联技术至关重要。当然，这种测试非常复杂。测试必须精

准、可靠、高效，而且在不同地点、不同开发阶段以及收发

信机框图中的不同阶段，测试获得的结果也要一致且可重

复。测试设置和测试算法非常重要。尽早发现问题，对于满

足开发成本目标、抓住市场时机至关重要。

很多商业无线物理层都遵循同一个性能标准，以便确保各厂

商产品之间的互操作性。这些无线标准非常复杂并且还在不

断演进。虽然充满挑战，但您必须要不断努力，达到最新标

准的要求。测试工具一定要以可靠的测量专业技术为基础精

心打造，这样，您就可以集中精力关注工程实施，从而充分

发掘先进射频技术的效能。

射频测试让梦想变为现实

无线测试对于丰富多样且数量不断 
增多的互联技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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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收发信机期间，射频工程师将会开展很多项不同的测

试，这些测试可以分为几大类：射频频谱和功率、干扰、调

制以及功耗，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您并不希望射频功率太高或太

低，也不希望在错误的时间出现

射频功率，因为这可能会降低收

发信机的效率。了解一些关键步

骤，将会确保您在器件中合理地

使用射频功率。

了解各种类型的干扰对于成功传

输数据至关重要。确保利用各种

合适的工具来侦测干扰源。

调制技术如今已更趋成熟，能够

在存在干扰和频段拥塞的情况下

可靠地传输大量数据。通过获取

洞察，了解如何测量调制质量和

诊断其中的问题。

很多射频器件都是便携式器件，因

此用户希望电池使用寿命要尽可能

地长。功耗的优化面临着多方面的

挑战。了解尽量延长射频收发信机

电池使用寿命的关键步骤。

射频频谱和功率 射频干扰 调制 功耗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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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频谱和功率
洞察 1

在适合的时间使用适合的功率

射频功率非常关键。如果功率太高或太低，或者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射

频功率，那么收发信机的效率将会降低，甚至变得无效或不能工作。

射频功率决定了信号可以发射的距离，并且对电池使用寿命也有很大

影响。因此，合理使用射频功率是关键。

监管法规和标准要求对可以发射的最高功率做出了限制，但在限制范

围内，还有很大的空间供射频技术发挥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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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频谱和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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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效共享有限的频谱，大部分数字调制信号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

脉冲化处理或帧化处理。此外，在单个猝发脉冲或帧内，功率也经常会变

化，目的是为了支持接收机的同步和均衡工作。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前导序列或训练序列，或者是使用时分多路复用的时

候。因此，执行射频功率测量的时机非常重要。此外，无线系统中的很多

射频信号都跟噪声差不多，因此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均分布功率，并在整

个频段或信道内测量。 

图 1.2：使用时间选通查看 GSM 时隙 3 的频谱。图 1.1：包含 8 个时隙的 TDMA 制式信号（在本例中，为 GSM）；时隙 0“关闭”。

执行射频功率测量的时机 
非常重要。

射频频谱和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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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号结构复杂，射频功率的测量需要严格按照无线标准进行。标准中

可能会从载波群、调制类型或在训练序列上触发等特定方面对射频功率测

量做出规定。在某些射频功率测量中，时间选通必须与帧前导码中的特定

符号或帧数据部分中的符号一致。此时，选通频谱测量非常重要，因为选

通游标只能选择帧的指定部分进行分析，并不会分析其余部分。同样的，

频段功率游标可以隔离频域中的信号，一般是隔离单个信号的功率、信号

的某个部分或特定频段内的功率。频率扫描和测量方法可能会非常复杂，

并且越来越难以手动设置。

使用符合标准的测量应用程序是一种可靠且一致的方式，可满足标准或惯

例要求，确保顺利完成测量。

图 1.4：LTE 信号频谱图，通过对有重叠的连续信号采集结果进行后期处理而得
到。符号之间转换点处的频谱扩展使您无需对符号解调，即可看到符号时序和子

载波的变化。

图 1.3：在现代无线系统中，当配置中包含累积的 ACLR 时，由于使用了非连续载
波聚合，所以 ACPR/ACLR 测量设置可能会非常复杂。

射频频谱和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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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复杂，我们最终还是能使用射频信号。在查看系统内的各个信号

（如 LO）是否正确时，真实可靠的功率计可能是您首先使用的工具。接下
来，您需要使用信号分析仪来进行一系列基本射频功率测量（如失真度测

量和信道功率测量），以及更为复杂的特定标准射频功率测量。如果要在

射频系统中存在其他信号的情况下测量小信号，信号分析仪也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许多因素都可能造成这种状况。您可能要尝试在有干扰或噪声的

情况下测量信号。常见的例子就是测量多个信道中的某一个信道。通过调

除其他信号和宽带噪声，信号分析仪能够让您看到更接近于本底噪声的信

号。当您尝试测量同一频率范围内相对其他信号较小的信号时，您就需要

一台信号分析仪。

图 1.5：很多功率计都可以选择时序参数，测量不同时间点的功率。这是使用猝发
脉冲平均功率设置，对 LTE 信号的一个子帧进行的测量。

SENSe:SWEep:APERture 1 ms

One sub-frame = 1 ms

射频频谱和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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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执行射频功率测量的关键步骤
1. 首先，应选择一台精度较高、频率范围与信号源对应的功率计。使用
可互换的功率传感器，这可以让功率计在保持良好阻抗匹配的同时，

具有特别宽的频率范围，从而提高测量精度。选择能够测量峰值功率

的功率计与功率传感器组合，以测量随时间变化的信号的特性、动态

参数、热现象或电源相关效应。

 
 
 
 
 
 
 
 
 
 
 
 

2. 使用信号分析仪进行频率选择性测量。首先进行基本的射频测量，如
失真度测量和信道功率测量。然后执行特定标准的射频功率测量，以

进行选通频谱和频段功率测量。选择一台内置有这些测量功能（通用

射频功率测量软件或特定标准测量软件）的信号分析仪。

此外，脉冲信号可能存在瞬态效应和漂移的问题，尤其是在高频射频和微

波系统内，此类系统的物理器件尺寸通常较小，因此热时间常数也较短。

瞬态效应对于使用数字预失真技术的系统也非常重要。在这些情况下，矢

量、解调以及信号记录/回放工具可能非常有用。

应用指南：发射机测试：克服五大挑战
应用指南：接收机测试：克服五大挑战
博客文章：微小射频功率误差

了解详情

射频频谱和功率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2696EN.pdf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2695EN.pdf
https://community.keysight.com/community/keysight-blogs/rf-test/blog/2016/09/16/sneaky-little-rf-power-errors


揭秘如何充分发挥射频收发信机的效能   |   10

射频干扰
洞察 2

干扰无处不在

当今的无线收发信机面临着无处不在的干扰。只有可靠地传

输数据才能让用户满意；了解各种类型的干扰对于传输数据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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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免许可的频谱中，如工业、科学及医疗

（ISM）频段，都将会遇到干扰。由于一台设备中存在多个无线器件，因
此自相干扰的可能性也值得关注。作为一名工程师，您的工作是开发出

一台优质的收发信机，它能够抵抗无处不在的干扰并始终可靠的工作。

为此，您需要了解各种干扰并做出合理应对。这可能意味着要找出并消

除干扰。还可能意味着要选择一种能够抵抗大部分常见干扰的调制方案

及相关协议。

由于干扰无处不在，因此业界已经设计发明了很多方法，让射频收发信机

能够抵抗各种类型的干扰，确保始终可靠。重传信道切换和冲突避免等技

术能够在干扰导致传输中断时，保证数据吞吐量。OFDM 或跳频扩频等调
制方案能够很好地适应噪声较大的频谱环境，因为它们能够有效地抵抗窄

带干扰。此类抗干扰的技巧是射频工程师必须掌握的绝招。

图 2.2：对这个五载波 LTE-Advanced 信号的实时频谱测量同时显示了带内和带外干扰。
图 2.1：本频谱图显示了信号概况及其在间隔大约为 26 ms 的 2.45 GHz ISM 频段中的
特性。这种高度重叠的实时测量提供了 WLAN 猝发脉冲、Bluetooth® 跳频以及微波炉
泄漏的详细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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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数据流动，您需要了解发射机的抗干扰性能以及接收机的响应性

能。在开发能够在实际应用中正常工作的收发信机时，生成干扰信号是

一个重要方面。您将需要同时考虑连续干扰和随时间变化的干扰，才能

确保开发出一款可靠的收发信机。

为了探究不同类型干扰的影响，您需要一整套工具。首先，您需要全面了

解干扰以及收发信机的性能，以免遭遇意外的干扰，最终让用户失望。有

些类型的干扰难以捕捉或者是间歇性地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利用频谱图

显示、快速扫描、实时频谱分析（RTSA）以及记录/回放功能将极为明智。

图 2.4：本实时数据的频谱图显示了时间信息而非密度信息，从而更清晰地显示出
信号特性随时间的变化。

图 2.3：利用与扫描频谱分析方法相同的设置，实时密度显示视图能够快速呈现此频
段的频谱占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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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干扰预兼容： 
尽早测试和经常测试

电磁干扰（EMI）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干
扰，自成一类。您最好是尽早了解 EMI 特
性，以便在进行故障诊断和优化时，对

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经

常测试能够尽量发现各种可能出现的问

题，而如今的测试工具能帮助您更早、

更好地进行电磁干扰预兼容测试。电磁

兼容性（EMC）认证是开发过程的一个环
节，但是认证测试结果不能出意外。

图 2.5：进行 EMI 测量时，经常需要扫描和搜
索超出限制的信号。

侦测干扰的关键步骤
1. 通过复杂的调制和复杂的协议来生成真实信号 — 其中同时包括符合
标准的信号和干扰信号。射频信号发生器可以取代振荡器和合成器，

它能够产生各种连续波和调制干扰信号及闭锁信号。选择具有以下特

性的信号发生器：能够生成符合标准的信号；内置矢量任意波形发生

器、深存储器以及宽调制带宽。

 
 
 
 
 

2. 分析干扰信号：无论是内部产生的干扰，还是来自被测器件（DUT）
外部的干扰。选择具有快速扫描、频谱图显示和 RTSA 功能的信号分
析仪，提高您发现干扰信号的能力。如果信号分析仪能够升级，您可

以在需要时添加新功能。

3. 利用信号记录/回放功能。您可以连续进行信号测量，不断更新测量
结果，也可以采用后期处理模式，对通过实时采集操作连续记录下

来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实时采集和后期处理的一个优点就是，能

够利用不同测量（包括矢量和调制）反复分析信号，并且无需重新记

录，即可使用不同的中心频率和扫宽来重新测量所采集的数据。

利用自身的系统知识将数据汇总，从而对被测器件需要抵抗的干扰有一个

更完整的理解。

网上直播录像：EMI 干扰分析与故障诊断 
博客文章：在频谱灾难到来之前，射频干扰将让我们步履蹒跚
应用指南：发射机测试：克服五大挑战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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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keysight.com/main/eventDetail.jspx?cc=US&lc=eng&ckey=2817224&nid=-11143.0.00&id=2817224
https://community.keysight.com/community/keysight-blogs/rf-test/blog/2017/11/01/rf-interference-will-hobble-us-before-the-spectrum-apocalypse-arrives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269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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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
洞察 3

以更快的速度传输更多数据

在互联世界中，核心目标就是以更快的速度传输更多数据。 

客户无时无刻不在希望扩充信道容量，这样才能为越来越多

的、需要大量数据的用户提供他们所需的内容。在这个方

面，行业中正在发生很多神奇的进步。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转移到使用更高的频率，这更容易获

得连续频谱。但在大部分情况中，您必须要更充分发掘当前

可用频谱的潜力。调制技术如今已更趋成熟，能够在存在干

扰和频段拥塞的情况下，可靠地传输大量数据。更密集的星

座、更近的载波间隔、更复杂的调制或多路复用方案以及扩

容措施（例如 MIMO）等等，这些创新的方法如今已得到越来

越普遍的应用，我们正利用它们来更多地发掘固定数量信道

的潜力。正交频分多址接入（OFDMA）等技术能够与所有这些

要素兼容，并且开始在 802.11 WLAN 和蜂窝通信标准中流行开

来。 

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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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数据吞吐量是先进调制方案的一项重要优势，但并不是唯一的优

势。每个传输猝发脉冲中携带的数据越多，意味着功耗和频谱效率更

高。最终，通过一个猝发脉冲发送的数据越多，发射机需要工作的时间

就越短。这意味着占用信道的时间更短，但电池电量也消耗得更快。

更复杂调制方案的优点非常明显；但在设计考量和优化时需要做出一些

权衡。这需要进行一些算术运算，以及一个能力足够强的处理器。幸运

的是，现代的处理器结构足够紧凑、性能足够强大而且足够节能，能够

在手持式设备中执行大量处理工作。

调制质量是收发信机的一个关键指标；它体现了收发信机的理解能力和

被理解能力有多强。随着调制方案越来越密集和复杂，器件调制质量的

评测当然也变得更加复杂。如今很多调制质量的测量都与时间相关，可

能要求仅在特定时间内进行测量，例如仅在数据传输期间或训练序列中

进行测量。了解您所实施的无线标准需要何种调制质量测量将非常重

要。但是，这些测量的设置往往并不简单。在很多情况中，无线标准都

比较复杂，因此很难甚至不可能可靠地手动设置这些调制质量测量。预

先配置并经过验证可进行这些测量的测量应用软件是一笔巨大的资产。

图 3.1：这些测量应用软件能够提供复合多测量显示，帮助您更全面地了解信号质
量和特性。此 LTE 测量结果屏幕快照中包含星座图、检测到的分配、帧摘要以及总
体误差摘要。为了便于优化和故障诊断，测量根据信道类型进行了颜色编码。

调制质量是一项关键指标；它表征收发信机的理解能
力和被理解能力。

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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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多载波调制类型，误差矢量频谱和误差矢量时间测量均非常有

用，并且深受关注。游标耦合是一种进行故障诊断的强大功能，但经常

被忽视。使用游标耦合，通常的做法是确定具有异常误差量的信号，然

后把游标放到它上面，再把其他测量迹线中的游标与它耦合。这样， 
就可以将误差峰值与星座点、幅度值、特定子载波或特殊符号时间关联

起来。

图 3.2：Keysight 89600 VSA 软件的频域和时域测量结果组合显示，其中包括带宽游标
和猝发脉冲长度游标。下方迹线是信号的对数标度幅度或射频包络，包括垂直选通

游标。使用该游标，可以选择指定的时间记录部分，根据该部分计算上方迹线中的

频谱。时域迹线还表明所测量的帧比其他帧短。

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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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调制质量的关键步骤
1. 首先从频率和时间测量开始，了解相应的基本知识。大部分信号分析
仪都无法可靠地解调符号率或带宽错误、频率误差较大、信噪比较差

或组帧/时序不当的信号。虽然有时候直接跳到调制质量测量确实很
吸引人，但是最好还是要从频谱和射频包络分析开始。验证信号中心

频率、带宽和信噪比，以及任何其他时域和频域参数是否符合您的无

线标准。

2. 基本的数字调制分析能让您了解元器件或系统的调制质量，并确认是
否符合标准。基本数字解调中最常用的显示是：星座图、调制质量汇

总表、所传输符号的列表，以及一条或多条指示调制误差的迹线。根

据此信息，再结合自己对系统的了解，您可以更清楚地找到产生误差

的机制或潜在原因。

图 3.3：基本解调结果的典型 4 迹线显示包括一幅星座图、一个误差汇总
表，以及一条表示误差随时间和/或频率变化的迹线。该星座图是由多个
符号、子载波和调制类型分层叠加而成的复合星座图。

调制

3. 先进的数字调制分析是故障诊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很多情况
下，这些先进方法都是旨在对信号的特定部分或特定方面进行针对性

分析，再将不同测量结果关联起来，最终确定问题原因。例如，针对

特定载波或载波组的分析，可以隔离频段边缘特定频率的问题，便于

比较导频载波和数据载波。特定符号分析通过有意更改符号与脉冲之

间的调制类型、间歇性或周期性误码源，最终隔离可能的误差。其他

误差源可能包括射频开/关切换、电源、稳定或热效应。

数字解调/调制分析取决于算法，而不同的算法可能对受损害信号产生不
同的结果。在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使用一致的算法，能够减小这种影响，

从而防止浪费时间。

应用指南：发射机测试：克服五大挑战 
应用指南：成功分析调制信号的三个步骤

了解详情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2696EN.pdf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0-6997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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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耗
洞察 4

您可以获得的最长电池使用寿命

很多射频器件都是便携式器件，这意味着它们是由电池供电

的。现代的便携式器件一般由可充电电池供电，但是某些专

用器件，例如很多 IoT 产品，可能仍在使用传统的原电池。用

户希望其器件能够有足够长的充电间隔时间。用户一直都希

望电池使用寿命尽可能长。低功率和超低功率器件的功耗、

效率以及信号质量的优化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电池、电源或电源转换器的限制需要工程师在即时功率、总

功率和射频性能之间做出权衡。在不断变化的消费类产品

市场上，这些权衡无论是在功能方面还是竞争方面都非常 

重要。

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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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间的低功耗是一项基本要求，其他由电池供电的器件也是如此。但

是，对于射频工程师（特别是设计 IoT 及类似器件的工程师）而言，由于
要实现超低功率静止模式以进一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因此还面临着其他

一些挑战。要想实现较长的充电或电池更换周期，以及管理睡眠状态和工

作状态之间的转换，了解静态功耗至关重要。

图 4.1：示波器视图（上）中显示了 30 ms 的电流消耗动态，数据记录仪视图（下）
中显示了 30 s 的电流消耗动态。此类测量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器件或子系统的真实
功率需求。

了解静态功耗对于实现长使用寿命至关重要。

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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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要尽早了解电池限制对设备的影响，以免将来出现性能问题，到时会

更难解决。电源容量、电池使用寿命和电池尺寸是三个重要考量因素。后

期发现的微妙问题或瞬变问题可能在现实应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因电池

电量导致的射频问题，其后果包括不符合法规要求、用户体验差以及在与

同类产品的竞争中落败。

图 4.2：Keysight CX3300 系列器件电流波形分析仪的专用电流传感器能够在不影响
低负载电流感应能力的同时，大幅抑制高频电流噪声。这种双通道传感器采用同

时双量程视图技术，实现了几乎五个数量级的动态范围。

后期发现的细微问题或瞬变问题可能 
在现实应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 

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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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您的收发信机和用例，您可能还需要进行实时信号分析或信号采集

与回放，以隔离可能很短暂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您都可以使用触发器

将功率波形与数字信号和信号分析仪测量结果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跨域 
关联。

尽量提高电池使用寿命的关键步骤
1. 选择输出特性能够与实际应用中的电源限制相符的电源。这样就可以
帮助您预测由电池供电的器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工作特性，避免产

生任何意料之外的问题。使用这些工具尽早验证器件是否正常工作，

追踪问题，以及找出可能影响基本设计决策的限制因素。

2. 使用器件电流波形分析仪等工具获得功率消耗的真实测量值。特别要
注意动态变化的、超低电流状态和电流转换。

3. 在使用真实供电的最差条件下，对子系统或 DUT 进行四大类测量 — 
频率、时序、功率、调制质量。

图 4.2：CX3300 器件电流波形分析仪配有模拟输入和数字输入，并能够保证分析结
果的一致性。数据总线的状态与电流消耗相关，因此可用于触发其他测量，例如

射频信号分析仪上的测量。

功耗

应用指南：发射机测试：克服五大挑战
应用指南：精确测量电流的 7 个技巧 
应用指南：MCU 省电模式转换的精密电流测量

了解详情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2696EN.pdf
https://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2118EN.pdf?id=2838227
https://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1592EN.pdf?id=27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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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线始终指向上方和右侧，因为用户日益增多，需要的数据也不断增

长，但是可用的频谱却是固定的。为此，无线技术正在向更高频率、更大

带宽和更复杂调制的方向发展。以创新方式使用当前可用频谱的技术将会

继续发展，例如通过载波聚合等技术充分利用频谱中的非连续频段。测试

工具也将继续追踪这些发展而推陈出新，使技术梦想变成现实。

调制方案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最终，您仍需要更高效地利用可用的

频谱。在此方面，多信道调制方案（例如 MIMO）可以发挥作用。幸运的

是，如今有各种多信道信号分析仪和信号发生器解决方案可供选用，这

些解决方案都采用与单信道解决方案相同的算法，因此您可以继续放心地 

使用。

技术上的改进，包括处理器、信号处理以及电池技术，是开发先进解决方

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您的任务是让这些解决方案为您所用。

射频工程师将继续站在技术发展的潮头，寻找充分发挥射频技术效能的方

法。

前进永不止步
结论

想要随时获得新教程、技术和最佳实践，请关注是德科技实验室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上的是德科技射频测试与测量页面，以及订阅我们的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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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keysightrf/
http://www.youtube.com/user/KeysightOscilloscope
http://community.keysight.com/community/keysight-b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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