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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电子系统级（ESL）
方法可以提高置信

度，确保以更少的

时间和成本使相控

阵项目达到或超出

技术指标的要求。

系统级设计对于开发相控阵 
项目的四大优势

相控阵天线的开发正在步入新时代；现如今，速度和敏捷性已经是致胜的关键。

与传统的特殊产品开发项目相比，最新的 5G 及卫星通信系统的商用相控阵开发

项目时刻都在面对上市时间和成本的挑战。低轨道（LEO）卫星的出现推动了空

间通信经济的迅猛发展；这将对全球 5G 网络在未来几年内的快速推广发挥重要

作用。 

设计人员不能容许把开发周期中太长的时间花费在电波暗室的物理原型测试上。

传统测试方法大多依赖于近似设计、硬件原型和大量的迭代测试，因此效率比较

低下。他们缺乏一种快速获得设计置信度的方法，并且一直存在因无法预测项目

进度而导致成本超支的风险。 

一种更好的方法
在高保真建模和快速仿真的推动下，一种现代化的 ESL 设计方法应运而生；该

方法可以根据技术指标的要求来开发相控阵项目，能够有效地保障及时性和控制

预算。通过 ESL 方法，设计人员可以创建出能够充分探索设计空间的虚拟原型，

得到一个符合技术规范的拓扑，然后根据全部要求来验证该拓扑，逐步提高其保

真度和准确性。一旦从仿真中获得足够的设计置信度，设计人员就会创建原型硬

件并在试验舱中进行测试。此时，设计人员只需要进行极小的调整，就可以使设计

全面满足技术指标的要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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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 方法的一个最大优势是设计人员可以探索和验证整个系统设计空间，包括阵列拓扑、

波束转向角、幅度和相位分布、旁瓣控制和天线元件故障。典型的相控阵技术指标非常繁

杂。但是，设计人员可以将其简化为远场模式的特性和相应的设计参数，从而得到所需的

技术指标。如果前端电子设备没有减损，设计人员便可通过一些简单的基本参数快速到达

远场（图 2）。 

图 1. ESL 虚拟原型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开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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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方法相控阵设计 ESL 方法相控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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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相控阵设计的典型技术指标和参数

典型的相控阵技术指标
• 增益
• 水平和垂直波束宽度
• 旁瓣电平
• 有用的转向范围（水平和垂直）

• 偏振测量

设计参数
1. 元件数量
2. 元件类型
3. 阵列几何
4. 元件之间的间距

5. 操作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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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与传统 RF 仿真时间（红线）相比，ESL 的仿真运行时间（蓝线）较短

Modern ESL Simulator

60 度 φ 范围与 30 度     范围
仿真 = X 秒 * 60 * 30 *10 = 18000 X 秒。
X = 0.38 秒，仿真时间= 18000 秒。
= 1.9 小时

现代 ESL 仿真器

获得显著优势
与传统方法相比，ESL 方法可以帮助设计人员快速探索和验证系统设计空间，并且具有许

多重要优势，特别是在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和降低成本方面。ESL 的四个主要优势包括：

优势 #1：ESL 的仿真速度更快
传统的 RF 仿真器速度太慢，无法帮助设计人员深入探索复杂的商业阵列设计。在仿真期

间，设计人员必须研究波束转向角度，通过自适应归零来降低旁瓣效应，而当每个元件在

每个方向上都失效时，设计人员必须检查远场模式和阵列功能出现了什么问题。

传统 RF 仿真器有许多不足之处。以典型的计算 256 元相控阵仿真所花费的时间为例，

假设计算远场的一个通道和一个方向需要花费 X 秒。设计师使用 1 度的分辨率，探索 60 度

范围内的波束宽度和 30 度范围内的高度。在每个方向上，天线元件的失效概率是 10％，

并且设计人员都要进行 10 次蒙特卡罗仿真。使用射频仿真器，设计人员在大约 90 秒

内可以运行 256 个射频通道，因此仿真时间为 450 小时 — 这么长的时间对于商业开发

项目来说是不可接受且不切实际的。

与传统的 RF 仿真相比，ESL 仿真运行速度非常快。使用相同的计算数据，ESL 仿真器

仅需 0.38 秒就可完成一次仿真，只需 1.9 小时即可完成全部仿真。超快的仿真速度使得 

ESL 方法成为相控阵设计的“必备”方法（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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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2：更容易设置的 ESL 仿真支持更详细的探索功能

ESL 仿真方法具有更快的计算速度，它使设计人员能够进行全面探索，及早获得较高

的置信度。利用高级模型库，ESL 仿真可以更快地设置相控阵原理图，以及轻松捕获系

统级设计。由于阵列是多通道系统，在简洁的模型库（图 4）中设置原理图可以使用更

少的部件。该模型库可以轻松创建 80-90% 不同类型的相控阵。 

通过更快的仿真速度，以针对天线阵列几何结构的探索为起点，设计人员能够轻松探索

更广泛的设计空间。设计师可以执行大量的仿真实验，例如： 

• 探索不同的阵列形状、大小和模式，调整每个元件之间的间距并查看其在远场模式
中的变化

• 调整幅度分布以控制旁瓣，快速试验不同类型的锥形维度以控制波瓣

• 扫描方向，查看扫描损耗和可接受的扫描角度范围

• 定义极化并启用双极化天线，研究介于正交垂直和水平极化之间的非理想极化带来
的影响

• 研究可编程移相器和衰减器的量化效应

• 检查天线元件故障及其对远场模式和相控阵系统本身的影响

设计人员还可以轻松学习多级架构。例如，在 5G 和未来卫星通信这样的宽带系统中，设

计人员必须要遵循设计仿真中的时间进展和相位进展。使用 ESL 仿真，设计人员可以先

执行粗略的时间延迟方法，再执行精细相位差方法，因此能够更切实际地运用相控阵。

图 4. ESL 仿真含有可以简化系统捕获的原理图库

256 单元相控阵原理图

Small Footprint Library

256 单元相控阵原理图

Small Footprint Library

“多年以来，卫星一

直在电信领域发挥着

广泛的作用，然而，

由于进入该市场的门

槛很高，卫星通信主

要服务于政府利益相

关者和主要通信服务

提供商。但卫星经济

的变化趋势是体积更

小且成本更低；像 
Space X，Blue Origin，
维珍银河（ V i r g i n 
Galactic）这样的新公
司以及其他私营企业

正在将投资转向把卫

星发射至轨道。鉴于

天基（space-based）
网络基础设施的重要

性，3GPP 标准机构正
在积极研究卫星在提

供 5G 连接方面所发挥
的作用。” 

—摘自 Sean Kinney 的 RCR 
无线新闻故事，“卫星在提

供 5G 通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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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3：ESL 模型具有高度极高的精确性

ESL 模型的保真度和精确性可以确保仿真出来的特性接近于实际硬件。它可以将测量数

据与仿真模型合并，计算出模型精度。例如，放大器图标按钮的功能与实验室中的实际

放大器完全相同。ESL 模型在变化的频率、偏置、负载和温度条件下捕获放大器特性，

并将该数据带入仿真器。使用 ESL 模型，仿真器可以产生真实的效果，而这一效果在以

往只有使用传统方法的硬件设施才能实现。 

针对所有的设计元件，设计人员还可以合并其电磁仿真的元件模式和反射系数的 S 参数。

然后，仿真器会切实考虑元件之间的解耦，产生通常只有使用硬件才能实现的效果。

ESL 方法可以精确模拟相控阵特有的有源阻抗或 Canning 阻抗。当扫描角度发生改变

时，设计人员可以扫描波束并查看每个元件的阻抗。假设放大器模型的功能是基于其所

连接的负载，那么变化的波束阻抗会影响放大器的性能。X 参数1模型包含不同的负载

阻抗。可编程衰减器和移相器模型包含每个状态的 S 参数。

从三个不同的波束扫描角度的实部和虚部阻抗绘制图可以看出，阻抗会随着扫描角度而

产生很大变化（图 5）。在实践中，设计人员为系统技术指标里的所有扫描角度执行仿

真，收集扫描阻抗的变化值。然后，他们统计发生了多少变化并修改设计，从而有效地

为连接到每个阵列元件的功率放大器匹配阻抗网络。

1 X 参数是是德科技公司在美国、欧盟、日本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X 参数的格式和基础方程已经公开，并且备
有证明文档。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Keysight.com/find/eesof-x-parameters-info

图 5. 从 L 到 R：考虑在 θ= 0，Phi = 0; Theta = 15，Phi = 0 和 Theta = 30，Phi = 0 时各
自的有效阻抗变化（蓝色是实部阻抗，红色是虚部阻抗）

Partinfo_AntennaZinActive_ArrayAnt1 Partinfo_AntennaZinActive_ArrayAnt1 Partinfo_AntennaZinActive_ArrayA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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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4：ESL 仿真负责处理杂散信号，实现标准一致性

ESL 方法可以快速分析并避免让连接到相控阵的非线性前端电子设备产生杂散信号。当

这些额外的频率到达相控阵天线时，会与预期的频率一起产生辐射。 

在传统方法中，设计人员使用电波暗室来侦测杂散频率，需要测量每个频率以了解其远场

模式 — 这个繁琐的过程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使用 ESL 仿真，设计人员可以在短短

数小时内了解杂散信号对远场模式的影响，而无需离开他们的办公桌。然后，他们可以在 

3D 和更直观的 2D 图表中绘制仿真结果，找到最大的辐射杂散信号频率。  

ESL 方法还有助于确保符合标准或监管机构的频谱发射要求。设计人员生成特定角度的饼

状图，并将 3D 图表中的每个频率绘制到 2D 图形上。施加频谱发射模板（SEM），设计

人员可以发现仿真中的任何违规设计。然后，设计人员可以快速纠正违规行为，例如在频

谱信号进入相控阵前端电子设备之前，设计人员可以调整位于放大器后面的滤波器。

在这个例子中，设计人员将滤波器从 9.2 到 10.8 的范围缩小到 9.5 到 10.5 的范围，消

除了 8 GHz 的信号违规（图 6）。同样，若在电波暗室中使用传统的物理原型方法，这

将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迭代测试和硬件重新设计过程。

图 6. 检查标准件的特性是否符合频谱发射模板（红色）

8 GHz 互调期违反了频谱发射模板（SEM）

调整滤波器

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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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ESL 方法可以帮助相控阵设计者充满信心地执行系统的最佳远场误差矢量幅度

（EVM）测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 5G 新无线电下行链路源进行空中（OTA）测

量。设计人员可以非常快速地从仿真中获得 EVM 绘图，而使用传统测量方法则需要

数天时间执行测量。

结论
采用 ESL 方法，相控阵设计人员可以获得四个主要优势：更快的仿真，对系统设计空

间的更详细探索，高度精确的建模以及侦测虚假信号和实现标准一致性。采用 ESL 方

法，设计师可以获得更高的置信度，花费更少的时间和成本设计出符合或超过技术指标

的相控阵项目。准备好在下一个相控阵设计项目中采用 ESL 建模和仿真了吗？请访问 

PathWave 系统设计（SystemVue），了解有关 Keysight ESL 软件解决方案的更多

信息，并申请 30 天免费试用。

其他资源：
系统架构师的相控阵开发套件

视频：如何设计相控阵系统？

网络研讨会：充满信心地设计相控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