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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分析不斷演進的天線設計， 
在 5G 競賽中旗開得勝
是德科技成功案例：5G 毫米波相位陣列天線測試

5G 大戰已延燒到多種產品類別，各家爭相比拼誰能率先推出 5G 裝置。未來 5G 裝置
將實現超高資料速率和高可靠度的理想，並以超低延遲和節能特性，帶來全新的體驗。 
想要達成這些目標，有賴於可部署創新技術（例如 MIMO 和波束成形）的相位陣列天線。
為因應這項挑戰，天線陣列需在毫米波頻率上運作，以處理數位調變信號。這些變化對
天線陣列的設計和測試流程，皆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一家航太與國防應用元件製造商的開發人員，便面臨此嚴苛狀況。該公司計畫率
先推出全新的 5G 天線，可在分配給 5G 頻率的特定毫米波頻段中，提供 1 GHz 頻寬。 
欲達成此目標，製造商的天線測試流程須進行重大變革，包括改成在毫米波頻段中產
生並分析信號，以進行空中傳輸 (OTA) 特性分析。是德科技提供設計工程師所需的工具，
用於對毫米波相位陣列所產生的數位調變信號進行特性分析。

組織
•	 元件製造商：航太與國防

挑戰
•	 率先推出在毫米波頻率提供	

1 GHz頻寬的 5G天線

•	 使用複雜的 5G信號對相位	
陣列天線進行特性分析

解決方案
•	 是德科技 5G波形產生器與	
分析測試台，提供桌上型儀器
的信號分析功能

結果
•	 以準確、可重測的 OTA量測，
確實驗證設計效能（EVM 

效能達 1%）

•	 快速修改天線設計，以滿足	
個別客戶的特定需求

案 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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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分析天線陣列效能
美國一家航太與國防工業元件製造商的工程團隊利用其專業知識，著手開發可在毫米波頻
段提供 1 GHz 頻寬的 5G 天線。他們設定了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藉由快速變更設計，對天
線效能進行微調，進而滿足開發 5G 裝置之客戶的特定需求。這些裝置製造商需要透過新
的天線設計，提供可靠且高速的連線。開發團隊必須找到新方法，來全面分析發射和接收
路徑，藉以了解並驗證變更設計後，天線效能有何改變。由於 5G 天線在毫米波頻率上運作，
OTA 測試技術變成不可或缺。

在執行 5G 專案前，開發團隊於試驗室中使 用向量網路分析儀 (VNA) 來驗證天線。然而，
VNA 中的 信號 產 生器 無法 產 生 經 過 數位 調 變的 5G NR 信號。套用逼 真的 5G NR 信號， 
是全面分析天線和陣列效能的關鍵要素。

解決方案：調整並應用 5G測試台
是德科技專業團隊將其 5G 波形產生器與分析測試台介紹給這家公司的開發人員（參見圖 1）。
此參考解決方案可滿足各式的測試需求，包含 5G NR (3GPP)、准 5G（5G 技術論壇）以及
客製的正交頻分多工 (OFDMA) 波形。

圖 1： 該 5G 測試台配置不僅可產生頻寬高達 44 GHz（左下）的 3GPP NR 信號，同時還支援高達 50 GHz（右）
的測試台頻譜分析，兩者均具有整合式 1 GHz 頻寬。

對波束成形和波束追蹤進行即時模擬和驗證，是此應用案例用於模擬真實環境的基本功能。 
射頻通道同相/正交 (I/Q) 星座圖、誤差向量振幅 (EVM)、天線碼型，以及波束寬度等，均為
重要量測指標。EVM 為信號品質的產業標準，用於評估射頻信號的效能。更嚴格的射頻效
能規範，突顯了 EVM 量測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研發和設計驗證階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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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解決方案包含是德科技信號產生和信號分析硬體及軟體元件。它使用 Keysight M9383A 

PXIe 微波信號產生器和 Keysight Signal Studio 信號產生軟體，來產生 5G NR 信號。M9383A

可在 1 MHz 至 44 GHz 的 頻 率 範 圍內 提 供 1 GHz 頻 寬。 開 發人 員 將 Signal Studio 產 生的
5G NR 信號載入 M9383A。在測試過程中，M9383A 被直接連接至待測天線陣列，以便將產生
的信號傳輸至信號分析儀。

該解決方案以 Keysight N9040B UXA 信號分析儀和 Keysight 89600 VSA 軟體來進行信號 
分析。連接至 UXA 的天線負責提供輸入信號。89600 VSA 軟體可對 5G NG 信號（包含 EVM）
進行解調和深入分析。EVM 是量測信號品質的關鍵指標。 不同的顯示畫面可簡化除錯、縮短
開發時間，使得元件製造商能率先同業，將新產品推出問市。

圖 2： Keysight 89600 VSA 軟體可並列多個量測畫面，以同步顯示 5G NR 和 LTE 載波的解調。

結果：更快分析修改後的設計
藉由使用是德科技 5G 測試台，該元件製造商的工程人員能夠利用 5G NR 信號，執行正確
且可重複的空中傳輸測試。最終結果令人驚艷：是德科技測試台可於空中傳輸配置中量測 
1% EVM。如此一來，該公司可向客戶展示每項 5G 相位陣列設計的真實效能。

此外，該測試台還能即時產生 5G 信號，並立即對發射/接收通道進行量測。利用這些功能， 
元件製造商可執行完整的測試，滿足 5G 製造商對更高效能的要求，並可快速變更設計， 
以因應日益升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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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速度是各家廠商未來能夠在 5G 競賽中致勝的關鍵，無論是裝置開發、網路部署速度， 
或是 驗證裝置和網路效 能的速 度。隨著 5G 世代 來臨，元件製 造商若能 越快滿足各項 
獨特需求，其客戶就能越快推出裝置。是德科技解決方案使得該元件製造商得以達成此
目標。例如，該公司推出了一項開發工具，協助客戶加速推展自己的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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