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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超宽带通信技术（ｕｗＢ）在未来室内无线多媒体接入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研究超宽带室内信遭澜量技术
不仅有利于室内通信系统性能分析，而且有利于加速超宽带通信在民用和商用上的进程。本文在典型的办公楼室内
环境下。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分别在ＬＯＳ和ＮＬＯｓ场景中进行ＵｗＢ信道频域测量，并用ＬＡＢＶＩＥｗ软件对测试数
据进行拟合处理。分析计算后得到的信道参数。信遭参数表明，由于室内环境复杂产生的通信阻塞效应，使ＮＬ０ｓ场
景中信道衰减比ＬＯＳ场景中更大。在小尺度频域测量中，实测波形很好的反应ＵＷＢ在室内传播的多径现象，并可
以看出多径呈簇，相对于ＮＬＯｓ场景，Ｌ１３ｓ场景中多径数较少，而且多径能量损耗较小。结果表明。通过频域测试得
到的信道参数满足实际信道建模，多径衰落特性与实测统计特性相符，从而验证了测试方法以及数据处理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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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署徽：笺怒鬻嚣器慧牒

超宽带ＵＷＢ（ｕｌ臼ａ诵ｄｅｂ∞ｄ）技术是目前无线通信领域

或相对带宽（即带宽除以中心频率）大于ｏ．２的信号嘲。园

的研究热点之一阻“。超宽带技术以其显著的带宽和优异的

为信号频谱极宽，ＵｗＢ系统可以在较低的信噪比条件下，实

本文于２０１２年３月收到。

－基金璃目：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ｗ２００９１ ０）赍助课题、用于物联网的短距离无线通信关键技术试验平台建设
（２１５０５１０）资助课题，匕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重点项目短距离无线通信关键测试技术研究与驻证（１０５１１５０２６００）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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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达１ Ｇｂｐｓ的无线传输速率啪。同时，ｕｗＢ系统可采用

３００ ｋＨｚ～２０

与其他通信系统共享的方式使用频谱，无需独占特定的频

收发，本实验中设置１号端口为发射端口与发射天线相连，

段。通过采用极低的发射功率，ＵｗＢ系统可以有效的避免

４号端口为接受端口与接受天线相连，为了最大程度上减

对其它通信系统造成干扰。深入了解超宽带信号的室内多

少网络分析仪和天线之间的损耗，采用了低损耗馈线连接。

径传播特性，是设计超宽带系统的基础，因而构建更加准确，

同时，为了获得较好的传输信道特性，将天线的色散效应降

更加有效的室内仿真模型变得日趋重要。

低到最小，选择了全向圆锥天线。

ＧＨｚ睁“。网络分析仪有４个端口配置，均可

为了建立并完善超宽带室内多径信道模型，人们已经做
了许多理论性的研究，但是对于实际场景中的信号传播的衰
落和成簇性，只有通过大量的实测数据才能做出评估。许多

参考文献中已经阐述了几种典型ＵｗＢ信道模型并对其进
行修正。且大多数采用的是模拟器仿真方法获得ＵｗＢ信道
的特征参数，但该方法所得结果的准确性依赖于模拟器的参
数，不能够精确地反映实际场景中的信道状况“‘５］，因此本文
采用实验法来具体探浏实际信道获得器特征数据。综合考
虑室内状况以及现有仪器设备，并比较实验法中的时域探测
技术和频域探测技术的优缺点胁“，在本文中采用频域探测
技术来测试ＵｗＢ信号在室内信道中的传播特性。
本文在典型的办公楼室内环境下进行ｕｗＢ的信道建
模，在３．１～４．８ ＧＨｚ范围内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ＶＮＡ
（ｖｅｃｔ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对ＬＯＳ和ＮＬＯＳ环境下ＵＷＢ

信道进行频域测量。然后使用ＬＡＢＶＩＥｗ软件对ＶＮＡ测
量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并提取出具体的信道参

数，根据参数特性拟合出ｕｗＢ室内大尺度信道衰落模型，
与现有的ＵｗＢ信道模型相符，并且通过比较在ＬＯＳ环境

和ＮＬＯｓ环境下，分析了ｕｗＢ信道衰落的大尺度和小尺
度特征符合实际场景，从而验证ＵＷＢ频域测试方法和数
据处理的正确性以及模型建立的合理性。

ｌ探测模型与测量平台

固

利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ＵｗＢ频域测量可以确定信
道的复信道转换函数，其测量系统框图如图ｌ所示，本文利

散姑处理计算机

用矢量网络分析仪和射频开关获得信道的传输矩阵。通过

图２测量平台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计算即可得到信道频率响应对此频率分
量的幅度值和相位值，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转换为信道冲
击响应表达式，矢量网络分析仪在测量频带内进行步进阶
梯式的离散频率测试，对每一个频率段重复上述过程，即可
得到该频带内的信道频率响应。

２测量过程
２．１

设置无线参数和系统参数

在系统测量之前，需先在网络分析仪中设定以下参数：

在本文测试方案中，信道传输矩阵的获取利用多端

中心频率、带宽、扫描范围和要测量的点数，以及中频（ＩＦ）

口矢量网络分析仪来完成，其测量平台如图２所示。在本

带宽等，中频带宽值是进行测量所需的时间和噪声本底之

文实验中，所用的Ａｇｉｌｅｎｔ ＥＮＡ网络分析仪的频率范围是

间的折中值，具体参照表１测试参数。

衰ｌ测量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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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系统校准

在测量之前，必须对系统进行校准，以便消除由连接

（１，６）

天线和网络分析仪的元器件所引起的衰减和相移，本测试
实验中采用了Ａｇｉｌｅｎｔ ８５０５２Ｄ校准零件。校准后系统的
幅度和相位噪声非常低，幅度噪声最大值为ｏ ｄＢ，相位噪
声为。度。
２．３测量环境

现场信道测量选择在一个实验室房间（中心７楼）进
行。该实验室建筑主体框架为钢筋混凝土，内部墙体主要
由砖和石膏板建成。图３给出该实验室的平面布局，其形
状呈正方形，实验室内物件主要包括由隔板分隔开的办公
隔间（包含办公桌椅、电脑）、玻璃门、机柜、实验台、以及放

（６＇１）

（６．６）

置在实验台上的各种仪器设备。此实验室内散射物体比

图４本地探测方格

较丰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室内传播环境。
实验室内，发射天线位置Ｔｘｌ，接收天线位置ＲＸｌ、
Ｒｘ２，如图３所示。ＴＸｌ一ＲＸｌ为直视路径场景（ｄ＝ｏ～
６

３探测结果

ｍ），Ｔｘｌ—ＲＸ２为非直视路径场景（ｄ＝ｏ～６ ｍ）。测量

时，物体摆放位置固定不变，并尽量控制人员走动，以保证
测量信道的稳定性。

在３．１～４．８ ＧＨｚ的频率范围内，利用ＶＮＡ按照上述
的测量过程进行频域测量，测量数据以．ｃｓｖ格式数据文件

按照ＬＯＳ与ＮＬＯＳ环境分别进行存储，以分析不同状态
下的信道特性。
在Ｌ０ｓ环境下共测量了６０个局部点，测量距离选掉
ｏ～６ｍ的范围，每个局部点测量２０次，故共测量１ ２００组
数据；在ＮＬＯｓ环境下共测量了３个大位置点，测量距离
选择ｏ～６ｍ的范围，每个太位置点３６个小方格位置点，每
小方格位置点测量１０次，故共测量１ ０８０组数据。
３．１大尺度衰落

由于在室内ＵｗＢ是短距离高速传输并存在严重的多
径现象，因此路径损耗模型（即大尺度信道模型）的建立首
先能够反映ｕｗＢ信号在信道传输中随着距离变化的统计
特性ｏ”］。一般情况下，在ＬＯｓ和ＮＬＯｓ ２种测试环境中，
根据Ｆｒｉｉｓ自由空间传播公式可以得出室内路径损耗模
图３

型为：
ＵｗＢ信号实测信道环境结构和测量位置

ｒ

，，

１

ＰＬ（ｄ）＝ｌ ＰＬ（磊）＋ｌｏｍｇｆ手１ ｌ＋ｘ．（ｄ）
Ｌ

２．４测量环节

式中：ｄ是收发天线间距离ｆＰＬ（也）是基准距离（一般面＝

１）固定发射天线．将发射板和发射天线固定在图３中

Ｔｘｌ位置，移动接收天线，把接收天线安置在一个可以自
由移动的小车子上。
ｍ

内，每间隔１０ ｃｍ的圆弧上测试２０组数据，并求其平均值，

从而获得大尺度信道统计特性。
４ ｍ、６ ｍ

Ｊ

１

ｍ）的路径损耗；ｌｏｙＩｇｆ手１是相对的平均路径损耗，７为
、“Ｏ，

路径损耗指数，表示路径损耗随距离增长的速率，与测试

ｚ）路径损耗特性测试，位置选择，在收发天线距离６

３）多径传播特性测试，收发天线的距离定为：１

（１）

、口０，Ｊ

环境相关；墨（ｄ）是阴影衰落函数，服从标准方差为ｄ的对
数正态分布。

对所测得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到ＬＯＳ和ＮＬＯＳ
ｍ、

３个位子，在每个位置布置６×６的长度为６０ ｃｍ

环境下ＰＤＰ平均值，如图５ ＬＯＳ路径损耗，图６ ＮＬＯｓ路
径损耗，通过这些平均值来分析路径损耗与距离的关系。

的正方体方格，如图４所示，然后在每一个小方格里探测

如图５、图６所示，以１０ｌｇ（ｄ）为横坐标，可以看到大尺

获得信道脉冲响应，并求其平均值，从而获得小尺度信道

度路径损耗随着测试距离的增大而增大，即随着收发端之

的统计特性。

间距离的增大，接受到的信号功率会以指数分布逐渐降
低。相较于ＬＯＳ环境下，ＮＬＯＳ环境下衰减更快。这是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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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潇潇等：基于网络分析仪的ＵｗＢ频域测试
合实际测试情景，因为ＮＬ０ｓ下发射信号遇到复杂障碍
物，信号在穿透障碍物或是被障碍物反射．散射时被吸收
了较多的能量，使得损耗较大。

３．２小尺度衰落

小尺度特性包括测试环境的小尺度衰落和由于多径
引起的传输波形失真。由于ｕｗＢ信号应用在１０ ｍ以内
的室内环境，在短距离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传播环境影响，
多径分量较大且幅度随着时间增加而衰减。
图７、图８中可以看出，无论是ＬＯＳ情况还是ＮＬＯｓ

情况下，实测波形很好的反应ｕｗＢ在室内传播的多径现
象，并可以看出多径呈簇，相对于ＮＬＯｓ情况，ＬＯｓ情况下
多径数较少，而且多径能量损耗较小、较易接收。

图６

ＮＬＯＳ路径损耗

按照图５、图６所测得数据分别研究ＬＯｓ和ＮＬＯｓ场

景下ＰＬ与距离的关系，分析计算得到路径损耗指数及阴
图８

影衰落，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ＮＬＯＳ多径损耗

ＰＬ与ｄ关系参数

４结

论

基于ＵｗＢ技术的无线系统的设计，依赖于精确地信道
模型，而无线信道模型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作环境的
影响，因此需要大量精确地信道测量。有效的数据测量是
由表２可以看出，实际测试的路径损耗与测试距离的

描绘ｕＷＢ信道传播特性所必须的，对信道特性的准确把握

关系，ＮＬＯＳ衰减比ＬＯＳ衰减更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进行

是设计ＵｗＢ通信系统的前提。从本文的基于网络分析仪

信道测试的实验室比较大，而且室内环境复杂，办公桌椅、

的ｕＷＢ频域测量方法可以看出，不论是在Ｌｏｓ还是ＮＬＯＳ

实验设备与隔断组成的障碍区造成了阻塞效应，这造成了

环境下，信道的路径损耗都可以较好的拟合距离衰减模型，

信号由不同路径到达接受端的相对时延大，损耗严重。可

并且多径分量呈簇分布，由此证明了本文测试方法的正确

以说本文测试得到的数据应该是相对较为复杂的特定室

性，并为ｕｗＢ信道模型的搭建提供实际测量数据支持。

内环境下的ｕｗＢ传输情况。

（下转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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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分析，解析执行方式是一种非常低效的方
式。它并不改变本地机器指令．每接受一个数据包解析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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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核中通过即时编译函数ｂｐｆｊｉｔ—ｃｏｍｐｉｌｅ将虚拟指
令直接编译成机器指令ｂｐｆ－ｆｕｎｃ函数，从表中看出性能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方式提高十倍多。ＪＩＴ方式既能实现动态灵活
配置，又能达到较高的性能要求。
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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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一个ＡＲＭ即时编译器的设计与实现［Ｊ］．商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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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统ＢＰＦ过滤器以解拆方式执行，效率低下，不
能广泛应用于高速网络数据处理。对ＢＰＦ过滤器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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