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 应用毫米波阵列

5G 时代来临，为我们带来了极高速率、极低延迟和极大容量的高级体验。5G 系统将占据大部分以
前和现在用于 4G 连接的 Sub-6 GHz 频谱。5G 的一个新特点是，现在可以将毫米波功能广泛用于商
业目的。随着毫米波频谱的使用，需要开发即可用于商业产品又兼具高性能和成本效益的射频架
构。这些射频系统需要波束成形阵列，能够扫描更宽的角度范围。

5G 毫米波应用的优势和问题
与 4G 系统相比，由于可用频谱带宽和 MIMO 天线数量的
增加，以及调制方案改进，5G 系统可提供更高的数据速
率、更大的网络容量，以及更低的延时和数据成本。5G
系统不需要电缆连接就能提供“光纤般”的数据速率，这
极大地提高了移动应用程序的数据速率。就像以前从 2G
过渡到 3G 或从 3G 过渡到 4G 一样，蜂窝数据系统从 4G
过渡到 5G 时，也会实现预期的实质性改进。毫米波频谱
的出现使 Sub-6 GHz 频谱得以重新利用。
正如我们所料，在将商业化的毫米波通信系统功能推向市
场时，会面临诸多挑战。

随着传输频率越高，信号覆盖范围就会缩小。所以，与
sub-6 GHz 频率相比，毫米波需要更高的增益。图 1 为路
径损耗和孔径增益随频率变化的曲线图，强调毫米波频
率对更高增益的需求。对高增益控制天线波束的需求表
明，阵列设计需要采用移相器。为了克服移相器的损
耗，LNA 和 PA 通常集成到阵列设计中，这就产生了成本
和功率问题。
如果要在密集的波束成形芯片组中容纳移相器、PA 等，
热管理也将成为毫米波阵列子系统设计和布局的一个重
要问题。对于商业通信系统来说，为确保产品在市场上
取得成功，从设计第一天起就必须考虑成本。图 2 列出了
5G 实施的优势和挑战。

天线增益随有效面积的变化

0.8 GHz
1.9 GHz
28 GHz

天线增益 (dBi)

路径损耗，自由空间 (dB)

自由空间路径损耗

范围 (km)
路径损耗随着频率变化而增加，使其在相似的范围内需要更高的增益

面积 (mm2)
但在固定尺寸条件下，增益会随频率增加

图 1 随频率变化的路径损耗和增益
APRIL 2021 / WP-21-04-052-TG
2021 年 4 月 - WP-21-04-052-TG

taoglas.com
taoglas.cn

优势

挑战

• 光纤般的数据速率

• 成本

• 巨大容量

• 功耗

• 低延迟

• 热性能

• 每比特成本低

• 覆盖和流动性

波束成形芯片组将包含 4 - 16 个射频端口，每个射频端
口连接到阵列中的一个单元。根据阵列中的单元数量，
所需波束成形器的数量可以相应地增加。例如，如果需
要 16 单元阵列，同时还要求双线极化（以 V-pol 和 H-pol
为例），那么阵列中将有十六个天线单元，每个单元有
两个馈电端口，分别与每个线极化组件对应。这会产生
32 个需要连接到波束成形器的馈电端口。

• 天线效率和多频段支持

算法说明
不同于 sub-6 GHz 应用下单个宽波束天线即可连接到 5G
端口，在毫米波频率条件下，需要一个阵列来克服路径
损耗导致的范围下降问题。阵列如果使用峰值增益更高
的天线，预计相关的波束宽度会降低。波束宽度下降就
需要“控制波束”。此时，波束成形器 RFIC 中的移相器
获得命令，需要在天线单元上赋予不同的相位，以便设
置不同的阵列主瓣方向，从而优化通信链路。

图 2 5G 毫米应用的优势和挑战

5G 毫米波无线电配置
5G 毫米波无线电与 4G 射频系统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
都配备基带处理器，该处理器是一种数据转换子系统，
由负责数字和模拟转换的 ADC 和 DAC 以及收发器组
成，。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 5G 毫米波需要高增益控制波
束阵列。所以此阵列子系统还需要电源和数字接口，以
及收发器的典型射频连接。陶格斯研发了多个与 5G 射频
系统相集成的毫米波阵列配置，我们将之称为阵列子系
统。图 3 为 5G 射频系统的功能块示意图，高亮部位为
阵列子系统。

如果要控制阵列波束，还需要一个数字连接通过基带单
元控制此阵列。阵列设计完成后，从校准过程开始测
试。阵列单元之间的幅度和相位分布由孔径光束，以及
沿方位角和仰角轴扫描角度的一系列波束位置和离轴波
束位置决定。采用 4 X 4 配置的 16 单元阵列可能需要 100
- 200 个独特波束位置才能覆盖整个视场 (FOV)。这些波
束位置在阵列子系统校准过程中确定，幅度和相位系数
存储在检索表中，供射频系统运行时使用。不同系统会
根据应用情况采用不同的算法，但是所有算法都必须能
够访问和控制阵列单元之间的幅度和相位分布。

阵列子系统包括天线阵列、波束成形芯片组、功率调节
器、射频与数字连接器等。阵列中的单元数量取决于系
统要求，例如 EIRP、增益及方位角和仰角的角度扫描范
围。考虑到应用于阵列单元的信号的幅度和相位变化，
波束成形芯片组将包含移相器、LNA、PA 和交换机。通
过移相器在阵列单元上的应用，可操纵波束的角度。

5G 功能块示意图
阵列/波速成形子系统分割为水平和垂直极化

毫米波阵列子系统

水平极化电路

PA

SPDT

LNA

移相器

PA
LNA

垂直极化电路

上/下转换器

移相器

DAC/ADC

DAC/ADC

合路器

SPDT

基带

移相器

PA
LNA

数据转换
ADC/DAC

上/下转换器

DAC/ADC

DAC/ADC

5G NR 基带单元

SPDT

收发器

PA
SPDT
LNA

SPDT: 单刀双掷开关
PA:功率放大器
LNA: 低噪声放大器器

APRIL 2021 / WP-21-04-052-TG
2021 年 4 月 - WP-21-04-052-TG

移相器

混频器 - PLL - ADC
– DAC

高速基带处理

天线单元 - 移相器 – Pas, LNAs – 开关

taoglas.com
taoglas.cn

陶格斯的价值主张：
复杂的毫米波阵列多层电路板设计

示例

由于同轴电缆和连接器会产生一些损失且出于成本考
虑，在毫米波频率下会尽可能地少用或根本不使用这些
组件。如果需要设计一个能够沿一个或两个主轴扫描的
毫米波阵列，考虑到成本和性能，最佳方法是在一个多
层电路板上设计整个阵列子系统。其中一个典型方法是
在电路板一侧蚀刻阵列单元，在电路板另一侧安装波束
成形芯片组和其他组件。将射频、数字和功率的连接器
集成到电路板后，阵列子系统就可以连接到 5G 无线电系
统的收发器。
凭借在多层电路板设计和调试方面的经验，陶格斯为此
项任务带来了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射频、数字和功率需
要在优化的电路板堆叠中共存。毫米波阵列应用使用的
电路板可达到 10 -12 层或以上，所以要注意射频和数字
线路的跟踪路由。图 4 为毫米波阵列的典型电路板堆
叠。从电路板设计的复杂性来看，这显然是一项涉及电
磁学、射频系统、数字、功率、力学、热学、算法开发
等多个工程学科的任务。

陶格斯 KHA16.24C 阵列是能够集成现有和新型 5G 无线
电架构的毫米波阵列示例。这个阵列子系统是一个采用
4X4 配置的 16 个单元阵列，可实现沿方位角和仰角平面
进行良好的扫描和光束控制。此阵列的每个单元均设计
有两个馈电端口，可提供双线性极化功能。四个
Mixcomm“Summit”2629 波束成形芯片组集成到这个阵
列子系统中，实现对每个阵列单元端口的全面幅度和相
位控制。此阵列配置有两个射频连接器（一个用于垂直
极化，另一个用于水平极化）、一个用于波束成形芯片
组数字控制的 SPI 总线和一个功率连接器。阵列子系统
全部位于一个多层电路板上，其由阵列单元、波束成形
芯片组、功率调节器电路和连接器组成。整个连接器阵
列子系统大约是一张名片的大小，使其可轻松集成到主
机射频系统中。

KHA16.24C 阵列天线单元

多层电路板

陶格斯 KHA16.24C 毫米
波阵列单元在一侧，波
束成形器、散热器等在
另一侧

RFIC

图 5 陶格斯 KHA16.24C 毫米波阵列

电路板堆叠和层定义示例
层

天线
基质
地面 1
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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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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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1
基质
地面 3
基质
数字 2
基质
PWR
基质
地面 4

结论
5G 毫米波应用的出现需要我们了解其对天线系统的影
响，以及如何进行集成和优化才能实现最佳的无线电系
统性能。与 sub-6GHz 应用相比，对阵列的需求在天线系
统设计和集成方面有明显不同。开发一个可与广泛应用
范围内的各种 5G 无线电系统相集成的阵列子系统，对该
阵列系统进行连接并提供校准系数，以便实现从基带到
阵列的控制，这对缩短系统开发和降低复杂性将具有重
大意义。陶格斯 KHA16.24C 毫米波阵列正好可以满足此
要求。

图 4 毫米波阵列的电路板层分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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