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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控阵天线系统包括射频前端的天线元件，

每一个天线元件传播无线波束部分。数字波束成

形系统生成与从相控阵天线系统发射或接收的

无线波束相对应的数字波束。数字波束成形处理

器每一个都与天线元件的真子集相关联。数字波

束成形处理器可以共同配置为在多个迭代级中

迭代处理数字波束的数字波束部分，所述多个迭

代级包括与对应于各个天线元件处的各个无线

波束部分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相关联的最低

迭代级和与数字波束相关联的最高迭代级。与给

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包括来

自下一更低迭代级的较小数字波束部分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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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相控阵天线系统，包括：

射频RF前端，配置为发射或接收无线波束，所述RF前端包括布置在阵列中的多个天线

元件，所述多个天线元件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配置为以各自的时延和振幅传播无线波束部

分；

数字波束成形系统，配置为产生与所述无线波束对应的数字波束；以及

在所述RF前端和所述数字波束成形系统之间的数字信号调节器系统，所述数字信号调

节器系统包括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所述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中的每一个数字波

束成形处理器与所述多个天线元件的真子集相关联，所述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共同配

置为在多个迭代级中迭代地处理所述数字波束的数字波束部分，所述多个迭代级包括与对

应于各个天线元件处的各个无线波束部分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相关联的最低迭代级和

与所述数字波束相关联的最高迭代级，其中，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

包括来自下一更低迭代级的较小且相对时延的数字波束部分的总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与对应于所述多个天线元件

的子集的多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相关联，使得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包括

所述多个天线元件的子集，所述多个天线元件的子集大于与所述迭代处理的下一更低迭代

级相关联的多个天线元件的子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每一个给定迭代级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与连

续天线元件组的无线波束部分的总和相关联，其中，所述连续天线元件组的数量从所述最

低迭代级增加到所述最高迭代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中，第一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配置为在所述迭代处理

的给定迭代级中处理与各自连续天线元件组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的总和，其中，

第二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配置为在所述迭代处理的下一更高迭代级中处理与各自连续天

线元件组和至少一个相邻且尺寸大致相等的连续天线元件组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

分的总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每一个真子集配置为

处理与所述最低迭代级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并处理与所述多个迭代级中的更高迭代级

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配置为在所述迭代处

理的最低迭代级处处理与所述天线元件的相应真子集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的总

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集合与所述天线

元件的相应相邻真子集相关联，使得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集合中的相应一个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通信地耦接到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集合中的每一个剩余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以将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集合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

分处理为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集合中的第二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以通信方式耦接到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集合之外的另一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使得所述另一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配置为基于所述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和与多

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另一集合相关联的至少一个其他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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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二迭代级中的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数字信号调节器系统包括多个频率通道，每

一个所述频率通道与单独的频率相关联，其中，每一个频率通道耦接到所述多个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RF前端配置为发射和接收所述无线波束，其

中，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共同配置为：响应于接收到所述无线波束，将所述数字波束的

数字波束部分迭代地添加到从所述最低迭代级到所述最高迭代级的所述多个迭代级中，以

及在从所述最高迭代级到所述最低迭代级的所述多个迭代级中迭代地分配所述数字波束

的数字波束部分，以发射所述无线波束。

11.一种用于通过相控阵天线系统接收无线波束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在布置在阵列中并与射频RF前端相关联的多个天线元件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处接收

与无线波束的一部分相对应的无线波束部分；

通过相应的多个模数转换器ADC，将与每一个天线元件相关联的无线波束部分转换为

相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

通过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添加与天线元件的多

个真子集中的每一个真子集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以在无线波束的迭代处理的最

低迭代级处生成多个数字波束部分；

在包括所述最低迭代级和最高迭代级的多个迭代级中，通过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迭代地添加所述数字波束部分，其中，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包括来

自所述迭代处理的下一更低迭代级的较小且相对时延的数字波束部分的总和；以及

添加与所述最高迭代级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以生成与所述无线波束相对应的数字

波束。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与多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

分相关联，所述多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对应于所述多个天线元件的子集，其中，迭代地添

加所述数字波束部分包括迭代地添加与相应的多个天线元件的多个子集相关联的多个数

字波束部分，所述多个子集中的每一个子集都与下一更低迭代级相关联，以生成与所述多

个天线元件的子集相关联的较大数字波束部分，所述多个天线元件的子集包括在所述迭代

处理的下一更高迭代级处的天线元件的多个子集。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多个天线元件的子集包括天线元件的连续

子集，其中，迭代地添加所述多个数字波束部分包括迭代地添加与彼此相邻的多个天线元

件的相应多个子集相关联的所述多个数字波束部分。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迭代地添加所述数字波束部分包括向多个数字

波束部分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分配时延值，以对所述多个数字波束部分中的每一个数

字波束部分进行时间对齐，从而形成下一更高迭代级的数字波束部分，所述下一更高迭代

级的数字波束部分包括所述多个数字波束部分。

15.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一集合和第

二集合中的每一个都与所述天线元件的相应相邻真子集相关联，其中，迭代地添加所述数

字波束部分包括：

在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一集合中的相应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处接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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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一集合的每一个剩余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最低级数字波束

部分；

添加与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一集合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相关联

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作为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将所述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从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一集合中相应的一

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提供给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二集合中的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以及

在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二集合中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处，分别添加所述第

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和与所述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至少第二集合相关联的至少

一个其他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以生成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16.一种用于通过相控阵天线系统发射无线波束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生成与要从所述相控阵天线系统发射的无线波束相对应的数字波束；

通过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将来自所述数字波束的数字波束部分分配在所述数字

波束的迭代处理的多个迭代级中的最高迭代级处；

在包括所述最高迭代级和最低迭代级的多个迭代级中，通过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迭代地分配所述数字波束部分，其中，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作为具

有相对不同时延的多个较小数字波束部分从给定迭代级分配到迭代处理的下一更低迭代

级，所述较小数字波束部分在总体上等于相应的数字波束部分；

分配具有相对不同时延的多个最低数字波束部分，以通过所述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

器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生成与多个天线元件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相关联的多

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所述数字波束的迭代处理的最低迭代级；

通过相应的多个数模转换器DAC，将所述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转换为与各个天线元件

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相关联的无线波束部分；以及

从各自的多个天线元件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发射所述无线波束部分作为所述无线波

束。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所述数字波束部分与多个最低级数字波

束部分相关联，所述多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对应于所述多个天线元件的子集，其中，迭代

地分配所述数字波束部分包括在给定迭代级处迭代地分配与多个天线元件的各自子集相

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以生成与所述多个天线元件的多个子集相关联的多个较小数字波束

部分，所述多个子集在所述迭代处理的下一更低迭代级处形成所述天线元件的相应子集。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多个天线元件的相应子集包括所述连续天

线元件子集，其中，迭代地分配多个数字波束部分包括迭代地分配与彼此相邻的多个天线

元件的相应多个子集相关联的多个数字波束部分。

1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迭代地分配所述数字波束部分包括将时延

分配给从所述多个迭代级中的更高迭代级的数字波束部分分配的多个数字波束部分中的

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多个数字波束部分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的时延是相对于从更高

迭代级的数字波束部分分配的其他数字波束部分的时延。

20.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集合各自与所述天

线元件的相应相邻真子集相关联，其中，迭代地分配所述数字波束部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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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提供给与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集合中的第一集合相关

联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在与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一集合相关联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处分配来自

第二迭代级总和的多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将多个第一级数字波束部分中的每一个第一级数字波束部分提供给与所述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的相应多个集合相关联的相应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在与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一集合相关联的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处分配

来自所述第一迭代级总和的多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以及

在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相应集合的每一集合中，从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中

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各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提供多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

中的每一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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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控阵天线系统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20年2月28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号16/804833的优先权，其

内容全部并入本文。

[0003] 政府利益

[0004] 本发明基于政府合同作出。因此，美国政府拥有该合同规定的发明权。

技术领域

[0005] 本公开一般涉及通信，特别是涉及相控阵天线系统。

背景技术

[0006] 现代无线通信为用于发射和接收无线波束的相关天线实现了各种不同的物理布

置。一个示例被布置为包括天线元件阵列的相控阵天线。每个天线元件可被配置为传播(例

如，发射或接收)无线波束的一部分，其中无线波束的一部分与无线波束的时延和振幅相关

联，以提供无线波束的波束控制。对于接收到的无线波束，可以组合并处理接收到的无线波

束部分，以确定可以被数字化并处理的合成无线波束(例如，确定其中调制的数据)。对于发

射的无线波束，可以生成数字波束，并且可以将数字波束分解为各个模拟部分，这些模拟部

分以各自的时延和振幅提供给天线元件，用于无线波束的发射。在数字波束和无线波束部

分之间转换的过程称为波束成形(beamforming)，所述过程通常由波束成形处理器执行，波

束成形处理器通过大型扇出导体与天线元件耦合。

发明内容

[0007] 相控阵天线系统包括射频(Radio  Frequency，RF)前端的天线元件，每一个天线元

件传播无线波束部分。数字波束成形系统生成与从相控阵天线系统发射或接收的与无线波

束相对应的数字波束。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与天线元件的真子集相关联。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可以共同配置为在多个迭代级中迭代处理数字波束的数字波束部分，所述多个

迭代级包括与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相关联的最低迭代级以及与数字波束相关联的最高迭

代级，所述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对应于每一个天线元件处的各个无线波束部分。每一个与

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包括来自下一更低迭代级的较小且相对时延的数字波

束部分的总和。

[0008] 另一个示例包括用于通过相控阵天线系统接收无线波束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在

阵列中布置的多个天线元件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处接收无线波束的一部分，并且所述天线

元件与RF前端相关联。所述方法还包括通过各自的多个模数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ADC)将与每一个天线元件相关联的无线波束部分转换为各自的最低级数字波

束部分。所述方法还包括通过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添

加与天线元件的多个真子集中的每一个真子集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以在无线波

束的迭代处理的最低迭代级生成多个数字波束部分。所述方法还包括经由数字波束成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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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在包括最低迭代级和最高迭代级的多个迭代级中迭代添加数字波束部分。与给定迭代

级相关联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包括来自迭代处理的下一更低迭代级的较小且相对时延

的数字波束部分的总和。所述方法还包括添加与最高迭代级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以生

成对应于无线波束的数字波束。

[0009] 另一示例包括用于通过相控阵天线系统发射无线波束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生成

与从相控阵天线系统发射的无线波束相对应的数字波束。所述方法包括通过多个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在数字波束的迭代处理的多个迭代级中的最高迭代级处分配来自数字波束的

数字波束部分。所述方法还包括经由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在包括最高迭代级和最低迭代级

的多个迭代级中迭代分配数字波束部分。每一个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作

为具有相对不同时延的多个较小数字波束部分，从给定迭代级分配到迭代处理的下一更低

的迭代级，其中较小数字波束部分在总体上等于各自的数字波束部分。所述方法还包括分

配多个数字波束部分，以通过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生

成与多个天线元件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相关联的多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所述数字波束

的迭代处理的最低迭代级。所述方法还包括通过各自的多个数模转换器(digital‑to‑

analog  converters，DAC)将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转换为与各自的多个天线元件中的每一

个天线元件相关联的无线波束部分，并从各自的多个天线元件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发射无

线波束部分作为无线波束。

附图说明

[0010] 图1示出了相控阵天线系统的示例图。

[0011] 图2示出了数字波束成形器处理器的示例图。

[0012] 图3示出了RF前端的天线元件的示例图。

[0013] 图4示出了RF前端的天线元件的另一示例图。

[0014] 图5示出了RF前端的天线元件的另一示例图。

[0015] 图6示出了RF前端的天线元件的另一示例图。

[0016] 图7示出了RF前端的天线元件的又一示例图。

[0017] 图8示出了迭代波束成形处理的示例图。

[0018] 图9示出了迭代波束成形处理的另一个示例图。

[0019] 图10示出了通过相控阵天线系统接收无线波束的方法的示例。

[0020] 图11示出了通过相控阵天线系统发射无线波束的方法的示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公开一般涉及通信，特别是涉及相控阵天线系统。相控阵天线系统在实现波束

控制或多向信号接收的各种通信应用中的任何一种来实施。相控阵天线系统包括射频(RF)

前端，所述射频前端包括天线元件阵列，每一个天线元件可被配置为传播无线波束部分。如

本文所述，关于无线波束和无线波束部分的术语“传播”意指信号发射或接收，使得相控阵

天线系统可以发射和接收无线波束。因此，无线波束部分可以具有不同的相位和/或振幅分

量，这些相位和/或振幅分量可以对应于无线波束的波束成形，例如用于从相控阵天线系统

沿预定方向发射无线波束，或者用于处理源(source)，相控阵天线系统从该源接收无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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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0022] 相控阵天线系统还包括数字波束成形系统，所述系统被配置为生成数字波束。例

如，数字波束可以包含有调制数据。数字波束可以对应于从RF前端发射或在RF前端处接收

的无线波束，并且可以生成数字波束以具有可与无线波束的波束成形相关联的对应时延和

振幅分量。相控阵天线系统还包括数字信号调节器(conditioner)系统，所述系统被配置为

提供各自数字波束/无线波束的信号调节和模拟/数字转换。例如，信号调节可以包括部分

数字波束的调谐、滤波、抽取和/或时间对齐(time‑alignment)，还可以包括将接收到的模

拟无线波束转换为数字波束的模数转换器(ADC)和将数字波束转换为模拟无线波束以供传

输的数模转换器(DAC)。

[0023] 此外，数字波束成形系统包括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可

以分配在天线元件阵列上，使得每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可以与天线元件的真子集相关

联。因此，每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可以通信地耦接到天线元件的一部分，以处理与真子集

中的每一个对应天线元件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如本文所述，术语“处理”是指在

与各个天线元件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和作为所有最低级数

字波束部分的集合的数字波束之间，在多个迭代级中的每一个迭代级处数字波束的数字波

束部分的相加组合(例如，对于接收到的无线波束)或分配(例如，对于发射的无线波束)。在

每一个迭代级处，可以将时延信息应用于天线元件的每一个迭代组的各自数字波束部分，

以执行迭代波束成形。

[0024] 例如，如本文更详细地描述，接收方向上时延的应用涉及对给定的更低迭代级数

字波束部分进行时延以便与形成给定的下一更高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的其他更低迭代级

数字波束部分中的至少一个数字波束部分(例如，基于接收到的无线波束的波束方向而延

迟到达最大的数字波束部分)时间对齐。因此，例如，数字波束部分的集合中时延时间最长

的数字波束部分对应于天线阵列中在方向上最接近源的部分，所述源发射所接收到的无线

波束。类似地，如本文中更详细地描述的，发射方向上时延的应用涉及使每一个更低迭代级

的数字波束部分相对于彼此单独进行时延。因此，例如，数字波束部分的集合中时延最长的

数字波束部分对应于天线阵列中在方向上最接近无线波束发射的方向的部分。作为另一示

例，与天线元件级处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相关联的时延可以通过使与天线元件相关联的

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相对于彼此相移来实现，例如近似有限频率范围内的时延。此外，虽然

上述应用时延的示例可对应于在数字波束成形系统处处理平面波，但应理解，为了波束成

形的目的，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提供数字波束部分的时延。虽然本文始终描述相对时延，

但还应理解，振幅信息也可以应用于每一个迭代级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如本文所述，

术语“分配”及其变形是指将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给定数字波束部分作为多个数字波束

部分从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分配到各自不同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0025] 如本文更详细地描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可以在多个迭代级中共同迭代处理数

字波束的数字波束部分。迭代级可以包括与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相关联的最低迭代级，最

低级数字波束部分与每一个相应天线元件相关联，迭代级可以包括与数字波束本身相关联

的最高迭代级，并且可以包括其中的至少一个迭代级。因此，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每一个

数字波束部分可以包括来自下一更低迭代级的较小数字波束部分的总和。通过提供与数字

波束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的迭代处理，相控阵天线系统因此可以更有效地提供数字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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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束成形，而不是将波束成形分量信号从每一个单独的天线元件分配给一个处理器。

[0026] 图1示出了相控阵天线系统10的示例图。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可以在实现波束控制

或多向信号接收的各种通信应用中的任何一种通信应用中实现。

[0027] 在图1的示例中，相控阵天线系统10包括射频(RF)前端12，射频(RF)前端12包括布

置在阵列中的多个天线元件14。每一个天线元件14可以配置为传播无线波束部分。在图1的

示例中，无线波束被示为无线信号“WB(wireless  signal)”，而无线波束部分被示为信号集

合WBP(wireless  beamportion)。例如，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可以是双向的，使得无线波束WB

可以由相控阵天线系统10接收或从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发射。因此，无线波束部分WBP可以具

有与无线波束WB的波束成形对应的不同相位和/或振幅分量，例如，用于从相控阵天线系统

10沿预定方向发射无线波束WB，或者用于使相控阵天线系统10指向由相控阵天线系统10接

收的无线波束WB的发射源。

[0028] 相控阵天线系统10还包括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所述系统被配置为生成数字波

束，如图1的示例中所示，作为信号DB(digital  beam)。例如，数字波束DB可以包括有调制数

据，例如通信数据、雷达数据或可以调制到更高频率载波上的任何其他类型的基带数据。数

字波束DB可以对应于从RF前端12处发射或在RF前端12处接收的无线波束WB，并且可以生成

为具有如在无线波束部分WBP上提供的、可以与无线波束WB的波束成形相关联的对应时延

和振幅分量。

[0029] 相控阵天线系统10还包括数字信号调节器系统18，所述系统配置为在各自的数字

波束DB和无线波束WB之间提供信号调节和模拟/数字转换。在图1的示例中，数字信号调节

器系统18包括模数转换器(ADC)以及数模转换器(DAC)的集合，统称为“DAC/ADC”20。所述模

数转换器(ADC)用于将模拟无线波束WB转换为数字波束DB，并且所述数模转换器(DAC)用于

将数字波束DB转换为模拟无线波束WB以用于传输，。此外，数字信号调节器系统18可包括各

种其他信号调节元件，各种其他信号调节元件可提供与数字波束DB的抽取部分对应的最低

级数字波束部分(以下称为“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owest‑level  digital  beam  portion,

LDBP)”)的调谐、滤波、抽取和/或时间对齐。

[0030] 此外，数字信号调节器系统18包括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d ig i ta l 

beamforming  processor,DBF)(“DBF处理器”)22。例如，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22可以配置为

各种处理设备中的任何一种处理设备，例如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s，

FPGA)或其他类型的处理设备。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22可以遍及天线元件14的阵列而分配

在阵列中，使得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22可以与天线元件14的真子集相关联。因此，每

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22可以通信地耦接到天线元件14的一部分，以处理与真子集中的

每一个对应天线元件14相关联的各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如本文更详细地描述的，数字

波束成形处理器22可以在多个迭代级中共同迭代处理数字波束DB的数字波束部分。迭代级

可以包括与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相关联的最低迭代级，所述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对应于各

个天线元件14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14，并且迭代级可以包括与数字波束DB相关联的最高迭

代级，并且可以包括其之间的至少一个迭代级。

[0031] 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可以包括来自下一更低迭代级的较

小数字波束部分的集合。例如，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与对应于天线元件14的子集的多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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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数字波束部分相关联。因此，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包括天线元件14的

子集，所述子集大于与迭代处理的下一更低迭代级相关联的天线元件14的子集。此外，在每

一个迭代级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22可以为天线元件14的每一个连续迭代组向各自的数

字波束部分添加或应用时延信息，以执行迭代波束成形。基于物理上近端天线元件14的时

延值相对接近，而相对远端天线元件14的时延值截然相反，在每一个迭代级中对时延的这

种迭代应用提供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高效处理。换言之，对于任何给定的波束方向，对

于物理上彼此相近的天线元件14，数字波束成形所需的时延量相似，而对于物理上相隔甚

远的天线元件14，时延差最大。通过提供与数字波束DB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的迭代处理，

相控阵天线系统10因此可以更有效地为数字波束DB提供波束成形，而不是将波束成形分量

信号从一个处理器分配到每一个单独的天线元件14。

[0032] 此外，数字信号调节器系统18可以包括多个单独的频率通道(frequency 

channel)，每一个通道与各自单独的频率相关联。每一个频率通道可以耦接到多个数字波

束成形处理器22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使得本文描述的迭代波束成形可以在多

个不同信号上同时实现，每一个信号具有各自单独的频率。例如，来自最高迭代级的数字波

束部分DBP或来自最低迭代级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可以被频率转换为不同的频带，

并且可以对每一个天线元件14应用不同的时延。附加地或可选地，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可被

配置为基于无线波束部分WBP(所述无线波束部分WBP对于每一个天线元件14具有不同的时

延和/或振幅分量)来同时处理具有类似或相同频带的多个无线波束WB，这些无线波束WB可

向不同方向提供或从不同方向接收。例如，不同的信号可以在相同或不同的频带处，并且单

独的无线波束WB可以分配到各个天线元件14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14，其中每一个合成无线

波束部分WBP可以在任何一个天线元件14处具有不同的时延。单独无线波束WB的时延无线

波束部分WBP可以在通过每一个各自的一个天线元件14输出之前求和，其中对于各自单独

的无线波束WB的各自单独的无线波束部分WBP具有不同的时延。此外，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可

被配置为基于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22之间的传导连接，以并行方式分别迭代地处理所发射

和所接收的无线波束的数字波束部分，如本文更详细地描述。

[0033] 图2示出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示例示意图50，在52处以图解方式演示。示意图

50演示了在迭代级的结构中提供数字波束DB的迭代处理的可视化描述。例如，数字波束成

形处理器52可以对应于图1的示例中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22。因此，在下面对图2的示例

的描述中，将参考图1的示例。

[0034] 示意图50示出了迭代处理的N个迭代级，其中N是大于或等于2的正整数。迭代级包

括第一迭代级54，表示为“1级阵列处理”，第二迭代级56，表示为“2级阵列处理”，以及第N迭

代级58，表示为“N级阵列处理”。应当理解，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实现第二迭代级56

和第N迭代级58之间的附加迭代级。在图2的示例中，迭代级54、56和58布置在提供给第N迭

代级58和从第N迭代级58提供的数字波束DB与提供给第一迭代级54和从第一迭代级54提供

的多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之间。

[0035] 作为一个示例，对于接收到的无线波束WB，每一个天线元件14可以提供与各个无

线波束WB的振幅和相对时延相关联的各个无线波束部分。无线波束部分都可以数字化(例

如，通过与数字信号调节器系统18相关联的ADC  20)，以生成作为无线波束部分的数字等价

物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因此可以在给定天线元件14集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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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之间应用各自的时延，并将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多个集

合中的每一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添加到第一迭代级54中，以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

束部分DBP1。作为一个示例，可以将相对时延分配给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

例如对应于与各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相关联的天线元件14集合中的单个天线

元件14的最小时延。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可以对应于与天线元件14的给定

真子集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总和。例如，将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

配置为生成各自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作为另一示例，天线元件14的每一个真

子集可以相对于天线元件14的数量大致相等。

[0036] 在图2的示例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在相对较大的天线元件14集合的第

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之间应用各自的时延，并且可以在第二迭代级56中添加第一迭

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以生成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作为一个示例，可以将相对

时延分配给每一个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例如对应于与各自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

部分DBP2相关联的天线元件14集合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的最小时延。作为另一

示例，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的下一更高迭代级可以应用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之

间的时延，以实现接收到的无线波束WB的波束成形。作为一个示例，每一个第二迭代级数字

波束部分DBP2可以包括第二迭代级56中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集合的总和，使得

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的数量小于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的数量。因此，每

一个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对应于来自一定数量的天线元件14的最低级数字波束

部分LDBP的总和，所述一定数量大于与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相关联的天线

元件14的数量。作为一个示例，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的真子集可以配置为生成第二迭代

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中的各自一个。

[0037] 因此，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继续对数字波束部分DBPX迭代应用各自的时

延，并添加连续的数字波束部分DBPX，其中X对应于给定的迭代级。例如，可以配置不同数字

波束成形处理器52集合，以相对于其他迭代级从给定迭代级添加数字波束部分DBPX，使得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中的给定一个处理器不会从多于两个单独的迭代级(例如，第一迭

代级54和一个其他迭代级)生成数字波束部分DBP。在图2的示例中，第N迭代级58从N‑1迭代

级接收数字波束部分DBPN‑1，并添加数字波束部分DBPN‑1以生成数字波束DB。例如，数字波

束DB因此可以对应于RF前端12的每一个天线元件14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之和，并且

因此可以对应于无线波束WB。作为一个示例，为了响应于添加数字波束部分DBPN‑1，数字波

束DB可以由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中的单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生成。

[0038] 数字波束DB可提供给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以处理与无线波束WB相对应的数字波

束DB。例如，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可以处理与数字波束DB相关联的数据，以提供与无线波束

部分WBP相关联的时延和振幅信息，无线波束部分WBP与每一个天线元件14相关联。因此，由

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确定的与数字波束DB相关联的波束成形信息可以促进例如在信号检

测、信号表征、雷达图像处理和/或其他接收机应用的接受方向上数字波束DB中数据的解调

(demodulation)。此外，如前所述，每一个迭代级处的数字波束部分可对应于多个数字波束

DB的波束成形，每一个数字波束DB具有各自单独的频率，例如用于多个相应的无线波束的

并发传输、接收或传输和接收的组合。

[0039] 作为一个示例，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的迭代处理可以基本上反向以发射无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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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WB。例如，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可以基于与要发射的无线波束WB的期望方向相关联的期

望波束成形特性来生成数字波束DB。因此，可以将数字波束DB提供给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52，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被配置为在第N迭代级58中从数字波束DB分配数字波

束部分DBPN‑1。例如，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分配数字波束部分DBPN‑1，并且可以在每

一个连续迭代级中对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DBPX应用相对不同的时延，以将无线波束WB控制

到期望的方向。在从相控阵天线系统10传输多个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

器52可以针对不同传输方向的多个数字波束DB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DB接收数字波束部分

DBPN‑1，应用与不同方向和不同天线元件14相关联的多个时延，以及对最终提供给特定天

线元件14的延时无线波束部分WBP求和。

[0040] 将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DBPN‑1提供给一个单独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以实现

N‑1迭代级中的处理。因此，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继续使用不同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

器52集合迭代分配连续的数字波束部分DBPX，用于相对于其他迭代级从给定迭代级分配数

字波束部分DBPX。例如，在每一个连续迭代级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对每一个不同

的数字波束部分DBPX应用不同的相对时延，例如，相对于各个数字波束部分DBPX的各个对

应天线元件14集合中的其他天线元件14，与给定的一个天线元件14相关联的最小时延。在

第一迭代级54处，各个最低级的数字波束部分LDBP可以由各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从每

一个数字波束部分DBP1分配，其中每一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具有用于传输各个对应

无线波束部分WBP的各自相对时延。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可以转换为模拟无线波束部

分(例如，通过图1的示例中的DAC  20)，使得每一个无线波束部分WBP可以从每一个天线元

件14发射。作为另一示例，与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相关联的数字基带数据可以是用于

通信链路的要被调制的数字流(例如，在相关DAC之前或之后)，或者它可以是可以转换为更

高频率进行传输(例如，模拟、数字或模拟和数字的组合)的低频波形(例如，以大约0Hz为中

心的复数字表示(complex  digital  representation)，或正频率高于大约0Hz的实数字表

示(real  digital  representation))。因此，来自各个天线元件14的无线波束部分WBP的共

同传输可以导致基于所生成的数字波束DB的期望波束成形特性的无线波束WB的传输。

[0041] 如图2的示例所述，可以参考图3‑图7的示例进一步描述数字波束DB和最低级数字

波束部分LDBP之间的迭代级处理。图3‑图7示出了RF前端的天线元件的示例图。图3‑图7示

例中的RF前端可对应于图1示例中的RF前端12。因此，在下面对图3‑图7的示例的描述中，将

参考图1和图2的示例。

[0042] 图3的示例展示了天线元件102阵列的示意图100。例如，天线元件102阵列可以对

应于RF前端12中的天线元件14。每一个天线元件102可以配置为传播一个各自的无线波束

部分WBP，其中无线波束部分WBP共同对应于无线波束WB。例如，天线元件102可以是双向的，

以发射或接收无线波束WB，从而发射或接收各个天线元件102上的各个无线波束部分WBP。

在图3的示例中，示意图100示出了32列32行的方形阵列中1024个天线元件的阵列。然而，应

当理解，天线元件102的阵列不限于示意图100中的天线元件102的数量，并且还不限于相同

行数和列数的方形几何形状。如本文所述，每一个天线元件102可以具有与其相关联的相对

时延，所述相对时延共同对应于发射或接收的无线波束WBP。

[0043] 图4的示例展示了天线元件102阵列的示意图150。作为一个示例，示意图150可以

对应于迭代处理的最低迭代级(例如，图2的示例中的第一迭代级54)。在图4的示例中，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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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102被组织成真子集152，其中每一个真子集152包括四个天线元件102。因此，在图4的

示例中，RF前端包括天线元件102的256个真子集152。作为一个示例，每一个真子集152都可

以对应于单个各自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使得相关联的相控阵天线系统可以包括256个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这些处理器共同配置为执行数字波束DB的迭代处理。作为一个示例，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可以分配在天线元件102阵列的阵列中，以大幅度减小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与各自天线元件102的传导耦合(conductive  coupling)。作为另一个示例，数字波

束成形处理器可以彼此通信耦合，例如基于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与近端数字波束成

形处理器通信耦合，以将数字波束部分传递给彼此来执行迭代处理，如本文更详细地描述。

[0044] 在接收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在图4示例的最低迭代级中，可以对每一个无线波束

部分WBP进行数字化(例如，通过可包括在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中的ADC  20)，以生成与无

线波束部分WBP数字等价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因此，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

可以在给定的一个真子集152中添加来自每一个各自天线元件102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

LDBP，以生成各自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因此，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1可以对应于给定的一个真子集152中与各自四个天线元件102相关联的四个最低级数

字波束部分LDBP的总和。此外，可以应用给定的真子集152中的每一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

LDBP之间的相对时延(例如，如前所述，在添加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之前)，并且可以为

与给定的真子集152相关联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分配相对于与其他真子集152

相关联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的相关时延，相关时延对应于与各自真子集152中

给定的天线元件102之一相关联的时延最大值(例如，对应于各自的真子集152中的最后接

收的无线波束部分WBP)。

[0045] 类似地，在发射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在图4示例的最低迭代级中，每一个数字波

束成形处理器52因此可以将来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的四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

分LDBP分配到给定的真子集152中，使四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

部分LDBP对应于各自真子集152中的四个天线元件102中的相应一个天线元件102。每一个

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可以转换为模拟量(例如，通过DAC  20，DAC可以包括在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52中)，以生成无线波束部分WBP，无线波束部分WBP将作为无线波束WB从各个天

线元件102发射。此外，对于与无线波束WB的波束控制相对应的无线波束WBP的时间交错

(time‑staggered)发射，可以为给定的一个真子集152中的每一个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

LDBP分配彼此相关联的各自的时延。

[0046] 图5的示例展示了天线元件102阵列的示意图200。作为一个示例，示意图200可以

对应于迭代处理的第二迭代级(例如，图2示例中的第二迭代级56)。在图5的示例中，天线元

件102被组织成真子集202，其中每一个真子集202包括图4示例中的四个真子集152。因此，

每一个真子集202包括16个天线元件102。因此，在图5的示例中，RF前端包括天线元件102的

64个真子集202。

[0047] 在接收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在图5示例的第二迭代级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

中的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与每一个真子集202相关联。因此，一些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52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将各自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

发射到另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以使另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添加第一迭代级

数字波束部分DBP1以生成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所述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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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P2是提供给它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的总和。例如，由于图5示例中的第二迭代

级表明每一个真子集202包括图4示例中的四个真子集152，与各自的三个真子集152相关联

的三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将各自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提供给第四数

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并且第四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添加四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

部分DBP1(例如，提供给第四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的三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

以及由各自的第四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生成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以生成第

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因此，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可以对应于各自真子集

202中各自16个天线元件102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102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总和。

此外，可以应用给定真子集202中的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之间的相对时延，

并且可以为与给定真子集202相关联的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分配相对于与其他真

子集202相关联的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的相关时延，相关时延对应于与各自真子

集202中给定的一个天线元件102相关联的时延最大值。

[0048] 类似地，在发射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在图5示例的第二迭代级中，一组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52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将来自各自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

分DBP2的四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分配到给定的真子集202之一，使四个第一迭

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中的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对应于图4示例中相应的

一个真子集152。此外，可以为给定的一个真子集202中的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1分配相对于彼此的各自的时延，以用于波束控制从天线元件102阵列发射的无线波束

WB。

[0049] 图6的示例展示了天线元件102阵列的示意图250。作为一个示例，示意图250可以

对应于迭代处理的第三迭代级。在图6的示例中，天线元件102被组织成真子集252，其中每

一个真子集252包括图5示例中的四个真子集202。因此，每一个真子集252包括64个天线元

件102。因此，在图6的示例中，RF前端包括天线元件102的16个真子集252。

[0050] 在接收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在图6示例的第三迭代级中，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

器52可以与每一个相应的真子集252相关联。例如，每一个与一个真子集252相关联的数字

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和与任何其他迭代级的真子集相关联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不

同。因此，一些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将各自的第

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发射到另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用于另一个数字波束成

形处理器52添加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以生成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第

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是提供给它的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的总和。例如，由

于图6示例中的第三迭代级表明每一个真子集252包括图5示例中的四个真子集202，与各自

的四个真子集202相关联的四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向第五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

提供各自的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并且第五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添加四个

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以生成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因此，第三迭代级数

字波束部分DBP3可以对应于各自真子集252中各自64个天线元件102中每一个天线元件64

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总和。此外，可以应用给定真子集252中的每一个第二迭代级

数字波束部分DBP2之间的相对时延，并且可以为与给定真子集252相关联的第三迭代级数

字波束部分DBP3分配相对于与其他真子集252相关联的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的相

关时延，相关时延对应于在各自真子集252中与给定的一个天线元件102相关联的时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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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051] 类似地，在发射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在图6示例的第三迭代级中，一组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52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将来自各自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

分DBP3的四个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分配到给定的一个真子集252中，使四个第二

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中的每一个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对应于图5示例中相应

的一个真子集202。此外，在给定的一个真子集252中的每一个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2都可以分配相对于彼此的各自时延，用于波束控制从天线元件102阵列发射的无线波

束WB。

[0052] 图7的示例展示了天线元件102阵列的示意图300。作为一个示例，示意图300可以

对应于迭代处理的第四迭代级。在图7的示例中，天线元件102被组织成真子集302，其中每

一个真子集302包括图6示例中的四个真子集252。因此，每一个真子集302包括256个天线元

件102。因此，在图7的示例中，RF前端包括天线元件102的四个真子集302。

[0053] 在接收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在图7示例的第三迭代级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

中的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与每一个相应的真子集302相关联。例如，每一个与一

个真子集302相关联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和与任何其他迭代级的真子集相关联的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不同。因此，一些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52可以将相应的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发射到另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52，用于另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添加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以生成第四迭

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是提供给它的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

部分DBP3的总和。例如，由于图7示例中的第四迭代级表明每一个真子集302包括图6示例中

的四个真子集252，与各自的四个真子集252相关联的四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向第

五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提供各自的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并且第五数字波束成

形处理器52可添加四个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以生成所述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

分DBP4。因此，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可以对应于各自真子集302中各自256个天线

元件102的每一个天线元件102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总和。此外，可以应用给定真

子集302中的每一个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之间的相对时延，并且可以为与给定真

子集302相关联的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分配相对于与各自真子集302相关联的其

他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的相关时延，相关时延对应于与各自真子集302中给定的一个

天线元件102相关联的时延最大值。

[0054] 类似地，在发射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在图7示例的第四迭代级中，一组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52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将来自各自的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

部分DBP4的四个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分配到给定的一个真子集302中，使四个第

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中的每一个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对应于图6示例中相

应的一个真子集252。此外，在给定的一个真子集302中的每一个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3可以分配相对于彼此的各自的时延，用于波束控制从天线元件102阵列发射的无线波

束WB。

[0055] 图3‑图7示例的迭代处理还可以包括最高级迭代处理，最高级迭代处理包括阵列

中的所有天线元件102。例如，在接收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可以将四个数字波束部分DBP4

相加，以生成数字波束部分DBP5，所述数字波束部分DBP5对应于阵列所有天线元件102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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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总和。因此，数字波束部分DBP5可以对应于数字波束DB，所述数字

波束DB可以提供给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来处理和解调数字波束DB以确定其中的数据。在发

射无线波束WB的示例中，可以从数字波束部分DBP5分配四个数字波束部分DBP4，并进一步

迭代分配，如图3‑图7示例所示，在生成数字波束DB时，以反向顺序基于数字波束成形系统

16所定义的波束成形特性生成无线波束WB。

[0056]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通过将处理数字波束DB的处理负担转移到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52上，而不是在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处提供所有数字波束DB的处理，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52的操作为发射或接收无线波束WB提供了更有效的处理数字波束DB的方式。因此，数

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对数字波束DB的处理可以大幅缓解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所提供的潜

在处理瓶颈。此外，通过实现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相对于天线元件102分配在RF前端12

上，如在典型相控阵天线系统中提供的那样，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可以通过减少数字波束成

形系统16和每一个单独的天线元件102之间的互连，具有明显更高效的设计。

[0057] 此外，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可以与一个或更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进行通

信，例如与处理某些更高迭代级的迭代处理相关联。因此，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可以有效地

监控迭代处理，以确定给定数字波束DB的充分性(例如，响应于接收无线波束WB)。例如，数

字波束成形系统16可以监控更高的迭代级(例如，在一个或更多个各自的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52处)，以确定给定的接收无线波束WB是否满足某些预定准则。如果未确定数字波束DB

在给定的迭代级处满足预定准则，因此数字波束DB不是相控阵天线系统10感兴趣的信号，

那么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可以停止对数字波束DB的处理，以节省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的

带宽和/或处理开销。

[0058] 作为另一个示例，在更高的迭代级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在更低的数字

采样率下实现分辨率更高的(例如精度更低)时延。因此，每一个物理延迟元件可以用更少

的存储器元件实现更大的延迟。在更低的迭代级处，可以增加采样率，或者可能只有最低的

迭代级将有更高的采样率，以实现对时延的精细分辨。作为又一个示例，不是在最低迭代级

处增加采样率，最低迭代可以使用相移(例如，作为窄频带延时的近似值)。因此，波束成形

系统可以实现混合相移(例如，在最低迭代级处)和时延(例如，在更高的迭代级处)，以有效

地实现波束控制。因此，由于本文所述的这些原因，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可以为无线波束WB的

波束成形提供更高效和更有效的设计。

[0059] 图8示出了迭代波束成形处理的示例示意图350。示意图350演示了天线元件352的

第一真子集和第一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以及天线元件356的第二真子集和第二数字波

束成形处理器358。天线元件352和356可以对应于图1和图3‑图7各自示例中的天线元件14

和102，并且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和358可以对应于图2示例中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52。因此，在下面对图8的示例的描述中，将参考图1‑图7的示例。

[0060] 在图8的示例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和358可以对应于多个(X个)数字波束成

形处理器中的两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这些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作为阵列分配在天线元

件阵列(例如，天线元件102)上，其中X是大于1的正整数。因此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标

记为“DBF‑P1”，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8标记为“DBF‑PX”。与上述类似，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354和358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以通信方式耦接到天线元件352和356的各

自真子集。因此，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和358分别与多个(Y个)天线元件352和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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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相关联，其中Y是大于1的正整数。因此，将天线元件352标记为“AE1_1”

到“AE1_Y”，并将天线元件352标记为“AEX_1”到“AEX_Y”，以指定与各自的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354和358的关联以及相应的真子集中每一个真子集的数量。在图3‑图7的示例中，X等

于256，Y等于4。例如，天线元件352的真子集可以最接近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天线元件

356的真子集可以最接近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8，以提供横跨RF前端12的天线元件和数字

波束成形处理器之间更短的传导互连。

[0061] 在图8的示例中，天线元件352和356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配置为传播无线波束部

分WBP，无线波束部分WBP标记为“WBP1_1”到“WBP1_Y”和“WBPX_1”到“WBPX_Y”，以对应于各

自的天线元件352和356，天线元件352和356共同对应于无线波束WB。例如，对于接收的无线

波束WB，每一个天线元件14可以分别将与各自的无线波束WB相关联的各自的无线波束部分

WBP1_1到WBP1_Y和WBPX_1到WBPX_Y提供给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和358。无线波束部分

WBP1_1到WBP1_Y和WBPX_1到WBPX_Y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进行数字化，例如通过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354和358(例如，通过ADC  20作为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和358功能的一部分)生成

各自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所述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是无线波束部分WBP1_1到

WBP1_Y和WBPX_1到WBPX_Y的数字等价物。或者，数字化可以由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和

358的单独部件来执行。因此，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可以在第一迭代级54中添加各自的

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以生成各自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1，因此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358可以在第一迭代级54中添加各自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以生成各自的第一迭

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X。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1可以对应于与无线波束部分

WBP1_1到WBP1_Y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总和，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1_X可以对应于与无线波束部分WBPX_1到WBPX_Y相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

总和。此外，如上所述，无线波束部分WBP1_1到WBP1_Y和WBPX_1到WBPX_Y的相对时延可以应

用于接收/发射的无线波束部分WBP1_1到WBP1_Y和WBPX_1到WBPX_Y。

[0062] 在图8的示例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4和358可以相互通信耦合。例如，数字波

束成形处理器354和358可以在与天线元件阵列相关联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阵列中彼此

最接近(例如，相邻)，这样，天线元件352的真子集可以与天线元件356的真子集相邻。例如，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阵列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最接近(例如，相邻)对应

于相邻的天线阵列真子集的至少两个其他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并且可以传导耦合到一

个或更多个(例如，最多四个)最接近(例如，相邻)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例如，对应于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的2×2阵列)。因此，近端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中的每一个近端数

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彼此通信耦合以大幅减少互连长度，以便更有效地在数字波束成

形处理器52之间传递波束成形信息。

[0063] 由于最接近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彼此传导耦合的结果，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

器52配置为向最接近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提供数字波束部分，以便最接近的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52执行迭代处理的下一迭代级处理。此外，一些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可以通

信地耦接到另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以将处理过的数字波束部分(例如，已分配或已

添加)传递给另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来执行下一迭代级处理。在图8的示例中，数字

波束成形处理器354演示为将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1对应的信号“DBP1_1”传递给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8。因此，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8可以与来自其他数字波束成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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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在图8的示例中未示出)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X和其他第一迭代级数字波

束部分DBP1一起处理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例如，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8可以基

于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1、DBP1_X和DBP1生成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并

可以将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提供给另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用于为接收的无

线波束WB生成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例如，连同其他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作为

另一示例，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8可以从另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接收第二迭代级数

字波束部分DBP2，使得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358可以从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中分

配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1、DBP1_X和DBP1，以用于发射无线波束WB。

[0064] 图9示出了迭代波束成形处理的示例示意图400。示意图400演示了以近似阵列排

列的16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示意图400包括位于402处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一集

合，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一集合402包括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4、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406、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8和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0。示意图400还包括位于412

处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二集合，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二集合412包括数字

波束成形处理器414、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6、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8和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420。示意图400还包括位于422处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三集合，所述数字波束成

形处理器的第三集合422包括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24、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26、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428和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0。示意图400还包括位于432处的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的第四集合，所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第四集合432包括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4、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6、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8和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40。示意图400

中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可以对应于图2示例中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52。因此，在下面对

图9的示例的描述中，将参考图1‑图8的示例。此外，接收到的无线波束的波束成形示例提供

了图9示例中演示的迭代处理。然而，应当理解，对于发射的无线波束的波束成形的示例，可

以反转数据流的方向。

[0065] 示意图400中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标记为具有名称“DBF‑PN_M”，其中“N”对应于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2、412、422和432所属的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集合，“M”对应于数

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各自集合中各自的名称。示意图400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都可以与天线元件的各自的真子集相关联。例如，示意图400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

器可以通信地耦接到天线元件阵列的四个独立天线元件102，使得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

理器可以与图4示例中的真子集152中的一个相关联。与上述类似，示意图400中的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可以排列成阵列，其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2、412、422和432的集合中的每一

集合与天线元件102的各自相邻真子集152相关联。因此，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配置

为实现迭代处理的第一迭代级，对应于处理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所述最低级数字波

束部分LDBP分别对应于给定的真子集152中每一个相应天线元件的无线波束部分WBP。因

此，在图9的示例中，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处理标记为“DBP1_N_M”的相应第一迭代级

数字波束部分，其中“1”对应于第一迭代级。

[0066] 在图9的示例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4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1_

1，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6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1_2，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408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1_3，以及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0生成第一迭代级

数字波束部分DBP1_1_4。类似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4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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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P1_2_1，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6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2_2，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418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2_3，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20生成第一迭代

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2_4。类似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24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1_3_1，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26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3_2，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428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3_3，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0生成第一迭代

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3_4。类似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4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1_4_1，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6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4_2，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438生成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4_3，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40生成第一迭代

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4_4。相应的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中的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

字波束部分DBP1可以对应于与天线元件的各个真子集(例如，数量4)的每一个天线元件相

关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总和。此外，与上述类似，可以应用每一个最低级数字波

束部分LDBP之间的相对时延，并且可以为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分配相对于

其他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的相关时延。

[0067] 在与迭代处理的下一迭代级相对应的第二迭代级中，将一些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

部分加在一起以生成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在图9的示例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6、

408和410以通信方式耦接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4。因此，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1_1_2、DBP1_1_3和DBP1_1_4分别从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6、408和410提供给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404。因此，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4配置为生成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2_1，所述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_1对应于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1_1、

DBP1_1_2、DBP1_1_3和DBP1_1_4的总和。类似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6、418和420以通信

方式耦接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4。因此，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2_2、DBP1_2_3

和DBP1_2_4分别从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6、418和420提供给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4。因

此，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4配置为生成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_2，所述第二迭代

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_2对应于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2_1、DBP1_2_2、DBP1_2_3和

DBP1_2_4的总和。类似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26、428和430以通信方式耦接到数字波束

成形处理器424。由此，从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26、428和430分别向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424提供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3_2、DBP1_3_3和DBP1_3_4。因此，将数字波束成形

处理器424配置为生成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_3，所述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DBP2_3对应于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3_1、DBP1_3_2、DBP1_3_3和DBP1_3_4的总和。

类似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6、438和440以通信方式耦接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4。因

此，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4_2、DBP1_4_3和DBP1_4_4分别从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436、438和440提供给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4。因此，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34配置为生

成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_4，所述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_4对应于第一迭代

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_4_1、DBP1_4_2、DBP1_4_3和DBP1_4_4的总和。此外，与前面描述的类

似，可以应用每一个第一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1之间的相对时延，并且可以为每一个第

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分配相对于其他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的相关时延。

[0068] 在与迭代处理的下一迭代级相对应的第三迭代级中，将一些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

部分加在一起以生成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在图9的示例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4、

414、424和434通信地耦接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6。因此，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

说　明　书 14/17 页

19

CN 114982064 A

19



DBP2_1、DBP2_2、DBP2_3和DBP2_4分别由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4、414、424和434提供给数

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6。因此，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6配置为生成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

部分DBP3_1，所述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_1对应于第二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2_

1、DBP2_2、DBP2_3和DBP2_4的总和。此外，与上述类似，可以应用每一个第二迭代级数字波

束部分DBP2之间的相对时延，并且可以为每一个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分配相对于

其他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的相关时延。

[0069] 在与迭代处理的下一迭代级相对应的第四迭代级中，将一些第三迭代级的数字波

束部分加在一起以生成第四迭代级的数字波束部分。在图9的示例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406以通信方式耦接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8，图9的示例中未演示的其他(例如，其他三

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也是如此。因此，将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_1从数字波束成

形处理器406提供给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8，将其他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从其他

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提供给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8。因此，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8配

置为生成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_1，所述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_1对应于第

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_1和其他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的总和。作为一个示

例，在图3‑图7的示例中，基于RF前端的布置，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_1可以是四个

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中的一个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此外，与上述类似，可以应用

每一个第三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3之间的相对时延，可以为每一个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

部分DBP4分配相对于其他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的相关时延。

[0070] 在与迭代处理的下一迭代级相对应的第五迭代级中，将一些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

部分加在一起以生成第五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在图9的示例中，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08

通信地耦接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0，图9的示例中未演示的其他(例如，其他三个)数字

波束成形处理器也是如此。因此，将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_1从数字波束成形处理

器408提供给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0，将其他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从其他数字波

束成形处理器提供给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0。因此，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410配置为生成

第五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5，所述第五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5对应于所述第四迭代级

数字波束部分DBP4_1和其他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的总和。例如，图3‑图7示例中基

于RF前端的布置，第五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5可以是最高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因此可

以表示图3‑图7示例中所有相应天线元件102的所有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的总和。此

外，与前面所述类似，可以应用每一个第四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4之间的相对时延来生

成第五迭代级数字波束部分DBP5。

[0071] 因此，图9的示例演示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执行数字波束成

形的迭代处理。在图9的示例中，没有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配置为处理多于两个的迭代级，

从而将波束成形的处理分配在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之间。因此，通过将数字波束DB的处理

负担转移到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而不是在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处提供所有数字波束DB的

处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的操作提供了更有效的处理数字波束DB以发射或接收无线波束

WB的方式。因此，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对数字波束DB的处理可以大幅缓解数字波束成形系

统16所提供的潜在处理瓶颈。此外，通过实现将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相对于天线元件102分

配在RF前端12上，如典型相控阵天线系统所提供的那样，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可以通过减少

数字波束成形系统16和每一个独立天线元件102之间的互连，具有明显更高效设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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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本文所述的这些原因，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可以为无线波束WB的波束成形提供一种更高

效和更有效的设计。

[0072] 鉴于上述结构和功能特征，参考图10和图11可以更好地理解示例方法。虽然为了

简化解释，这些方法被显示和描述为串行执行(executing  serially)，但应理解并意识到，

所述方法不受所示顺序的限制，因为部分所述方法可以不同于本文所示和描述的顺序和/

或同时出现。诸如此类的方法可以通过例如集成电路、处理器或控制器中配置的各种部件

来执行。

[0073] 图10示出了用于通过相控阵天线系统(例如，相控阵天线系统10)接收无线波束

(例如，无线波束WB)的方法450的示例。在452处，在设置在阵列中并与射频前端(例如，RF前

端12)相关联的多个天线元件(例如，天线元件14)中的每一个天线元件处接收所述无线波

束的一部分。在454处，与每一个天线元件相关联的无线波束部分(例如，无线波束部分WBP)

通过各自的多个ADC(例如，DAC/ADC  20)转换为各自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例如，最低级

数字波束部分LDBP)。在456处，通过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例如，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

22)中的每一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添加与天线元件的多个真子集(例如，真子集152)相关

联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以在无线波束迭代处理的最低迭代级上生成多个数字波束部分

(例如，数字波束部分DBP)。在458处，数字波束部分在包括最低迭代级和最高迭代级的多个

迭代级中通过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迭代添加。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每一个数字波束部分

包括来自迭代处理的下一更低迭代级的较小且相对时延的数字波束部分的总和。在460处，

添加与最高迭代级相关联的数字波束部分以生成对应于无线波束的数字波束(例如，数字

波束DB)。

[0074] 图11示出了通过相控阵天线系统(例如，相控阵天线系统10)发射无线波束(例如，

无线波束WB)的方法500的示例。在502处，生成与要从相控阵天线系统发射的无线波束相对

应的数字波束(例如，数字波束DB)。在504处，数字波束部分(例如，数字波束部分DBP)通过

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例如，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22)从位于数字波束迭代处理的多个

迭代级中的最高迭代级的数字波束分配。在506处，将数字波束部分通过数字波束成形处理

器在包括最高迭代级和最低迭代级的多个迭代级中迭代分配。与给定迭代级相关联的每一

个数字波束部分从给定迭代级作为具有相对不同时延的多个较小的数字波束部分分配到

迭代处理的下一更低的迭代级，较小的数字波束部分在总体上与各自的数字波束部分相

等。在508处，分配多个数字波束部分，以通过多个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中的每一个数字波

束成形处理器生成与多个天线元件(例如，天线元件14)中的每一个相关联的多个最低级数

字波束部分(例如，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LDBP)，这些数字波束成形处理器是数字波束迭代

处理的最低迭代级。在510处，最低级数字波束部分通过各自的多个DAC(例如DAC/ADC  20)

转换为与每一个各自的天线元件相关联的无线波束部分(例如，无线波束部分WB)。在512

处，无线波束部分作为无线波束从相应的多个天线元件的每一个天线元件发射。

[0075] 以上所描述的都是一些示例。当然，不可能将每一种可以想象的组成部分或方法

的组合描述出来，但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认识到，许多进一步的组合和排列是可能的。

因此，本公开旨在包括本申请范围内的所有此类变更、修改和变形，包括所附权利要求。如

本文所用，术语“包括(includes)”指包括但不限于，术语“包括(including)”指包括但不限

于。术语“基于”是指至少部分基于。此外，本公开或权利要求列举了“一个(a)”、“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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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第一(afirst)”或“另一个(another)”元件，或其等价物时，应解释为包括一个或更

多个这样的元件，既不要求也不排除两个或更多个这样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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