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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射频收发器，包括：发射器(2)；接收器(3)，其中，该接收器包括构成下变频器的

全复合混频器(5)；以及同相和正交不平衡校准模块(4)，其中，该同相和正交不平衡校准模

块被设置用于校准该发射器并省略对该接收器的校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射频收发器，包括从该发射器(2)到该接收器(3)的环回连接

(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射频收发器，包括与该接收器(3)以及该同相和正交不平衡校

准模块(4)连接的包络检测器(18)。

4.根据以上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射频收发器，其中，该接收器包括用于初始RF信

号处理的第一接收器模块(6)以及用于对经下变频的信号继续进行信号处理的第二接收器

模块(7)，其中该全复合混频器(5)连接到该第一接收器模块和该第二接收器模块。

5.根据以上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射频收发器，其中，该全复合混频器(5)包括：无

线电信号同相和正交相位输入端(43、44)、余弦信号输入端(37)、正弦信号输入端(38)、第

一混频器至第四混频器(31a至31d)、减法器(32)、加法器(33)、同相信号输出端(35)、以及

正交信号输出端(36)，其中，该第一混频器和该第四混频器与射频输入端和该余弦信号输

入端连接，其中，该第二混频器和该第三混频器与射频信号输入端和该正弦信号输入端连

接，其中，该减法器与该第一混频器和该第三混频器以及该同相信号输出端连接，并且其

中，该加法器与该第二混频器和该第四混频器以及该正交信号输出端连接。

6.根据以上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射频收发器，其中，该射频收发器(45)是直接变

频收发器。

7.一种波束成形收发器射频集成电路，包括根据以上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射频收

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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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收发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射频(RF)收发器领域，更具体地涉及对RF收发器中的同相和正交(IQ)

不平衡的补偿。

背景技术

[0002] 在本领域中众所周知的是，I信号与Q信号之间的幅度和相位失配必须保持较小，

以便在直接变频收发器中以及使用一个或多个中间频率步骤的收发器中维持上变频器和

下变频器中的预期信号质量。为了在I信号与Q信号之间实现90度相位差和相等幅度，需要

进行校准。市场上的产品已经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校准程序。这些不同的校准程序在文献和

出版物中有很好的描述。例如，书RF  Imperfections  in  High-rate  Wireless  Systems(高

速无线系统中的RF缺陷)(ISBN  978-1-4020-6902-4)在第139-183页详细描述了IQ不平衡

校准。

[0003] 由于在接收(下变频器)电路和发射(上变频器)电路两者中都发现了IQ缺陷，因此

对接收器和发射器两者执行校准。

[0004] 为了校准发射器，需要由系统中的调制解调器或RF  IC中的其他装置提供已知且

良好控制的输入激励。输入激励被馈送到发射器的输入端，并且在发射器的输出端测量得

到的误差。以类似的方式，为了校准接收器，需要将输入激励提供给接收器的输入端，并且

在接收器的输出端处测量得到的误差。用于校准直接变频收发器系统中的IQ不平衡的典型

程序由校准接收器中的IQ不平衡然后校准发射器中的IQ不平衡构成，如下所述。

[0005] 生成一系列RF音调并将其馈送到接收器的RF部分的输入端。然后将RF音调下变频

到基带，并且在数字域中比如借助于FTT(快速傅里叶变换)分析或借助于互相关器来检测

相应的IQ不平衡。当已知IQ不平衡时，将校正参数馈送到接收器以将IQ不平衡降低到可接

受水平。

[0006] 当接收器已经如上所述被校准时，其可用于如下校准发射器。在调制解调器中生

成一系列复合音调，并将其作为IQ基带信号馈送到发射器的上变频器。代替将经上变频的

信号发射到天线，通过芯片上的环回连接将其馈送到接收器的输入端。然后将来自发射器

的信号下变频到基带，并在数字域中比如借助于FTT分析或借助于互相关器来检测相应的

IQ不平衡。由于接收器在其已经被校准后可被认为是理想的，因此检测到的IQ不平衡与发

射器的缺陷有关。最后，将校正参数馈送到发射器以将IQ不平衡降低到可接受水平。

[0007] 上述校准例程执行起来相当耗时。因此，简化程序将是有利的。

发明内容

[0008] 简化现有技术的IQ不平衡校准将是有利的。

[0009] 为了更好地解决此问题，在本发明的第一方面，呈现了一种射频收发器，该射频收

发器包括：发射器；接收器，该接收器包括构成下变频器的全复合混频器；以及同相和正交

不平衡校准模块，该同相和正交不平衡校准模块被设置用于仅校准该发射器。根据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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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实现并且已经示出的是，通过在接收器中包括全复合混频器，能够仅执行对发射器的

IQ不平衡校准，并且省略对接收器的IQ不平衡校准。另外，已经示出的是，IQ不平衡校准过

程的促进超过了增加的电路复杂性。

[0010] 根据射频收发器的实施例，该射频收发器包括从该发射器到该接收器的环回连

接。

[0011] 根据射频收发器的实施例，该射频收发器包括与该发射器以及该同相和正交不平

衡校准模块连接的包络检测器。

[0012] 根据射频收发器的实施例，该接收器包括用于初始RF信号处理的第一接收器模块

以及用于对经下变频的信号继续进行信号处理的第二接收器模块，其中，该全复合混频器

连接到该第一接收器模块和该第二接收器模块。

[0013] 根据射频收发器的实施例，该全复合混频器包括：无线电信号输入端、余弦信号输

入端、正弦信号输入端、第一混频器至第四混频器、减法器、加法器、同相信号输出端、以及

正交信号输出端，其中，该第一混频器和该第四混频器与射频输入端和该余弦信号输入端

连接，其中，该第二混频器和该第三混频器与射频信号输入端和该正弦信号输入端连接，其

中，该减法器与该第一混频器和该第三混频器以及该同相信号输出端连接，并且其中，该加

法器与该第二混频器和该第四混频器以及该正交信号输出端连接。

[0014] 根据射频收发器的实施例，该射频收发器是直接变频收发器。

[001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包括如上所述的射频收发器的波束成形收发

器射频集成电路。

附图说明

[0016] 现在将更加详细地并参考附图来描述本发明，在附图中：

[0017] 图1至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RF收发器的实施例的示意性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所示，RF收发器1的第一实施例包括发射器2、接收器3、以及同相和正交(IQ)

不平衡校准模块4，该同相和正交不平衡校准模块与发射器2和接收器3连接，同时被设置用

于仅校准发射器2。接收器3包括作为下变频器的全复合混频器5。在RF收发器中使用全复合

混频器5本身是例如从US  2006/0281429  A1已知的，但是它没有与IQ不平衡校准模块组合

使用，并且尤其不是为了消除接收器的IQ不平衡校准而仅仅对发射器执行IQ不平衡校准。

[0019] 接收器3进一步包括用于初始RF信号处理的第一接收器模块6、I和Q滤波器34、以

及用于对经下变频的信号继续进行信号处理的第二接收器模块7，其中，第一接收器模块6

经由I和Q滤波器34连接到全复合混频器5的输入端，其中，第二接收器模块连接到全复合混

频器5的输出端。类似地，发射器2包括用于比如信号放大等初始发射处理的第一发射器模

块8、连接到第一发射器模块8的输出端的上变频器9、以及连接到上变频器9的输出端的用

于最终信号处理的第二发射器模块10。第二发射器模块10的输出端子11与发射天线元件连

接，而第一接收器模块6的输入端子12与接收天线元件连接。

[0020] RF收发器进一步包括与发射器2和接收器3连接的I和Q分离器13。更具体地，I和Q

分离器生成比如余弦信号和正弦信号等90度相移信号，并将这些信号提供给全复合混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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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及上变频器9。

[0021] 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知的并在此由另外的收发器模块14所展示的，RF收发器1

进一步包括比如供电电路、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等各种附加电路。

[0022] RF收发器1可以是直接变频收发器以及具有一个或多个中间频率步骤的收发器，

比如具有超外差接收器和发射器的收发器。上述模块包含用于这些不同选项的相应的必要

电路。

[0023] 此外，在此实施例中，存在环回连接15，其连接在上变频器9的输出侧和全复合混

频器5的输入侧。环回连接15用于IQ不平衡校准。IQ不平衡校准模块4包括连接到第一发射

器模块8的输入端的复合音调发生器16以及连接到第二接收器模块7的输出端的IQ不平衡

分析器17。应当注意的是，环回连接的位置仅是许多可能位置中的一个示例。在发射器侧，

环回连接可以连接在上变频器9的输出端与发射天线之间的可选位置，并且在接收器侧，环

回连接可以连接在接收天线与全复合混频器5的输入端之间的可选位置。

[0024] 关于IQ不平衡校准，RF收发器的第一实施例如下操作。复合音调发生器16生成一

系列复合音调，该一系列复合音调是处于基带频率的复合信号。该一系列复合音调作为基

带I信号和Q信号被馈送到第一发射器模块8以进行比如信号放大等初始发射处理，并且进

一步馈送到上变频器9以进行上变频并组合成RF发射信号。从上变频器9的输出端，RF发射

信号被馈送到第二发射器模块10，并且经由环回连接15被馈送到接收器侧，在该接收器侧，

RF发射信号被添加到RF接收信号。组合的RF信号经由I和Q滤波器34馈送到全复合混频器5

的输入端，该I和Q滤波器将RF信号分成I信号和Q信号。在进行下变频并且已经通过第二接

收器模块7之后，I信号和Q信号被馈送到IQ不平衡分析器17。由于复合混频器5是理想的，或

者至少可以忽略不理想，因此由IQ不平衡分析器17检测到的任何不平衡都是由于发射器的

缺陷造成的。如果有必要，IQ不平衡校准模块4相应地调整发射器。IQ不平衡分析通常借助

于对IQ不平衡分析器17的输入信号应用FFT(快速傅立叶变换)变换的软件实施算法来进

行。

[0025] 除了IQ不平衡校准部分之外，如图2所示的RF收发器25的第二实施例对应于第一

实施例。在此实施例中，代替环回结构，提供了包络检测器模块18，其连接到上变频器9的输

出侧并连接到IQ不平衡校准模块19。应当注意，可替代地，包络检测器模块18可以根据期望

在上变频器9之后以及发射天线之前的可选位置处连接。在此实施例中，IQ不平衡校准模块

19包括连接到第一发射器模块8的输入端的复合音调发生器20以及连接到包络检测器模块

18的IQ不平衡分析器21。此实施例的优点是避免了环回连接。这是可能的，因为接收器由于

全复合混频器5而被认为关于I信号和Q信号是理想的(即平衡的)。然而，此实施例的缺点在

于包络检测器模块18中使用的包络检测器通常难以以足够好的性能实施。

[0026] 第二实施例如下操作。借助于复合音调发生器20生成一系列复合音调，并将其作

为I信号和Q信号馈送到第一发射器模块8，并且然后进一步馈送到上变频器9。从上变频器

输出的RF信号被馈送到包络检测器18。包络检测器18的输出信号被馈送到IQ不平衡分析器

21，该IQ不平衡分析器确定IQ不平衡(如果有的话)。然后IQ不平衡校准模块19相应地调整

发射器。

[0027] 图3示出了将第一实施例应用于直接变频收发器45的示例。在此示例中，第一接收

器模块6包括若干接收信号路径26，每个接收天线元件(未示出)对应一个接收信号路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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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接收天线元件具有放大器电路27、28和移相器29。第一接收器模块6进一步包括连接到所

有接收信号路径26的加法器30。全复合混频器5包括四个混频器元件31a至31d、减法器32、

加法器33、RF  I信号输入端43和Q信号输入端44、对应的I信号输出端35和Q信号输出端36、

余弦信号输入端37、以及正弦信号输入端38。RF  I信号输入端与混频器元件31a至31d的第

一混频器元件31a和第二混频器元件31b连接，而RF  Q信号与这些混频器元件的第三混频器

元件31c和第四混频器元件31d连接。余弦信号输入端37与第一混频器元件31a和第四混频

器元件31d连接，并且正弦信号输入端38与第二混频器元件31b和第三混频器元件31c连接。

混频器元件31a至31d的输出端分别成对地连接到减法器32和加法器33，使得第一混频器

31a和第三混频器31c的输出端与减法器32连接，并且第二混频器元件31b和第四混频器元

件31d的输出端与加法器33连接。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理解的，加法器和减法器的其他组合

和连接也是可行的。

[0028] I和Q分离器13包括频率合成器39以及正弦和余弦信号发生器40，该正弦和余弦信

号发生器具有与全复合混频器5的余弦信号输入端37和正弦信号输入端38以及上变频器9

的相应输入端连接的余弦信号输出端41和正弦信号输出端42。

[0029] 本发明也适用于IF收发器，即，所接收的RF频率被下变频到中间频率的收发器，并

且发射器也包括至少一个IF级。图1和图2中所示出的第一实施例和第二实施例可实施为IF

收发器以及直接变频收发器，其中，全复合混频器用作一个或多个IF级中的一个或多个中

的下变频器。

[0030] 在第一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3中所示，所有部件优选地集成在单个RF-IC上。如图2

中所示，针对RF收发器的第二实施例也是如此。

[0031] 本射频收发器有利地用于波束成形收发器射频集成电路中。

[0032] 因此，由于减少了校准时间(因为仅针对发射器进行校准)，所以可以在更短时间

内校准IQ不平衡，这增加了收发器可用于发射/接收有用数据的时间。换句话说，可能的吞

吐量增加。此外，在许多系统中，接收模式中的时间通常明显大于发射模式中的时间。在这

样的系统中，省略了要对接收器执行的校准(通过采用全复合混频器，不需要进行这种校

准)，并且可用于接收的时间增加。在接收模式下不需要生成用于校准IQ误差的RF信号，这

简化了电路的实施方式。

[0033] 尽管在附图和前述描述中已经详细展示和描述了本发明，但是这种展示和描述被

视为说明性的或示例性的而非限制性的。本发明并不限于所公开的实施例。

[0034] 通过研究附图、所披露内容和所附权利要求，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实践所要求保护

的发明时可以理解和实现对所披露实施例的其他改变。在权利要求中，词语“包括”不排除

其他的要素或步骤，并且不定冠词“一(a，an)”并不排除多个。单个处理器或其他单元可以

实现权利要求中陈述的若干项的功能。在相互不同的从属权利要求中引用某些措施的这种

单纯事实并不表明不能有利地使用这些措施的组合。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都不应当

被解释为限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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