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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基站天

线单元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

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设计，属于天线技术领域，

本发明中所述基站天线单元包括反射板、固定设

置于反射板上方的辐射单元、两对相同的非规则

偶极子，以及穿过反射板与辐射贴片连接的两根

同轴线。利用三次Hermite样条插值对辐射单元

上辐射贴片的形状进行优化，延长了辐射贴片上

电流的有效传播路径，使其在有限的设计空间内

达到更高的设计空间利用率，进而增加了天线的

工作带宽，有利于天线设计的小型化，与传统的

基站天线相比，本发明中的天线具有小型化、宽

频带、稳定性高等特点，适用于3G/4G/5G射频前

端系统中小型化基站天线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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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所述基站天线单元由反射板、固

定设置于反射板上方的辐射单元、两对相同的非规则偶极子，以及穿过反射板与辐射贴片

连接的两根同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辐射单元由介质基板，以及印刷于介质基板上的辐射

贴片组成，所述辐射贴片为两对非规则结构的交叉偶极子，所述偶极子的每个臂皆通过三

次Hermite样条插值法进行形状构造，以延长辐射贴片上电流的有效传播路径，其轮廓点为

P0、P1、P2、P3、P0'、P1'和P2'，并且P0'、P1'和P2'分别与P0、P1、P2对称；

其中，每个偶极子的一半印刷在介质基板的正面，而另一半蚀刻在介质基板的背面，并

且每对所述偶极子的两个臂通过一个宽度线性变化的金属贴片来激励；

两根所述同轴线分别穿过反射板并与辐射贴片相连，用于对所述基站天线单元进行馈

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其特征在

于，所述同轴线具有内导体和外导体，内导体穿过辐射单元的介质基板与其正面的辐射贴

片相连接，外导体与介质基板背面的另一个辐射贴片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其特征在

于，所述同轴线的内导体为铜线，同轴线的外导体为接地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其特征在

于，所述反射板为正面镀覆有铜层的FR4介质基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其特征在

于，所述辐射贴片的材质为金属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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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天线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面向3G/4G/5G的小型化、宽频带、方向图

稳定性强的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设计。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现代移动通信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移动通信系统高传输速率、稳定的

通信质量以及多种复杂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作为移动通信系统中重要组成

部分的基站天线，其设计技术也随着系统技术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和提高。支持多网络通信

系统的宽带天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它们可以减少天线的总数，节省安装空间，并节省

基站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双极化天线被广泛用于极化分集，以减少多径衰落效应并增加系

统信道容量。为了服务于3G(1880‑2170MHz)，4G(2300‑2400MHz和2570‑2690MHz)和Sub‑

6GHz(3300‑3600MHz)通信系统，覆盖1880‑3600MHz的双极化天线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由

于基站天线站址的资源紧张，宽频带基站天线小型化的需求愈发迫切，已经成为未来基站

天线发展趋势。在满足3G/4G/5G的频带要求下，实现方向图稳定、小型化的基站天线将会有

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0003] 首先，天线方向图稳定和较小的增益变化将大大有利于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由

于天线覆盖区域用户的分布位置散落，较大的增益变化将影响用户日常网络的使用，为了

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就会增加基站的数量，提高覆盖成本。

[0004] 其次，小型化的基站天线将大大有利于移动通信的网络建设与优化。天线尺寸的

缩小节约了基站天线的建站空间，可以使得天线与数字移相电路为主体的馈电网络高度集

成。这样便能实时调控基站的网络覆盖，使得网络资源得到最佳分配。除此之外，在基站天

线安装与维护方面，小型化的基站天线使得基站天线体积缩小、重量减轻，有利于降低天线

的安装难度与维护成本。最后，小型化有利于基站天线的美化与伪装，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视

觉污染，美化环境。也能够降低用户对基站天线辐射的担忧心理，降低基站天线的建站难

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其工作

频段为：1.88GHz‑3.6GHz，可满足3G(1880‑2170MHz)，4G(2300‑2400MHz和2570‑2690MHz)和

Sub‑6G(3300‑3600MHz)，以能够满足通信系统中双极化基站天线设计需求。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

基站天线单元，所述基站天线单元由反射板、固定设置于反射板上方的辐射单元、两对相同

的非规则偶极子以及两根同轴线构成，所述辐射单元由介质基板，以及印刷于介质基板上

的辐射贴片组成，所述辐射贴片为两对非规则结构的交叉偶极子，所述偶极子的每个臂皆

通过三次Hermite样条插值法进行形状构造，延长了辐射贴片上电流的有效传播路径，其轮

廓点为P0、P1、P2、P3、P0'、P1'和P2'，并且P0'、P1'和P2'分别与P0、P1、P2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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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其中，每个偶极子的一半印刷在介质基板的正面，而另一半蚀刻在介质基板的背

面，并且每对所述偶极子的两个臂通过一个宽度线性变化的金属贴片来激励，从而使双极

化天线增益变得平坦轻巧；

[0008] 两根同轴线分别穿过反射板并与辐射贴片相连，用于对所述基站天线单元进行馈

电。

[0009] 进一步，所述同轴线具有内导体和外导体，内导体穿过介质基板与其正面的辐射

贴片相连接，外导体与介质基板背面的另一个辐射贴片相连接。

[0010] 进一步，所述同轴线的内导体为铜线，同轴线的外导体为接地线。

[0011] 进一步，所述反射板为正面镀覆有铜层的FR4介质基板。

[0012] 进一步，所述辐射贴片的材质为金属铜。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本发明，利用三次Hermite样条插值对辐射单元上辐射贴片的形状进行优化，延长

了辐射贴片上电流的有效传播路径，使其在有限的设计空间内达到更高的设计空间利用

率，进而增加了天线的工作带宽，有利于天线设计的小型化。

[0015] 本发明，在有限的设计空间内，通过使用非规则结构偶极子，延长电流的有效传播

路径，增加了天线的工作带宽。与传统的基站天线相比，本发明中的天线具有小型化、宽频

带、稳定性高等特点，适用于3G/4G/5G射频前端系统中小型化基站天线等应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传统规则偶极子与非规则偶极子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本发明中的偶极子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本发明天线实物图

[0019] 图4本发明基站天线S11、S22、S21的仿真与测试结果示意图

[0020] 图5本发明基站天线在1.88‑3.6GHz频段内增益和半功率波束宽度的仿真与测试

结果示意图

[0021] 图6本发明基站天线在1.88‑3.6GHz频段内几个频点的主极化与交叉极化的仿真

与测试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本发明实施例采用的±45°双极化基站天线。

[0024] 如图1‑3所示，一种面向3G/4G/5G小型宽带双极化基站天线单元，所述基站天线单

元由反射板、固定设置于反射板上方的辐射单元、两对相同的非规则偶极子以及两根同轴

线构成，介质基板的长宽高尺寸分别为40.8mm、40.8mm、0.8mm，也就是辐射尺寸为0.38λ(λ

为中心频点所对应的波长)，所述辐射贴片为两对相同的非规则交叉偶极子，所述偶极子的

每个臂皆通过三次Hermite样条插值法进行形状构造，以延长辐射贴片上电流的有效传播

路径，其轮廓点为P0、P1、P2、P3、P0'、P1'和P2'，并且P0'、P1'和P2'分别与P0、P1、P2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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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其中，每个偶极子的一半印刷在介质基板的正面，而另一半蚀刻在介质基板的背

面，并且每对所述偶极子的两个臂通过一个宽度线性变化的金属贴片来激励，从而使双极

化天线增益变得平坦轻巧；

[0026] 两根所述同轴线分别穿过反射板并与辐射贴片相连，用于对所述基站天线单元进

行馈电。具体的，两根同轴线皆为50Ω同轴线，其将电流传输到辐射贴片上，最终通过偶极

子贴片将信号以电磁波的形式传递出去。

[0027]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在偶极子的一臂引入7个轮廓点，这种不规则结构的偶极子可

以充分利用有限的设计空间以获得良好的阻抗匹配，较高的隔离度和稳定的辐射性能；在

HFSS中，由于轮廓点P0和P0'分别在d1、d2和h1处，因此共优化了八个几何参数(x1，y1，x2，

y2，x3，d1，d2，h1)，通过优化参数，将天线单元的尺寸下降到0.25λ。

[0028] 本发明实施例中，辐射单元的作用是将信号以电磁波的形式向空间辐射，并通过

改变偶极子的形状可以延长电流的传输路径从而达到减小天线尺寸以及实现阻抗匹配的

目的。

[0029] 实验说明：

[0030] 本发明的3G/4G/5G双极化基站天线的回波损耗以及两个端口的隔离度如图4所

示。天线仿真的回拨损耗大于10dB，实际测量结果大于10dB，天线隔离度仿真结果大于

30dB，实际测量结果大于28dB。通过实际测量结果可知本发明5G基站天线单元具有良好的

回波损耗以及较高的隔离度。

[0031] 本发明3G/4G/5G双极化基站天线在1.88‑3.6GHz频段内增益的仿真与测试结果如

图5所示。由天线增益公式G＝4π×Ae/λ2，其中λ表示天线中心频点的波长，Ae表示天线的有

效口径；

[0032] 从上述天线增益公式可知，天线增益与天线口径成正比关系。天线口径下降，增益

也会下降。由图可知，本发明的3G/4G/5G双极化基站天线的仿真增益最大为8.6dB，测试结

果在工作频段内增益范围为：8.0‑8.6dB，与传统基站单元相比，本发明具有较稳定的增益

变化。传统基站天线大多采用规则的偶极子贴片，天线在工作频段内具有较高的增益波动；

而本发明通过优化辐射贴片的形状，使其与传统基站天线具有相同的增益，但是增益在频

带内更加稳定。

[0033] 本发明3G/4G/5G双极化基站天线在1.88‑3.6GHz频段内的主极化与交叉极化比如

图6所示。天线的实际测量结果可知，本发明基站天线的主极化与交叉极化比大于30dB，说

明本发明基站天线具有良好的极化特性，进而说明本发明沿主辐射方向的能量更加集中，

具有良好的辐射性能。

[0034] 本发明，利用三次Hermite样条插值对辐射单元上辐射贴片的形状进行优化，延长

了辐射贴片上电流的有效传播路径，使其在有限的设计空间内达到更高的设计空间利用

率，进而增加了天线的工作带宽，有利于天线设计的小型化，并且在有限的设计空间内，通

过使用非规则结构偶极子，延长电流的有效传播路径，增加了天线的工作带宽。与传统的基

站天线相比，本发明中的天线具有小型化、宽频带、稳定性高等特点，适用于3G/4G/5G射频

前端系统中小型化基站天线等应用。

[003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3300085 A

5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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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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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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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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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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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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