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10099444.5

(22)申请日 2014.03.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93553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09.23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中兴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518085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1

号厂房

(72)发明人 王勇涛　谢豪律　王倬遥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270

代理人 张颖玲　王黎延

(51)Int.Cl.

H04L 25/06(2006.01)

H04L 27/38(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7856048 B1,2010.12.21,

US 2007047634 A1,2007.03.01,

WO 2010124298 A2,2010.10.28,

US 2006034356 A1,2006.02.16,

CN 101651474 A,2010.02.17,

CN 103490788 A,2014.01.01,

CN 1131490 A,1996.09.18,

CN 102130697 A,2011.07.20,

WO 9744940 A1,1997.11.27,

US 2008160935 A1,2008.07.03,

US 7782928 B2,2010.08.24,

US 2011069767 A1,2011.03.24,

审查员 刘欣科

 

(54)发明名称

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

的系统及方法，该系统可以包括：发射通道补偿

器，接收通道补偿器，估计器、存储器和平移混频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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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应用于射频收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校准射频收发

机的系统包括：发射通道补偿器、接收通道补偿器、估计器、存储器和平移混频器，其中，

所述存储器，用于保存补偿参数；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用于将接收到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

tx进行放大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并将

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经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数模

转换器和发射通道处理后，形成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输出；

所述平移混频器，用于对接收到的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补偿发射本振频率与接收本振

频率之间的差值，再将补偿后的Tx_out作为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所述射频收发系统

的接收通道，分别形成接收I支路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接收Q支路的正交基带接收信

号Q_rx；

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用于对接收到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

rx进行放大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并将

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传输至估计器；

所述估计器，用于对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的补

偿参数进行估计，并用估计得到的补偿参数更新存储器的补偿参数，

其中，所述估计器包括：单点离散傅里叶变换DFT计算模块和补偿参数计算模块；

所述单点DFT计算模块，用于接收由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传输的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

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根据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得到所述

射频收发系统的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所述射频收发系统载波泄漏产生的镜像

信号及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并将三个镜像信号

的功率传输至所述补偿参数计算模块；

所述补偿参数计算模块，用于通过二进制搜索法对所述三个镜像信号的功率进行搜

索，估计使所述三个镜像信号功率最小的补偿参数；并将所述估计后得到的补偿参数传输

至所述存储器，使所述存储器将已有的补偿参数更新为所述补偿参数计算模块估计后得到

的补偿参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具体用于将同相基

带发射信号I_tx通过第一放大器得到第一信号，将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通过第二放大器

得到第二信号，再将所述第一信号和第二信号利用第一加法器进行叠加，得到第三信号；之

后利用第二加法器将所述第三信号与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进行叠加，得到所述补偿后的

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

将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通过第三放大器得到第四信号，将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通

过第四放大器得到第五信号，再将所述第四信号和第五信号利用第三加法器进行叠加，得

到第六信号；之后利用第四加法器将所述第六信号与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进行叠加，得到

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平移混频器，具体用于通过平移混频

本地振荡器产生补偿信号Stm；再通过混频器将所述补偿信号Stm与所述发射射频信号Tx_

out进行混频后得到的信号，作为所述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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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具体用于将同相基

带接收信号I_rx通过第五放大器得到第七信号，将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通过第六放大器

得到第八信号，再将所述第七信号和第八信号利用第五加法器进行叠加，得到所述补偿后

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

将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通过第七放大器得到第九信号，将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通

过第八放大器得到第十信号，再将所述第九信号和第十信号利用第六加法器进行叠加，得

到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偿参数计算模块，还用于在通过二

进制搜索法估计所述三个镜像信号的功率之前，确定所述三个镜像信号功率对应的初始搜

索区间。

6.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方法，应用于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中，所述校准射频收发

机的系统应用于射频收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包括：发射通道补偿

器、接收通道补偿器、估计器、存储器和平移混频器；

所述方法包括：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接收所述射频收发机的单频信号发生器所产生的同相基带发射

信号I_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将所述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和所述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通

过放大叠加进行补偿，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

号Q_atx；并将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经所述射频收

发机的数模转换器和发射通道处理后，形成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输出；

所述平移混频器对接收到的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补偿发射本振频率与接收本振频率

之间的差值；再将所述补偿后的Tx_out作为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所述射频收发系统

的接收通道，分别形成接收I支路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接收Q支路的正交基带接收信

号Q_rx；

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对接收到的所述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所述正交基带接收信

号Q_rx进行放大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

号Q_arx；并将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

arx传输至估计器；

所述估计器对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的补偿参

数进行估计，并用估计得到的补偿参数更新存储器的补偿参数；所述补偿参数包括：发送相

关的补偿参数和接收相关的补偿参数；

其中，所述估计器对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的补

偿参数进行估计，具体包括：

所述估计器接收由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传输的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

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根据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得到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所述射频收发系统载波泄漏产

生的镜像信号及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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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估计器通过二进制搜索法对三个镜像信号的功率进行搜索，估计使所述三个镜像

信号功率最小的补偿参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将所述同相基带发射

信号I_tx和所述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通过放大叠加进行补偿，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

射信号I_at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具体包括：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将所述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放大第一预设倍数之后与放大了

第二预设倍数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进行叠加，并将叠加后的信号与第一直流补偿参数

DCi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将所述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放大第三预设倍数之后与放大了

第二预设倍数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进行叠加，并将叠加后的信号与第二直流补偿参数

DCq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平移混频器对接收到的发射射频信号

Tx_out补偿发射本振频率与接收本振频率之间的差值，具体包括；

所述平移混频器生成频率为ftm的补偿信号Stm，其中，ftm为发射本振频率与接收本振频

率之间的差值；

所述平移混频器将所述补偿信号Stm与所述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进行混频。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对接收到的所述同相

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所述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进行放大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

收信号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具体包括：

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将所述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放大第四预设倍数之后与放大了

第五预设倍数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进行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

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将所述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放大第六预设倍数之后与放大了

第五预设倍数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进行叠加，得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估计器根据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

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得到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发射通

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所述射频收发系统载波泄漏产生的镜像信号及所述射频收发系

统的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具体包括：

所述估计器对根据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

收信号Q_arx所得到基带接收信号的复信号进行单点DFT计算，分别得到由发射通道IQ失

配、载波泄漏及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所在频率ftximage、fcl和frximage；

所述估计器将所述基带接收信号的复信号分别乘以

和 3个序列，并通过低通滤波器减少其它信号对各自功率的影响，得到所

述滤波后的信号分别为Itximage+jQtximage、Icl+jQcl和Irximage+jQrximage，其中，fs为所述射频收

发系统的接收I支路的模数转换器和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接收Q支路的模数转换器采样频

率，N为序列长度；

通过计算|Itximage|+|Qtximage|得到所述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通过计

算|Icl|+|Qcl|得到所述载波泄漏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通过计算|Irximage|+|Qrximage|得到

所述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其中，|●|表示对●进行取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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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估计器通过二进制搜索法对所述三

个镜像信号的功率进行搜索，估计使所述三个镜像信号功率最小的补偿参数，具体包括：

所述估计器将所述发送相关的补偿参数中的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和第二发射通道

补偿参数θ1作为第一参数组，与所述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对应；将所述

接收相关的补偿参数中的第一接收通道补偿参数g2和第二接收通道补偿参数θ2作为第二参

数组，与所述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对应；将所述发射相关的补偿参数

中的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和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作为第三参数组，与所述载波泄漏产生

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对应；

所述估计器分别对所述第一参数组、所述第二参数组、所述第三参数组进行计算，具体

可以包括：

步骤1A、所述估计器选取所述第一参数组、所述第二参数组、所述第三参数组中任一参

数组，以及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二维搜索区间；

步骤2A、所述估计器将所述搜索区间的每一维区间都平均划分为4个子区间，从而可以

得到所述每一维区间的4个子区间的共5个端点；

步骤3A、所述估计器将所述每一维区间的5个端点代入到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

信号的功率进行计算，获取所述每一维区间中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最

小的端点；

步骤4A、所述估计器将所述每一维区间中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最

小的端点设置为中点，并将所述中点的前后两个端点作为边界点，从而得到新的搜索区间；

步骤5A、所述估计器将所述每一维区间中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最

小的端点作为所述任一参数组，从而使得所述单点DFT计算模块计算出新的所述任一参数

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

步骤6A、所述估计器所述新的搜索区间中重复执行步骤2A，直至执行预设的次数，从而

得到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最小的所述任一参数组。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估计器分别对所述第一参数组、

所述第二参数组、所述第三参数组进行计算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所述估计器确定所述第

一参数组、所述第二参数组和所述第三参数组分别对应的初始搜索区间；具体包括：

所述估计器通过执行三到五次步骤1A至步骤6A的过程或者通过粒子滤波算法或序列

重要性采样SIS方法确定所述第一参数组、所述第二参数组和所述第三参数组分别对应的

初始搜索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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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射频校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无线通信系统的射频收发机通常在发射通道以及接收通道都

分别具有两条信号路径：同向（I，In-phase）路径和正交（Q，Quadrature）路径。而由于制造

成本、工艺及功耗等原因，射频收发机中的本地振荡器（LO，Local  Oscillator）无法做到理

想的实现幅度与两条路径的信号幅度相等、以及相位与正交路径的信号完全正交，因此，在

发射通道以及接收通道会发生IQ失配现象；另外，由于发射通道的直流失调及集成电路的

耦合效应等原因，在本地振荡器的本振频率上，射频收发机会在发射通道发生载波泄漏现

象。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期望提供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及方法，能够同时

校正发射通道的载波泄漏现象、以及发射和接收通道的IQ失配现象。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应用于射频收发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发射通道补偿器，接收通道补偿器，估计器、存储器和平移混频器，其中，

[0006] 所述存储器，用于保存补偿参数；

[0007]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用于将接收到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

号Q_tx进行放大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

并将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经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

数模转换器和发射通道处理后，形成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输出；

[0008] 所述平移混频器，用于对接收到的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补偿发射本振频率与接收

本振频率之间的差值，再将补偿后的Tx_out作为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所述射频收发

系统的接收通道，分别形成接收I支路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接收Q支路的正交基带接

收信号Q_rx；

[0009] 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用于对接收到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

号Q_rx进行放大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并将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传输至估计器；

[0010] 所述估计器，用于对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的补偿参数进行估计，并用估计得到的补偿参数更新存储器的补偿参数。

[0011] 上述方案中，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具体用于将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通过第一

放大器得到第一信号，将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通过第二放大器得到第二信号，再将所述

第一信号和第二信号利用第一加法器进行叠加，得到第三信号；之后利用第二加法器将所

述第三信号与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进行叠加，得到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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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x；

[0012] 将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通过第三放大器得到第四信号，将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

tx通过第四放大器得到第五信号，再将所述第四信号和第五信号利用第三加法器进行叠

加，得到第六信号；之后利用第四加法器将所述第六信号与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进行叠

加，得到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

[0013] 上述方案中，所述平移混频器，具体用于通过平移混频本地振荡器产生补偿信号

Stm；再通过混频器将所述补偿信号Stm与所述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进行混频后得到的信号，

作为所述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接收通道。

[0014] 上述方案中，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具体用于将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通过第五

放大器得到第七信号，将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通过第六放大器得到第八信号，再将所述

第七信号和第八信号利用第五加法器进行叠加，得到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

arx；

[0015] 将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通过第七放大器得到第九信号，将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

rx通过第八放大器得到第十信号，再将所述第九信号和第十信号利用第六加法器进行叠

加，得到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0016] 上述方案中，所述估计器包括：单点离散傅里叶变换DFT计算模块和补偿参数计算

模块；其中，

[0017] 所述单点DFT计算模块，用于接收由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传输的所述补偿后的同

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0018] 根据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得到

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所述射频收发系统载波泄漏产生的

镜像信号及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并将所述三个

镜像信号的功率传输至所述补偿参数计算模块；

[0019] 所述补偿参数计算模块，用于通过二进制搜索法对所述三个镜像信号的功率进行

搜索，估计使所述三个镜像信号功率最小的补偿参数；并将所述估计后得到的补偿参数传

输至所述存储器，使所述存储器将所述已有的补偿参数更新为所述补偿参数计算模块估计

后得到的补偿参数。

[0020] 上述方案中，所述补偿参数计算模块，还用于在通过二进制搜索法估计所述三个

镜像信号的功率之前，确定所述三个镜像信号功率对应的初始搜索区间。

[0021]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方法，应用于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中，所

述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应用于射频收发机；所述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包括：发射通道

补偿器，接收通道补偿器，估计器、存储器和平移混频器；

[0022] 所述方法包括：

[0023]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接收所述射频收发机的单频信号发生器所产生的同相基带

发射信号I_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

[0024]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将所述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和所述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

tx通过放大叠加进行补偿，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

射信号Q_atx；并将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经所述射

频收发机的数模转换器和发射通道处理后，形成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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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所述平移混频器对接收到的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补偿发射本振频率与接收本振

频率之间的差值；再将所述补偿后的Tx_out作为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所述射频收发

系统的接收通道，分别形成接收I支路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接收Q支路的正交基带接

收信号Q_rx；

[0026] 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对接收到的所述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所述正交基带接

收信号Q_rx进行放大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

收信号Q_arx；并将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

号Q_arx传输至估计器；

[0027] 所述估计器对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的补

偿参数进行估计，并用估计得到的补偿参数更新存储器的补偿参数；所述补偿参数包括：发

送相关的补偿参数和接收相关的补偿参数。

[0028] 上述方案中，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将所述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和所述正交基带

发射信号Q_tx通过放大叠加进行补偿，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补偿后的

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具体包括：

[0029]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将所述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放大第一预设倍数之后与放

大了第二预设倍数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进行叠加，并将叠加后的信号与第一直流补偿

参数DCi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

[0030] 所述发射通道补偿器将所述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放大第三预设倍数之后与放

大了第二预设倍数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进行叠加，并将叠加后的信号与第二直流补偿

参数DCq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

[0031] 上述方案中，所述平移混频器对接收到的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补偿发射本振频率

与接收本振频率之间的差值，具体包括；

[0032] 所述平移混频器生成频率为ftm的补偿信号Stm，其中，ftm为发射本振频率与接收本

振频率之间的差值；

[0033] 所述平移混频器将所述补偿信号Stm与所述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进行混频。

[0034] 上述方案中，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对接收到的所述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所述

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进行放大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和补偿后的正交基

带接收信号，具体包括：

[0035] 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将所述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放大第四预设倍数之后与放

大了第五预设倍数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进行叠加，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

arx；

[0036] 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将所述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放大第六预设倍数之后与放

大了第五预设倍数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进行叠加，得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

arx。

[0037] 上述方案中，所述估计器对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

号Q_arx的补偿参数进行估计，具体包括：

[0038] 所述估计器接收由所述接收通道补偿器传输的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

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0039] 根据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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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x得到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所述射频收发系统载波泄

漏产生的镜像信号及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

[0040] 所述估计器通过二进制搜索法对所述三个镜像信号的功率进行搜索，估计使所述

三个镜像信号功率最小的补偿参数。

[0041] 上述方案中，所述估计器根据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

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得到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

所述射频收发系统载波泄漏产生的镜像信号及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

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具体包括：

[0042] 所述估计器对根据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基

带接收信号Q_arx所得到基带接收信号的复信号进行单点DFT计算，分别得到由发射通道IQ

失配、载波泄漏及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所在频率ftximage、fcl和frximage；

[0043] 所述估计器将所述基带接收信号的复信号分别乘以

和 3个序列，并通过低通滤波器减少其它信号对各自功率的影响，得到

所述滤波后的信号分别为Itximage+jQtximage、Icl+jQcl和Irximage+jQrximage，其中，fs为所述射频

收发系统的接收I支路的模数转换器和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接收Q支路的模数转换器采样

频率，N为序列长度；

[0044] 通过计算|Itximage|+|Qtximage|得到所述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通

过计算|Icl|+|Qcl|得到所述载波泄漏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通过计算|Irximage|+|Qrximage|

得到所述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其中，|●|表示对●进行取模计算。

[0045] 上述方案中，所述估计器通过二进制搜索法对所述三个镜像信号的功率进行搜

索，估计使所述三个镜像信号功率最小的补偿参数，具体包括：

[0046] 所述估计器将所述发送相关的补偿参数中的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和第二发

射通道补偿参数θ1作为第一参数组，与所述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对应；

将所述接收相关的补偿参数中的第一接收通道补偿参数g2和第二接收通道补偿参数θ2作为

第二参数组，与所述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对应；将所述发射相关的补

偿参数中的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和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作为第三参数组，与所述载波泄

漏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对应；

[0047] 所述估计器分别对所述第一参数组、所述第二参数组、所述第三参数组进行计算，

具体可以包括：

[0048] 步骤1A、所述估计器选取所述第一参数组、所述第二参数组、所述第三参数组中任

一参数组，以及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二维搜索区间；

[0049] 步骤2A、所述估计器将所述搜索区间的每一维区间都平均划分为4个子区间，从而

可以得到所述每一维区间的4个子区间的共5个端点；

[0050] 步骤3A、所述估计器将所述每一维区间的5个端点代入到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

镜像信号的功率进行计算，获取所述每一维区间中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

率最小的端点；

[0051] 步骤4A、所述估计器将所述每一维区间中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

率最小的端点设置为中点，并将所述中点的前后两个端点作为边界点，从而得到新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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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

[0052] 步骤5A、所述估计器将所述每一维区间中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

率最小的端点作为所述任一参数组，从而使得所述单点DFT计算模块计算出新的所述任一

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

[0053] 步骤6A、所述估计器所述新的搜索区间中重复执行步骤2A，直至执行预设的次数，

从而得到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最小的所述任一参数组。

[0054] 上述方案中，在所述估计器分别对所述第一参数组、所述第二参数组、所述第三参

数组进行计算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所述估计器确定所述第一参数组、所述第二参数组和

所述第三参数组分别对应的初始搜索区间；具体包括：

[0055] 所述估计器通过执行三到五次步骤1A至步骤6A的过程或者通过粒子滤波算法或

序列重要性采样SIS方法确定所述第一参数组、所述第二参数组和所述第三参数组分别对

应的初始搜索区间。

[005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及方法，通过对基带接收信号中

由于发射通道和接收通道的IQ失配及发射通道的载波泄露造成的镜像信号进行参数搜索，

以得到相应的补偿参数，从而消除发射通道和接收通道的IQ失配及发射通道的载波泄露的

影响，校正发射通道的载波泄漏现象以及发射通道和接收通道的IQ失配现象。

附图说明

[0057] 图1为一种当前常用的射频收发系统结构示意图；

[005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0059] 图3a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发射通道补偿器具体的电路实现示意图；

[0060] 图3b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平移混频器具体的电路实现示意图；

[0061] 图3c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接收通道补偿器具体的电路实现示意图；

[006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估计器的结构示意图；

[0063]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带接收信号的复信号的幅频特性示意图；

[0064]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对参数组进行计算过程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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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6] 为了能够同时校正发射通道的载波泄漏现象以及发射和接收通道的IQ失配现象，

可以将本发明实施例所提出的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应用在目前常用的射频收发系统中，

从而能够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具体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阐述。

[0067] 图1为当前常用的一种射频收发系统10，用于各种无线通信系统的IQ调制及解调。

如图1所示，射频收发系统10可以包括发射通道101和接收通道102，图1中，点划线上方的为

发射通道101，点划线下方的为接收通道102。

[0068] 具体的，发射通道101可以由单频信号发生器1011产生两路频率均为fsig、且相位

相互正交的基带信号I_tx和Q_tx，其中， 可以称为同相基带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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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可以称为正交基带发射信号， 为基带信号的相位；然后

将同相基带发射信号传输至发射同向I支路101a，将正交基带发射信号传输至发射正交Q支

路101b；

[0069] 在发射I支路101a中，首先通过数模转换器（DAC，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1012a和低通滤波器（LF，Lowpass  Filter）1013a将同相基带发射信号从数字信号转换为模

拟信号；可以理解的，经过数模转换器1012a和低通滤波器1013a后，同相基带发射信号仅仅

只改变了自身的表示类型，同相基带发射信号表达式依旧为 相

应的，在发射Q支路101b中，同样通过数模转换器1012b和低通滤波器1013b将正交基带发射

信号从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可以理解的，经过数模转换器1012b和低通滤波器1013b

后，正交基带发射信号也仅仅只改变了自身的表示类型，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表达式依旧

为

[0070] 然后，发射本地振荡器1014可以将自身所产生的发射本振信号

作为发射载波，在理想状态下，发射本振信号可以通过移相器1015移动相位0o来得到发射

同相本振信号 并将LOI_tx0与发射I支路中的LF1013a传出的

同相基带发射信号进行混频，具体可以由混频器1016a将LOI_tx0和I_tx进行上混频得到I

支路的同相混频发射信号，其中，ftxlo为发射本地振荡器1014的本振频率， 为发射本地

振荡器1014的本振相位；相应的，在理想状态下，发射本振信号通过移相器1015移动相位

90°来得到发射正交本振信号 并将LOQ_tx0与发射Q支路中

的低通滤波器1013b传出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进行混频，具体可以由混频器1016b将LOQ_

tx0和Q_tx进行上混频得到Q支路的正交混频发射信号，类似的，ftxlo为发射本地振荡器

1014的本振频率， 为发射本地振荡器1014的本振相位；

[0071]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制造成本、工艺及功耗等原因，发射本地振荡器会发生

发射通道IQ失配现象，此时，与同相基带发射信号进行混频的发射同相本振信号是由发射

本地振荡器1014所产生的发射本振信号经过移相器1015移动相位 之后，通过放大器

1017a放大 倍得到的，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与同相基带发射信号进行混频的发射同

相本振信号为： 相应的，与正交基带发射信号进行

混频的发射正交本振信号是由发射本地振荡器1014所产生的发射本振信号，经过移相器1015

移动相位 之后，通过放大器1017b放大 倍得到的，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与正

交基带发射信号进行混频的发射正交本振信号为：

[0072] 最后，在理想状态下，可以由加法器1018将同相混频发射信号和正交混频发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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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进行叠加之后，通过发射天线1019将叠加后的混频信号作为发射射频信号Tx_out向外部

空间发射出去；

[0073] 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发射通道的直流失调及集成电路的耦合效应等原

因，在本地振荡器的本振频率上，射频收发机会在发射通道101发生载波泄漏现象，因此，理

想状态中叠加后的混频信号还需要与载波泄露模拟器10110所模拟的泄露的发射载波Acos

(2πflot+φcl)再通过叠加器10111进行一次叠加才能得到实际情况下的发射射频信号Tx_

out。

[0074] 为了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还可以将发射射频信号Tx_out通过射频环路

103后作为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接收通道102。

[0075] 具体的，接收通道102可以将接收射频信号Rx_in分离为频率相同，且相位相互正

交的同相射频接收信号I_rxin和正交射频接收信号Q_rxin；并将同相射频接收信号I_rxin

传输至接收同向I支路102a，将正交射频接收信号Q_rxin传输至接收正交Q支路102b；

[0076] 首先，接收本地振荡器1021可以将自身所产生的接收本振信号

作为接收载波，在理想状态下，接收本振信号可以通过移相器1022移动相位0o来得到接收

同相本振信号 并将LOI_rx0与接收I支路102a传输过来的同

相射频接收信号I_rxin进行混频，具体可以由混频器1023a将LOI_rx0和I_rxin进行下混频

得到接收I支路102a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其中，frxlo为接收本地振荡器1021的本振频

率， 为接收本地振荡器1021的本振相位；相应的，接收本振信号可以通过移相器1022移

动相位90°来得到接收正交本振信号 并将LOQ_rx0与接收Q支

路102b传输过来的正交射频接收信号Q_rxin进行混频，具体可以由混频器1023b将LOQ_rx0

和Q_rxin进行下混频得到接收Q支路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类似的，frxlo为接收本地振

荡器1021的本振频率， 为接收本地振荡器1021的本振相位；

[0077]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制造成本、工艺及功耗等原因，接收本地振荡器也会发

生接收通道IQ失配现象，此时，与同相射频接收信号I_rxin进行混频的接收同相本振信号

是由接收本地振荡器1021所产生的接收本振信号经过移相器1022移动相位 之后，通过

放大器1024a放大 倍得到的，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与信号I_rxin进行混频的接收同

相本振信号为： 相应的，与接收正交射频信号Q_

rxin进行混频的接收正交本振信号是由接收本地振荡器1021所产生的接收本振信号经过

移相器1022移动相位 之后，通过放大器1024b放大 倍得到的，因此，在实

际应用中，与信号Q_rxin进行混频的接收正交本振信号为：

[0078] 然后，接收I支路102a中，将混频得到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依次通过低通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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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1025a、可变增益放大器1026a以及模数转换器（ADC，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1027a之后，可以得到数字信号形式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

[0079] 需要说明的是，数字信号形式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与混频得到的同相基带接

收信号I_rx仅仅只是表示类型的不同，而信号的表达式仍然相同；相应的，接收Q支路102b

中，将混频得到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依次通过低通滤波器1025b、可变增益放大器

1026b以及ADC1027b之后，可以得到数字信号形式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同样需要说明

的是，数字信号形式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与混频得到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也仅仅

只是表示类型的不同，而信号的表达式仍然相同；可以理解的，数字信号形式的I_rx和数字

信号形式的Q_rx就是接收基带信号。

[0080] 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应用中，发射通道的IQ失配、载波泄露以及接收通道的

IQ失配均分别会使得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中额外的包括由发

射通道IQ失配、载波泄漏及接收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这三种镜像信号会成为同相

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的干扰，这是因为在理想状态下，同相基带接

收信号I_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的能量只存在于频率frxsig=ftxlo+fsig-frxlo处；而实际

应用中，由于三种镜像信号的存在，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的能

量会分散在频率为ftximage=ftxlo-fsig-frxlo、fcl=ftxlo-frxlo以及frximage=-(ftxlo+fsig-frxlo)处，

其中，ftximage表示由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所在频率；fcl表示由载波泄露产生的

镜像信号所在频率；frximage表示由接收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所在频率；

[0081]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三种镜像信号会导致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正交基带接

收信号Q_rx中处于频率frxsig=ftxlo+fsig-frxlo处能量的削弱。

[0082] 综上所述，可以通过补偿的方式来降低这种干扰，例如，在发射通道101的单频信

号发生器1011产生同相基带发射信号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之后，对同相基带发射信号和正

交基带发射信号分别进行发射IQ失配以及载波泄露的补偿；相应的，在接收通道102，也会

对ADC1027a和ADC1027b得到的数字信号形式的I_rx和数字信号形式的Q_rx分别进行接收

IQ失配补偿。

[0083]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提出了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20，可以应用

在如图1所示的射频收发系统10中，可以理解的，图1所示的射频收发系统仅用于对本发明

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并不仅限定于图1所示的射频收发系统；在本实施例中，

将系统20应用于图1所示的射频收发系统，并结合前述对图1所示的射频收发系统的说明，

可以理解的，图2保留了射频收发系统10中与系统20相关的部分和器件，其他部分与图1所

示的射频收发系统10一致，因此在图2中用省略号代替。

[0084] 该系统20可以包括：发射通道补偿器201，接收通道补偿器203，估计器204、存储器

205和平移混频器202；其中，

[0085] 存储器205，用于保存补偿参数；

[0086] 这里，所保存的补偿参数包括发送相关的补偿参数和接收相关的补偿参数，分别

用于提供给发射通道补偿器201、接收通道补偿器203完成信号补偿；

[0087] 这里，发送相关的补偿参数包括：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第二发射通道补偿参

数θ1、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

[0088] 接收相关的补偿参数包括：第一接收通道补偿参数g2和第二接收通道补偿参数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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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发射通道补偿器201，用于接收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

将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经放大叠加后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

发射信号I_at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并将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

atx传输至发射I支路101a的数模转换器1012a，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传输至发

射Q支路101b的数模转换器1012b；从而可使射频收发系统10的发射通道101根据补偿后的

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得到发射射频信号Tx_out；

[0090] 可以理解的，射频收发系统10得到发射射频信号Tx_out的具体过程可由上述对图

1的说明进行实现，在此不再赘述。

[0091] 这里，发射通道补偿器201所接收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和正交基带发射信号

Q_tx由射频收发系统10中的单频信号发生器1011产生；

[0092] 具体的，发射通道补偿器201将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放大（1-g1）倍之后与放大

了θ1倍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进行叠加，并将叠加后的信号与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进

行叠加，从而可以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

[0093] 发射通道补偿器201将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放大（1+g1）倍之后与放大了θ1倍的

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进行叠加，并将叠加后的信号与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进行叠加，从

而可以得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

[0094] 示例性的，发射通道补偿器201具体的电路实现形式可以如图3a所示：

[0095] 将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tx通过（1-g1）倍的第一放大器的第一信号与将正交基带

发射信号Q_tx通过θ1倍的第二放大器的第二信号利用第一加法器进行叠加，得到第三信

号；并利用第二加法器将第三信号与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的同

相基带发射信号

[0096] 将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tx通过（1+g1）倍第三放大器的第四信号与将同相基带发

射信号I_tx通过θ1倍的第四放大器的第五信号利用第三加法器进行叠加，得到第六信号；

并利用第四加法器将第六信号与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的正交

基带发射信号

[0097] 平移混频器（TM，Translational  Mixer）202，用于对接收的由射频收发系统10传

输的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补偿发射本振频率与接收本振频率之间的差值，将补偿后的发射

射频信号Tx_out作为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射频收发系统10的接收通道102，以使得射

频收发系统10根据接收射频信号Rx_in得到射频收发系统10的接收I支路102a的同相基带

接收信号I_rx和射频收发系统10的接收Q支路102b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

[0098] 具体的，平移混频器202可以替换图1中的射频环路103；平移混频器202可以通过

生成补偿信号Stm=cos(2πftmt+φtm)，并将补偿信号Stm与发射射频信号Tx_out进行混频后得

到的信号作为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射频收发系统10的接收通道102；其中，ftm为发射

本振频率与接收本振频率之间的差值，φtm为补偿信号的相位；

[0099] 示例性的，平移混频器202的具体电路实现形式可以如图3b所示，通过平移混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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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振荡器（LO  TM）产生补偿信号Stm=cos(2πftmt+φtm)，其中，ftm为发射本振频率与接收本振

频率之间的差值，φtm为补偿信号的相位；然后通过混频器将补偿信号Stm与发射射频信号

Tx_out进行混频之后得到的信号作为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接收通道102；

[0100] 接收通道补偿器203，用于接收由射频收发系统10的接收I支路102a和射频收发系

统10的接收Q支路102b传输来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将所述

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和所述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进行放大叠加后得到补偿后的同相

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并将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

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传输至估计器204；

[0101] 具体的，接收通道补偿器203将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放大（1-g2）倍之后与放大

了θ2倍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

[0102] 接收通道补偿器203将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放大（1+g2）倍之后与放大了θ2倍的

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0103] 示例性的，接收通道补偿器203具体的电路实现形式可以如图3c所示：

[0104] 将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rx通过（1-g2）倍第五放大器的第七信号与将正交基带接

收信号Q_rx通过θ2倍的第六放大器的第八信号利用第五加法器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

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

[0105] 将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rx通过（1+g2）倍第七放大器的第九信号与将同相基带接

收信号I_rx通过θ2倍的第八放大器的第十信号利用第六加法器进行叠加，从而得到补偿后

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0106] 可以理解的，上述放大器的倍数可以是发射通道补偿器201和接收通道补偿器203

通过从存储器205接收相应的发送相关的补偿参数和接收相关的补偿参数之后，在放大器

中预先设置的。

[0107] 估计器204，用于根据所述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所述补偿后的正交

基带接收信号Q_arx对所述补偿参数进行估计，并将所述估计后的补偿参数传输至所述存

储器，以使得所述存储器将所述已有的补偿参数替换为所述估计后的补偿参数。

[0108] 这里，估计器204可以包括单点离散傅里叶变换（DFT，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计算模块2041和补偿参数计算模块2042；如图4所示，其中，

[0109] 单点DFT计算模块2041，用于接收由接收通道补偿器203传输的补偿后的同相基带

接收信号I_ar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

[0110] 根据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得到

基带接收信号的复信号（I_arx+j×Q_arx），其中，j表示复数单位，可以由-1开根号得到；

[0111] 对基带接收信号的复信号（I_arx+j×Q_arx）进行单点DFT计算，分别得到由发射

通道IQ失配、载波泄漏及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所在频率ftximage、fcl和frximage，

[0112] 其中，ftximage=ftxlo-fsig-frxlo+ftm、fcl=ftxlo-frxlo+ftm以及frximage=-(ftxlo+fsig-frxlo+

ftm)，fsig为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单频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和正交基带发射

信号的频率，ftxlo为所述射频收发系统的发射本地振荡器的本振频率，frxlo为所述射频收发

系统的接收本地振荡器的本振频率，ftm为所述平移混频本地振荡器产生补偿信号的频率；

[0113] 具体的，由于本实施例中，平移混频器202通过将频率为ftm的补偿信号Stm与发射

射频信号Tx_out进行混频之后得到的信号作为接收射频信号Rx_in传输至接收通道102，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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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实施例中，由发射通道IQ失配、载波泄漏及接收通道IQ失配产生的三个镜像信号所在

频率分别是ftximage=ftxlo-fsig-frxlo+ftm、fcl=ftxlo-frxlo+ftm以及frximage=-(ftxlo+fsig-frxlo+

ftm)处；相应的，补偿后的同相基带接收信号I_arx和补偿后的正交基带接收信号Q_arx所在

频率为frxsig=(ftxlo+fsig-frxlo+ftm)；在如图5所示的幅频特性示意图中，横坐标表示频率，纵

坐标表示信号的幅度，从图5可知，对于横坐标来说，frxsig与ftximage关于fcl对称，frxsig与

frximage关于f=0对称，因此，单点DFT计算模块2041可以根据以上两种对称关系得到三个镜

像信号所在频率；

[0114] 通过基带接收信号的复信号以及三个镜像信号所在频率ftximage、fcl和frximage分别

求出所述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载波泄漏产生的镜像信号及接收通道IQ失配所

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并将所述三个镜像信号的功率传输至传输至补偿参数计算模块

2042；

[0115] 具体的，首先可以将基带接收信号的复信号分别乘以

和 3个序列，并通过低通滤波器减少其它信号对各自功率的影响，从而

可以得到滤波后的信号分别为Itximage+jQtximage、Icl+jQcl和Irximage+jQrximage；其中，fs为模数

转换器1027a和模数转换器1027b采样频率，N为序列长度；

[0116] 然后通过计算|Itximage|+|Qtximage|得到所述射频收发系统10的发射通道IQ失配产

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通过计算|Icl|+|Qcl|得到所述射频收发系统10载波泄漏产生的镜像

信号的功率，通过计算|Irximage|+|Qrximage|得到所述射频收发系统10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

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其中，|●|表示对●进行取模计算；

[0117] 补偿参数计算模块2042，用于根据上述三个镜像信号的功率以及本发明实施例所

提出的一种新的二进制搜索法估计使三个镜像信号功率最小的补偿参数；并将估计后的补

偿参数传输至存储器205，使得存储器205将已有的补偿参数更新为补偿参数计算模块2042

传输的估计后的补偿参数；

[0118]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关于发射通道IQ失配所导致的发射同相本振信号LOI_tx和发

射正交本振信号LOQ_tx的表达式可知，由发射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仅与参数ε1和

有关，因此，结合补偿后的同相基带发射信号I_atx与补偿后的正交基带发射信号Q_atx可

以得知，当g1=ε1且 时，就可以使得由发射通道IQ失配导致的镜像信号功率最小；同

理，由接收通道IQ失配产生的镜像信号仅与参数ε2和 有关，因此，当g2=ε2且 时，就

可以使得由接收通道IQ失配导致的镜像信号功率最小；此外，可以对由载波泄露导致的镜

像信号功率进行搜索，得到使由载波泄露导致的镜像信号功率最小的第一直流补偿参数

DCi和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

[0119] 进一步的，从上述的分析还可以得知，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和第二发射通道

补偿参数θ1、第一接收通道补偿参数g2和第二接收通道补偿参数θ2、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

和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这三组参数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因此，可以并行地对这三组

参数进行计算，以缩短补偿参数的计算时间；

[0120] 示例性的，由于上述三组参数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且可以并行地对这三组参数进

行计算，因此可以并行地对上述三组参数通过本发明实施例所提出的新的二进制搜索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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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使得三个镜像信号功率最小的补偿参数，为了简洁的对计算过程进行描述，可以将第

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和第二发射通道补偿参数θ1作为第一参数组，与所述发射通道IQ失

配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对应；第一接收通道补偿参数g2和第二接收通道补偿参数θ2作为

第二参数组，与所述接收通道IQ失配所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对应；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

和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作为第三参数组，与所述载波泄漏产生的镜像信号的功率对应；具

体通过本发明实施例所提出的新的二进制搜索法对三个参数组进行计算过程是类似的，本

发明实施例从上述的三个参数组中任取一个参数组进行具体说明，其他两个参数组则可以

根据与该具体说明相近的方法进行计算。

[0121] 如图6所示，具体过程如下：

[0122] S601：选择与选取的任一参数组对应的搜索区间；

[0123] 具体以第一参数组为例，由于第一参数组中包括两个参数，所以，与第一参数组对

应的初始搜索区间可以是一个二维区间，因此，可以将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设置为第

一维参数；对应的，将第二发射通道补偿参数θ1设置为第二维参数；可以理解的，第一维参

数也可以是第二发射通道补偿参数θ1而对应的第二维参数则是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

本发明实施例对此不作任何限定；

[0124] S602：将所述搜索区间的每一维区间都平均划分为四个子区间，从而可以得到每

一维区间的四个子区间的共五个端点，可以理解的，每一维区间的五个端点是按照大小顺

序排列的；

[0125] S603：将每一维区间的五个端点代入到选取的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

进行计算，获取每一维区间中令选取的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最小的端点；

[0126] 具体以第一参数组为例，可以将每一维区间的五个端点代入到第一参数组对应的

|Itximage|+|Qtximage|进行计算，获取每一维区间中令|Itximage|+|Qtximage|最小的端点；

[0127] S604：将每一维区间中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最小的端点设置

为中点，并将所述中点的前后两个端点作为边界点，从而得到新的搜索区间；

[0128] 具体以第一参数组为例，可以将每一维区间中令|Itximage|+|Qtximage|最小的端点设

置为中点，并将所述中点的前后两个端点作为边界点，从而得到新的搜索区间；

[0129] S605：将所述每一维区间中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最小的端点

作为所述任一参数组，从而使得所述单点DFT计算模块计算出新的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

镜像信号的功率；

[0130] 具体以第一参数组为例，可以将每一维区间中令|Itximage|+|Qtximage|最小的端点作

为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和第二发射通道补偿参数θ1，并对存储器205中所保存的对应的

补偿参数进行更新，从而使得系统20计算出新的|Itximage|+|Qtximage|；

[0131] S606：在所述新的搜索区间中重复执行步骤S602，直至执行预设的次数，从而得到

令所述任一参数组对应的镜像信号的功率最小的所述任一参数组。

[0132] 具体以第一参数组为例，可以所述新的搜索区间中重复执行步骤S602，直至执行

预设的次数，从而得到令|Itximage|+|Qtximage|最小的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和第二发射通

道补偿参数θ1。

[0133] 可以理解的，步骤S601至S606也可以应用在对第二参数组和第三参数组进行估计

的过程中，具体与第一参数组类似，只是将相应的参数组以及对应的镜像信号功率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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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就可以实现，具体不再赘述。

[0134] 需要说明的是，当初始选定的对第一参数组g1和θ1进行搜索的搜索区间中包括ε1

和 时，执行N（N→∞，∞为无穷大）次步骤S601至步骤S606之后，可以获得第一发射通道补

偿参数g1和第二发射通道补偿参数θ1的全局最优值；此时，最终得到的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

数g1和第二发射通道补偿参数θ1的误差不大于L/2N+1，其中L表示最初的搜索区间的长度，N

表示预设的执行次数；而且搜索时间等于T×(2N+1)，其中T表示单点的计算时间；

[0135]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方面，当初始选定的对参数g1和θ1进行搜索的搜索区间中

没有包括ε1和 时，步骤S601至步骤S606只能在所述搜索区间内获得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

数g1和第二发射通道补偿参数θ1的距离ε1和 最近的点，因此仅能够得到在所述搜索区间

内的最优解，该最优解并不是全局的最优解，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最优值；另一方面，参数g1

和θ1之间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根据这个相关性，当参数g1和θ1中的任意一个参数的初始

搜索点距离本身的最优点较远的时候，对另一个参数搜索得到的结果也会距离所述另一个

参数本身的最优点较远，导致搜索的结果误差过大，最终也只能得到的局部最优值；

[0136]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步骤S601之前，还可以包括确定第一参数组对应的初

始搜索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对参数g1和θ1进行粗略计算的过程，以使得粗略

估计得到的参数g1和θ1的范围能够包含ε1和 ，而且可以将这个粗略估计的范围作为步骤

S601至步骤S606的初始选定的搜索区间。具体确定第一参数组对应的初始搜索区间的过程

可以是执行三到五次步骤S601至步骤S606的过程，也可以是通过其他应用于离散值的估计

算法过程，求得ε1和 的高概率区间，从而将这个高概率区间作为第一参数组对应的初始

搜索区间，例如粒子滤波算法以及序列重要性采样（SIS，Sequential  Importance 

Sampling)方法。

[0137] 对于第二参数组和第三参数组，同理可知，也可以包括在步骤S601之前包括确定

第二参数组和第三参数组对应的初始搜索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对参数第二

参数组和第三参数组进行粗略计算的过程，以使得粗略估计得到的第二参数组和第三参数

组的范围能够分别包含ε2和 以及载波泄露的信号，而且可以将这个粗略估计的范围作为

对第二参数组和第三参数组分别执行步骤S601至步骤S606的初始选定的搜索区间。具体确

定第二参数组和第三参数组对应的初始搜索区间的过程也可以是执行三到五次步骤S601

至步骤S606的过程，也可以是通过其他应用于离散值的估计算法过程，例如粒子滤波算法

以及序列重要性采样（SIS，Sequential  Importance  Sampling)方法。

[0138] 所以，本系统20可以通过估计器204根据所述三个镜像信号的功率直接得到所述

的三个参数组。

[0139]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三个参数组之间的独立性，因此对第一参数组、第二参数组和

第三参数组计算过程可以并行的进行处理，通过空间换时间的方式以节省对补偿参数的估

计时间；从而经过N次迭代之后就能够直接得出第一发射通道补偿参数g1和第二发射通道

补偿参数θ1、第一接收通道补偿参数g2和第二接收通道补偿参数θ2、第一直流补偿参数DCi

和第二直流补偿参数DCq。

[014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校准射频收发机的系统以及该系统对射频收发机进行

校准的方法，通过对基带接收信号中由发射通道和接收通道的IQ失配及发射通道的载波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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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造成的镜像信号进行参数搜索，以得到相应的补偿参数，从而消除发射通道和接收通道

的IQ失配及发射通道的载波泄露的影响，校正发射通道的载波泄漏现象以及发射通道和接

收通道的IQ失配现象。

[0141]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发明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计算机程序

产品。因此，本发明可采用硬件实施例、软件实施例、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施例的形

式。而且，本发明可采用在一个或多个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可用存储

介质（包括但不限于磁盘存储器和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序产品的形式。

[0142] 本发明是参照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设备（系统）、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程

图和/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每一流

程和/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流程和/或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

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以产

生一个机器，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于实

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装置。

[0143]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以特

定方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

令装置的制造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

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

[0144]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使得在计

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以产生计算机实现的处理，从而在计算机或

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

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01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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