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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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554055.1

(22)申请日 2018.12.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49517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3.19

(73)专利权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

研究所

地址 050081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589

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

究所微散部

(72)发明人 任文成　全亮　李志勇　王晓春　

何占林　宋迎东　毛晶晶　韩燕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河北东尚律师事务所 13124

代理人 王文庆

(51)Int.Cl.

H04B 10/40(2013.01)

H04B 10/25(2013.01)

H04B 1/00(2006.01)

H04B 10/516(2013.01)

(56)对比文件

CN 205812028 U,2016.12.14,

审查员 李晓琳

 

(54)发明名称

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

装置，属于无线微波通信技术领域。其包括室内

单元和室外单元，室内单元和室外单元之间通过

光纤连接；室内单元包括监控勤务卡、业务卡、保

密卡和第一数字光接口；室外单元包括第二数字

光接口、基带处理板卡、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发

信机、功率放大器、电调双工器、天线、低噪声放

大器、收信机；基带处理板卡进行本地监控；光纤

连接于第一数字光接口和第二数字光接口之间。

该发明装置设备结构紧凑、成本低、安装方便，适

合推广应用于具有视距宽带微波通信需求的场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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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包括室内单元和室外单元，所述室内单元和室外

单元之间通过光纤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内单元包括监控勤务卡(1)、业务卡(2)、保密

卡(3)和第一数字光接口(4)；所述室外单元具有发射通道和接收通道，所述发射通道包括

顺次连接的第二数字光接口(5)、基带处理板卡(6)、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8)、

功率放大器(9)、电调双工器(10)、天线(11)，所述接收通道包括顺次连接的天线(11)、电调

双工器(10)、低噪声放大器(13)、收信机(12)、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基带处理板卡(6)、

第二数字光接口(5)，发射通道与接收通道共用第二数字光接口(5)、基带处理板卡(6)、无

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电调双工器(10)和天线(11)；所述基带处理板卡(6)对无线宽带数

据调理器(7)、发信机(8)、功率放大器(9)、收信机(12)、低噪声放大器(13)以及该基带处理

板卡(6)自身进行本地监控；所述光纤连接于第一数字光接口(4)和第二数字光接口(5)之

间；

数据发送时，外部送入的业务信号经由保密卡(3)进行加密，之后与监控勤务卡(1)送

来的监控勤务信息进行同步辅助复接处理，形成合路信号，合路信号经第一数字光接口(4)

由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继而通过光纤传送至第二数字光接口(5)，第二数字光接口(5)将

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还原出合路信号并传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基带处理板卡(6)对合

路信号进行辅助分接处理，分离出业务信息和监控信息，所述业务信息包括业务时钟和业

务数据，其中，监控信息用于对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8)、功率放大器(9)、电调

双工器(10)以及收信机(12)进行参数设置，业务信息传送给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无线

宽带数据调理器(7)对业务信息进行信道编码以及高阶调制，生成适合于微波无线信道传

输的基带波形，然后将基带波形调制到低中频，并进行数模变换以及上变频操作，输出中频

信号给发信机(8)，发信机(8)一方面对中频信号进行采样以检测中频发功率，另一方面对

中频信号进行上变频处理，将信号频率由中频变换至本地监控设置下的发送射频频率，功

率放大器(9)将发信机(8)输出的射频信号放大至本地监控要求的输出功率，同时，对放大

后的射频信号进行采样以获取射频输出功率，电调双工器(10)对放大后的射频信号进行滤

波，滤除发射频段以外的信号成分，天线(11)将滤波后的信号馈送至微波无线信道中进行

传输；

数据接收时，电调双工器(10)对天线(11)接收下来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处理，滤除接

收频段以外的杂波干扰，分离出接收频带内的信号，低噪声放大器(13)对电调双工器(10)

分离出的信号进行放大处理，收信机(12)对低噪声放大器(13)放大后的信号进行下变频处

理，将X波段的射频信号变换至中频信号，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将收信机(12)输出的中

频信号下变频至零中频，然后进行模数变换、高阶解调以及信道译码处理，输出业务信息，

基带处理板卡(6)将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输出的业务信息连同本地监控信息一起做辅

助复接处理，生成群路信息，群路信息在第二数字光接口(5)处转换为光信号，第一数字光

接口(4)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并送至业务卡(2)处进行分接处理，保密卡(3)对业务卡

(2)分接出的业务信息进行解密处理，并将解密信息送至业务卡(2)的相应接口电路处输

出，分接处理生成的监控和勤务信息则在监控勤务卡(1)处显示和输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无线

宽带数据调理器(7)包括下变频模块(14)、A/D转换模块(15)、高阶调制解调模块(16)、LDPC

编译码模块(17)、上变频模块(18)和D/A转换模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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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接收时，下变频模块(14)将收信机(12)输出的中频信号进行下变频操作，输出零

中频信号，A/D转换模块(15)对此零中频信号进行模拟数字转换，输出数字IQ两路信号，高

阶调制解调模块(16)对该两路数字信号进行解调处理，输出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LDPC

编译码模块(17)利用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进行LDPC信道译码处理，恢复出业务信息，并

将该信息以译码时钟和译码数据的形式发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

数据发送时，LDPC编译码模块(17)利用基带处理板卡(6)输出的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

进行LDPC信道编码处理，输出编码时钟和编码数据至高阶调制解调模块(16)，高阶调制解

调模块(16)对编码数据进行高阶调制处理，输出数字低中频信号至D/A转换模块(19)进行

数字模拟转换，转换得到的模拟零中频信号在上变频模块(18)处上变频至中频频点，然后

送至发信机(8)进行下一步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阶调制

解调模块(16)包括匹配滤波模块(20)、调制内插模块(21)、同步模块(22)、信道均衡模块

(23)、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帧同步模块(25)、解调内插模块(26)、基带成形模块(27)、星

座图映射模块(28)以及串/并转换模块(29)；

数据接收时，匹配滤波模块(20)对A/D转换模块(15)输出的零中频信号进行匹配滤波

处理，匹配滤波后的信号在调制内插模块(21)处进行内插处理，同步模块(22)对调制内插

模块(21)输出的内插信号提取载波相位信息，信道均衡模块(23)利用同步模块(22)提取的

载波相位信息对调制内插模块(21)输出的内插信号进行LMS信道均衡，输出的均衡结果由

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解映射为星座图点，帧同步模块(25)利用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的

输出比特提取帧头进行帧定位，输出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并将帧定位信息发送给LDPC

编译码模块(17)进行LDPC译码操作；

数据发送时，串/并转换模块(29)对LDPC编译码模块(17)的编码输出进行串/并转换，

输出的两路并行信号在星座图映射模块(28)处映射为两路数字信号，基带成形模块(27)分

别对两路数字信号进行基带成形，解调内插模块(26)对基带成形模块(27)输出的基带成形

信号进行内插操作，并将输出的低中频信号送至D/A转换模块(1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LDPC

编译码模块(17)包括帧头检测模块(30)、LDPC译码核模块(31)、译码输出缓冲模块(32)、编

码输出缓冲模块(33)、LDPC编码核模块(34)和编码输入缓冲模块(35)；

数据接收时，帧头检测模块(30)处理帧同步模块(25)输出的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

得到译码时钟和待译码软信息，LDPC译码核模块(31)利用待译码软信息进行译码输出硬判

决，输出译码比特流，译码输出缓冲模块(32)对译码比特流进行缓存，并调整译码时钟，输

出比特时钟，然后将缓存后的译码比特流以及比特时钟传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

数据发送时，基带处理板卡(6)的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在编码输入缓冲模块(35)处进

行缓存和码速调整，并输出至LDPC编码核模块(34)，LDPC编码核模块(34)对缓存后的业务

时钟和业务数据进行编码，输出编码比特流和编码时钟，编码输出缓冲模块(33)对编码比

特流和编码时钟进行加帧头处理，并输出至串/并转换模块(2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调

双工器(10)包括第一定向耦合器(36)、收信机滤波器(37)、第二定向耦合器(38)、第一校频

单元(39)、第一驱动板(40)、第一步进电机(41)、第一传动机构(42)、第三定向耦合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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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机滤波器(44)、第四定向耦合器(45)、第二校频单元(46)、第二驱动板(47)、第二步进

电机(48)、第二传动机构(49)以及环形器(50)；

数据发送时，基带处理板卡(6)发出本地监控信号给第二驱动板(47)，第二驱动板(47)

控制第二步进电机(48)运转，第二步进电机(48)通过第二传动机构(49)对发信机滤波器

(44)进行调谐，从而对功率放大器(9)送来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滤波后的信号经环形器

(50)送到天线(11)；

数据接收时，环形器(50)把从天线(11)接收来的接收信号分离出来，同时，基带处理板

卡(6)发出本地监控信号给第一驱动板(40)，第一驱动板(40)控制第一步进电机(41)运转，

第一步进电机(41)通过第一传动机构(42)对收信机滤波器(37)进行调谐，收信机滤波器

(37)对环形器(50)分离出的信号进行滤波，并将滤波后的信号送至低噪声放大器(13)；

所述第一定向耦合器(36)和第二定向耦合器(38)分别设置在收信机滤波器(37)的输

出端和输入端，所述第一校频单元(39)通过第一定向耦合器(36)采集收信机滤波器(37)的

输出信号，并通过第二定向耦合器(38)对收信机滤波器(37)的输入进行反馈调节，起到纠

正频偏的作用；

所述第四定向耦合器(45)和第三定向耦合器(43)分别设置在发信机滤波器(44)的输

出端和输入端，所述第二校频单元(46)通过第四定向耦合器(45)采集发信机滤波器(44)的

输出信号，并通过第三定向耦合器(43)对发信机滤波器(44)的输入进行反馈调节，起到纠

正频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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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线微波通信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情况下，X波段微波通信设备固定在X波段内的某一段通信带宽内进行无线数

据的收发，不支持收发频点可调。此时，如果在该频段内持续的存在一个强干扰信号，将会

导致通信链路中断，无法进行正常的通信功能。

[0003] 此外，微波通信作为广泛使用的无线通信手段之一，目前正往传输宽带化、业务IP

化以及服务智能化等方向演进，这就要求微波设备能够提供比以往更大容量的数据传输。

[0004] 可见，现有技术中的X波段微波通信设备在抗干扰和大容量传输性能方面还有待

加强。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具有抗干扰性能强、通

信容量大、结构紧凑、设备量少的特点。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包括室内单元和室外单元，所述室内单元和室

外单元之间通过光纤连接；所述室内单元包括监控勤务卡1、业务卡2、保密卡3和第一数字

光接口4；所述室外单元具有发射通道和接收通道，所述发射通道包括顺次连接的第二数字

光接口5、基带处理板卡6、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8、功率放大器9、电调双工器10、天

线11，所述接收通道包括顺次连接的天线11、电调双工器10、低噪声放大器13、收信机12、无

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基带处理板卡6、第二数字光接口5，发射通道与接收通道共用第二数

字光接口5、基带处理板卡6、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电调双工器10和天线11；所述基带处理

板卡6对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8、功率放大器9、收信机12、低噪声放大器13以及该

基带处理板卡6自身进行本地监控；所述光纤连接于第一数字光接口4和第二数字光接口5

之间；

[0008] 数据发送时，外部送入的业务信号经由保密卡3进行加密，之后与监控勤务卡1送

来的监控勤务信息进行同步辅助复接处理，形成合路信号，合路信号经第一数字光接口4由

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继而通过光纤传送至第二数字光接口5，第二数字光接口5将光信号

转换为电信号，还原出合路信号并传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基带处理板卡6对合路信号进行

辅助分接处理，分离出业务信息和监控信息，所述业务信息包括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其

中，监控信息用于对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8、功率放大器9、电调双工器10以及收信

机12进行参数设置，业务信息传送给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对业务

信息进行信道编码以及高阶调制，生成适合于微波无线信道传输的基带波形，然后将基带

波形调制到低中频，并进行数模变换以及上变频操作，输出中频信号给发信机8，发信机8一

方面对中频信号进行采样以检测中频发功率，另一方面对中频信号进行上变频处理，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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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频率由中频变换至本地监控设置下的发送射频频率，功率放大器9将发信机8输出的射频

信号放大至本地监控要求的输出功率，同时，对放大后的射频信号进行采样以获取射频输

出功率，电调双工器10对放大后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滤除发射频段以外的信号成分，天线

11将滤波后的信号馈送至微波无线信道中进行传输；

[0009] 数据接收时，电调双工器10对天线11接收下来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处理，滤除接

收频段以外的杂波干扰，分离出接收频带内的信号，低噪声放大器13对电调双工器10分离

出的信号进行放大处理，收信机12对低噪声放大器13放大后的信号进行下变频处理，将X波

段的射频信号变换至中频信号，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将收信机12输出的中频信号下变频

至零中频，然后进行模数变换、高阶解调以及信道译码处理，输出业务信息，基带处理板卡6

将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输出的业务信息连同本地监控信息一起做辅助复接处理，生成群

路信息，群路信息在第二数字光接口5处转换为光信号，第一数字光接口4将光信号转换为

电信号，并送至业务卡2处进行分接处理，保密卡3对业务卡2分接出的业务信息进行解密处

理，并将解密信息送至业务卡2的相应接口电路处输出，分接处理生成的监控和勤务信息则

在监控勤务卡1处显示和输出。

[0010] 具体的，所述的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包括下变频模块14、A/D转换模块15、高阶调

制解调模块16、LDPC编译码模块17、上变频模块18和D/A转换模块19；

[0011] 数据接收时，下变频模块14将收信机12输出的中频信号进行下变频操作，输出零

中频信号，A/D转换模块15对此零中频信号进行模拟数字转换，输出数字IQ两路信号，高阶

调制解调模块16对该两路数字信号进行解调处理，输出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LDPC编译

码模块17利用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进行LDPC信道译码处理，恢复出业务信息，并将该信

息以译码时钟和译码数据的形式发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

[0012] 数据发送时，LDPC编译码模块17利用基带处理板卡6输出的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

进行LDPC信道编码处理，输出编码时钟和编码数据至高阶调制解调模块16，高阶调制解调

模块16对编码数据进行高阶调制处理，输出数字低中频信号至D/A转换模块19进行数字模

拟转换，转换得到的模拟零中频信号在上变频模块18处上变频至中频频点，然后送至发信

机8进行下一步处理。

[0013] 具体的，所述高阶调制解调模块16包括匹配滤波模块20、调制内插模块21、同步模

块22、信道均衡模块23、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帧同步模块25、解调内插模块26、基带成形模

块27、星座图映射模块28以及串/并转换模块29；

[0014] 数据接收时，匹配滤波模块20对A/D转换模块15输出的零中频信号进行匹配滤波

处理，匹配滤波后的信号在调制内插模块21处进行内插处理，同步模块22对调制内插模块

21输出的内插信号提取载波相位信息，信道均衡模块23利用同步模块22提取的载波相位信

息对调制内插模块21输出的内插信号进行LMS信道均衡，输出的均衡结果由星座图解映射

模块24解映射为星座图点，帧同步模块25利用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的输出比特提取帧头进

行帧定位，输出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并将帧定位信息发送给LDPC编译码模块17进行

LDPC译码操作；

[0015] 数据发送时，串/并转换模块29对LDPC编译码模块17的编码输出进行串/并转换，

输出的两路并行信号在星座图映射模块28处映射为两路数字信号，基带成形模块27分别对

两路数字信号进行基带成形，解调内插模块26对基带成形模块27输出的基带成形信号进行

说　明　书 2/8 页

6

CN 109495179 B

6



内插操作，并将输出的低中频信号送至D/A转换模块19。

[0016] 具体的，所述的LDPC编译码模块17包括帧头检测模块30、LDPC译码核模块31、译码

输出缓冲模块32、编码输出缓冲模块33、LDPC编码核模块34和编码输入缓冲模块35；

[0017] 数据接收时，帧头检测模块30处理帧同步模块25输出的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

得到译码时钟和待译码软信息，LDPC译码核模块31利用待译码软信息进行译码输出硬判

决，输出译码比特流，译码输出缓冲模块32对译码比特流进行缓存，并调整译码时钟，输出

比特时钟，然后将缓存后的译码比特流以及比特时钟传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

[0018] 数据发送时，基带处理板卡6的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在编码输入缓冲模块35处进

行缓存和码速调整，并输出至LDPC编码核模块34，LDPC编码核模块34对缓存后的业务时钟

和业务数据进行编码，输出编码比特流和编码时钟，编码输出缓冲模块33对编码比特流和

编码时钟进行加帧头处理，并输出至串/并转换模块29。

[0019] 具体的，所述的电调双工器10包括第一定向耦合器36、收信机滤波器37、第二定向

耦合器38、第一校频单元39、第一驱动板40、第一步进电机41、第一传动机构42、第三定向耦

合器43、发信机滤波器44、第四定向耦合器45、第二校频单元46、第二驱动板47、第二步进电

机48、第二传动机构49以及环形器50；

[0020] 数据发送时，基带处理板卡6发出本地监控信号给第二驱动板47，第二驱动板47控

制第二步进电机48运转，第二步进电机48通过第二传动机构49对发信机滤波器44进行调

谐，从而对功率放大器9送来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滤波后的信号经环形器50送到天线11；

[0021] 数据接收时，环形器50把从天线11接收来的接收信号分离出来，同时，基带处理板

卡6发出本地监控信号给第一驱动板40，第一驱动板40控制第一步进电机41运转，第一步进

电机41通过第一传动机构42对收信机滤波器37进行调谐，收信机滤波器37对环形器50分离

出的信号进行滤波，并将滤波后的信号送至低噪声放大器13；

[0022] 所述第一定向耦合器36和第二定向耦合器38分别设置在收信机滤波器37的输出

端和输入端，所述第一校频单元39通过第一定向耦合器36采集收信机滤波器37的输出信

号，并通过第二定向耦合器38对收信机滤波器37的输入进行反馈调节，起到纠正频偏的作

用；

[0023] 所述第四定向耦合器45和第三定向耦合器43分别设置在发信机滤波器44的输出

端和输入端，所述第二校频单元46通过第四定向耦合器45采集发信机滤波器44的输出信

号，并通过第三定向耦合器43对发信机滤波器44的输入进行反馈调节，起到纠正频偏的作

用。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中采用的电调双工器可在监控信号的控制下，根据通信链路质量改变收

发频点，从而改变X波段内的通信频率范围，增强了设备的抗干扰性能，提高了设备在复杂

电磁环境下的传输可靠性。

[0026] 2、本发明采用了高阶调制解调以及先进的LDPC信道编译码技术，克服了信道引入

的符号间干扰，并能够提供比以往更大容量的数据传输。

[0027] 3、本发明集成程度高，设备量少、体积小，性能稳定可靠，维修方便，具有推广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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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的一种电原理框图；

[0029] 图2是图1中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的电原理框图；

[0030] 图3是图1中高阶调制解调模块的电原理框图；

[0031] 图4是图1中LDPC编译码模块的电原理框图；

[0032] 图5是图1中电调双工器的电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4] 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包括室内单元和室外单元，所述室内单元和室

外单元之间通过光纤连接；所述室内单元包括监控勤务卡1、业务卡2、保密卡3和第一数字

光接口4；所述室外单元具有发射通道和接收通道，所述发射通道包括顺次连接的第二数字

光接口5、基带处理板卡6、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8、功率放大器9、电调双工器10、天

线11，所述接收通道包括顺次连接的天线11、电调双工器10、低噪声放大器13、收信机12、无

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基带处理板卡6、第二数字光接口5，发射通道与接收通道共用第二数

字光接口5、基带处理板卡6、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电调双工器10和天线11；所述基带处理

板卡6对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8、功率放大器9、收信机12、低噪声放大器13以及该

基带处理板卡6自身进行本地监控；所述光纤连接于第一数字光接口4和第二数字光接口5

之间；

[0035] 数据发送时，外部送入的业务信号经由保密卡3进行加密，之后与监控勤务卡1送

来的监控勤务信息进行同步辅助复接处理，形成合路信号，合路信号经第一数字光接口4由

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继而通过光纤传送至第二数字光接口5，第二数字光接口5将光信号

转换为电信号，还原出合路信号并传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基带处理板卡6对合路信号进行

辅助分接处理，分离出业务信息和监控信息，所述业务信息包括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其

中，监控信息用于对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8、功率放大器9、电调双工器10以及收信

机12进行参数设置，业务信息传送给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对业务

信息进行信道编码以及高阶调制，生成适合于微波无线信道传输的基带波形，然后将基带

波形调制到低中频，并进行数模变换以及上变频操作，输出中频信号给发信机8，发信机8一

方面对中频信号进行采样以检测中频发功率，另一方面对中频信号进行上变频处理，将信

号频率由中频变换至本地监控设置下的发送射频频率，功率放大器9将发信机8输出的射频

信号放大至本地监控要求的输出功率，同时，对放大后的射频信号进行采样以获取射频输

出功率，电调双工器10对放大后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滤除发射频段以外的信号成分，天线

11将滤波后的信号馈送至微波无线信道中进行传输；

[0036] 数据接收时，电调双工器10对天线11接收下来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处理，滤除接

收频段以外的杂波干扰，分离出接收频带内的信号，低噪声放大器13对电调双工器10分离

出的信号进行放大处理，收信机12对低噪声放大器13放大后的信号进行下变频处理，将X波

段的射频信号变换至中频信号，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将收信机12输出的中频信号下变频

至零中频，然后进行模数变换、高阶解调以及信道译码处理，输出业务信息，基带处理板卡6

将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输出的业务信息连同本地监控信息一起做辅助复接处理，生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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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信息，群路信息在第二数字光接口5处转换为光信号，第一数字光接口4将光信号转换为

电信号，并送至业务卡2处进行分接处理，保密卡3对业务卡2分接出的业务信息进行解密处

理，并将解密信息送至业务卡2的相应接口电路处输出，分接处理生成的监控和勤务信息则

在监控勤务卡1处显示和输出。

[0037] 具体的，所述的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包括下变频模块14、A/D转换模块15、高阶调

制解调模块16、LDPC编译码模块17、上变频模块18和D/A转换模块19；

[0038] 数据接收时，下变频模块14将收信机12输出的中频信号进行下变频操作，输出零

中频信号，A/D转换模块15对此零中频信号进行模拟数字转换，输出数字IQ两路信号，高阶

调制解调模块16对该两路数字信号进行解调处理，输出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LDPC编译

码模块17利用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进行LDPC信道译码处理，恢复出业务信息，并将该信

息以译码时钟和译码数据的形式发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

[0039] 数据发送时，LDPC编译码模块17利用基带处理板卡6输出的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

进行LDPC信道编码处理，输出编码时钟和编码数据至高阶调制解调模块16，高阶调制解调

模块16对编码数据进行高阶调制处理，输出数字低中频信号至D/A转换模块19进行数字模

拟转换，转换得到的模拟零中频信号在上变频模块18处上变频至中频频点，然后送至发信

机8进行下一步处理。

[0040] 具体的，所述高阶调制解调模块16包括匹配滤波模块20、调制内插模块21、同步模

块22、信道均衡模块23、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帧同步模块25、解调内插模块26、基带成形模

块27、星座图映射模块28以及串/并转换模块29；

[0041] 数据接收时，匹配滤波模块20对A/D转换模块15输出的零中频信号进行匹配滤波

处理，匹配滤波后的信号在调制内插模块21处进行内插处理，同步模块22对调制内插模块

21输出的内插信号提取载波相位信息，信道均衡模块23利用同步模块22提取的载波相位信

息对调制内插模块21输出的内插信号进行LMS信道均衡，输出的均衡结果由星座图解映射

模块24解映射为星座图点，帧同步模块25利用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的输出比特提取帧头进

行帧定位，输出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并将帧定位信息发送给LDPC编译码模块17进行

LDPC译码操作；

[0042] 数据发送时，串/并转换模块29对LDPC编译码模块17的编码输出进行串/并转换，

输出的两路并行信号在星座图映射模块28处映射为两路数字信号，基带成形模块27分别对

两路数字信号进行基带成形，解调内插模块26对基带成形模块27输出的基带成形信号进行

内插操作，并将输出的低中频信号送至D/A转换模块19。

[0043] 具体的，所述的LDPC编译码模块17包括帧头检测模块30、LDPC译码核模块31、译码

输出缓冲模块32、编码输出缓冲模块33、LDPC编码核模块34和编码输入缓冲模块35；

[0044] 数据接收时，帧头检测模块30处理帧同步模块25输出的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

得到译码时钟和待译码软信息，LDPC译码核模块31利用待译码软信息进行译码输出硬判

决，输出译码比特流，译码输出缓冲模块32对译码比特流进行缓存，并调整译码时钟，输出

比特时钟，然后将缓存后的译码比特流以及比特时钟传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

[0045] 数据发送时，基带处理板卡6的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在编码输入缓冲模块35处进

行缓存和码速调整，并输出至LDPC编码核模块34，LDPC编码核模块34对缓存后的业务时钟

和业务数据进行编码，输出编码比特流和编码时钟，编码输出缓冲模块33对编码比特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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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时钟进行加帧头处理，并输出至串/并转换模块29。

[0046] 具体的，所述的电调双工器10包括第一定向耦合器36、收信机滤波器37、第二定向

耦合器38、第一校频单元39、第一驱动板40、第一步进电机41、第一传动机构42、第三定向耦

合器43、发信机滤波器44、第四定向耦合器45、第二校频单元46、第二驱动板47、第二步进电

机48、第二传动机构49以及环形器50；

[0047] 数据发送时，基带处理板卡6发出本地监控信号给第二驱动板47，第二驱动板47控

制第二步进电机48运转，第二步进电机48通过第二传动机构49对发信机滤波器44进行调

谐，从而对功率放大器9送来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滤波后的信号经环形器50送到天线11；

[0048] 数据接收时，环形器50把从天线11接收来的接收信号分离出来，同时，基带处理板

卡6发出本地监控信号给第一驱动板40，第一驱动板40控制第一步进电机41运转，第一步进

电机41通过第一传动机构42对收信机滤波器37进行调谐，收信机滤波器37对环形器50分离

出的信号进行滤波，并将滤波后的信号送至低噪声放大器13；

[0049] 所述第一定向耦合器36和第二定向耦合器38分别设置在收信机滤波器37的输出

端和输入端，所述第一校频单元39通过第一定向耦合器36采集收信机滤波器37的输出信

号，并通过第二定向耦合器38对收信机滤波器37的输入进行反馈调节，起到纠正频偏的作

用；

[0050] 所述第四定向耦合器45和第三定向耦合器43分别设置在发信机滤波器44的输出

端和输入端，所述第二校频单元46通过第四定向耦合器45采集发信机滤波器44的输出信

号，并通过第三定向耦合器43对发信机滤波器44的输入进行反馈调节，起到纠正频偏的作

用。

[0051] 具体来说，参照图1，一种X波段宽频段大容量通信装置，其包括监控勤务卡1、业务

卡2、保密卡3、数字光接口4、数字光接口5、基带处理板卡6、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

8、功率放大器9、电调双工器10、天线11、收信机12以及低噪声放大器13。

[0052] 数据发送时，外部送入的业务信号，经由保密卡3进行加密，之后，与监控勤务卡1

送进来的监控勤务信息进行同步辅助复接处理，形成信道传输的合路信号，合路信号经数

字光接口4由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继而通过拉远光纤将该光信号传送至数字光接口5，数

字光接口5进行光电转换，还原出合路信号，基带处理板卡6对合理信号进行辅助分接处理，

分离出业务信息和监控信息。监控信息对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发信机8、功率放大器9、电

调双工器10以及收信机12的参数进行设置。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对分离出的业务信息进

行信道编码以及高阶调制，生成适合于微波无线信道中传输的基带波形之后，将其调制到

低中频，最后经过数模变换以及上变频操作，输出1.6GHz中频信号，发信机8一方面对该中

频信号进行采样以检测中频发功率，另一方面对该中频信号进行上变频处理，将信号频率

由中频变换至监控设置下的发送射频频率，功率放大器9对发信机8输出的射频信号放大至

要求的输出功率的同时，对该射频输出信号进行采样以获取射频输出功率等信息，电调双

工器10对该射频输出进行滤波，最后由天线11将此信号馈送至微波无线信道中进行传输。

[0053] 数据接收基本是数据发送的逆操作。首先，电调双工器10对天线11接收下来的微

弱射频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分离出感兴趣的接收频带内的信号，然后，低噪声放大器13对其

进行放大处理，使其功率达到处理要求，收信机12对该信号进行下变频处理，将X波段的射

频信号变换至1.2GHz中频信号，接下来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将该中频信号下变频至零中

说　明　书 6/8 页

10

CN 109495179 B

10



频，模数变换之后进行高阶解调以及信道译码等处理，输出业务信息，基带处理板卡6则将

此业务信息连同本地监控状态信息一起做辅助复接处理，生成群路信息，在数字光接口5处

群路信息转换为数字光纤中传输的光信号，数字光接口4接收数字光纤中传过来的光信号，

并将其送至业务卡2处进行分接处理，保密卡对加密的业务信息进行解密处理送至相应的

接口电路输出，分接处理生成的监控和勤务信息则在监控勤务卡1处得到显示和输出。

[0054] 参考图2，无线宽带数据调理器7包括下变频模块14、A/D转换模块15、高阶调制解

调模块16、LDPC编译码模块17、上变频模块18、D/A转换模块19。

[0055] 下变频模块14将收信机12输出的1.2GHz中频信号进行下变频操作，输出零中频信

号，A/D转换模块15对此零中频信号进行模拟数字转换，输出数字IQ两路信号，高阶调制解

调模块16对该两路数字信号进行解调处理，输出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LDPC编译码模块

17利用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进行LDPC信道译码处理，恢复出业务信息，并将该信息以译

码时钟和译码数据的形式发送给基带处理板卡6。

[0056] 与此同时，LDPC编译码模块17利用基带处理板卡6输出的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进

行LDPC信道编码处理，输出编码时钟和编码数据至高阶调制解调模块16，然后该模块进行

高阶调制处理，输出数字低中频信号至D/A转换模块19进行数字模拟转换，处理得到的模拟

零中频信号在上变频模块18处上变频至1.6GHz中频频点，然后送至发信机8进行下一步处

理。

[0057] 参考图3，高阶调制解调模块16包括匹配滤波模块20、调制内插模块21、同步模块

22、信道均衡模块23、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帧同步模块25、解调内插模块26、基带成形模块

27、星座图映射模块28以及串/并转换模块29。

[0058] 匹配滤波模块20对A/D转换模块15输出的零中频信号进行匹配滤波处理，并在调

制内插模块21处进行内插处理，同步模块22对内插输出提取载波相位信息等同步操作，信

道均衡模块23利用同步模块22的同步结果对内插输出进行LMS信道均衡，输出的均衡结果

由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解映射为星座图点，帧同步模块25则利用星座图解映射模块24的输

出比特提取帧头进行帧定位，并将帧定位信息发送给LDPC编译码模块17进行LDPC译码操

作。

[0059] 与此同时，串/并转换模块29将LDPC编译码模块17的编码输出进行串/并转换，输

出的两路并行信号在星座图映射模块28处映射为星座图点，基带成形模块27分别对两路数

字信号进行基带成形，解调内插模块26则对调制后的基带信号进行内插操作，并将输出的

低中频信号送至D/A转换模块19。

[0060] 参考图4，LDPC编译码模块17包括帧头检测模块30、LDPC译码核模块31、译码输出

缓冲模块32、编码输出缓冲模块33、LDPC编码核模块34、编码输入缓冲模块35。

[0061] 帧头检测模块30处理帧同步模块25输出的解调码和解调时钟信号，得到译码时钟

和待译码软信息，LDPC译码核模块31利用此信息进行译码输出译码时钟和硬判决的译码比

特流，译码输出缓冲模块32对译码后的比特缓存以调整比特时钟，然后输出译码时钟和译

码数据给基带处理板卡6。

[0062] 与此同时，基带处理板卡6的业务时钟和业务数据在编码输入缓冲模块35处进行

缓存和码速调整，并输出至LDPC编码核模块34，LDPC编码核模块34对缓存后的业务时钟和

业务数据进行编码，输出编码比特流和编码时钟，编码输出缓冲模块33对编码比特流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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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时钟进行加帧头处理，并输出至串/并转换模块29。

[0063] 参考图5，电调双工器10包括定向耦合器36、收信机滤波器37、定向耦合器38、校频

单元39、驱动板40、步进电机41、传动机构42、定向耦合器43、发信机滤波器44、定向耦合器

45、校频单元46、驱动板47、步进电机48、传动机构49以及环形器50。

[0064] 基带处理板卡6发出电机控制信号，经驱动板40和驱动板47驱动后分别控制步进

电机41、步进电机48，通过传动机构49以及传动机构42调谐收信机滤波器37和发信机滤波

器44。其中，发信机滤波器44用于对功率放大器9送来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滤波后的信号

经环形器50送到天线11，收信机滤波器37用于对环形器50送来的天线信号进行滤波，并将

滤波后的信号送至低噪声放大器13。

[0065] 定向耦合器36、定向耦合器38、校频单元39设于收信机滤波器37处，构成用于纠正

收信机滤波器37的频偏的反馈结构；定向耦合器43、定向耦合器45、校频单元46设于发信机

滤波器44处，构成用于纠正发信机滤波器44的频偏的反馈结构。

[0066] 本装置可在7.1～8.5GHz的频段范围内选择合适的频点进行数据收发，同时由于

采用了先进的信道编译码技术以及高阶调制解调技术，确保了该设备大容量宽带无线数据

收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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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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