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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天线的无源互调干扰研究
蒋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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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工程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８６）

【摘要】

对移动通信天线的无源互调干扰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分析。介绍了天线系统中的

无源非线性及其产生原因，对移动通信天线无源互调的测量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给出了天线
ＰＩＭ测量的典型装置；结合测量实例检验了测量装置的实用性；最后提出了移动通信天线中
ＰＩＭ产物的减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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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随着大功率多通道通信系统的不断涌现，一种潜在的干扰源——无源互调（Ｐａ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ｆｉｏｎ，

ＰＩ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无源互调产物通常在多频通信环境中产生，如船载通信系统、军用通信
工作站、共用天线安装场所、蜂窝式移动通信基站和卫星通信系统。在现代通信系统中，要求大功率发
射系统和高灵敏度接收系统同时存在于同一有限空间内，这种情况下无源互调产物已成为接收系统中
不可忽视的寄生干扰。为确保通信系统正常工作，有关无源互调干扰问题的研究应越来越受到重视。
１

移动通信天线的无源非线性
移动通信天线中的ＰＩＭ干扰来源于天线系统中无源器件的非线性，原则上在天线系统中有两种主

要类型的非线性，即接触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前者表示任何具有非线性电流电压关系的非线性的金
属接触。松动、被氧化和被污染了的金属接头就是典型的例子。后者表示系统中所用的材料，如铁磁材
料、碳纤维和铁、钴、镍合金，这些材料都表现出非线性的伏安特性。这些无源非线性主要位于天线路径
中，ＧＳＭ基站天线路径中的ＰＩＭ干扰如图１所示。
由于产生非线性效应的机理是相当复杂的，而且尚未完全弄清楚，特别是非线性接触的机理。根据
目前的研究，我们可以验证由于天线产生无源互调产物的下列诸项潜在原因：
（１）系统使用的铁磁材料的非线性磁滞效应。在靠近天线附近使用的大量的铁磁材料，会引起
ＰＩＭ现象。铁磁材料是很强的ＰＩＭ源。
（２）承受载波功率的金属一绝缘体一金属（ＭＩＭ）连接物，它引起非线性特性，导致出现ＰＩＭ。
（３）由微小裂缝、微小触须和金属结构中的的砂眼引起的微放电可能产生ＰＩＭ产物。
（４）在金属接触处穿越氧化薄层的电子遂道效应和半导体行为。

（５）与脏物和金属粒子有关的非线性所引起的ＰＩＭ。
（６）碳纤维的非线性引起的ＰＩＭ。

（７）低劣的制造工艺引起松动连接、金属裂缝和连接处的氧化作用，产生ＰＩＭ。
（８）所有材料都存在某种程度的非线性，甚至连非铁磁材料也可能呈现ＰＩ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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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ＳＭ基站天线路径中的ＰＩＭ

２移动通信天线ＰＩＭ的测量
一般来说，天线的ＰＩＭ特性是由多个干扰源的复杂综合，这些干扰源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受一个或
多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以使ＰＩＭ电平增加数十分贝。基于以上原因，ＰＩＭ产物随时

间明显变化、具有门限效应、对功率电平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变化等都是不足为奇的。因此，对ＰＩＭ的建
模极为复杂，只能对实际ＰＩＭ电平进行相对准确的预测。要精确可靠地估算天线的总体ＰＩＭ行为，只
能依靠适当的测量装置进行测量。
２．１典型测量装置

一般来说，天线ＰＩＭ的测量装置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辐射型无源互调测量仪和无辐射型无源互调
测量仪。
辐射型无源互调测量仪：这种测量装置适用于对辐射结构的测量，通常在微波暗室或开放场地中进
行。它可进一步分为反射型和辐射型。在反射型测量中，当信号辐射经过低ＰＩＭ屏蔽室的自由空间
时。通过检查天线反射信号和接收信号的频率响应来测量天线的发射特性。在辐射型测量中，由发射天

线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发射信号照射被测器件，用第二个天线和适当的滤波器以及射频部件接收和处
理来自被测器件的ＰＩＭ发射信号（如图２所示）。

ｊ≥圈
ｊ‘幽
图２辐射型无源互调测量仪简化框图

无辐射型无源互调测量仪：这种测量装置适用于测量通信系统中的连接发射机与天线以及天线与
接收机之间的无源器件的互调产物，通常在屏蔽室或屏蔽实验室中进行，其装置终端加一匹配负载，理

想情况下不辐射任何能量。无辐射型互调测量仪又可分为无辐射传输型和无辐射反射型。无辐射传输
型互调测量仪主要用于测量被测器件中正向传输的互调信号，其简化框图如图３所示。

双工器用于隔离测量系统自身产生的互调信号，带通滤波器用于传输互调信号到频谱分析仪。无
辐射反射型互调测量仪是另一种常用的测量装置，在此测量系统中，给定被测器件之后接上一个虚拟负

万方数据

跌西理Ｉ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卷

载，测量反射方向发射的互调信号，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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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两类测量装置，无辐射型互调铡量仪的实验参数和实验环境较容易控制．而辐射型互调测量

仪目幔本地信号环境影响较大。虽然这两类测量装置的构造、部件和测试装置不同，但其基车设计都是
基于职音测试法．即用两个正弦载波辅＾，对产生的互调信号语行滤波和测量。
２

２无线ＰＩＭ的测量实例
下面利用圈３所示的测量装置对双极化板型天线（圈５）的三阶ＰＩＭ特性进行了实际测量。图６、

圈７分别为天线的水平极化圈和垂直极化圈．采用ＭＡＴＬＡＢ仿真软件绘制。表ｌ为三阶互调功率与输

入功率之间的关系，互调频率为９１０ ＭＨｚ；表２为三阶互调功率与互调频率之间的关系，输入信号功率
为４３ ｄＢｍ（即２０ ｗ）。测量中调节两路输＾信号的功率使其相等。

目５

Ｒｎ＊＊｛ｉ＆外巩目

由谶量数据可以看出，移动通信天线的三阶互调功率电平随输＾信号功率的变化曲线的斜率大约
为３ ｄＢ／ｄＢ，与理论预测结果基车一致（袭１）；在频率为９１０—９１５ ｂｌＨｚ范围内．对应于输人功率取样
点．天线的三阶互调功率电平显示出与互调频率基车无关的特性（表２），输＾戴渡的频率范围为９３５—
９６０

ＭＨｚ（ＧＳＭ系统基站发射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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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水平极化方向图

表１

图７垂直极化方向图

三阶互调功率与输入功率之间的关系

３移动通信天线ＰＩＭ的减小措施
由以上分析表明，天线所产生ＰＩＭ对移动通信系统的通信质量有较大的潜在影响。因此，我们有
必要采取若干措施使通信系统中的无源互调产物降到最低。为了确保ＰＩＭ干扰保持在可接受的低电
平范围内，最基本的方法是对系统各方面使用高标准，注意各方面的细节，诸如：计划、设计、开发、质量
保证、制作、安装、操作和维护等。
对移动通信天线，可以采用以下措施减小ＰＩＭ产物的影响。

（１）在天线系统或其附近尽量不要使用非线性材料。如果确实因为某种原因而必须使用非线性材
料时，这些材料必须加上线性导电材料镀层。
（２）在传导路径上保持低的电流密度或在金属之间采用较大面积的接触。尽量减少粗糙表面和尖
锐边缘暴露在辐射区。
（３）使金属接触最小化。特别要注意松动接触和转动接点。如果不可避免要产生金属接触，那么
要在接触点处放置绝缘体或设置交变电流通道。
（４）为了减小物理特性随时间变化，应当降低工作温度变化范围。因为材料和金属结的膨胀和收
缩会引起较大的ＰＩＭ干扰。
（５）如果可能的话，应该采用粘接接头，但要确保这些接头上没有非线性材料裂缝、污染和腐蚀。
（６）在电流路径上，应尽量使用避免调谐旋扭或可动部件。保持所有接头清洁、扭紧。如果可能，
不要使它们产生振动。
（７）一般地说，电缆长度应该采用最短连线。最好采用半刚性同轴电缆。

（８）尽量少用非线性部件，如集总虚拟负载、环形器、隔离器和一些半导体器件。
（９）对大功率发射信号和低电平接收信号之间要有良好的隔离。如果将这两路信号设计成单独的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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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道，独立的接收、发射天线，则ＰＩＭ产物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１０）如果高低功率电平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个信道，那么降低ＰＩＭ的出发点应该是合理地选择
发射和接收频率。实验已经发现，ＰＩＭ阶数越高，其功率越小。因此，在频率域上，收发频率应尽可能离
得远些。然而。在多通道通信系统中，完全分离收发频率是不可能的。因此减少ＰＩＭ干扰的最佳途径
是把收发频率离得远些。
（１１）频率设计中应考虑高阶ＰＩＭ信号，因为它们很可能成为某些通信系统的潜在干扰信号。

４结束语
本文对移动通信天线的无源互调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简单介绍了天线系统中的无源非线性及

其产生原因，对移动通信天线无源互调的测量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给出了天线ＰＩＭ测量的典型装置。
最后提出了移动通信天线中ＰＩＭ产物的减小措施。通过对无源互调干扰的研究，对我国通信工程和通
信产业中提高抗电磁干扰能力提供了技术指导，对现代通信系统的设计和研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实用
价值以及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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