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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线电通信部门的职责是确保卫星业务等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合理、平等、有效、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

谱，不受频率范围限制地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议书。 

无线电通信部门的规则和政策职能由世界或区域无线电通信大会以及无线电通信全会在研究组的支持下履

行。 

知识产权政策（IPR） 

ITU-R的IPR政策述于ITU-R第1号决议的附件1中所参引的《ITU-T/ITU-R/ISO/IEC的通用专利政策》。专

利持有人用于提交专利声明和许可声明的表格可从http://www.itu.int/ITU-R/go/patents/en求得，在此处也可获取

《ITU-T/ITU-R/ISO/IEC的通用专利政策实施指南》和ITU-R专利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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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广播业务（电视） 

F 固定业务 

M 移动、无线电定位、业余和相关卫星业务 

P 无线电波传播 

RA 射电天文 

RS 遥感系统 

S 固定卫星业务 

SA 空间应用和气象 

SF 固定卫星业务和固定业务系统间的频率共用和协调 

SM 频谱管理 

SNG 卫星新闻采集 

TF 时间信号和频率标准发射 

V 词汇和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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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SM.2093-0 建议书 

室内无线电环境的测量方法 

（2016年） 

范围 

对于无线电环境的测量而言，不同测量系统之间有必要存在一种统一的与频率无关的方法，以

产生可比的、准确的和可再现的结果。本建议书提出了在形成此类可比结果的测量程序中有必要加

以综合的一整套过程或步骤。 

关键字 

室内无线电环境测量、噪声测量 

缩略语 

ACF 振幅校正因子 

AGC 自动增益控制 

APD 幅度概率分布 

CISPR 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 

DFT 离散傅里叶变换 

FIR 有限冲击响应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 

IN 脉冲噪声 

I/Q 同相/正交 

LAN 局域网 

LNA 低噪声放大器 

PC 个人计算机 

PLT 电力线通信 

RBW 分辨带宽 

RFID 射频标识符 

RMS 均方根 

SCN 单载波噪声 

UWB 超宽带 

VSWR 电压驻波比 

WGN 高斯白噪声 

相关国际电联建议书、报告 

ITU-R P.372 建议书 

ITU-R SM.1753 建议书 

ITU-R SM.2055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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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R SM.2155 报告 

 ITU-R SM.2157 报告 

注 – 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应用建议书/报告的最新版本。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由于多种类型的（发射无意无线电波的）电子和电气设备以及通信网络（例如超宽

带（UWB）、电力线通信（PLT）和计算机）的采用，包括对室内应用的干扰在内的无线电

环境可能变得更糟； 

b) 在室内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来自单一和可识别的来源的无线电干扰并不符合

ITU-R P.372建议书对于人为噪声的定义； 

c) 为对频谱进行有效管理，在室内操作的无线电应用的主管部门和/或者制造商需要了

解包括干扰在内的无线电环境； 

d) 有必要统一室内无线电环境测量所使用的测量方法，以获得能够相互比对的可再现

结果； 

e) 室内无线电环境测量所需的某些最小设备规格和测量方法不同于 ITU-R SM.1753 建

议书规定的适用于室外无线电噪声测量的最小设备规格和测量方法。 

建议 

应按照附件1所述的要求开展室内无线电环境的测量； 

 

 

附件1 

 

测量室内无线电环境的方法 

1 引言 

本附件提供测量和评估无线电通信应用面对的室内无线电环境的方法。考虑到室内地点

的无线电设备的使用，在实践中可要求对频率范围为 30 MHz 以上无线电环境进行测量。 

2 无线电环境的组成部分 

室内环境中的主要无线电来源是各设施内使用的电子和电气设备的发射。 

ITU-R P.372 建议书所述的无线电噪声可从室外环境中进入到设施中，但其干扰效果通

常小于室内源的发射的干扰效果。 

根据ITU-R P.372 建议书中的定义，无线电噪声是来自于多个发射源的无线电发射总

和，并且这些发射不是来自无线电通信发射机。在给定测量地点，如果没有单一的噪声源占

主导，那么无线电噪声在幅值上服从正态分布，此时无线电噪声可看作是高斯白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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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室内环境的噪声发射设备的密度尤其高，几乎找不到一个地点不是由单一源头的

发射占主导，哪怕是片刻时间。这些源头常常发射脉冲或单载波。由于无线电通信设备必须

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在室内无线电环境测量中需要把附近来源的噪声或发射涵盖在内。ITU-

R SM.1753 建议书规定了下列无线电噪声的组成部分。 

表1 

无线电噪声的组成部分 

噪声组成部分 属性 源头（示例） 

高斯白噪声(1)（WGN） 不相关的电磁矢量 

带宽等于或大于接收机带宽 

频谱功率电平随带宽线性增加 

计算机，电力线通信网，有线

计算机网，宇宙噪声 

脉冲噪声（IN） 相关的电磁矢量 

带宽大于接收机带宽 

频谱功率电平随带宽的平方增

加 

点火火花，雷电，汽灯点火

器，计算机，超宽带设备 

单载波噪声（SCN） 一条或多条不同谱线 

带宽小于接收机带宽 

频谱功率电平与带宽无关 

有线计算机网，计算机，开关

电源式供电设备 

(1) 在本建议书范围内，高斯白噪声被认为代表了在测量带宽附近的频率范围内具有近平坦功率谱

密度的连续噪声信号。 

 

ITU-R SM.1753-2建议书还将下列描述纳入在内： 

 高斯白噪声分量完全可以由均方根值来表征，但脉冲噪声分量则要难得多。现代数

字通信服务几乎总会应用纠错技术，对脉冲干扰尤其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在达到某

种脉冲时长和重复频率时，脉冲噪声也会对此类服务的运行产生显著干扰。 

 因此在测量无线电噪声时，宜应在给出脉冲噪声电平的同时，还给出脉冲参数的统

计分布信息。 

根据这一描述，应对高斯白噪声和脉冲噪声的特性进行分别评估，因为它们对于无线通

信系统的影响机制互不相同。 

单载波噪声（SCN）只能在噪声来自靠近测量地点的单一源头的情况下才能检测到。然

而，单载波噪声经常是无线系统亦必须发挥作用的室内无线电环境中的主导分量。因此，表

1中规定的构成室内无线电环境的所有三个分量的电平都应被纳入测量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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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线电环境的关键参数 

本文所述的测量程序将给出下列无线电环境主要参数的测量结果： 

高斯白噪声（WGN）： 

– 均方根电平，表示为单一值。 

脉冲噪声（IN）： 

– 峰值电平，表示为某种分布； 

– 脉冲/突发时长，表示为某种分布； 

– 脉冲/突发周期，表示为某种分布； 

– 脉冲/突发总时间。 

单载波噪声（SCN）: 

– 最高干扰单载波的均方根电平。 

室内环境的关键参数表示为第4节所述的多点测量求得的某种分布。第9节描述了关键参

数评估过程的详细信息。 

4 测量原则 

与室外环境不同，室内无线电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量点的具体地点，即便是在一个

房间内亦是如此，因为一个房间内的无线电噪声源的密度很高，并且由于在房间墙壁、屋顶

或者建筑物四周的反射，对传播特性会造成影响。 

因此，只通过在室内单一点进行测量不足以确定无线电环境特征。 

建议获取一个房间或者设施中的多个点的无线电环境数据。对于多点测量，需要一个能

在短时间内能够测量单载波噪声、高斯白噪声和脉冲噪声的方法。测量点的数量必须考虑该

地点的占地面积来决定（比如，每100平方米50个点）。 

本建议书所述的方法采用的是对矢量信号分析仪或者监测接收机求得的同相/正交

（I/Q）数据进行后置处理。该测量方法被称之为“I/Q 数据应用方法”。该方法可以获取与

任何I/Q数据的分辨带宽和中心频率相结合的单载波噪声、高斯白噪声和脉冲噪声数据，只

要它们在测量的频带内。对于单载波噪声测量至关重要的频谱图亦可以从 I/Q 数据中获得。 

5 环境类别 

无线电环境主要取决于建筑物中使用的主导干扰源。因此，室内测量的环境类别应基于

电子和/或者电气设备的使用，而不是表2中显示的建筑物的周边环境。表2亦显示了每个类

别的地点示例，以帮助对候选地点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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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室内测量地点和示例的选择标准 

类别 定义 地点示例 活跃时间（小时数） 

家庭 

单独的建筑物或单一楼

层，有典型的家用电子和

电气设备 

住宅、公寓、宿舍、酒店

客房 

晚间时段，例如17:00 – 

21:00，但取决于人们的

作息（电子设备应处于

活跃状态以供测量） 

办公室 

办公用电子和电气设备、

IT和电信设备，例如计算

机、打印机、局域网 

办公室、员工休息室 

工作时间 

例如9:00 –12:00和13:00 –

 17:00 

购物中心 商店和超市所在地点 

零售商店、餐厅、游乐

场、接待处、室内停车

场、博物馆、剧院、图书

馆 

开放时间；设备的活跃

度取决于客户数量。 

火车站 
位于封顶站台区内的大火

车站 

封顶的站台区域内，包括

地铁 

取决于交通情况，例如
7:00 – 10:00,  

17:00 – 20:00 

机场候机楼 大机场的候机楼内 
值机柜台区域、禁区、到

达区 

取决于交通情况，例如
8:00 – 21:00 

工厂 
以用电机械为主的工厂建

筑物内 

生产工厂、维护设施、仓

库 

工作时间，例如9:00 – 

12:00和13:00 – 17:00 

医院 以医疗设备为主的地点 
诊所、医院的诊察室和治

疗室 

工作时间，例如9:00 – 

12:00和13:00 – 17:00 

6 设备的规格 

6.1 接收机和前置放大器 

需要一台能够生产 I/Q 信号的矢量信号分析仪或者监测接收机作为测量接收机。 

可使用外置低噪声放大器（LNA）来改善灵敏度。下列要求适用于分析仪/接收机和低

噪声放大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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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测量系统（接收机/低噪声放大器）的要求 

功能 要求 

频率范围 30-300 MHz 0.3-3 GHz 

最小采集带宽（I/Q抽样

率） 

1 MHz 5 MHz 

输入（天线输入端）电压

驻波比 

50 Ω，额定< 1.5 

三阶交调截取点  10 dBm  0 dBm 

二阶交调截取点  50 dBm  40 dBm 

预选器 追踪或固定滤波器 

低通/高通滤波器 

总噪声系数 ≤ 2 dB(1) ≤ 2 dB(1) 

IF抑制 > 90 dB > 100 dB 

镜像抑制 > 90 dB > 100 dB 

LNA增益 ≤ 25 dB ≤ 25 dB 

LNA增益稳定性 20-30°C时≤ 0.7 dB 

采集带宽之上的LNA增益

的平坦度 

< 0.4 dB < 0.5 dB 

自动增益控制（AGC） 测量输出应不使用AGC 

包括计算机和接口 

在内的测量设备的 

电磁兼容性 

测量设备产生和接收到的所有干扰应低

于待测噪声平均值10 dB以上。(2) 

(1) 该噪声系数适用于 LNA。 

(2) 应对测量频率进行移动，以满足但干扰在测量频带内被接收到的情

况下的要求。 
 

如果使用低噪声放大器，则接收机和低噪声放大器的各种组合均须满足表2中的要求。

组合系统的噪声系数主要取决于低噪声放大器的噪声系数。 

可使用外部衰减器来确保分析仪/接收机或低噪声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要改善敏感度，

可不使用外部衰减器。 

6.2 天线 

在室内环境中，通常主导无线电噪声源存在于附近，而噪声的到达角无法被认为是统一

的。因此，定向天线的使用对于这些环境中的测量来说是不适宜的。 

对于所有测量频带来说，最适宜的天线是垂直半波偶极子，因为它损耗低，在水平面上

可被认为是无损和全向增益。亦可使用垂直接地平面天线或者套筒天线，因为这两种天线拥

有与半波偶极子天线类似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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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0 MHz以下使用垂直半波偶极子并不实际，因为它们太大，不适合在室内环境中使

用。因此，在300 MHz频段以下建议使用双锥天线。当短偶极子天线被用于测量时，需要仔

细纠正阻抗失配和天线损耗。 

然而，这些天线无法被认为是无损的，并且也必须对天线的内部损耗进行补偿。 

对于噪声系数的计算而言，有必要了解可用于从被测天线电压计算 Fa 的被定义用于噪

声测量的天线因子。注意，用于噪声测量的天线因子与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

委员会出版物中（IEC CISPR Publications）用于发射测量的天线因子并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天线因子，也可以用已知天线因子的基准天线来测量。确定天线因子的一种

实际方法是，对来自随机方向的大量发射，比较测得电平与基准天线的电平，并对每一频段

的结果进行平均。 

6.3 用于多点测量的设备 

接收机系统、控制器 PC 和/或者天线都被放置在手推车上，以便在测量点之间移动。 

建议将天线与接收机分开放置，以避免来自测量接收机和/或者控制器 PC 的发射的影

响。亦建议将天线安放在主要由非导电材料制成的桅杆上，桅杆上的天线的高度可以更改。 

在进行数据采集时，测量系统的操作人员应始终与天线保持 2 m 或更远的距离，以避免

天线特性发生变化。 

实际测量装置的示例见附件1。 

7 测量条件和过程 

7.1 测量周期 

在室内环境中，无线电环境的关键参数的变更主要是由电子和电气设备的运行状态造成

的，而非在室外噪声测量中敏感的电离层传播条件。因此，应在测量地点的电子和电气设备

运行最活跃的时间段（例如公共设施的工作时间）进行测量。表2列出了活跃时间的示例。 

7.2 频率的选择 

建议选择没有观测到广播或者其他通信应用发射电平或发射电平低的频段。 

找出合适频段的最简单方式是利用测试测量的信息或利用历史数据。但这样做也无法保

证所有测量样本都可用，因为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预料不到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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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一个恰当的频段，最实用的方式是通过人工扫描目标频率范围找出一个候选频

段。 

若在采集频段内无法避免无线电通信发射，可通过使用中心频率和分辨带宽可被设置为

采集频段内的任何值的数字滤波器的后处理来排除。 

在选择频段时，当无线电应用被指派在附近频率时，应小心不要让前置放大器或 I/Q 探

测器过载。 

7.3 分析仪设置 

表4给出了推荐的分析仪/接收机设置： 

表4 

分析仪/接收机设置 

测量（采集）时间 基于测量经验，考虑到一个设施中的测量位置的数量，每个位置1秒钟的 I/Q

数据采集时间是可行的。 

在 I/Q 数据采集期间，必须将采集频率设定在非常快的速度（至少1/RBW） 

采集带宽 宽于预期的分辨带宽，亦至少与各个频段的典型无线电应用的带宽相同。 

更宽的采集带宽能够使后处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但这会制造出更多的数

据，需要更大的数据存储。 

 

7.4 多点数据采集 

为决定确切的测量位置，测量区域应被分割成网格中的一个个正方形区域，之后应如图

1所示选择每个正方形区域中的任意位置进行测量。这样做是因为当无线电波从墙壁反射

时，该地点的场强可周期性发生变化，可能导致对于测量数据的预期外抵消。用这种方式采

集到的值代表了每个格网方格的无线电环境的特征。 

由多点采集到的数据表示无线电环境特征的方法见§ 10。 

图1 

室内测量的多个测量点的选择 

SM.2093-01

建筑物 测量区域

家具

测量点
（每个格网方格
1个任意点）

间隔

每个方格的形状
和大小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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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处理 

数字滤波器算法使后数据处理期间在采集带宽范围内（通常等于 I/Q 抽样率）的中心频

率和分辨带宽的任何设置条件下进行分析成为可能。对于高斯白噪声和脉冲噪声的评估而

言，可通过采用仅通过采集带宽的一部分的数字滤波器来提取无线电环境数据。考虑到如第

3节所述的无线电环境的每个关键参数的属性，应对该数字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和分辨带宽进

行选择，以避免单载波噪声和有用信号的影响。 

单载波噪声拥有某些属性，例如可持续、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以及带宽窄。因此，它可

以在频谱图中被探测到。频谱图可通过对采集的 I/Q 数据使用离散傅里叶变换来获得。 

应注意，I/Q 数据的规模按与测量时间和 I/Q 抽样率的比例来看是相当大的。因此，用

于数据累积的储存容量也应足够大。 

9 用于无线电环境分析的数据处理 

有必要对 I/Q 数据施加数字滤波器，以通过绘制幅度概率分布图（APD）来计算高斯白

噪声和脉冲噪声参数。对于单载波噪声的评估必须使用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无线电环境的所有三个分量可通过按照下列程序分析 I/Q 数据求得。 

单载波噪声电平应按照下列步骤采集： 

1) 通过应用离散傅里叶变换将 I/Q 数据变换成频谱图； 

2) 使用频谱图中的最高电平来探测单载波噪声频率； 

3) 采集步骤2)中探测到的单载波噪声电平。 

高斯白噪声电平应按照下列步骤采集： 

1) 通过使用单载波噪声电平采集的步骤2）获得的频谱图为数字滤波器选择中心频率，

从而避免纳入采集带宽中的单载波噪声的影响； 

2) 通过将数字高斯滤波器应用于 I/Q 数据（其中心频率在步骤1)得到选择）来采集振幅

数据并探测滤波器输出的包封电平； 

3) 将步骤2）中获得的振幅数据转化为幅度概率分布图； 

4) 从步骤3）中获得的幅度概率分布图中采集均方根电平作为高斯白噪声电平。 

脉冲噪声的电平、时长、重复频率和总时间应按照下列步骤采集： 

1) 通过将门限水平设定为高斯白噪声电平采集的步骤4）获得的高斯白噪声电平之上 13 

dB来提取任何脉冲噪声数据样本； 

2) 从步骤1）中获得的提取的脉冲噪声数据样本中采集脉冲噪声的电平、时长、重复频

率和总时间。 

图2以图表的方式展示了这一整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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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采集无线电环境三个关键参数的流程 

SM.2093-02

采集 数据I/Q

不存在 的SC N
频段

配置和应用数字
（ ）滤波器FIR

数字滤波器输出
（振幅 时间）VS

绘制APD RMS WGN电平

Fa

应用离散傅里叶
变换（ ）D FT

D FT输出
（频谱图）

探测SCN

选择数字
滤波器频率

从 中W G N
提取 样本IN

脉冲 突发的电平、/
长度、重复频率和总时间

SCN电平

方框颜色说明

测量数据

中间数据

数据处理

无线电噪声
数据

SCN

频谱图

APD
(5) (6) (7)

(9)(8)(4)

(3)(2)(1)

 

各步骤的详细信息如下。 

9.1 单载波噪声的分析和评估方法 

本节描述了获得频谱图和注释的方法。 

9.1.1 获得频谱图的步骤 

为了探测单载波噪声，通过实施下列步骤来从测量的 I/Q 数据中获得频谱图： 

1)  将 I/Q 数据分割成的某个定长 N 的一系列非重叠段； 

2)  对用 I/Q 样本的一个片段创造的一帧施用一个窗口函数； 

3)  通过实施离散傅里叶变换将该段转变为频率分量； 

4)  通过重复实施步骤1）到3）来获得连续段的频率分量。 

通过这些步骤实现的从 I/Q 数据到频谱图的转换见表3。频谱的时变性被转化成被称为

“频谱图”的3D图表。 

通过这些步骤获得的频谱图的示例见图4。纵坐标和横坐标表示时间和频率；颜色表示

振幅（功率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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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I/Q数据转换为复合频谱 

SM.2093-03

DFT

复杂频谱

频率

I Q/ 数据

电
压

I Q/ 数据长度

帧长度

时间

I

Q

窗口函数

电
压

电
压

电
压

 

图4 

频谱图中显示的单载波噪声分量 

 

SM.2093-04

SCN

振幅 功率电平 ( ) (dBm)

频率 (MHz)

0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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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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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427.5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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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用离散傅里叶变换时，需要对每一帧施加一个窗口函数，以抑制由于一帧的两个边

缘上的间断造成的频谱泄露。 

9.1.2 窗口函数 

建议使用高斯窗口函数，亦适用于常见频谱分析仪的 IF 滤波器，因为可以灵活地改变

频谱的分辨率。 

通过将每一帧与高斯函数相乘的方式来应用高斯窗口函数，如公式(1)所示，其中 t 代表

发自帧中心的时间。 

  











2

2

2
exp)(

t
tf  (1) 

所需的滤波器 b-3 的3 dB 衰减带宽的σ值可从公式(2)中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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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2

2ln2






b
 (2) 

为方便地探测单载波噪声，应通过将滤波器 b-3 的带宽设定得窄一点来降低频谱图的背

景噪声电平（见§ 9.2.1）。 

9.1.3 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应用 

离散傅里叶变换的计算通过 I/Q 数据 x(t) 的公式(3)来表示。 

     











 


1

0

2
exp

N

t

t
N

f
jtxfX  (3) 

其中 N 是一帧中样本的数量。 

同时，有必要对窗口函数造成的振幅衰减进行补偿。振幅校正因子（ACF）可从 W(n)

窗口函数的公式(4)求得。 

  

 

N

nW

ACF

N

n






1

0  (4) 

电压谱 Ve(f) 通过公式(5)的包封检测求得。其中 Xr(f) 和 Xi(f) 分别为 X(f) 的实部和虚部。 

       
ACFN

fXfXfV ire

1122
  (5) 

以 dBm 为单位的功率谱 P(f) 可通过公式(6)的包封电压频谱 Ve(f) 求得。 

   
 
 

 
















 mW

fV
fP e 1000

502

1
log10

2

10  (6) 

9.1.4 单载波噪声探测和功率评估 

单载波噪声通常存在于某些特定频率中，其电平高于高斯白噪声。同样的，单载波噪声

的 t 明显要长于脉冲噪声的 t。因此，要在频谱图中探测单载波噪声，应选择高于高斯白噪

声电平的门限电平，以及长于脉冲噪声最长时长的门限时长。 

探测到的单载波噪声在图4中以椭圆标记。 

频谱图中的最高均方根电平为窄带无线电通信干扰的评估的利率值。 

当单载波噪声在采集带宽内的多个频率中被观测到，则选择最强载波的单载波均方根电

平（功率）。 

当单载波噪声的功率在观测时间内发生变化时，功率应在时间轴上进行平均分配，以获

得观察周期内的单一值。 

单载波噪声的带宽相对较窄，其电平可被认为不受带宽支配。单载波噪声应作为以 

dBm 为单位的天线输入功率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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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高斯白噪声的分析和评估方法 

为采集高斯白噪声，通过对 I/Q 数据施用数字高斯滤波器来估算接收机的包封检测输

出。应对数字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以及 I/Q 数据的时间跨度进行选择，从而通过检查频谱图来

避免纳入单载波噪声的影响。选择数字滤波器的中心频率的实际方式见附件2。 

表5 

建议的数字滤波器分辨带宽 

频率范围 用于分析 WGN 和 IN 的 

数字滤波器 RBW 

30 MHz – 450 MHz 100 kHz 

450 MHz – 1 GHz 300 kHz 

1 GHz – 3 GHz 5 MHz 

3 GHz < 10 MHz 

 

就高斯白噪声和脉冲噪声的简单分析而言，建议将数字滤波器的分辨带宽设定为表5所

示的值。在这一情况下，分辨带宽是额定的 3 dB 带宽提供的等效噪声带宽。有关等效噪声

带宽的详细信息见§ 9.2.4。 

在这一测量中，高斯白噪声的均方根值有时受窄分辨带宽设定条件下的脉冲噪声的影响

而升高。另一方面，在分辨带宽设置加宽的条件下，该值更可能在包含采集到的数据中的单

载波噪声的影响。 

因此，为了更加精确地分析，建议在多个带宽上设置数字滤波器（例如对于从30 MHz

到 450 MHz 的范围，设定 10 kHz、100 kHz 和 1 MHz），并通过选择多个带宽设置中的最

小均方根值来求得高斯白噪声电平。该方法对于理解不同带宽设置中的脉冲噪声行为的差异

亦有所帮助。 

可根据§ 9.2.1所示公式将数字滤波器的带宽设定为任意值。 

9.2.1 数字有限冲击响应（FIR）滤波器的配置 

有限冲击响应（FIR）类型数字滤波器由各级组成，每级都有一个独立的延时，一个被

称为滤波系数的放大增益，以及一个加法器。 

在应用于 I/Q 数据时，滤波系数是复杂数字。高斯滤波器的脉冲响应 h 是表达为公式(7)

的时间 t 和中心频率 fc 的函数。 

     tjf
t

fth cc 

















 2exp

2
exp

2

1
,

2

2

2
 (7) 

其中 σ 可从所需 3 dB 带宽的公式(2)中求得。 

9.2.2 峰包功率的计算 

数字滤波器的输出 y(t) 可通过公式(8)显示的脉冲响应的卷积求得。 

        



N

k
c kNtxfkhty

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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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滤波器输出中求得的包络检测器的输出电压 ye(t) (V) 被作为 y(t) 的绝对值进行计算，

如公式(9)所示。 

  
2

i

2

re )()()()( tytytyty 
 (9) 

其中 yr(t) 和 yi(t) 分别是数字滤波器的输出的实部和虚部。 

功率 P(t)(dBm) 的瞬间值可通过 50  阻抗的公式(10)求得。 

   
 
  
















 1000

502

1
log10

2
ty

tP e
 (10) 

9.2.3 幅度概率分布的图示 

高斯白噪声的均方根电平理论上可由对公式(10)计算出的峰包功率进行线性平均来决

定。然而，这只有在测量期间仅存在高斯白噪声的情况下才正确，而这种假设无法应用于室

内环境。因此，高斯白噪声的均方根电平应通过在所谓的“幅度概率分布（APD）”图中绘

制原始数据得出：该图表示超出某一幅度的测量样本的百分比（见图5）。 

图5 

典型的幅度概率分布 

SM.20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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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值概率分布图的x轴应用瑞利尺度。用这种尺度可很容易地区分各类噪声，因为白高

斯噪声表示为倾斜的直线。从数学角度上看，如果把两个尺度都换成线性的，则斜率为

−10。这意味着直线在 0.1%、37%、90% 和 99% 之间会降低 10 dB。 

左侧边缘上升表明存在脉冲噪声。当单载波噪声和/或有用发射包括在测量数据内时，

APD 图有关高斯白噪声部分的斜率将大于 –10，如图5红色虚线所示图中曲线升高。 

如果不存在单载波噪声或窄带有用信号，则总的均方根电平为曲线与横轴的 37% 相交

处的值。这可以通过对数字滤波器的频率进行选择从而不将那些无线电分量包括在内来实现

（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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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高斯白噪声功率评估 

按照 ITU-R P.372 建议书，高斯白噪声电平表示为比热噪声高出 Fa dB 的外部噪声形成

的无损天线的噪声系数。 

热噪声可按下式计算： 
 

  )**Klog(100 ENBWbtP   (11) 

其中： 

 K： 波尔兹曼常数1.38*10−23（J/K） 

 t： 环境温度（K） 

 bENBW： 噪声等效带宽（Hz）。 

噪声等效带宽bENBW可从高斯数字滤波器的 3 dB 带宽 b-3 由公式(12)求得。 

  33 06.1
)2ln(4

 



 bbbENBW  (12) 

温度 t0 为 290 K （17°C）的基准温度时，P0 变为 1 Hz 带宽内的 −174 dBm。 

测得噪声电平是外部噪声与源于测量系统的噪声之和，测量系统的噪声主要是接收机噪

声，如果使用了低噪声放大器，还包括低噪声放大器的噪声。外部噪声因子 fa 可以用 ITU-R 

P.372 建议书中的公式计算。在实际测量环境中，实用的方法是假设测量系统各部分的温度

相同。另外，也可以把温度设置为 17°C 的基准温度 t0 而不致引起明显的误差，除非是出现

极端温度的特殊情况。按照这些假设，可用于计算 fa 的关键公式为： 

  1 rtca fffff  (13) 

其中： 

 f： 以线性单位测得的总噪声因子（pmeas/p0） 

 fc： 与天线有关的噪声因子（天线输出/可用输入功率） 

 ft： 与传输线路有关的噪声因子（线缆输入/输出功率） 

 fr： 接收系统的噪声系数（接收机和低噪声放大器，如果使用了低噪声放大

器的话）。 

以小写字母表示的参数用线性单位而非分贝给出。作为以  dB 为单位高于热噪声

（KT0b）的外部噪声因子的高斯白噪声可通过公式(14)计算出。 

  
)log(10)dB( aa fF 
 (14) 

9.3 脉冲噪声的分析和评估方法 

9.3.1 脉冲噪声样本提取 

要分离出完全由脉冲噪声产生的样本，必须对包络检测器输出应用远超出高斯白噪声峰

值的门限。该门限被设定为超过均方根高斯白噪声电平 13 dB，这是高斯白噪声通常的峰值

因素（均方根和峰值之间的差异）。高于门限的所有测量样本都视为脉冲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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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脉冲噪声特性的计算 

为使脉冲噪声充分特性化，需要获得电平、总时律、时长和重复周期的参数。每个参数

的计算方法如下。 

(1) 脉冲噪声电平 

脉冲噪声电平密度（dBµV/MHz）可由公式(15)求得： 

     IBWeg btyW /1log20   (15) 

其中bIBW为脉冲带宽（MHz），而 ye(t) 为公式(9)给出的峰包电压。 

公式(16)给出了脉冲带宽 bIBW 和高斯滤波器 3 dB 带宽 b−3 之间的关系。 

  33 5.1
)2ln(2

 



 bbbIBW  (16) 

脉冲噪声电平亦可通过与 APD 图上的特定百分率（例如0.01%）对应的电平来显示。为

了对该值进行评估，应从脉冲噪声样本中得出 APD 图示。该值被提取作为与 APD 图上的特

定百分率（例如0.01%）相对应的电平。 

(2) 脉冲噪声总时率 

总时率被作为样本总数中的脉冲噪声样本的百分率给出。 

    100*/ NNii   (17) 

其中： 

 Ni： 高于脉冲噪声门限的样本数 

 N： 测量样本的总数。 

可求出每个测量点的脉冲噪声总时率。 

(3) 脉冲噪声时长和重复周期 

脉冲噪声开始点和结束点样本一旦确定，可按下式计算每一脉冲的时长： 

  
sfN1

 (18) 

其中： 

 N1： 脉冲噪声开始点与结束点之间的样本数 

 fs： 抽样频率。 

脉冲噪声重复周期按下式计算： 

  sfN2  (19) 

其中： 

 N2： 每个脉冲噪声开始点之间的样本数 

 fs： 抽样频率。 

基于以上所述，这两个参数的值均提取自各测量点获得的每个 I/Q 数据，建议绘制一张

通过使用所有提取的值来表示一个测量点情况的分布图，因为单点数据可能不足以评估这两

个参数的统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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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脉冲噪声重复周期的评估应不仅针对时间轴上的每个相邻脉冲噪声对，还应针对一个

测量点获得的一个 I/Q 数据中提取的脉冲噪声的每个结合。 

10 结果展示 

就室内环境而言，如§ 7.4 所提，在每个室内地点的多个位置测量无线电环境是至关重

要的。 

在多个位置获得的测量值的累积分布可被认为是该室内地点的无线电环境的累积分布。

如图6所示，对于任何给定电平，该分布显示了其中超过纵坐标值的电平的（总面积的）比

例。 

该分布可被认为是无线系统能够正常运行的（室内地点的）比例，这对于无线系统的设

计和安装有所帮助。这一分布亦有助于不同地点之间的无线电环境关键参数的比较。 

为简化结果，也可以用盒形图来表示分布。这个盒子计算和显示了每个地点的最大、上

偏差 90%、中间值、下偏差 10% 和最小值。若每个盒形图参数的累计概率值无法直接从测

量数据中获得，可通过在实际数据的最接近数字之间应用线性内插来获取。 

图6 

噪声电平超过纵坐标和盒形图的面积的累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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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脉冲噪声时长和重复周期而言，事件的数量应被作为每个地点或环境类别的频率分布

进行合计和展示。为使结果之间相互可比，建议按照单位时间对事件的数量进行标准化。 

脉冲噪声时长和重复周期的频率分布示例分别见图7和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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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脉冲噪声时长的频率分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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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脉冲噪声重复周期的频率分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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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实际测量装置示例 

图9显示了实际测量装置的示例。 

图9 

实际测量装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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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数字滤波器的频率选择方法 

为了解精确的高斯白噪声电平，将单载波噪声或者有用发射之类的分量的影响排除在外

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根据公式(7)，数字滤波器算法使得在任何中心频率和分辨带宽的设

置下进行分析成为可能。这对最小化影响来说是一大优势，因为它能够选择未被这类无线电

分量占用的频率。 

找到适合的数字滤波器的中心频率的实际步骤如下： 

1) 通过将时域内的频谱图平分来计算平均功率频谱。 

2) 计算设计的 –60 dB 带宽内的总功率的同时在平均功率频谱之间移动中心频率。 

找到频谱之间的总最小功率的频率。 

图10展示了该方法的图解。 

图10 

选择数字滤波器中心频率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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