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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雷达和电子战（EW）系统由于采用了众多模式，因此对其进行表征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部署武器

系统之前，必须验证大量信号参数，不断变化的脉宽、重复间隔、调制制式和频率捷变只是其中一小部

分。威胁与响应交互期间的时序关系尤为重要。系统工程师身负重任，不仅要精确测量雷达预警接收机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识别出潜在威助，还要精确测量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来做出恰当响应。

首要的一个测量难题就是：使用传统的测量工具，很难轻松捕获已知设备或敌方发射的射频干扰、杂散

信号。这些“需要关注的信号”常常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不知道它们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持续时间。为

了全面了解这些干扰信号的特性，有时我们需要捕获几秒、几分钟乃至长达几天的波形，以保证捕获到

全部事件。随着高速数字化仪和现代数字接口的出现，完整的射频流盘系统目前已实现了商业化，它们

能够提供任务日交互的实际数据。这些数据集可为系统工程师提供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曾经发生过的

事件。此外，在部署之前，使用回放功能，这些数据集还可用于极限测试和裕量测试设计。

本应用指南将会分析系统工程师开发射频数据流盘记录解决方案时应当考虑的注意事项以及将面临的

一些挑战。系统工程师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能够创建记录复杂射频交互的数据集，此后还可将这些

数据集作为未来任务的比较数据。换句话说，工程师能够据此回答“雷达信号特征是否已改变”这一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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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看射频流盘所面临的挑战之前，回顾一下如何通过流盘得出行动信息很有意义。射频包络

常常用基带 IQ数据样本来表示。从射频转到基带，大多数信号记录系统都会使用一个外部下变

频器，在我们的例子中，使用的是一个具有实时频谱分析功能的 UXA。一些系统记录射频或中

频信号，需要数字下变频至基带。无论这种下变频是以数字方式实施，还是使用射频电路实施，

下面的图 1 重点介绍了将大批原始 IQ 数据样本转化为任务数据文件（MDF）记录或脉冲描述字

（PDW）的过程。

图 1. 首先将射频能量存储为 IQ 样本，然后使用 DSP 工具来确定和解调感兴趣的信号。这些存储的 IQ 样
本还可用于信号回放，或与其他信号文件相结合进行场景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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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流解决方案每一环节的设计都要达到或超过数据吞吐量要求。

射频流盘是大数据。若以 16 位 I 和 Q ，100 MHz  IQ 带宽上只需 10 分钟便能产生 300 GB 的数

据。现代的射频流盘应用需要的带宽常常超过 200 MHz。在记录过程中，数据记录器绝不能丢

掉任一采样点。信号处理链中的所有环节都必须满足要求。后处理分析工具必须能使工程师快

速定位对任务最重要的数据部分，有时此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

通过现代的数字接口和快速固态硬盘技术，记录可从数字化硬件直接转移至磁盘。更宽的流盘

带宽需要数据流能够分散开，以便减缓每个磁盘单独的写入速率。并行数据写入（与读取）是一

项用于独立磁盘冗余阵列（RAID）的存储管理技术。如上所述，射频流盘解决方案中的每一环

节都需要满足要求，以便不会丢失采样点。射频输入与最终数据存储互联的概要视图如以下图 

2 所示。该系统的核心是 FPGA，它能配置系统进行记录（或回放），管理 IQ 采样点路由至 RAID 

控制器，并将元数据与特定 IQ 采样点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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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在任务日进行流盘射频记录时，系统工程师需要考虑记录环境。数据采集是否由操作员现

场执行，是否位置处于人员不易到达的范围？现场操作员需要熟悉记录器的设置、互连，以及电

子战系统上的一切关键测试点（例如天线、耦合输出、触发器等）。另一考虑因素是 IQ数据采集

系统的位置是移动的还是固定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工程师都应确定需要多大的交流电源。

对于供电不可靠或线电压偶有浪涌的场所，可能需要使用不间断电源（UPS）。即使在能够使用

可靠电源、拥有熟练操作员的地方，可能也需要保证能够对记录系统进行远程编程控制。除了

记录射频环境之外，操作员通常还有很多其他职责。最后，为了避免机械损坏，需要对设备采取

保护措施，避免过度摇晃或振动。

图3是一个记录环境的实例，所有以上问题在此例中均已注意。在这个例子中，射频流盘解决方

案装在Northrop Grumman E2-C 鹰眼侦察机上，其任务为记录拦截机雷达（蓝色）与无人

机干扰机（红色）间的射频交互。所采集的数据还将包括在背景中的两个侦察雷达特征信号

（蓝色）。

图 3. 射频数据流传输解决方案部署在 E2-C 的电路板上，以记录截击机雷达与 UAV 干扰响应之间的交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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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流盘要求

在任何射频记录系统中，都有四个主要的性能考虑因素

 – 射频频率范围和分析带宽

 – 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

 – 记录时间

 – 所包含的元数据

首先是要捕获感兴趣的信号所需的带宽。即使对于多通道记录系统来说，工程师也必须确定需

要多大的 IQ 带宽来捕获完整的信号。提取跨越多个通道的信号的脉冲描述字（PDW）很困难。

此外，流盘带宽应具有平坦的幅度响应和出色的相位线性度，以最大限度降低数据失真。较差

的中频平坦度将表现为通信信号较差的 ACPR 或 EVM ，或线性调频雷达脉冲的相位误差。

选择记录器时的第二个决定因素是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它代表着可从大干扰信号辨别出

的最低幅度信号。正如用载波信号的功率与下一个最大杂散信号的 RMS 功率的比值所定义，

它代表着测量系统分辨小信号的灵敏度。在脉冲多普勒雷达信号处理中，目标常用其距离和速

度来表示。如果接收机有杂散信号，那么这些显示为杂散目标的信号常被归类为地面反射波。

拥有高 SFDR 的解决方案使工程师能够记录真实的射频环境，而没有射频下变频和数字化过程

的限制。对于低功率的发射机而言，前置放大器和预选器滤波器对于测量功率高于 kTB 的信号

非常有用。

射频流盘解决方案需要有足够大的存储器，来连续记录在任务期间可能发生的所有事件。在很

多情况下，人们不知道信号何时出现。例如，IED可能会被远程手机用户自动触发，或者侦察机

可能会被扫描雷达简单地描绘。在两个示例中，我们均希望捕获并记录所有辐射能量以进行后

期处理。如果流盘方案配有高速接口，能够在每次记录前卸载数据，那么即使存储器容量有限

也是可接受的。

如果高保真数据记录器位于移动设备上，并且在移动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射频事件，那么该事件

发生的确切位置在哪里？何时发生的？要想帮助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将需要用精确的日

期、时间和地理信息来标记这个数据。此外，如果在事件发生时触发了数字输入，我们将需要

捕获这些信号做为标记。这种元数据使工程师能够更快的找到感兴趣的数据或其附近开始分

析。我们也可将记录系统配置仪器设置记录在元数据中，这有助于解释为何特定的数据采集与

一年后进行的采集看起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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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威胁环境

在任务日当天的射频流盘应是正常、无特殊情况的。为了完成射频数据流盘部分，操作员需要

采集所需的 IQ 特征信号并将这些信号带回，以便系统工程师或信号分析师能够开始数据分析。

就这点而言，不仅要针对预期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还有对未预期发生的事件有所计划。

图4显示了我们预期在任务日当天所看到的雷达—干扰机交互。注意蓝方（蓝色脉冲）与红方（红

色脉冲）特征信号之间的时序关系。下面是两个重要的时序测量：

 – 蓝方发射第一个脉冲与红方干扰机的第一个应答之间的响应时间。

 – 红方电子战系统的响应时间，也就是红军雷达预警接收机（RWR）识别出潜在威胁并做出

第一个应答所用的时间。  

在任务日当天无法执行现场测量，因为需要访问红方电子战系统的测试样点。但是，此测量可以

在流盘后的数据分析中进行。

图 4. 雷达-干扰机响应时序。蓝方开始发射脉冲，红方 RWR 侦测到该脉冲，然后尽快开始发射可靠的干扰
信号。两个红方的响应时间测量均非常重要。

场景开始 蓝方发出的第一个脉冲 红方发出的第一个脉冲
红方 RWR 识别出潜在威胁

并传达给干扰机

干扰机计算解决方案并做出
响应的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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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示例设置仿真蓝方（雷达）和红方（干扰机）时序和事件记录。IQC5255B 记录器接受来自信号发生器
的标记和触发输入，以及来自 UXA 信号分析仪的高速 LVDS IQ 数据。

这些发射机及其相关时序的仿真，可通过将两个精密信号发生器的射频输出相结合，并将其组

合输出反馈至射频流盘系统的接收机来实现。如图 5 所示，左侧是环境仿真，右侧是射频流盘

解决方案。通过将射频信号发生器的触发输出连接至 IQC5255B 记录器数据流解决方案的标

记输入，可以给蓝方和红方的第一个脉冲打上时间戳。在任务日，还可插入其他高级标记，例如

当包络功率超过规定阈值时启动的触发。另外，当使用频率模板触发在特定频率上检测到功率

时，可将事件标记插入到 IQ 数据流。最后，为了给记录器提供有关两个发射机的环境信息，也

可使用 IRIG-B GPS 将地理位置标记添加到数据流。

任务日采集

一旦在实验室中证明射频流盘解决方案的功能可达到任务的参数要求，接下来就是将系统投

入外场测试。对于电子战和雷达系统验证而言，外场测试是最昂贵的测试项目。基于这个原因，

在执行实际任务之前，执行几次简短的测试记录很重要。这样可确保不仅射频流盘解决方案的

配置恰当，而且外场中的所有发射机都正常工作和运行。如果得到了 TB 级的测试数据，结果回

到实验室才发现有一台测试发射机没有激活，这个错误的代价就太大了。

通常用一台频率和幅度已知且经过校准的信号发生器直接连接记录系统，可以实施快速的功能

测试。同一台信号发生器还可用于替代发射机，以测量和验证外场测试所用电缆、耦合器和天

线的路径损耗。

如果任务需要的数据量超过记录器存储器的可用容量，那么我们需要回传其数据集来腾出额

外空间。数据回传的速度取决于接口和目标设备。随着 2010 年 PCIe Gen3 的问世，6 GB/s 的

持续数据速率现在已非常常见。为了容纳这个庞大的数据流，目标磁盘驱动器必须是 RAID 磁

盘阵列而不是单个硬盘。

射频环境仿真

红方(干扰机)

蓝方雷达（拦截机）

标记 1 输入

标记 2 输入

触发 1 输入

IRIG-B 输入

复合射频环境

UXG 输出
至 MXG 
触发输入

射频流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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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后期的分析与仿真

完成数据采集之后，还有很多问题。在任务日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否已获得了良好数据？我们的

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有没有明显的射频异常或环境中出现意外的发射机？现代信号处理工具可

帮助回答这些和其他问题。图 6 显示了包含拦截机雷达与干扰响应交互的3s的幅度响应。注意，

与背景中的其他扫描雷达相比，此次交互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图 6. 在雷达干扰机交互期间，射频环境的幅度图。上方的黄色迹线是幅度响应的最大值，下方的绿色迹线
为 RMS 值。

通过放大蓝方/红方交互的时域图，很容易看到第一个蓝方脉冲与第一个红方脉冲之间的相对

时序（图 7）。使用绘图标记，可以精确测量这两个发射机之间的时序关系。另外注意到，第五个

蓝方脉冲之后有异常信号出现。系统工程师所面临的问题是，需要确定这个异常信号是来自蓝

方飞行器还是红方。

图 7. 持续放大时域图可查看采样点级别的信号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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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发射器干扰机交互的持续谱密度图。

图 9. 通过结合时间—频率（频谱）图，可以了解信号特性的动态特征。

如以上图 7 所示，一旦确定了要研究的时间段，可在频域和谱图上（结合时间-频率）回放

这段交互以进行目测检查。

感兴趣的区域可使用 Keysight 89600 VSA（矢量信号分析）软件进行深入分析。详细的

脉冲参数、脉冲统计和脉冲趋势可自动计算出来，帮助您了解与设计预期相比，实际结

果是什么。自动信号类型检测使用户可将脉冲划分为连续波、线性调频、三角调频或巴

克(Barker)码发射机。上述缩放时间范围所包含的脉冲信号汇总如以下图 10 所示。

图 10. 自动脉冲参数计算加速 PDW 性能与设计目标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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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使用 MATLAB 类定义从原始数据集提取出的 IQ 数据的时域图。

很多电子战工程师已在Matlab开发出了定制的信号处理算法，使数据分析功能超出了VSA或 

Spectro-X的功能。MATLAB类的定义提升了对超大数据集的处理能力。正如大多数用户所

知，MATLAB 仅能对驻留在系统内存中的数据进行操作。对于较小的数据集，可以加载到现今

典型的 8、16 乃至 32 GB 系统内存的典型工作站中，使用Matlab直接处理效果良好。不过，流

盘解决方案长时间捕获宽带射频信号，其文件大小可能轻松超过 上百GB 乃至上十 TB，因此要

同时将所有数据加载到电脑的系统内存中是不可能的。Matlab类的定义提供了访问较小、更易

管理的数据段的方法，从而使用户能够将 IQ采样点的子集动态读取到系统内存中。用户可将 IQ 

数据读取为复数采样点、整数和电压 IQ。元数据也能被读入 MATLAB 环境，使信号分析人员将

标记、采样率、起始时间和标度系数与导入的数据集关联。图 11 是使用 MATLAB 类定义绘制

图 7 中数据的示例。

使用信号处理工具箱中的频谱功能，我们可以重现上述时间频率图，但是会采用三维形式。接

下来，我们用标记表示异常信号。这可能是一个镜像，因为我们发现它出现在 -100 MHz 的频率

偏置处。

图 12. 发射机-干扰机交互的频谱图。

发射机干扰机交互–幅度与时间

发射器干扰机交互–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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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射频流盘加速得到答案的时间

为了了解信号交互的真实本质，并捕捉完整的射频发射能量，很多雷达和电子站系统验证工程

师转向射频流盘和记录解决方案。Keysight UXG 和 MXG 信号发生器可快速仿真任务日信号

环境。使用这些仪器间的触发和标记I/O，设计师可仿真确定性威胁响应场景的精密时序。在

信号采集方面，Keysight UXA 信号分析仪可持续将高达 255 MHz 的 IQ 数据流传输至 X-COM 

Systems IQC5255B 记录器，以捕获数小时的独特射频交互。凭借 UXA 的 78 dB 无杂散动态

范围和高达 50 GHz 的射频范围，设计师能够记录最苛刻的射频信号场景。由此获得的大 IQ 

数据集，可使用 X-COM Systems 的 Spectro-X 软件在多个域内进行分析，快速确定感兴趣的

时间段。这些时间段可以快速导入 Keysight 89600B VSA 软件进行更详细的脉冲分析，或使用 

MATLAB 进行自定义处理。  

结论

射频流盘可为系统工程师提供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在长时间内所发生的事件。是德科技

与X-COM Systems合作，共同开发宽带流盘解决方案，提供优异的保真度（SFDR 和 IF 平坦度）、IQ

数据分辨率、分析带宽、射频范围和无间隙记录功能。虽然其他厂商也提供了综合性的解

决方案，但X系列信号分析仪和IQC5000B记录器的流盘性能在业内名列前茅。此外，利用 

Spectro-X、89600 VSA 软件和 MATLAB 等软件工具，用户可以加快找到答案的时间，降低整体

成本。

相关信息

1. 手册： Keysight UXG 捷变信号发生器，5992-0091CHCN 

2. 手册： Keysight UXA X 系列信号分析仪（N9040B），5992-0089CHCN

3. 手册： 89600 VSA 软件，5990-6553CHCN

4. 选型指南： 频谱分析仪和信号分析仪，5968-3414CHCN

5. 手册： X-COM Systems IQC5000B http://www.xcomsystems.com/  

 product/IQC5000B-RF-Record-Playback-System 

6. 手册： X-COM Systems Spectro-X  http://www.xcomsystems.com/  

 product/Spectro-Signal-Analysis-Toolki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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