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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提出一個基於3GPP 所提出並由
ITU IMT-2000標準所接受的建議書中的寬
頻 CDMA (Wideband CDMA, W-CDMA)
系統標準的上傳基頻收發機架構設計及硬
體 FPGA 仿真驗證，此架構中並含有
RAKE 接收機及波束合成器以增加系統接
收能力。寬頻 CDMA 之所以成為下一代行
動通訊的關鍵技術，主要是提供了目前所
不能兼顧的行動力和互動性，大幅增加使
用者的移動性和傳送資料的頻寬。在此架
構中，波束合成器利用波束搜尋器所得出
的空間特徵，將由四組天線進入的輸入信
號合併，由此可獲得 6 dB 在空間變化上的
增益。另外在路徑變化上的增益可藉由
RAKE 接收機收集由多路徑而來的信號，
再加上由通道估計器所得到的參數，進行
最佳比例合成後得到。為了要測試所提出
架構的可行性，無向量及向量通道均在所
測試的模擬中使用。系統模擬結果顯示，
本論文中提出的架構除了可以達到標準中
的基本要求外，在不大幅增加系統的複雜
度下，波束合成器更可大幅提昇接收的效
能，例如在抗拒多使用者雜訊上。

關鍵詞 : 收發機、W-CDMA、RAKE、
beamforming、smart anten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FPGA implementation and test results of an
uplink baseband transceiver for W-CDMA
systems. The architecture is designed based
on 3GPP Radio Access Network FDD mode
specification. In addition, advance techniques
such as beamforming and RAKE receiving
are adopted. The beamformer uses spatial
signature calculated by the beam searcher to
combine input signals from four antennas
and therefore a spatial diversity gain is
introduced. A path diversity is provided by
the RAKE receiver, which gathers four
multi-path signals with the weights obtained
from the channel estimator for maximum
ratio combining. Scalar channel and vector
channel models are both used in the
simulation to verify the design. Both
simulation and hardware e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can
indeed meet the specified requirement, and
the advanced techniques, such as
beamformer, really provide an enhancement
in reception.

Keywords: transceivers, W-CDMA, RAKE,
beamforming, smart antenna

二、計劃緣由與目的

隨著全球各國電信自由化的進展潮流及無
線通訊技術的日益進步，無線通訊產業之
競爭趨於白熱化，而產品類別更為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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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且市場需求大增。在電信國家型計劃
中無線通訊分項之計劃以第三代無線通訊
技術 IMT-2000 為主。因為國際電信聯盟
(ITU) 在 1999 年 決 定 IMT-2000
(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2000) 空中介面標準。預計在下世紀初期
會有許多 IMT-2000 產品上市。
在 IMT-2000 中利用寬頻 CDMA 技術的標
準分別由歐、美、日三地提出三套相似的
建議，其中皆採用利用可適性天線鎮列
(adaptive antenna array) 與波束合成
(beamforming)之技術，皆以 RAKE 接收器
解決展頻訊號所遭遇的多路徑問題。本計
劃採用歐洲 3GPP 所提出之 UTRA 建議，
使用 QPSK 調變方式，利用樹狀結構的展
頻碼來達成多傳輸速率的要求。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以歐洲 ETSI 所提出之
W-CDMA 系統為範本發展一以 W-CDMA
技術相容之基地台收發機中基頻信號處裡
模組。此模組中包含發射機中之波束合成
技術、展頻技術、接收機中之可適性波束
合成技術、符誌時序同步技術、載波同步
技術、展頻 RAKE 接收技術等等。上年度
主要著重於研讀系統及設計系統架構為主
要目標，而本年度則主要以系統效能及硬
體 FPGA 仿真驗證為主要重點。

三、結果與討論

(一)簡介
有關於 3GPP 所提出的 W-CDMA 建議可
參考去年到告中之表一。另外關於本系統
的大略功能以於去年報告中介紹，故今年
僅提出最新的研究成果。接收機的部份為
因應發送機的設計可由如圖一中的設計。
其中由於在通訊中一直有 pilot 信號的傳
送，因此可以有一個頻道估計器(Channel
Estimator)如圖二來計算頻道的參數變
化，可提供時脈回復以及之後的載波回
復、波束合成、RAKE 接收機運作時的重
要參考，以能成功的將信號還原回來，是
本接收機中最重要的部份。在 PRACH 中
要先偵測有 Random Access Request 發
出，因此有另一個 RAQ 偵測器，一旦偵測
到，則可根據預先所給定的參數來進行通

訊，進入到 DPCH 的工作模式。在 PRACH
中的 message part 及在 DPCH 中的資料
傳送結構用的都很相似，因此可以採用同
樣的架夠來進行接收的動作。頻道估計器
仍然是做頻道參數值的估計，所得的參數
則給 RAKE 接收器及波束合成器來使用。
另外由於相位偏差對展頻通訊的品質影響
很大，因此在做處理前，應先將接收進來
的信號相角轉正，如此之後的信號處理才
不會有問題， 因此載 波回復 (Carrier
Recovery)電路(如圖三)即是為了此功能而
設計的。RAKE 接收器由四路 Finger 所組
成，可收集由不同四路而來多路徑的信號
在經過時間對齊、相位轉正及加權相加
後，可得到較高品質的信號以供偵測決定
用。其架構如圖四所示。而在波束合成器
部份則是用來將空間上的分量相加，以其
能達到更強的訊雜比以增加通訊品質，如
圖五。圖六為波束合成器的結果，可以將
波束合成到對準欲接收的使用者方向，而
可增加接收的訊噪比。圖七則為對於多使
用者雜訊消除的情況，若在有波束合成器
的情況下，在系統中同時傳送 64 kbps 的
資料的情況下，系統中仍可容納三四十人
同時使用。

(二)Fixed-Point 模擬結果
因為要將所設計的架構做成硬體，因此必
需將原來用浮點數模擬的架構做 finxed-
point 模擬，以得到在做成硬體時各區塊需
要用到複雜度。圖八至圖十三為模擬結
果，其中粗黑線的部份即是硬體系統中將
要採用位元數。

(三)FPGA 硬體驗證
在此我們是利用 Altera 公司所生產的
FLEX 10K 系列的 FPGA 來做硬體驗證，
而將 FPGA 放在 Aptix MP3a 驗證板上來
完成各模組間的佈線及仿真模擬。整個模
擬環境如圖十四所示。硬體驗證結果與在
系統模擬時相同，如圖十五至十七所示。
而在此階段由於硬體複雜度的緣故，尚未
加入波束合成的驗證，有關於波束合成的
驗證，將於明年度晶片驗證時一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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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自評
在本論文中，我們設計了一個 W-CDMA 上
傳基地台的基頻信號處理器的架構。此架
構中用頻道估計器來估計頻道的變化，以
供 RAKE 接收器、載波回復電路和波束合
成器的運作，使得之後的偵測信號的訊雜
比可以大幅提高，增加通訊品質。目前已
完成了系統架構的模擬、fixed-point 架構
的模擬、 Verilog 的模擬以及硬體的
Emulation (Aptix 系統)。由目前的驗證結
果可以得知，的確可以利用所設計的關鍵
性模組，在使用最少的硬體資源下，得到
理想的系統效能，至於整個系統整合的部
份，等到下年度晶片設計完成後，即可和
其它子計劃的模組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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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表

圖一、接收機總圖

圖二、頻道偵測器

圖三、載波回復電路

圖四、RAKE 接收器

圖五、波束合成器

圖六、波束合成器將方向對到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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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波束合成器消除多使用者雜訊

圖十、波束合成器輸入端

圖十一、波束合成器輸出端

圖十二、波束合成器加權端

圖十三、數值相位控制器輸入端

圖十四、數值相位控制器輸出端

圖十五、Matched filter 輸入端

圖十六、硬體驗證環境

圖十七、FPGA 使用情形

圖十八、Verilog 及 FPGA 驗證結果

圖十九、邏輯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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