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指南

测量
荧光灯对
无源 UHF RFID
系统的干扰
使用 N934xC/B
手持式频谱
分析仪

概述
在无源射频识别 (RFID) 系统中 RFID 阅读器可将射频信号传输至 RFID 标记
(tag)，该标记包括天线和集成电路芯片。通过将发射的射频信号转换为直流
电来给该芯片供电，而且从标记至阅读器的通信以射频反向散射的形式进行。
因此，芯片通过以系统数据速率改变标记天线的负载阻抗来产生响应。改变
负载可使该天线的反射性质发生变化。然后，阅读器可将这些细小变化识别
为标记数据并恢复该标记 ID。
但是，由于在反向散射操作中，阅读器正在传输连续波 (CW) 信号，所以
周围环境中的其他变化也可能会对载波产生调制作用。由电子镇流器驱动的
荧光灯 (EBFL) 可能会在无意间调制射频信号，并影响阅读器对 UHF RFID 标记
反向散射信号的接收。
如本应用指南所述，确定荧光灯是否正在影响 RFID 系统，最有效的方法
便是使用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HSA) 来测量 RFID 系统。这将通过测量以下两种
条件中的频谱来实现 : 一个是关闭荧光灯，一个是打开荧光灯。

2

测试配置
如图 1 所示，将射频信号发生器配置为可发射未经调制的载波，并使用
频谱分析仪来对比在关闭和打开荧光灯两种情况下测得的频谱。

荧光灯

天线

天线

信号发生器

图 1. 测量荧光灯对 UHF RFID 系统产生影响
的测试配置

手持式
频谱分析仪

表 1 简要介绍了各设备在测试配置中的作用，并推荐了合适的安捷伦
产品。

器件

用途

安捷伦解决方案

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测量空中频谱

N9342C、N9343C、N9344C、
或 N9340B 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信号发生器

生成射频测试信号

MXG 矢量信号发生器

灵活的拉杆天线 (2 个 )

发射射频信号和接收来自周围
区域的射频信号

N9311X-501 全向天线

表 1. 各设备在自动测试系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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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关闭荧光灯
Agilent MXG 矢量信号发生器经配置后可输出 -10 dBm 幅度、未经调制的
915 MHz 信号。该发生器连有全向橡胶鸭型天线，如 N9311-501; 并与射频输出
连接器相连。无源 RFID 反向散射信号的中心频率为 915 MHz，因此将 Agilent
N9342C 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HSA) 配置成可测量 915 MHz 中心频率附近的频谱。
其他天线则直接与 Agilent HSA 输入端相连。
此外，N9342C HSA 还配有便捷的背光式键盘用于控制仪器，并且仪器屏
幕可以自动调节以适应各种光线条件 ( 从完全黑暗到光线充足，见图 2)。

图 2. N934C/B HSA 具有背光特性，可在黑暗
环境中轻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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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 续 )
图 3 显示了关闭室内荧光灯时 N9342C 频谱分析仪的测量结果显示。已使
用 [FREQ] 按钮将分析仪中心频率设置为“915 MHz”，并使用 [SPAN] 按钮将显
示的频率范围设置为“500 kHz。”图表的顶线为参考电平，可使用 [AMPTD]
按钮进行调节。

参考电平

图 3. 在关闭荧光灯的室内环境中对 915 MHz
射频信号进行空中测量。

游标

中心频率
频率扫宽

参考电平可进行调节以优化测量结果显示，在本例中，参考电平已设为
“-40 dBm。”使用默认标度，每个垂直格表示 10 dB 幅度差值，在屏幕上显
示为“10 dB/”，因此图形中总共 10 格的底线表示“-140 dBm”。适当调节
参考电平至关重要，这样可使信号的显示不超出图形上端。
图 3 中的测量迹线显示的是一个未调制的单一射频载波。已使用信号峰
值处的游标测量了信号的最大幅度和频率。Agilent HSA 提供了包括“峰值搜
索”的游标功能 ( 在 [MARKER] 菜单中 )，大多数商用频谱分析仪都具有相似功
能。使用游标功能，在预定的 915 MHz 频率处测得幅度峰值为 -49.84 dBm。
对于该测量而言，若无荧光灯，频谱可显示相对干净的杂散信号或边带
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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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 续 )
打开荧光灯
将荧光灯打开，再次测量频谱。图 4 显示了在荧光灯打开状态下测得的
频谱，此时频谱包括已在射频载波上调制的多余边带。

参考游标

干扰

图 4. 在打开荧光灯的环境中对 915 MHz 射频
信号进行空中测量。所示为 43 KHz ( 电子照
明镇流器的工作频率 ) 的调制边带

荧光灯照明设备上所附带的电子镇流器已将干扰加入射频信号。使用
其他游标功能测量峰值信号电平与最大干扰边带的差值。[MARKER] 菜单
中的“参考游标”功能报告表示，峰值信号与其右侧最大干扰之间的差值
为 -34.11 dB。频率差为 43 KHz，即荧光灯镇流器的工作频率。其他干扰边带
都是该 43 KHz 频率的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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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在安装了 RFID 阅读器的场所中，必须对其周围环境中的 EBFL 影响进行
测量。因为 RFID 标记反向散射的调制边带可能与 EBFL 引起的边带非常接近，
所以 EBFL 可能会干扰 RFID 阅读器测量标记信号的性能。若发现 EBFL 产生
较大干扰，将阅读器置于恰当的位置可改善系统性能。例如，由于无源 UHF
RFID 阅读器天线经常使用具有高增益 (6 dBi) 的定向天线，因此可以让阅读器
天线指向与 EBFL 照明设备水平相反的方向，或最好将其置于高处并指向低处。
EBFL 的指定工作频率范围为 20 至 60 KHz。通常，为了避免干扰特定红外
系统，一些制造商避开了 30 至 42 KHz 的频率范围。用户可以选择 EBFL 工作频
率，从而降低对 UHF RFID 系统的干扰，但这仅仅是一次试验，需要进行误差
研究以实现最佳性能。

结论
RFID 系统在采用荧光灯照明的环境中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鉴于
EBFL 可能会干扰反向链路并对接收已调制的反向散射 UHF RFID 标记信号产生
影响，最好在安装系统之前使用 HSA ( 如 Agilent N9344C、N9343C、N9342C 和
N9340B) 对安装环境进行全面测量，测试此类干扰源的影响。建议至少进行
24 小时的频谱分析，以确保安装区域内的周期性事件不会造成其他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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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请访问以下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产品页面，并点击“文档库”选项
卡访问更多应用指南 :
●

www.agilent.com/find/n9344c

●

www.agilent.com/find/n9343c

●

www.agilent.com/find/n9342c

●

www.agilent.com/find/n93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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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gilen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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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设计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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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通过 Internet、电话、传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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