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X MIMO 就绪的基站天线

使用单个天线即可同时在低频频段和
高频频段上部署 4X MIMO

无线行业正处于转型，5G 时代即将到来。虽然用
户增长的速度放缓，网络数据流量却逐年持续大幅

攀升。此外，用户对带宽的需求也不断增高，无论

前往何处，都希望获得无缝、高性能的连接。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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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网络现代化以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增加容量和提高

性能是关键。但是，随着新站点的开发难度越来越高，通过提

高频谱效率以从每个站点获得最更大容量将成为决定性的因

素。对于许多运营商而言，实施高阶多输入/多输出 (MIMO) 是

提高网络容量的重要策略。

现代无线网络需要组合高阶调制、宽频谱和多个数据流，以 

便将更高的 Gbps 级数据速率覆盖到更多的终端用户。对于基

站，这意味着需要使用多个天线以用于发送和接收客户设备的

信号。与 2X MIMO 配置相比，部署 4X MIMO 技术可将达到更

高数据速度所需的频谱量减少一半。

满足当前和未来容量需求的 4X MIMO 就绪解决方案 

如果能够在网络中的低频频段和高频频段上灵活地部署 4X 

MIMO，就能为最大限度提高频谱效率提供巨大的帮助。过

去，在低频频段上需要两个天线才能实现 4X MIMO。但康普新

推出的 4X MIMO 就绪基站天线实现了完全集成，可同时支持低

频频段和高频频段配置：支持范围从 600 到 2700 MHz，在某

些型号上，最高可达 3800 MHz。 

通过使用单个天线来同时覆盖低频频段和高频频段，您可以在

现有的基站空间内更有效地增加容量。每个天线可在多个频率

上提供四到三十个端口，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并节省空间。

通过使用一个 4X MIMO 就绪多频段天线来替换多个天线，您

可以：

 · 节省宝贵的塔顶空间以及相关的运营支出和资本支出

 · 避免 PIM 等干扰，优化网络容量

 · 克服可能影响站点审批的风力荷载和重量限制

 · 与双天线解决方案相比，单天线解决方案重量更轻、尺寸更

小、租赁成本更低

4X MIMO 就绪天线具有以下优点 

 · 高效：通过将更多功能集成到单个天线并同时在低频频段和高频频段支持 4X MIMO，便可更有效地利用塔顶

空间。

 · 性能：通过在每个下行链路信道中支持最多四个数据流来优化网络性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可用频谱的潜力。

 · 节约：仅使用一个天线位置，节约塔顶空间；重量更轻、尺寸更小，减少租赁成本；使用更少的安装抱杆数量，
减少机械构件上的成本。



5G 是大规模 MIMO 的同义词吗？
听听我们的专家 Marty Zimmerman 的看法。

欢迎观看视频。

天线场图塑造技术可以显著提高吞吐量。欢迎联系我们，了解

提供以下增强功能的天线型号：

· 扇区功率比

· 前后比

 · 上旁瓣抑制

 · 一致的方位波束宽度

访问我们的网站，观看关于全新 4X MIMO 就绪多频段天线的

介绍。您也可以在此注册以接收我们的月度 newsflash 电子邮

件，了解有关新产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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