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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 5G 製造
跨越符合性測試：在規模上贏得 5G 競賽

5G 正迅速發展。整個行動通訊生態系，無不積極地想要抓住 5G 商業模式帶來的全新

營收來源，其中設備製造商和網路設備製造商（NEM）正全速趕上商轉的目標。

目前擋在業界面前的昰典型的製造挑戰：從著重於測試覆蓋度的符合性測試，轉入

製造測試，而後者的測試成本和測試時間，將決定業者是否能獲利和率先讓產品

上市。業界需要推動 5G 進入製造工作流程，儘快地從新產品試產（NPI）進到量產

（HVM）。過程中，裝置和網路設備製造商都需要克服 4G 所沒有的新製造測試挑

戰：更多頻段、毫米波（mmWave）頻率、和更寬的頻寬。

5G New Radio（NR）技術則結合大規模 MIMO 無線技術和毫米波頻率。在此情況

下，讓 5G 裝置和基地台（gNBs）盡快通過測試，並非易事，除了要克服巨大的挑

戰之外，還要面對上市時間與測試成本的龐大壓力。主要的挑戰包括：支援從小於 

6 GHz 一直到毫米波的更多頻段、更大的通道頻寬，以及轉而使用空中傳輸（OTA）

測試方法。

裝置和網路基礎設施製造商必須掌握 5G 的複雜度，才能快速地創新、轉型並贏得 5G 

競賽。為了搶占市場先機，他們需要安全、可靠且經濟有效的 5G 解決方案。

白皮書

本白皮書涵蓋以下 
主題：

• 讓 5G 跨出符合性 

(conformance) 測試的範疇

• 縮短測試時間、降低複

雜度和成本的技術對策

• 為毫米波測試重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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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5G 跨出符合性測試的範疇
手持裝置製造商和行動網路通訊業者急欲收成 5G 帶來的經濟利益，他們正加速部署，接下 

來的幾年將呈現爆炸性成長。面對未來的形勢發展，這些製造商需要快速、可靠地進行  

5G 量測。想要達成這個目標，最好的辦法是使用可因應 5G 最新標準和測試方法，做出調

整與改變的標準化平台。

蜂巢式通訊標準的演化

為了盡可能縮短上市時間並有效降低測試成本，製造工程師必須進行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

（3GPP）規範的一部份符合性測試。然而許多測試要求，特別是與毫米波頻率相關的測試

方法，仍在開發中。在此情況下，裝置和基地台製造商必須在製造環境中部署靈活且可擴充

的測試系統，以因應仍在持續變化的測試規格。

裝置和基地台製造

商需要不會過時的

測試平台，以在未

來 5 到 10 年都能

跟上標準演進的腳

步。

圖 1： 5G 關鍵里程碑和重要日程

2015 年的里程碑
9 月：3GPP 5G 研習營
11 月：ITU WRC 15
12 月：3GPP RAN Plenary

2017 3GPP R15
12 月：5G NR NSA 凍結
（6 個月後實施）

2018 年的里程碑
Q4: Verizon 與 AT&T
採用 5G NR 固定毫米波

2020 年里程碑
7/8 月：東京奧運
夏季（預計）：第一波 5G 正式商轉

10 億個 5G NR 連結

2022 年的里程碑
夏季：第二波 5G 正式商轉

營運商宣布 5G 商轉日程與規劃

• Verizon: 2018 年，固定毫米波
• AT&T: Fixed mmWave 2018
• T-Mobile: 2019 年，Sub-6 GHz 5G
• KT: 2019 年，5G
• DOCOMO: 2020 年，5G
• 中國移動: 2020 年，5G

2019 年的里程碑
11 月（預計）：ITU-WRC 19

2018 Milestones
2 月：用於南韓冬季奧運
夏季：用於俄國世足賽

0 個 5G NR 連結

3GPP 5G「第二階段」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R13 R14 R15
SA

R15 
延遲凍結

R165G NR
NSA

3GPP 5G「第一階段」

2017 年的里程碑
Q4: Verizon 於 11 個城市試營運 5GTF 28 GHz 固定無線網路存取

您的位置

5G 標準仍在持續演進。第 15 版（Rel-15）標準於 2017 年 12 月通過審核，它提出利用既

有的 4G LTE 網路基礎設施進行非獨立模式（NSA）部署的概念。在 2018 年 6 月，Rel-15 

再次提出不需要 LTE 網路錨點的獨立模式（SA）並通過審核。未來 5G 還有很多研發有待

進行，因此裝置和基地台製造商需要不會過時的測試平台，以便在未來 5 到 10 年隨時跟

上最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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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的工作流程循環

對裝置製造商和 NEM 而言，其 5G 製造測試策略有個關鍵要素，就是在從設計到製造的

工作流程中，充分收集各個階段的資料。製造流程中的重要階段包括新產品試產（NPI）、

製造及轉入量產（HVM）。能否成功地從符合性測試轉換到製造測試，是能否獲得實現獲

利性、量產和上市時間的關鍵。

加速工作流程以獲得上市時間的優勢

在製造環境中，協定測試曾是一項挑戰，非信令測試有助於消除成本高昂的信令負擔並提

高量測速率，同時還可保持測試完整性。使用通用的測試平台組成元素，是推動裝置和網

路設備快速通過工作流程的要點，同時還可控制全球化營運的測試成本。

設計與驗證

• 設計模擬

• 毫米波測試台

• 網路和用戶端設備
（UE）模擬

符合性與驗收測試

• 協定

• RF/RRM

• 電信業者驗收測試

製造

• 校驗

• 射頻驗證

三星電子系統 LSI 協定

開發部門副總裁 

Woonhaing Hur

表示：「是德科技的

端對端 5G 測試解決方

案，加快了我們最新的 

5G 設計工作流程，全

面涵蓋從早期原型設計

到設計驗證和製造的開

發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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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測試時間並降低複雜度和成本的技術對策

挑戰：更多頻段和更寬的頻寬 = 更花時間和成本

裝置和基地台需要同時支援舊有和全新的頻段，因此提高了設計的複雜度和測試時間，

而  5G NR 甚至涵蓋了兩組頻率範圍：410 MHz 到  7 .125 GHz（FR1）和  24.25 到  

52.6 GHz（FR2）。5G 裝置可在多個頻段運作，以因應不同銷售地區對通訊設施的要

求。FR1 涵蓋 1 到 255 的頻段，FR2 則涵蓋 257 到 511。

有 9 個全新的頻段位於 6 GHz 以下，不在 4G LTE 規格中，其用意是提升網路覆蓋率和容

量，並解決 5G 服務在低頻段缺乏可用頻譜的問題。新的毫米波頻段可滿足高傳輸速率應

用的需求，使用的是毫米波頻譜中更寬的可用頻寬。

現在，小於 6 GHz 頻率的最大通道頻寬已擴展為 100 MHz、毫米波頻段增加到 400 MHz，

若使用載波聚合頻寬還能更高。然而，更大的頻寬、更多的頻段，都會拉高成本。例如誤

差向量振幅（EVM）平坦度及動態範圍的要求變得更難達成，因為既有的測試硬體無法因

應這樣的頻寬。此外，測試點數量增加、測試設備和試驗室的成本更高昂，這些因素都會

推升測試成本。

X = &

縮短測試時間並降

低複雜度和成本的

技術對策

• 挑戰：更多頻段和

更寬的頻寬

• 新技術對策：FPGA、

多裝置測試、雲端資

料處理，以及量測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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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全新技術對策包括 FPGA 處理、多裝置測試、雲端處理、
提高量測一致性。

說明

加快量測速度，讓測試工程師能全力朝終點線衝刺。PXIe 將高速資料處理能
力和精深的量測專業基礎，內建於硬體式 FPGA 量測中，可大幅縮減測試時
間。利用這項功能，工程師可用更快的速度，在所有功率和頻率範圍中，對

基地台進行多通道和無線電格式測試。

同時測試多個裝置，可以極顯著地縮短測試時間。有了 Keysight EXM 5G 多
裝置測試解決方案，裝置製造商可使用多埠轉接器技術，一次測試最多 32 個
裝置。其進階測試排序和單次擷取多次量測功能（SAMM），有助於讓量測
速率和產量達到最大化。

雲端資料處理可助您極致提升量測速率。如果使用傳統的方法，測試裝置必

須依序取得測試資料並計算量測。在雲端方案中，計算工作改由更快的雲端

伺服器執行。現在，所有關鍵的運算皆由高速雲端伺服器平行執行。此外，

測試架構變得更有效率，可大幅提高量測速率，並增加測試資產使用率和靈

活性，讓製造商能夠重新規畫測試工作站的其他用途。

而在從符合性測試、製造乃至其他量測的各個工作流程中，使用相同的量測

演算法，則有助於降低開發成本，並且讓工程師對量測結果更有信心。在問

題真的發生時，可一路追溯回到設計階段，加速排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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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毫米波測試而重新設計

在 5G 之前，商用通訊網路都使用較低的頻率，多數測試都可用傳導式方法完成。如今業界

受到毫米波頻段更大可用頻譜所吸引，轉移到了更高的毫米波頻率，因此 UE 和基地台設計

都需採用不同架構，例如相位陣列天線。這些架構不支援傳導測試，而是強制使用 OTA 進

行測試驗證。更高頻率和 OTA 測試的組合，會造成比傳導測試更多的路徑損耗。

損耗越多，信號品質越低

對蜂巢式設備製造業來說，毫米波輻射測試是全新的領域，讓裝置和 NEM 面臨巨大的挑戰。

切換矩陣和長電纜會導致高損耗，空氣吸收、高插入損耗、脆弱和昂貴的連接器，也會降低

動態範圍並影響量測品質。

在系統校驗時，準確地補償路徑損耗，以及減少待測物和 OTA 試驗室間的距離，乃當務之

急。使用遠端頭端，使得工程師能夠在低頻率、低功率下使用長纜線，以大幅減少插入損

耗，同時改善相位線性度和連接器穩固程度，所增加的增益也能改善動態範圍。

對蜂巢式設備製造業

來說，毫米波輻射測

試是全新的領域，讓

裝置和 NEM 面臨巨大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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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使用及不使用遠端頭端的 OTA 測試

H V

桌上型
分析儀

桌上型
信號源

發射器測試信號回傳路徑

24 至 44 GHz
接收器（或發射器）

如何避免這些損耗？

接收器測試激發信號路徑
28/39 GHz 下損
耗為 2 到 3 dB/m

增加切換損耗

2 至 4 公尺
與 OTA 試驗室的
典型距離 DUT

 • 中頻（IF）輸入，或

 • 毫米波（mmW）輸入

H V

IF 輸入

IF 輸出

低頻 IF 損耗較少

桌上型收發器
（信號源和分析儀）

24 至 44 GHz
接收器（或發射器）

頭端 BIOS 控制，

本地振盪器（LO）

遠端毫米波
收發器頭端

DUT

圖 2 顯示遠端毫米波收發器頭端，如何在 OTA 測試配置中減少插入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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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設備佔用的空間，以降低測試成本

如未使用多埠測試和高密度測試系統，則 5G 測試設備佔用的地板面積會大幅增加。大量的高

效能測試設備以及 OTA 試驗室，都需要更大的樓板面積。這些因素全都會影響測試成本，

因為承包商通常依樓板面積計價，測試設備佔用的樓板面積越大，不動產成本就越高，產線

數量也會減少。

使用可擴充的測試設備，可提升裝置製造的速度並節省空間。藉由同時測試多個裝置，可顯

著減少樓板面積增加的成本，同時加速上市時間。雲端處理還可進一步加快工作流程速度，

以實現量產製造所需的高容量、高密度裝置測試系統。

除了多裝置測試，5G 在 UE 和基地台配置上，逐漸轉而使用多埠設計和多元件 MIMO 陣列。

此時，多通道可擴充測試設備變成為基地台測試不可或缺的要件，讓 NEM 能輕易控制測試

設備體積和測試成本。由此可知，當待測物從 4 至 8 埠的 4G 裝置，轉為 16、32、64、128 

通道的 5G 裝置時，測試設備的可擴充性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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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從符合性測試轉入製造，成為 5G 先鋒
裝置和網路設備製造商必須征服 5G NR、MIMO 和毫米波頻率的挑戰，才能在 5G 領域成

功。全球加速部署 5G 網路的潮流，對整個行動通訊生態系造成了連鎖反應。裝置和基地

台製造商必須有效地應對，將焦點從最大化測試案例的覆蓋率，轉移到盡可能降低測試成

本和加速上市時間。

隨著標準的持續演化，製造測試的靈活性也是關鍵。量測一致性也是減少測試開發工作，

和促進團隊跨工作流程協作的關鍵。

更多的射頻頻段、頻段組合和更寬的通道頻寬，意味著更多的測試點，導致測試時間變

長，測試成本變高。裝置和基地台製造商的生產基地，目前並未配備能處理這些頻率和頻

寬的儀器。他們必須部署可擴充的解決方案，才能以最少的測試資本，因應所有的頻段、

頻寬和測試點要求。

此外，使用毫米波頻譜的新頻率，也打亂了裝置製造商和 NEM 進行製造測試的腳步。他

們須從傳導測試改為空中傳輸（OTA）測試，並克服路徑損耗問題。樓板面積也是一項主

要考量，利用創新的解決方案，業者可控制測試設備的佔地面積，並降低測試成本。

更多關於是德科技解決方案如何幫助您應對 5G 製造測試挑戰的資訊，請瀏覽下列網頁：

• 如需裝置製造的相關資訊，請點擊此處；

• 有關基地台和組件製造的資訊，請點擊此處，

• 而 Keysight 5G 解決方案的詳細資訊，請點擊此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