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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 
Anite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

在实验室中评测网络和终端设备的真实性能和互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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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综合解决方案实施快速而高效的基准测试，提供
高度真实的现场到实验室测试体验

最新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设施通常具有更多的功能特性并应用了更多的技术（包括 

MIMO、载波聚合和 VoLTE），要想快速和经济高效地部署这些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设

施，领先的移动运营商和终端设备制造商必须解决日益增加的挑战。为此，他们需要一

款卓越的解决方案来快速高效地对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进行基准测试，以评测

最终用户访问移动应用的使用体验。而且这款解决方案还要能够满足未来的需求。

通过将业内领先的实验室和现场测试工具与先进的测试自动化相
集成，加快产品上市和质量保证测试

是德科技提供了虚拟路测工具套件 — 一款自动化的性能和互操作性测试解决方案，能

够在实验室环境下经济高效地评测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该解决方案能够使用

在现场捕获的数据来构建测试，这些测试通过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下仿真真实的网络射频

条件，重放路测或室内测试路线。这种重放可使用真实网络基础设施或使用由 Anite 9000 

网络仿真器仿真的网络来执行，这为您提供了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来验证最终用户的体

验质量。

该解决方案通过无缝表征真实环境，实现了实验室与现场测试的无缝对接，极大减少了

不必要的现场测试，加快了终端设备和网络的部署。尖端的测试自动化与业内领先的现

场和实验室测试工具相结合，能够精确重现现场移动场景。

它的强大自动化功能支持重复测试不同使用场景下的虚拟现场测试路线，从而能够可靠

而经济高效地进行终端设备基准测试和解决在现场发现的问题。虚拟路测工具套件优化

了从早期的研发试验室评测到现场测试与优化的性能和互操作性测试流程。

支持广泛的无线技术 

 – LTE 

 – WCDMA 

 – GSM 

 – Wi-Fi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通过仿真真实的射频网络条件，使用在现场捕获的数据来构建测试，这些测试可重放路测或室内测试路线。

Anite 9000 网络仿真器

真实网络基础设施
 

或

信道仿真器 移动终端设备 工具套件控制 PC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通过仿真真实的射频网络条件，使用在现场捕获的数据来构建测试，
这些测试可重放路测或室内测试路由。

中国的移动运营商使用 

Anite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

进行高铁终端设备性能

验证（NS-IOT 实验室）。

欧洲的移动运营商使用 

Anite 虚拟路测工具套

件在其网络厂商实验室

中进行终端设备性能评

测（NV-IOT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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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中对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执行真实的自动化性
能测试

移动运营商通过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下复制和重复虚拟路测场景，使用此工具套件来综

合验证最终用户体验。虚拟路测能够帮助移动运营商在部署之前对终端设备与真实网络

的互操作性执行基准测试和互操作性测试，这使他们能够在研发阶段早期确定和解决问

题。这对移动运营商的现有终端设备验收流程形成了有效补充，有助于帮助他们确定在

部署过程中发现的任何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此工具套件能够在实验室中支持移动运营

商自己的基础设施元素和服务，测试条件非常逼真，接近于仿真终端用户的实际体验。

 

网络终端设备制造商使用虚拟路测工具套件来验证其网络基础设施与移动终端设备相

结合后，在真实无线传播场景下的性能。这使他们可以经济高效和快速地验证多个设

计或单个设计的多个修订版本，进而可以使用客户部署到网络中的真实终端设备而不

是仿真的移动终端设备，来确定基础设施在广泛的使用场景、无线接入技术和蜂窝条

件下的性能。 

终端设备和芯片制造商在派遣工程师奔赴现场之前，可以使用虚拟路测来验证新技

术(例如 VoLTE、载波聚合、MIMO、波束赋形和 CoMP)在真实网络条件下的表现，从而

降低进行现场测试所需要的高昂差旅费。该解决方案还可帮助他们基于不同的无线传播

环境和广泛的移动性和漫游场景，执行端到端性能测试和同类的基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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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访问指标，支持在整个开发和发布过程中迅速做
出决策

利用真实移动场景验证最终用户体验

此工具套件的 KPI 分析功能使您能够自动实施在现场捕获的各种真实射频条件，包括人

口密度、物理位置、移动性场景和地形类型。换句话说，是德科技的虚拟路测解决方案

能够验证最终用户在典型使用场景下的体验，例如在车内、建筑物内、在人口稠密的城

市环境或在步行街区域中。在实验室环境下使用可重复和自动化的测试来早期检测问

题，能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测试和质量相关成本。

利用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自动化测试加快测试进程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可以直接访问现成可用的性能和互操作性测试方案套件，支持自动评

测服务质量指标。这可以极大简化和加快测试方案规划和时间安排。此工具套件能够在

全球不同地点进行虚拟漫游，使您可以在广泛的漫游条件下验证被测器件的性能。该解

决方案能够帮助验证终端设备是否符合移动运营商的测试计划。

此工具套能够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全天候自动分析各种参数和生成分析报告，并采

用直观的图形和图表显示结果。这使其成为一个非常高效的评测工具。这种每周 7 天、

每天 24 小时自动执行测试、记录数据、分析数据和生成报告的功能，加上清晰的 KPI 

指标，使您能够大幅加快测试过程和降低成本。当与现成可用的测试方案结合使用后，

它能够帮助终端设备制造商在客户展示和验收测试之前加快产品成熟度和提高性能。 

依靠 Nemo 路测和室内测试工具为确保 QoS 和 QoE 
进行基准测试、优化、监测和数据分析  

优化您的测试执行过程

其他测试解决方案通常使用简化或代表性的网络配置，而非实际数据。是德科技的虚

拟路测工具套件使用路测日志提供的现场数据，来构建虚拟测试路线，以模仿特定的

最终用户场景。它包括许多功能，例如测试方案执行、测试活动管理、测试系统元件

集成和现成可用的测试方案分析。这种工具套件可以基于典型使用场景，执行自动化

测试活动。这使您能从最终用户的视角随时评测服务质量。这个优化的测试执行过程

描述如下。 

用户通过选择现成

可用的测试方案来

定义测试活动

工具套件启动

手机上的应用

（例如 FTP 下载）

工具套件回放记录

的路测路线以测量

和监测性能

工具套件重复

虚拟路测的路线，

以仿真各种使用场景

工具套件自动生成

 KPI 报告以进行测试

数据分析

测试活动完成，工具套件生成

KPI 汇总以备分析和报告

自动化测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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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中对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执行真实
的自动化性能测试  

实现测试工具的全线集成

是德科技已使用其在信道仿真、无线性能测试和网络测量领域中久负盛誉的专业技术，

及其市场领先的 Propsim F32 信道仿真器、Anite 9000 网络仿真器和 Nemo 路测工具来

创建虚拟路测工具套件。这种独特方法为您提供了完整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不仅加快测

试设置速度，更是提高了测试的精确性，给终端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测试带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使您可以使用真实的网络基础设施来执行测试，也可通过集成 Anite 9000 

先进网络仿真器部署仿真网络，用仿真网络来执行测试。该解决方案使移动运营商、终

端设备制造商、芯片制造商和网络终端设备制造商能够通过一个易于使用的图形用户界

面来控制被测器件、执行实时诊断、记录测试结果和分析测试数据。通过使用相同测试

方案、报告和工具来执行实验室和现场测试，它能够优化服务质量和互操作性测量的整

个性能测试过程。

利用业内领先的射频传播信道仿真提高测试过程效率

是德科技的虚拟路测工具套件使用 Propsim F32 信道仿真器来创建业内最真实的射频条

件，实现了实验室与现场测试的无缝对接；这样花费同等的精力，测试过程的效率却可

以提高许多倍。Propsim 能够仿真基站与移动终端设备之间的空中接口，在可控的实验

室环境下重现真实的射频信道条件，例如多径传播、快速衰落和遮蔽。

Propsim F32 由于能用一个终端设备测试高达 32 个射频信道和 128 个 MIMO 信道，因而

可为多 RAT 和异构网络环境提供最高仿真容量。这使其成为一个可以满足未来需求的、

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可用于测试能够支持载波聚合、需要大量信道的 LTE-Advanced 

终端设备。它的独特多链路功能可跨越广泛的测试配置进行轻松配置。

Propsim F32 是目前支持在试验台上同时配置 8 个 LTE 2x2 MIMO 信元配置的唯一单终

端设备信道仿真器解决方案，能够创建一个真实的多信元环境。它还有能力跨越多种无

线接入技术，生成移动性场景：2G、3G 和 4G、Wi-Fi 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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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的自动化最终用户场景
测试  

加快实施现场和实验室测试方案

实施自动化测试，以评测最终用户在访问典型服务和应用时（例如 YouTube 和 Facebook）

的体验质量。虚拟路测工具套件的自动化功能能够从无线虚拟路测生成测量文件，支持

快速、轻松地执行测试方案分析。自动化测试脚本用于测试数据性能（例如 FTP）、话

音/视频质量或执行基准测试。这些测试脚本与 Nemo 路测和室内测试工具间的无缝兼

容性，能够加速现场和实验室测试方案的实施。

利用 Nemo 分析工具轻松导入和分析数据

获得即时反馈、分析数据和定制报告

是德科技的虚拟路测工具套件包括为基准测试、自动故障诊断和统计报告提供完全可扩

展的测试分析。预先确定的报告模板可帮助您比较来自不同运营商、技术和时间表的 

KPI。在一个报告中显示这些结果，用于更深入的分析。

数据可视化报告可使用一套综合数据视图来完全定制，包括地理定位 KPI、网格、线状

图、柱状图、饼状图、表面网格、颜色网格和电子表格。利用这些报告，您可在测试方

案完成时，获得有关性能 KPI 的即时反馈。

您可以轻松将测试数据导入和导出 Nemo 分析工具，对在现场和实验室中生成的测试数

据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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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性和功能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的自动化功能

使您能够通过可靠而快速的测试

方案执行、调度和分析，管理全球

测试活动。该解决方案提供了广泛

的服务质量测量，包括：

 

移动性能

 – 切换成功率（单 RAT 和多 

RAT 移动性测试；包括切换

测试）

 – 信元重选的成功率

 – 掉话率

 – 服务中断 

数据和应用性能 

 – FTP、HTTP、UDP、iPerf

 – 网络浏览、YouTube、Facebook

 – 视频流

 – MMS、SMS 

语音呼叫性能

 – 语音呼叫成功率

 – CS 回落性能 — 呼叫设置时间

 – VoLTE 性能

语音呼叫质量

 – 2G/3G CS、3G PS 呼叫

 – VoLTE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的真实网络配置：

 – 利用真实用户终端设备或仿真用户终端设备在实验室中测试真实的网络信元

 – 利用真实网络信元（NV-IOT）测试终端设备网络互操作性和性能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的仿真网络配置：

 – 利用仿真网络信元测试终端设备互操作性和性能

 – 在高铁条件下的终端设备性能测试方案作为中国移动运营商测试计划的一部分 

虚拟路测工具套件包括：

 – 测试活动管理

 – 完整的自动化、测试方案执行、数据分析和报告生成

 – 利用指定的测试方案迭代创建测试活动

 – 应用、终端设备和网络 KPI 的实时状态显示 

终端设备自动化

 – 利用应用测试仪，支持用户为数据呼叫、话音呼叫、消息传送等所定义的测试脚本

 – 支持蜂窝式调制解调器特定的诊断监测和强制功能

测试 KPI 报告和分析

 – 为每个测试方案提供 Microsoft Excel KPI 报告

 – 提供整个测试活动的概述

 – 支持终端设备与测试活动间的基准测试 

手动测量

 – 支持广泛的用户定义测量

 – 所有蜂窝技术和 Wi-Fi 

Propsim F32 射频信道仿真器

 – 实时仿真动态射频信道条件，以测试终端设备和基站

 – 使用 Propsim 标准工具向导，利用覆盖 GSM、WCDMA、HSPA、TD-SCDMA、LTE 等

多种标准的广泛配置选件，来构建现成的和用户定义的多 RAT 测试场景

 – 使用现场到实验室虚拟路测建模工具建立路测数据图

 – 路测数据文件包括物理信元射频功率、MIMO 校正数据、多径衰落数据和 GPS 数据

 – 工具套件支持 Keysight Nemo 路测工具和固有的调制解调器日志数据文件 

 – 利用几何信道建模工具实施用户定义的高级虚拟路测场景，从而在实施首个现场部署和

有干扰的测试方案之前，测试 HetNet、CoMP、载波聚合、多 RAT、3D-MIMO 和波束赋形

 – 支持 Wi-Fi 接入点和终端设备测量 

Anite 9000 高级网络仿真器

 – 多信元 LTE 和多 RAT 切换（WCDMA/HSPA 和 GSM）

 – 数据、话音、VoLTE、视频、SMS、MMS 等

 – 高级网络仿真；现场到实验室网络配置和协议回放

用于现场测试的 Keysight Nemo 路测和室内测试工具选件

 – LTE、WCDMA/HSPA、TD-SCDMA GSM、CDMA2000、WiFi

 – 利用单个或多个测试手机进行应用测试

 – 连接工具用于实验室和现场测试

 – 流畅的现场到实验室过程

Propsim F32 信道仿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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