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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无线通信行业的大趋势是物联网（IoT）。在各个垂直领域，机器对机器（M2M）无线连接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
度普及。预计到 2020 年，物联网设备的部署数量将达到大约 200 亿个。

蜂窝物联网（CIoT）是 3GPP 框架下的一组技术，使用许可频段实现物联网通信，并可与 LTE、UMTS 和 GSM 等传
统蜂窝宽带技术共存。在全球范围内推出的 CIoT 技术主要有 NB-IoT 和 LTE Cat-M1。CIoT 这个词用于区分部署
在免许可频段的非 3GPP 物联网技术，例如 LoRa 和 SigFox。

物联网应用可以分为大规模物联网和关键物联网两大类别。大规模物联网包括智能计量、家居安全等。大规模物

联网面对的要求包括长达数年的电池续航时间、支持大量设备的可扩展能力、深入室内设施的稳定覆盖范围。 
NB-IoT 技术针对这一用例进行了优化。关键物联网包括医疗和互联汽车等应用，这类应用要求在超高可靠性网络 
上实现非常低的时延，往往还需要很高的吞吐量。LTE Cat-M1 经过优化，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LTE Cat-M1 窄带物联网（NB-IoT）
传承 LTE 从零开始

带宽（下行链路） 1.4 MHz 180 kHz（12 × 15 kHz）
带宽（上行链路） 1.4 MHz 单音（180 kHz × 3.75 kHz 或 15 kHz）或 

多音（180 kHz × 15 kHz）
多址（下行链路） OFDMA OFDMA
多址（上行链路） SC-FDMA 单音 FDMA 或多音 SC-FDMA
下行链路峰值比特率 1 Mbps 250 kbps
上行链路峰值比特率 1 Mbps 250 kbps（多音）

20 kbps（单音）
时延 10 ms 至 15 ms 100 ms 至 8 s
覆盖范围（链接预算） ~156 dB 独立部署时约为 164 dB

 带内/保护频段内部署时约为 149 dB
移动性 全能型 移动

应用软件 关键物联网：医疗、家居护理、 
交通 SoC、互联汽车等

大规模物联网：智能计量、家居安全等

表 1. LTE Cat-M1 与 NB-IoT 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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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物联网外场测试 — 验证真实性能

物联网的出现给网络运营商以及垂直行业客户和 M2M 连接提供商带来了重重挑战。他们能够实
现和承诺达到何种水平的服务质量（QoS）和服务等级协议（SLA）？网络设备制造商、物联网设
备制造商和不同运营商之间是否存在性能差异？如何配置和规划网络以获得最佳性能？服务覆盖

网络是否足够宽广，甚至达到建筑物内部深处？ 物联网设备的电池续航能力如何？

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商用网络设备和物联网设备的外场性能、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网络的

设计和配置。3GPP 规范定义了物联网的性能和工作极限，但是实际的外场性能主要受设备实施和
网络设计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外场测量才能获得确定的答案。

技术指标与商业实施

3GPP 标准定义了交付物联网关键功能的各种技术，然而在这些技术的使用和实施细节方面，各家
厂商各有各的独家方法。此外，设备天线和外壳对可实现的实际性能也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要验证将要部署的设备的互操作性和性能，必须对网络设备制造商以及市场上现有的设备进行测

试和评测。在最初的外场/实验室测试阶段，我们需要先进的工具提供从应用级到射频指标和控制
面信令的整体视图。

图 1. Keysight Nemo Outdoor 数据采集工具上显示的 NB-IoT 设备连接信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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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范围

物联网的目标是提供比现有移动宽带技术更广阔的覆盖范围。与常规 LTE 相比，NB-IoT 的最大覆
盖范围增益预计为 23 dB，LTE Cat-M1 的为 15 dB。实际增益可能稍低，具体由部署方法和配置决
定。增加的覆盖范围使运营商可以在现有的 LTE 基站网格中部署蜂窝物联网技术，从而无论是否
减少额外的室内信元和 DAS 部署，也可以实现深度的室内覆盖。其目标是为智能电表和其他通常
位于地下室和类似建筑物深处的物联网应用提供足够的覆盖范围。

由于物联网的覆盖范围超过现有的蜂窝技术，并且现有的基站网络旨在为 LTE 等成熟的蜂窝宽带
技术提供足够的覆盖范围，因此，在现有基站内部署物联网不会导致在室外环境出现严重的覆盖

问题。在利用测量验证物联网覆盖范围时，必须重点关注建筑物深处的测量，一方面是为了验证

系统的设计性能极限，另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室内覆盖范围到底有多深。

服务覆盖范围

在测试 NB-IoT 时，另一个要考虑的关键点是服务覆盖率。确定物联网的覆盖范围不能只关注信号
强度和误块率/比特误码率。NB-IoT 和 LTE Cat-M1 的覆盖范围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时延、 
带宽和频谱效率都相应地受到影响。改善覆盖范围的关键技术之一是重复，即多次冗余传输同一信

号帧，并在接收端将重复传输的帧重组。在理想的信道条件和发射机/接收机链路下，每次重复会使
得覆盖范围内的信号强度增加 3 dB。但是，应用时延会增加一倍，吞吐量和频谱效率则会减半。最
终结果是，在信号极弱的覆盖范围内，往返时间可能会增加约 10 s，吞吐量会下降到 100 bps。

同时在信号极弱的覆盖范围内，频谱效率也会大大降低。在物联网网络容量尚未达到极限的早期

阶段，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然而，当物联网技术得到广泛采用并且一个信元内的用户数量达到

好几千时，这将会给信道带来巨大的影响。所需的重复次数即使只有细微的差别，也会对一个信

元内可容纳的用户数量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必须首先确立时延和比特率方面可接受的最低服务质量（QoS），再根据这一极限值来验证覆
盖范围。在对网络设备和/或物联网设备的性能进行基准测试时，也必须牢记这一点。所有设备都
可能达到最大覆盖范围，但 QoS 水平却会大不相同。

要准确地验证服务覆盖范围，唯一的方法是使用与测量工具软件相连的物联网设备来执行主动测

试，并使用测试协议（如 Ping）在设备和网络之间的连接上生成负载。测量应用软件通过接入物
联网调制解调器/设备芯片的诊断界面来收集应用性能读数和射频指标。

服务覆盖范围测试的结果是达到可接受 QoS 水平的最小信号覆盖范围和质量阈值。一旦知道了阈
值，您就可以使用网络扫描仪更高效地测量更大范围内的信号覆盖和质量情况。扫描仪可以同时测

量来自全部运营商的全部信元的信号强度，使您能够足够准确地评测覆盖范围，进而实施优化、 
故障诊断和基准测试。接下来，您可以在扫描结果与服务覆盖范围结果之间建立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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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活连接期间，物联网设备通常只测量服务信元的质量和覆盖范围，而不会对相邻信元进行测

量。在 NB-IoT 中，这是因为标准不支持无缝移动和切换。在 LTE Cat-M1 中，3GPP 规范支持切
换，但出于省电考虑，并未在所有实时网络中配置切换。因此，在路测中使用物联网设备做不到

全面收集信号覆盖范围和质量读数，这一工作需要由扫描仪来完成。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

点就是，务必使用物联网设备执行主动测试，以便验证服务覆盖范围。而且物联网测试预计会侧

重于建筑物内部，在建筑物内部执行固定测试和低移动性测试，而扫描仪测量不是重点。

图 2. 使用 Keysight Nemo Analyze 后期处理工具进行实时网络主动测试所得到的 Cat-M1 服务覆盖范围（RTT — 往返时间）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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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续航时间和功耗

物联网设备的功耗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覆盖范围以及网络设计和配置。 
LTE Cat-M1 和 NB-IoT 的目标都是大幅度降低宽带蜂窝技术的功耗。它们采用的关键节能技术
是 DRX（非连续接收），其中包含几种不同方式。这些技术的主要原理是在空闲期间有效地关
闭调制解调器。在 NB-IoT 中，如果应用只是偶尔发送小数据包，那么电池续航时间预计最长为  
10 年左右。较长的电池续航时间对于许多低成本、无人值守的物联网传感器应用至关重要。在
理想情况下，电池应能够支撑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避免昂贵的维护费用。

覆盖范围对电池续航时间有很大影响。如果覆盖范围内的信号强度低，需要进行多次重复才能成

功传输数据。重复的次数越多，物联网调制解调器的占空比越高，功耗也就越高。由于网络配置

错误或网络实施不当而导致的过多重复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在指定的建筑物深处位置，不同运

营商的覆盖范围可能相差几十 dB。日积月累，这可能会导致部署在该位置的物联网设备的电池
续航时间相差好几年。因此，覆盖范围仍然是运营商的关键基准 KPI。

总结

蜂窝物联网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联网设备、网络设备的实施、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

网络设计。运营商和工业物联网客户需要对物联网解决方案的性能进行验证和基准测试，因此外

场测量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增强的覆盖范围是蜂窝物联网的关键特性之一。扩大覆盖范围要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一部分服务质

量（QoS）。因此，我们需要对 QoS 和信号覆盖范围进行主动测试和验证，才能了解真正的服
务覆盖范围并执行基准测试。覆盖范围也会直接影响到网络容量和设备功耗。

是德科技网络测试部门负责开发和销售 Nemo 品牌的射频测量和分析设备。Nemo Outdoor 路测
解决方案已获得多家运营商的采纳，用于其物联网网络试点项目和覆盖范围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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