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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制造商将测试时间缩
短 20 倍
一家领先的多天线、高频率 5G 收发信机制造商需要找到优秀的技术合作伙

伴，以帮助他们提供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在内的全方位测试平台。通过与是

德科技合作，他们的测试速度提高了 20 倍，资产利用率提高了 10 倍，并且能

够轻松地对测试站进行更造。

挑战：传统的测试方法无法满足当前需要

这家全球收发信机模块制造商已经为设计和制造 4G 及新型 5G 网络设备进行

了巨大投入。他们设计的 5G 产品中包括大规模 MIMO 无线收发信机阵列，

这些产品需要在比 4G 设备更高的毫米波频率内工作。测试团队需要让测

试平台能够在毫米波频率范围内，对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收发信机和天线进行测

试。该测试平台还要能够快速执行空中测量。  

公司简介：

• 5G 收发信机制造商

关键问题：

• 快速测试大型收发信机
阵列

• 测试硬件利用率低 

解决方案：

• 是德科技咨询服务

• PathWave 测试软件

• PathWave 分析软件

结果：

• 测试速度提高 20 倍

• 资产利用率提升 10 倍

• 灵活地改造 3G 测试站，
使其能够用于 5G 测试“我们的未来取决于以更小的成本进行 

5G 产品创新的能力”。 
— 设计与测试总监

案例研究



页 2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新的测试架构必须非常灵活。由于 5G 是一种新兴标准，许多需要执行的测试还未得到

充分定义。拥有无数信道的新频段远远高于 4G 网络的频率。测试设备必须具备高达 

71GHz 的毫米波测量潜力，必须有能力同时测试多达 128 个收发信机，并且必须包括 

OTA（空中）测试。

图 1 是该制造商利用多通道射频测量系统实施的测试方法，使用了一个 PC 控制器来

依序计算所需的测试参数。例如针对 EVM、SEM 和 ACP，都使用同一种特定的信号

制式。在这种方法下，随着信道数量的增多，测试时间呈现了线性递增的趋势。这样很

快就受到了成本限制。此外，进行运算时测试硬件就会处于空闲状态，从而大幅降低测

试资产的利用率。

传统方法

测量设置

采集数据

计算测量结果

采集、测试、分析
在校准期间，仪器处于空闲状态

是否达到
技术指标？

EVM
SEM
邻道功率比

测试结果

图 1：传统的测试方法让测试硬件处于空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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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利用分布式架构实现突破

该公司与是德科技合作，利用图 2 所示的云概念建立了全新的测试策略。在这种方法中，

测试硬件还是负责采集测量数据，但同时使用了私有云服务器来处理运算负荷。在更快

的服务器上并行执行关键运算，极大地提升了测试速度。现在，测试设备得到了充分利

用，空闲时间达到最小，从而实现了更高的资产利用率，降低了资本支出。 

图 3 显示了这种测试方案的整体架构。模块化 PXI 硬件负责提供必要的测试信号，并且

采集收发信机电子元件所需的时间数据和频率数据；这些硬件包括电源、滤波器以及数

字和射频部分。

PathWave 测试软件管理着各个测试站的测试序列。高功率网络计算机从远程测试站收集 

数据，以便使用 PathWave 快速计算所需的测量参数，例如 EVM、SEM 和 ACPR。

这些结果都被放在一个中央数据库中，可供 PathWave Analytics 软件轻松访问和进

行分析。

云方法

测量设置

采集数据

计算测量结果

同时进行采集、测试、分析
资产利用率 100%

是否达到
技术指标？

测试结果

测试加快 + 无间断资产利用

采集数据采集数据

在速度极快的计算机上并发运行测量算法

图 2：PathWave 软件支持并行测量，并在云中进行更快处理，极大地提升了测试速度。

“该客户需要用一种突破性的方

法来测试多天线、高频率产品。

我们推荐了分布式处理方法， 
对其私有云服务器上的计算资源

进行了充分利用。”
— 应用工程师，是德科技 5G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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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测试架构更加高效，能够在测试站上共享测量算法并且很容易进行更新，从而

支持新的信号制式和硬件。此外，授权用户还可以远程管理和更新测试站中的软件。通过

重新配置软件对测试站进行修改，可以测试 3G 到 5G 各种信号制式的器件。Pathwave 

测试软件通过云服务器，可以对每一种信号制式进行快速测量。由于每个测试站都被用

于测试更广泛的产品，因此该解决方案显著提高了制造灵活性。

结果：为未来的 5G 做好准备
凭借是德科技的解决方案，该制造商成功加速了 5G 收发信机的商用进程。通过在测试设

备中采用是德科技的高精密测量工具，他们有了更大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是德科技一直

走在 5G 标准的最前沿。测试自动化软件帮助他们精简了工作流程，降低了复杂性。

图 3：PathWave 软件提供超快的测试速度，显著提升了测试资产的利用率。

“是德科技向我们展示了集测量硬件、PathWave 软
件和是德科技工程服务于一身的 5G 综合测试方
法，这让我们对他们的策略充满了信心。他们真正

了解我们的问题，并且帮助我们制定了成功转型和

赢得市场的解决方案。”
— 设计与测试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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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的 PathWave 解决方案，该制造商的测试速度实现了大幅飙升。在他们的报告

中，数据处理移到云服务器之后，测量吞吐量提高了 20 倍。最终由于测试速度的提升和

空闲时间的减少，他们的资产利用率提高了 10 倍。有了这种灵活性的测试架构，该制造

商能够针对 3G 到 5G 的各种收发信机轻松改造它们的测试站。 

深入了解是德科技的现代 5G 测试解决方案

www.keysight.com/find/5G

视频：制造商利用可扩展的解决方案优化 5G 开发

https://youtu.be/RoIxpg9X-gU 

www.keysight.com/find/pathwa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