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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网络设备制造商的 5G 解决方案
加速基础设施设备的测试，确保 5G 领先地位  



是德科技 5G 解决方案

出色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全面覆盖 gNB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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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网络设备制造商的 5G 解决方案
网络设备制造商（NEM）正在竞相推出新产品，努力抢占 5G 市场。 
5G 不仅需要引入新技术，还要实现性能方面的改进，这就在设计、
测试和优化 5G 基站（gNB）及网络设备的方式上给工程师带来了挑
战。

是德科技通过在射频（RF）设计和互联网协议（IP）联网方面的专
业知识和解决方案，能够帮助 NEM 加速交付安全、可靠和经济高效
的 5G 产品。

制造

gNB 制造

质量保证

信道和 UE 仿真虚拟路测

网络传播模型调谐

空中（OTA）测试

OTA 测试解决方案全面 

覆盖 5G gNB 工作流程

服务与支持

提高资产利用率， 
充分发挥工程师的工作效率，

消除误差来源

“5G NR 使用了大规
模 MIMO 和波束赋形功
能，需要在外场环境中
进行广泛的测试。 

是德科技的 5G 外场测
量解决方案可以帮助
我们的外场验证团队
进行功能验证，并在真
正部署之前确保网络正常
工作。

这种便携式解决方案， 

能够测量毫米波和  
sub-6 GHz 的频率范围
让我们得以验证室内及室

外环境中的 5G 覆盖。”
– Erkka Ala-Tauriala
Nokia 云开发业务负责人 

研发

设计自动化波形生成和 
分析信道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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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用以融合和加速工作流程的端到端  
5G 解决方案

自 2018 年 5G 芯片组推出以来，5G 的竞争脚步始终没有停歇。网络设备制造商（NEM）

和服务提供商已经在部分城市开始了网络试运营，并且还在逐渐增加部署范围，以期从新

的商业模式中获得营收收入。服务提供商都渴望成为 5G 的先行者，而且这种渴望正在整

个移动价值链中迅速蔓延。

2017 年，随着非独立组网（NSA）版本得到批准，5G 新空口（NR）横空出世。在这之

后，标准继续演变。2018 年，独立组网（SA）版本和其他版本相继推出。第 16 版将会

支持车联网（V2X）和工业物联网（IIoT）应用，以及免许可频段和更高频率。

技术复杂程度非常高。NEM 需要在许多频段内集成复杂的多信道天线。他们还要实现许

多其他目标，包括更低的时延，以及为基站中的大量机器和用户使用模式提供支持。因

此，NEM 希望获得能够加快产品上市速度的测试解决方案。

gNB 制造网络传播模型调谐虚拟路测信道和 UE 仿真信道探测波形生成与分析设计自动化

5G 研发解决方案 5G 质量保证解决方案 5G 制造解决方案

空中（OTA）

PathWave 系统
设计软件

（SystemVue）

PathWave 先进
设计系统软件
（ADS）

5G 波形生成与
分析测试台

5G 信道探测
参考解决方案

PROPSIM

5G UE 仿真
解决方案

虚拟路测
解决方案

5G 现场测量
解决方案

5G 相控阵现场
测试解决方案

5g gNB 现场
测试解决方案

5G NR gNB 
制造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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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研发解决方案
加快创新步伐

场景
NEM 在建设 5G 基站时，需要集成复杂的
多信道天线阵列，使其覆盖从 sub-6 GHz 
到毫米波（mmWave）频率。他们还需要
提供更低的时延，并为各类机器对机器的

用户模式提供全面支持。是德科技与芯

片组制造商、器件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

很早就建立了深远的合作，以了解设计

人员面临的 5G 挑战。 

我们的目标是：为5G 设计自动化、波形
和信号生成分析，以及空中（OTA）测试
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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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自动化解决方案
PathWave 系统设计软件（SystemVue） 
是德科技的 PathWave 系统设计软件（SystemVue）是一款用于电子系统级设计的 EDA（电

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 软件可以帮助工程师对无线通信系统的物理层进行创新。该解 

决方案具有基带开发和验证程序库，可以创建各种算法和高性能的系统架构，并且快速进行

验证。它还包括应用软件和设计套件，用以更深入地分析和实施任务。系统中的波束性能是 

SystemVue 提供的一项关键功能。

PathWave 系统设计软件（SystemVue）基带验证和开发程序库

这些程序库可以访问各种信号源、接收机、功能模块、参考设计、PHY 模块的本地源

代码和标准文档。还可以帮助您快速验证算法和高性能系统架构。PathWave 系统设计

（SystemVue）标准基带 PHY 程序库包括：

• WP1907BP 5G 前向基带验证套件

• W1906EP 5G 基带验证程序库，其中带有 W1720 相控阵波束赋形
套件*

• W1918EP LTE-Advanced 基带验证程序库*（也包括 LTE）

• W1916EP 3G 基带验证程序库*

• W1715EP SystemVue MIMO 信道生成器*

通过以下应用软件和设计套件执行更深入的分析和实施任务：

• W1720 相控阵波束赋形套件，用于动态射频、数字和混合波束赋形

• W1719EP SystemVue 射频系统设计套件，可供基带和 PHY 设计人员用于射频电路
和系统设计

*包含在 WP1907BP 5G 前向基带验证软件套件中。

PathWave 系统设计软
件（S y s t e m Vu e）的
优势

• 将物理层（PHY）开发
和验证时间缩短一半

• 利用出色的射频保真
度最大限度地提高设
计裕量

• 加快从架构到验证的
创新

• 充分利用基带和射频
协同效应 

https://www.keysight.com/en/pc-1297131/systemvue-electronic-system-level-esl-design-software?nid=-34264.0&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c-1454485/systemvue-baseband-exploration-verification-libraries?nid=-34262.0&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531275-pn-W1907BP/5g-forward-baseband-verification-bundle?nid=-34262.1123739&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604848-pn-W1906EP/5g-baseband-verification-library?nid=-34262.1146705&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686184-pn-W1720EP/systemvue-phased-array-beamforming-kit?nid=-34261.1175662.00&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686184-pn-W1720EP/systemvue-phased-array-beamforming-kit?nid=-34261.1175662.00&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1948044-pn-W1918EP/lte-advanced-baseband-verification-library?nid=-34262.967372&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1948026-pn-W1916EP/3g-baseband-verification-library?nid=-34262.967369&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1761732-pn-W1715EP/systemvue-mimo-channel-builder?nid=-34261.919303&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c-1454496/systemvue-design-kits-application-personalities?nid=-34261.0&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686184-pn-W1720EP/systemvue-phased-array-beamforming-kit?nid=-34261.1175662&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1455073-pn-W1719EP/systemvue-rf-system-design-kit?nid=-34261.804610.00&cc=CA&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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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ve 先进设计系统  
是德科技的 PathWave 先进设计系统（ADS）是业界领先的 EDA 和设计自动化软件。 

工程师可以借助无线程序库，依照现有和新兴的无线标准来验证自己的设计。用于 

ADS 的 W2383EP 5G 调制解调器程序库能够允许按照新的 ADS 5G 标准进行设计验

证。

是德科技的仪器保持一致的信号生成和解调算法，能够给电路仿真和验证结果带来仪器

级的一致性和精度。是德科技积极参与标准委员会的工作，让您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

位。

解决方案要点

• 预配置的仿真设置采用了标准参考源，可以节约时间，让您对设计更加充满信心

• 解调机制完全符合无线规范，有助于推动产品加快上市 

• 可以访问 PathWave 系统设计软件（SystemVue）中的5G 验证测试台（VTB）， 
查看基于不同模式的元器件模板列表，查看元器件程序库浏览器

• 利用 PathWave 系统设计（SystemVue）中的信号源和测量设置，使用符合标准的
真实复杂调制信号进行验证

• 先进的接收和发射分析测试台，支持 5G FBMC（滤波器组多载波）调制

• 定制的 5G 验证测试台具有导入功能，可以通过 PathWave 系统设计（SystemVue）
软件导入先前的数据，从而顺利完成工作

用于 ADS 的 W2383EP 5G 调制解调器程序

PathWave（ADS） 
的优势

• 使 用 功 能 强 大 的 桌
面仿真工具和工作流
程，让您的设计一次
性成功

• 将 30 多年面向设计领
域的专业能力和应用
经验集于一身

• 由行业领先的合作伙
伴和芯片厂商提供软
件支持 

https://www.keysight.com/en/pc-1297113/advanced-design-system-ads?nid=-34346.0&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c-1375569/ads-wireless-libraries?nid=-34336.0&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632073-pn-W2383EP/5g-modem-library-for-ads?nid=-34336.1149955&cc=EG&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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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波形生成与分析解决方案

5G 波形生成与分析测
试台的优势

• 内置的 5G 信号创建和
信号分析工具，为您节
省时间

• 测量带宽高达 110 GHz，
充分满足 5G 和未来的
测量要求

• 多信道能力，支持相控
阵、MIMO 和 gNB 一致性
测试需求 

是德科技的 5G 波形生成与分析解决方案生成并分析符合 3GPP 标准的波形和 FR1 及 FR2 

毫米波频率内的自定义 5G 波形。仪器已在工厂经过完全校准，能够在 5G 频率、幅度和

调制带宽下进行计量级测量。通过导入测试夹具的 S 参数，将校准平面移动到被测器件

（DUT）接口，轻松实现去嵌入。

提供三种配置，满足不同的应用要求：

1. 44 GHz 5G 测试台，传统配置
Keysight M9384B VXG 微波信号发生器和 M9040B UXA 信号分析仪可满足多种应用需
求。使用多信道信号发生器，有助于轻松进行各种测试，譬如互调测试，包括创建预期

信号和干扰信号，或者创建 2x2 MIMO（多路输入多路输出）信号。设计工程师可以创
建具有一个或两个信道的信号，带宽最高达到 2 GHz，频率覆盖范围最高可达 44 GHz。 
信号发生器具有卓越的射频性能，可提供最高 2 GHz 带宽的 1% 误差矢量幅度（EVM），
无需使用外部探头或器件。

2. 带示波器的 44 GHz 5G 测试台，用于多信道分析
该测试台使用 M9384B 信号发生器和 Keysight UXR1104A 高性能示波器进行最多 4 个 
信道的时间对准相位相干测量。测试台的最高带宽可达 110 GHz。典型应用包括 
4x4 MIMO 分析和相控阵天线系统的相位相干测量。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567072/5g-waveform-generation-and-analysis-testbed-reference-solution?nid=-32945.1138451.00&cc=US&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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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 GHz 5G，宽带测试台
此配置可实现 50 至 110 GHz 的信号创建和 3 Hz 至 110 GHz 的传统扫描调谐测量。
它还可以执行从直流（DC）到 110 GHz 的多信道信号解调。用于信号创建时，该测
试台使用 M8195A 任意波形发生器（AWG）直接向外部混频器提供中频（IF）信号。
这种组合可实现最高 10 GHz 的调制带宽。Keysight N5183B MXG X 系列微波模
拟信号发生器为混频器提供纯净的本地振荡器（LO），用于上变频至毫米波频率。 
用于信号分析时，Keysight N9041B 可进行传统的扫频调谐测量，并可提供 5 GHz IF  
输出，用于在示波器上进行解调分析。此外，UXR 系列示波器还可以直接对带宽  
110 GHz 以下的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

宽带射频/毫米波信号创建  
用于 5G NR 的 N7631C Signal Studio 是一款 Keysight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它使得

设计工程师能够快速生成 5G NR 波形。除了其他功能之外，5G 还具有载波聚合功能。

通过信道编码和多天线支持，工程师可以轻松测试发射机和接收机。使用是德科技的宽

带信号发生器产品组合（如 VXG 微波信号发生器或 M819xA 系列任意波形发生器），可

以下载和回放 5G 兼容信号。

解决方案要点

• 生成、导出、下载和回放 3GPP 5G NR 波形，用于测试元器件和接收机

• 下行和上行链路信号创建，具有低密度奇偶校验（LDPC）和极性编码，可用于接收
机测试

• 多天线端口传输，包括空间复用和发射分集

• 提供下行链路和上行链路信道及信号，支持 3GPP 中定义的各种信道和信号类型

具有 Signal Studio 软件的 X 系列信号发生器和 X 系列分析仪

https://www.keysight.com/zz/en/software/application-sw/signal-studio-software/5g-nr-signal-creation-and-playba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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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射频/毫米波信号分析  
具有 5G NR 调制分析功能的 Keysight PathWave 矢量信号分析（VSA）软件（选件 

BHN）带有全面的前向兼容工具，非常适于进行解调和矢量信号分析。与 Keysight 信号

分析仪、示波器或数字化仪配合使用时，用户可以在不同的下行链路、上行链路或共存

场景中解调并分析 5G 波形。

解决方案要点

• 通过不同域的联合测量（包括 EVM 与频谱、EVM 与时间、星座与 3D 资源组件
（RE）功率），提供带详细分析和故障诊断历史的深入见解 

• 通过自动检测 SS 物理广播信道（SS/PBCH）来确认基站初始接入是否成功传输；
利用 SS/PBCH 相位和功率迹线来分析波束扫描

• 借助低密度奇偶校验（LDPC）和极性解码能力进行物理层之外的分析

• 接收每个信道的 CRC 合格/不合格结果，以及 PBCH 和PDCCH（物理下行链路控制
信道）携带的所有信息

5G 新空口调制分析 89600 VSA 软件（选件 BHN）

https://www.keysight.com/zz/en/software/application-sw/89600-vsa-software.html
https://www.keysight.com/zz/en/software/application-sw/89600-vsa-software/pre-5g-modulation-analys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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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信道探测解决方案

5G 信道探测参考解决
方案的优势

• 利用多信道高精度仪
器实现突破性创新

• 通过 MIMO 信道探测
和实时数据处理能力
尽快获得深入洞察

• 通过一个多功能的测
试平台轻松满足不断
升级的测量要求

是德科技的 5G 信道探测参考解决方案中包含了许多硬件和软件，以便生成和分析多 

信道宽带信号，从而表征 5G 无线信道。这个解决方案可帮助研发工程师在毫米波频率

下推进 5G 信道建模。

在捕获和表征 5G 信道方面，该测试平台解决了毫米波频率和更大范围的分析带宽所

带来的挑战。研究人员通过了解路径损耗、多普勒效应和其他问题给信号传输造成的影

响，可以确定射频信道的属性。通过添加是德科技上/下变频器和数字化仪，这个解决方

案还可以轻松扩展。 

解决方案要点

• 全面测量频率响应

 - 对幅度、展开的相位和群时延进行测量

 - 绝对路径损耗和功率时延分布（PDP）

 - 到达角（AoA）

 - 离开角（AoD）

 - 角展度（AS）

• 执行宽带发射机和接收机测试校准 — 包括矢量预校正、IQ 频率响应、IQ 失衡和信

道间偏差 — 让您信心十足地执行测量并做出决策

• 精确的发射/接收（Tx/Rx）定时和同步，可在捕获和表征潜在信道时实现高精度测
量

• 提供输入/输出（I/O）控制、系统范围校准、数据存储和流传输的配置和测试工具，
用于高效表征复杂的 5G 信道

• 提供三种标准配置：40 GHz 和 4 信道，40 GHz 和 8 信道，或 44 GHz 和 4 信道

• 定制的解决方案支持更高的频率、更大范围的分析带宽和更多信道（最多 104 个信
道），可以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574038/5g-channel-sounding-reference-solution?nid=-32945.1135348&cc=US&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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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用户的要求越来越高，加之商用无线通信行业竞争激烈，NEM 必须对网络
设备的性能进行验证。是德科技解决方案可以准确地仿真和测量 5G 器件、
运营商网络和广泛的用户特性场景。以是德科技在射频到毫米波设计及  
IP 联网方面的专业实力为保障，可以帮助 NEM 加速交付安全、可靠且经济
高效的 5G 网络设备。 

质量保证解决方案， 
加快验证步伐

质量保证



页 12

PROPSIM 的优势

• 全面执行真实的测试，
从而对新产品和产品的
功能性能充满信心

• PROPSIM 可以带来卓越
的用户体验，帮助加快
开发进度

• 使用一个解决方案同时
满足 3GPP 和一级运营
商的测试要求

5G 信道和 UE 仿真解决方案

5G 信道仿真  
PROPSIM 5G 信道仿真解决方案可以帮助 NEM 验证新版本的产品和功能。此外，还可

以对 5G 网络设备（包括基站和小型小区）进行性能测试。用户可以对协议层和射频

性能加以验证，从而了解它们的关键性能指标。PROPSIM 解决方案涵盖了 5G 衰落信道

条件下的波束管理、数据吞吐量和稳定性。 

5G 中使用的高带宽、毫米波频率和波束赋形带来的是复杂的 3D 传播信道。是德科技的 

PROPSIM F64 5G 信道仿真解决方案允许在实验室中快速对网络和 UE 进行仿真。它

拥有极高的信号带宽和非常多的信道，可用于分析 MIMO 衰落条件。

业界首创的 5G NR 信道仿真解决方案支持在实验室里进行真实的端到端、可重复的实

际性能测试。

是德科技的网络仿真解决方案可以实现无缝集成，轻松衔接起从研发到设计验证、再到 

制造的整个工作流程，从而帮助您加快产品上市，缩短开发时间，并在竞争中遥遥领先。

解决方案要点

• 针对基站和器件的全栈端到端协议信令和射频性能测试，
确保稳定的产品质量

• FR1 MIMO 和大规模 MIMO 波束赋形测试以及器件 MIMO 
和毫米波 MIMO OTA 测试功能，实现出色的灵活性和可扩
展性

• F全面的 5G NR 支持，包括 400 MHz 信号带宽以及连续 
（最高 1.2 GHz）和非连续（最高 16CC）载波聚合方案

• 适用于各种 5G NR 部署场景的测试能力，确保与现有无线
技术共存，无论这种场景中是否存在 LTE 锚点小区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921024/propsim-5g-channel-emulation-solutions?nid=-32200.1241389&cc=US&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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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RAN 测试解决方案
的优势

• 通过完整的协议栈和逐
层测试，建立起对产品
的十足信心

• 使用易于配置的流量模
型和呼叫码型，更快地
执行复杂的 UE 建模，
加速 5G 创新

• 可扩展至 1,000 个 UE、 
8x8 MIMO 和 8xCC，为未
来做好准备

5G UE 仿真 RAN 和核心测试平台 
Keysight 5G UE 仿真解决方案是唯一一款对无线接入网（RAN）和 5G 核心网都能进行

测试的工具。工程师能够对 FR1 和 FR2 毫米波射频产品和新 5G 技术开展大规模的高

性能测试。NEM 使用该解决方案为 RAN执行功能和性能测试，以及对 5G 核心网进行

性能测试。它可以帮助 NEM 加快 5G 创新，并且充分满足运营商的预期。 

5G RAN 功能和性能测试
Ixia 的 5G RAN 测试解决方案可以执行端到端的 5G RAN 功能和负载测试。它通过建

模现实特性来激励具有真实状态的 UE。此外，作为高性能的测试仪，它还可以扩展到

数千个 UE。

解决方案要点

• 提供全功能的 5G NR UE 仿真，确保测试过程的完整性

• 覆盖所有的 5G NR 模式

• 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超高可靠性低时延通信（URLLC）和海量机器类通信
（mMTC） 

• 支持

 - 6 GHz 和毫米波频率

 - 具有 100、200 和 400 MHz 带宽

 - 2x2 和 4x4 多路输入多路输出（MIMO）（可提供 8x8 MIMO）

 - 四个聚合载波（可提供八个载波）

https://www.ixiacom.com/solutions/5g-wireless-test
https://www.ixiacom.com/products/5g-ran-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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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Core 测试解决方
案的优势

• 使用真实用户仿真进
行验证，最大限度地
提高产品部署的成功
率

• 通过在射频和其他节
点或接口上执行 UE 仿
真来确保产品性能

• 通过自动化实现产品
质量的良性循环

5G Core 性能测试
Keysight 5G Core 测试解决方案可验证关键的 5G 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网络可靠

性和性能。这个解决方案可扩展至数百万个用户，并且能对所有节点和接口进行全面测

试，从而提供深入的 QoE 统计数据和指标。

解决方案要点

• 具有基于拓扑结构的用户界面，可在实验室进行全面的网络重建

• 包括用户面功能（UPF），可以使用 CloudStorm 负载模块生成接近线速率的用户数
据报协议（UDP）和传输控制协议（TCP）流量

• 与 Ixia 硬件和虚拟机配合使用，具有出色的灵活性

• 通过微服务和容器做好公共云部署准备

5G Core 测试引擎

https://www.ixiacom.com/products/5g-cor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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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路测解决方案的
优势

• 在实验室里对真实条
件下的设备和基站执
行自动测试，节省时
间和成本

• 充分发挥产品性能，
为服务提供商加快完
成验收测试

• 通过外场追踪加强现
实条件中的可重复性
和控制，前瞻性地解
决服务提供商在部署
期间将要面临的问题

5G 虚拟路测解决方案
是德科技的虚拟路测解决方案使得 NEM 能够执行性能测试，确保其设计能够适用于各

种不同的场景。

这种性能和互操作性测试解决方案将真实的多径传播条件带入实验室，使得工程师能够

在路测或室内测试中复制复杂的 3D 真实射频信道条件。它使得 NEM 能够评估网络基础

设施设备的实际性能。是德科技的虚拟路测解决方案可以在不影响体验质量（QoE）的

情况下加快产品推广及 QA 测试。

解决方案要点

• 在实验室里使用真实设备来复制和重复现实环境

• 使用外场采集的数据；借助工具将数据从外场复制到实验室，从而提供非常真实的
射频条件

• 先进的测试自动化功能，具有立即可用的测试用例包

• 全天候自动分析和报告功能，可以加快性能验证和互操作性验证

• 覆盖所有 5G 频谱的 FR1 和毫米波频率

• 涵盖通用和补充载波测试计划，确保符合每一家移动运营商的要求

• 支持各种无线技术，从而实现高投资回报率（ROI）

https://www.keysight.com/en/pc-2697342/anite-virtual-drive-testing-toolset?nid=-32199.0.00&cc=CA&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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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外场测量解决方
案的优势

• 通过测量基站的信号
功率电平来了解波束
特性

• 三个简单的步骤执行
早期 5G 覆盖外场测试

• 通过执行信号传播和
衰减、波段清理测量 
和干扰测试，加快  
5G gNB 的上市速度

5G 网络传播模型调谐

早期 5G 外场测量，验证路径损耗和链路预算
是德科技的 5G 外场测量解决方案是用于早期 5G NR 射频传播和覆盖验证的一套完整系

统。这些早期测量有助于了解 5G 网络传播特性，获得更准确地进行网络规划所需的数

据。将测量数据导入规划工具中，使工程师能够校准传播模型，从而提供更准确的覆盖

预测结果。将测量数据导入规划工具中，使工程师能够校准传播模型，从而提供更准确

的覆盖预测结果。 

解决方案要点

• 覆盖 FR1 和毫米波频率范围，轻松测量和验证室内及室外环境中的频谱、反射和透
射情况

• 测量带宽上的总信道功率，以评估和验证不同频率的传播模型，并加快 5G gNB 的 
上市速度

• 可视化（包括 5G 信号的频谱视图）和分析功能，用于迅速判断数据的可用性 

https://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2401EN.pdf?id=287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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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gNB 现场测试
5G 运营商和网络设备制造商（NEM）需要使用新的 OTA 测试工具进行网络和 UE 现

场测试，并且使用优化工具来部署网络并验证网络性能。Keysight FieldFox 手持式分析

仪与相控阵天线相结合，为在外场测量和分析 5G 空中接口提供了独特的便携式解决方

案。 

5G 相控阵外场测试
解决方案的优势

• 通过从基站测量各
方位角和俯仰角上
的信号功率电平，
了解 5G gNB 波束特
征

• 利用综合的射频探
头和相控阵解决方
案，捕获 5G gNB 辐
射的能量，降低测
量复杂度

• 校准级毫米波相控
阵天线，用以仿真 
5G UE 天线的性能

• 相控阵性能验证可显
示视轴、带指南针的
极化天线方向图和热
力图（方位角与俯仰
角）

带指南针的极化天线方向图

视轴扫描

2D 扫描热力图（方位角与俯仰角）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988450-pn-N9952A/phased-array-antenna-control?nid=-55679.5149384&cc=US&lc=en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988450-pn-N9952A/phased-array-antenna-control?nid=-55679.5149384&cc=US&l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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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的 5G gNB 外场测试解决方案以 FieldFox 分析仪为基础。它为射频工程师和技术

人员提供完整的工具套件，可用于安装 5G 网络和进行故障诊断。该解决方案是一款一体

化的仪器，能够配置为频谱分析仪、实时频谱分析仪、电缆和天线测试仪等。FieldFox LTE 

FDD 和 5GTF OTA 可以测量主同步信号（PSS）、辅同步信号（SSS）和解码小区 ID，这

些是衡量 5G 有效覆盖范围的关键参数。

由于 5G 控制信道以波束赋形为基础并且不是时刻都开启，因此确定 5G 信号的位置具有

一定的挑战性。FieldFox 切换到实时频谱分析（RTSA）模式后，可以快速、可靠地检测  

5G 信号，检测控制信道并分析波束赋形性能。

解决方案要点

• 具有从 5 kHz 到 50 GHz 的连续频率覆盖范围

• 可用作一体化仪器：频谱分析仪、电缆和天线分析仪、实时频谱分析仪、LTE 和  

5GTF 空中解调、用于路径损耗测量的独立信号源、功率计、GPS

• 记录具有 GPS 信息的数据；在仪器上回放记录的数据，或在 PC 上离线回放

切换到 RTSA 模式后，可以对各种 5G 控制信
道进行检测

5G TF OTA 测量控制信道并显示小区 ID

5G gNB 外场测试解
决方案的优势

• 支持 FR1 和 FR2 5G 频
段，5 kHz 至 50 GHz

• 在外场进行空中  
5G gNB 射频参数测试

• 毫米波波束扫描测量

• 记录和回放具有 GPS 
时间戳和地理位置信
息的数据

• 配备独立信号源用于
路径损耗测量

• 电池供电，无风扇
或通风口，设计达到 
IP53 防护等级，可以
在任何条件下测试 
5G gNB

https://www.keysight.com/en/pcx-x205201/fieldfox-handheld-rf-and-microwave-analyzers?nid=-32495.0.00&cc=CA&lc=eng&cmpid=zzfindfield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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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NEM 必须寻找方法经济高效地对基础设
施设备进行测试，并保持灵活性，以应

对数据量和通道要求的增加和更多的频

段。NEM 在制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是解决设备复杂性增加的问题，寻找降

低测试成本的突破口，以及加速产品上

市。利用是德科技在射频设计和 IP 联
网方面的专业技术和解决方案，可以加

快基站及其组件的测试速度，并且降低

测试成本。  

制造测试解决方案 
加速产品上市，降低
测试成本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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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制造测试

S9100A 5G 多频段矢量收发信机    
NEM 使用是德科技的 5G 制造参考解决方案，对量产的基站和子组件进行快速且经济

高效的测试。该解决方案可为射频单元和天线模块执行宽带信号生成和 5G NR 波形分

析。它作为单一仪器运行，可轻松实现自动化，具有极高的测试吞吐量。

 VXT2 是该解决方案的核心。NEM 可以轻松增加频率范围和信道数量，以应对毫米波

频率、MIMO 和 OTA 测试。在从 4 个到8 个端口的 4G 设备向具有 16、32、64 或者 

128 个信道的 5G 过渡的过程中，随着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的增加，进一步降低了 5G 制

造的测试成本。 

由于在设计中考虑到了毫米波和 OTA 挑战，因此测试工程师可以信赖他们的结果。该

解决方案采用远程探头，可以减少路径损耗，提高相位线性度，并且提供了比传统解决

方案更耐用的连接器。  

解决方案要点

• 高达 1.2 GHz 的带宽，充分满足了 5G NR 的高带宽要求

• 覆盖 FR1 和 FR2（毫米波）频段，实现更好的可扩展性和投资保护

• 极佳的 EVM 和邻道泄漏比（ACLR）性能，实现更高的测量性能和更高的良率

• 成熟的 X 系列测量应用软件，减少开发工作，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5G NR gNB 制造解决方
案的优势

• 通过小巧的设计和更高
的测试速度，推动产品
迅速上市，并降低测试
成本

• 利用通用软件加快由验
证向制造的过渡

• 扩展制造测试能力，实
现更高频率、更多信道
的测试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954936-pn-S9100A/5g-multi-band-vector-transceiver-reference-solution?nid=-32945.1251721.00&cc=EG&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dx-2952244-pn-M9410A/vxt-pxi-vector-transceiver-300-600-1200-mhz-bandwidth?nid=-32487.1251726.00&cc=EG&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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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测试

5G OTA 测量

调制解调器芯片组、天线、基站和集成器件需要混合使用传导和 OTA 测试。3GPP 定义

了用于频率范围 1（FR1）和频率范围 2（FR2）一致性测试的 OTA 测试方法。工程师需

要在研发（R&D）、协议和射频/无线资源管理（RRM）一致性测试以及器件验收测试中

进行 OTA 测试，从而对辐射的波束进行表征。

是德科技提供一系列用于 FR1 和毫米波频率的 OTA 解决方案产品。典型的解决方案中包

括测量硬件和软件，仿真 5G gNodeB（gNB）的网络仿真器，以及仿真射频条件的信道

仿真器。OTA 测试设置中通常包括射频外壳、探头和链路天线、不同的被测器件定位器

以及相关的控制软件。在从研发到器件验收测试的整个工作流程中，我们的解决方案可

以支持不同的测试方法，并且满足各种各样的测试要求。

3GPP 已经接受了将紧缩天线测试场（CATR）方法用于测量毫米波器件的射频性能。是

德科技的 OTA 测试解决方案和专业技术使得系统集成商能够提供满足行业机构要求的解

决方案，这些机构包括 CTIA、3GPP 和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是德科技解决

是德科技解决方案很好地满足了大多数移动运营商制定的测试计划。方案很好地满足了

大多数移动运营商的测试计划。

 

5G OTA 测试解决方
案的优势

• 以成熟的 5G 是德科
技解决方案为基础，
通过集成的自动化测
试加快设计速度

• 采用得到 3GPP 批准
的 OTA 测试方法来降
低开发风险，这些测
试方法适用于在 6 GHz  
以下和毫米波频率运
行的元器件和设备

紧缩天线测试场（CATR）位置控制和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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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在面临压力的时候，等待工具、等待答案或等待援助都会给开发或部署 5G 解决方
案带来代价高昂的延误。KeysightCare 提供个性化的云端客户体验。您可以全天
候访问数字知识库，获得所需的答案、培训和专家指导。我们针对仪器、软件和

解决方案提供单一联系点，可以让您更快地得到响应，获得专家的支持并解决问

题。

点击此处了解有关 KeysightCare 服务的更多信息。

服务与支持

https://www.keysight.com/us/en/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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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务 5G 带来了真实的测量挑战。通过电子学习，您可以掌握执行准确、 

可重复测量所需的基本技能。此外，我们还提供了启动协助 (Start-Up Assistance)，

通过私人定制的实操性指导，专门针对您的应用来帮助您实现测量目标。 

流程与咨询服务 5G 转型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是德科技提

供具有可量化指标的专家分析，因此您可以分析当前流程，对替代方案进行量化

评估，从而加快产品的上市速度。

技术更新服务 您当前的测试设备很可能无法测量更高的 5G 标准。通过技术更

新服务，您将能够轻松高效地进行升级，或者使用现有的资产进行换购，从而

获得满足新需求的测试设备。

测试资产管理优化服务 向 5G NR 过渡并进行合适的设备选型需要访问实时资产

数据，并且有效地管理全部资产。是德科技测试资产管理优化服务为这一挑战提

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服务包括提供资产跟踪和控制功能，资产利用率、

健康数据，以及资源池管理工具。

一站式校准服务 随着多厂商 5G 系统和测试计划变得越来越复杂，确保准确地校

准器件并保持正常运行时间的最大化显得尤为重要。是德科技一站式校准服务可

以延长正常运行时间，确保持续的精度。客户可通过单一联系点获得全方位的校

准服务（无论是来自哪家制造商的仪器），从而降低了物流的复杂程度。

金融服务 您需要充分利用运营和资本预算来设计、生产和部署新的 5G 解决方

案。是德科技金融方案可以帮助您按照预算准时获得所需的器件。是德科技

还提供即刻购买（Keysight Instant-Buy）*金融服务，可以让您灵活地选择  

18 个月 0 利息分期支付。通过是德科技先租后买（Keysight Rent-to-own）*， 

您可以先获得现在正需要的仪器，之后再做出购买决定。通过是德科技租赁

（Keysight Lease）*服务，您可以在控制预算的同时获得领先的技术。

*在部分国家/地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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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ysight.com

如需了解关于是德科技产品、应用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联系。 

如需完整的联系方式，请访问：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精简流程，加快基站上市速度

在从研发到质量保证、再到制造的整个工作流程中，5G 给 NEM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工程师们正在努力设计出高性能的 5G 基站。他们需要创新的方式来实现通信系统中的物

理层。同时，NEM 需要验证他们的设计是否符合最新的 5G 标准，由于标准演进的速度非

常快，因此这项工作颇具挑战。

高带宽、毫米波频率、大规模 MIMO 和波束赋形是 5G 中最具挑战性的技术领域。在毫

米波频率内，信号的传播更加难以预测。信道和 UE 仿真变得更加困难，也要占用更

多时间。

为了满足企业和消费者对于服务的高预期，功能测试以及负载/性能测试的重要性呈指数

级增长。要在一致性测试中得到合格的结果，必须执行涵盖 RAN 和核心网的全面功能和

性能测试，并且在真实条件下进行测试。

制造环节的首要任务是加快产品上市，同时降低测试成本。NEM 需要部署创新的测试策略， 

来确保从 QA 到批量制造的平稳过渡。如此一来，就必须克服毫米波频率和 OTA 测试带来的

挑战。

随着 UE 数量与日俱增，载波聚合方案变得更加复杂，MIMO 信道和毫米波频率增加， 

NEM 必须确保其运营在未来具备可扩展性，才能在整个 5G 周期内继续保持市场领先。

点击此处。了解有关是德科技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以更

富竞争力的成本进行产品

创新的能力。(..) 是德科
技帮助我们开创了新的

测试方法。他们真正了解

问题所在，帮助给出解决

方案，使得我们能够顺利

转型，并且成功赢得了市

场。”

 – 设计和测试总监全球原

始设备制造商（OEM）

用于 4G 和 5G 网络的射频

设备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ca/en/solutions/5g/network-equipment-manufactur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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