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 O-RAN   
的基础指南



基于 O-RAN 的无线接入网代表了移动通信行业向开放、虚拟化和分散式体系
结构转变。O-RAN 彻底改变了移动网络运营商 (MNO) 构建无线接入网 (RAN)

的方式，使他们可以使用包含多家厂商、可互操作和自主供应的生态系统来构
建 RAN。

在 4G 和前几代蜂窝技术时代，无线接入网的部署往往依赖于单一厂商模式。
这些网络使用专有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不可与其他厂商的产品兼容，形成了 
一个封闭且缺乏竞争力的环境。

O-RAN 则使用开放和标准化的接口，将传统上以硬件为中心的 RAN 分解为 
多个构建模块 ( 无线、硬件和虚拟功能）。网络设备厂商可以专注于特定的构建
模块，而不是构建整个 RAN。运营商能够混合和匹配来自多个厂商的组件。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您必须执行测试以确保来自多家厂商的组件能够无缝地 
协 同 工作， 不 会 影 响 性 能。本电子 书 将 引领 您 快 速 了解 下 列 O-RAN 主 题： 
O-RAN 体系结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测试、传输网络要求和性能指标。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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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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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式 无 线 接 入网 (O-RAN) 的 使 命是 搭 建一 个 开放、虚 拟化 和智能的无 线 
接入网 (RAN) 体系结构，从而创造一个包含多家厂商、各家厂商的产品之间 
可以互操作且具有竞争力的生态系统。

O-RAN 联 盟 是 一 个 全 球 性的 社区，其 成员将 共同为未 来 的 O-RAN 标 准和 
规范、参考体系结构、以及网络各个组件之间的接口制定统一的发展路线图。

了解 O-RAN 体系结构及其带来的优势，将为您评测此模型是否适合自身需求
发挥关键作用。

第 1 章

O-RAN 基础知识

图 1.  O-RAN 联盟工作组

O-RAN 核心工作组 O-RAN 技术工作组

工作组 #1：使用场景和总体体系结构
工作组 #2：非实时 RIC 和 A1 接口
工作组 #3：近实时 RIC 和 E2 接口
工作组 #4：开放前传接口
工作组 #5：开放 F1/W1/E1/X2/Xn 接口
工作组 #6：云化和编排
工作组 #7：白盒硬件
工作组 #8：堆栈参考设计
工作组 #9：xHaul 传输
工作组 #10：OAM

安全

测试和集成

开源 标准开发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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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
5G O-RAN 体系结构包括下列核心组件 ：

• O-RAN 无线单元 (O-RU)，用于处理较低部分的物理层

• O-RAN 分布式单元 (O-DU)，用于基带处理、调度、无线链路控制、 
媒体接入控制和较高部分的物理层 

• O-RAN 中央单元 (O-CU)，用于分组数据聚合协议层

• O-RAN 智能控制器 (O-RIC)，用于收集网络信息并执行必要的优化任务 

图 2.  O-RAN 体系结构及用户设备和核心网

0-RU

5G RAN / gNB 5G 核心网

射频 O-RAN

前传
O-RAN

E2 E2

中传 F1
回程

O-DU

RIC

O-CU
用户设备

核心网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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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O-RAN 体系结构通过创建采用标准接口的分散和虚拟化网络来解决传统的 

RAN 挑战。这样做有四大优势 ：

转型

• 赋能实现更加开放、虚拟化和完全可互操作的无线接入网。

创新

• 可以不受厂商的限制考察各种产品、服务和特色选件，从中选出最新、 
最佳的 5G RAN 组件。

• 通过采用支持 4G、5G 乃至 6G 的体系结构，为未来做好准备。

敏捷性

• 可以灵活地混合搭配来自多家厂商的 RAN 组件，构建最适合您的 5G 网络。

• 在多家专业化厂商的帮助下，更快部署和升级您的 5G 网络。

节省资本开支

• 借助富有竞争力的供应商生态系统，降低 5G 网络部署成本。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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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 接口一致性和互操作性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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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 代 5G 新空口 (NR) RAN 设备的设 计、验 证和生 产团队面临着新的测试 
挑战。面对 O-RAN 标准化前传体系结构和 gNB 分解的趋势，您越 来越需要 
对 gNB 组件进行隔离测试，实施灵活的对等仿真，以及对新 O-RAN 设备进行
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测试。执行这些任务需要采用多域测试解决方案，而且解决
方案必须有能力跨越所有 O-RAN 接口进行 O-RAN 协议生成和测量。

一致性测试可确保每个组件及其接口均符合行业标准。互操作性测试可确保 
所有元件协同工作。您必须在网络部署之前执行这两种评测，以便尽早发现和
纠正性能问题。

第 2 章

O-RAN 接口一致性和互操作性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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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了解更多信息？

前传一致性测试
前传接口将 O-RAN 无线单元连接到 O-RAN 分布式单元，并以极高的数据速率
传输时间敏感的消息。  

O-RU 需要接受大量测试以确保符合 O-RAN 规范要求。

测试技巧

• 使用测试序列发生器自动执行一致性测试所需的数百个测试。

• 分析 O-RU 的射频响应，确定它是否正确理解了分布式单元。

欢迎查看用于进行 O-RU 一致性测试的 Keysight Open RAN Studio 软件

图 3.  O-RU 一致性测试系统

0-RU

DU 仿真器

CU S M

eCPRI PTP
SyncE

Yang 
网络配置

以太网 MAC

以太网 PHY

CU S M L-PHY

射频eCPRI PTP
SyncE

Yang 
网络配置

以太网 MAC

以太网 PHY

参考时钟信号和触发

OTA 传导

信号源

信号分析仪

接口

https://www.o-ran.org/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U5040BSCB/open-ran-studio-for-o-ran-radio-unit-o-ru-testing-and-valid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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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传互操作性测试
前传互操作性需要您验证来自不同厂商的 O-RAN 单元。您需要克服众多挑战，
例如各种各样的 O-RU、灵活的管理面 (M-plane) 实施以及 O-DU 和 O-RU 之间 
的紧密同步。

测试技巧

• 选择功能广泛的测试解决方案，对各种无线单元都可以进行测试并仿真 
各种特性。

• 使用真实的分布式单元和无线单元与用户设备仿真相结合，测试两个单元
的前传互操作性。

• 确保您的解决方案支持同步面 (S-plane) 功能。

• 使用不同系统来适应不同的网络体系结构，例如非独立组网 (NSA) 和独立
组网 (SA) 模式。

欢迎查看是德科技的 UeSIM – 用户设备仿真与核心网仿真 RAN 解决方案

还想了解更多信息？

图 4.  前传互操作性测试系统

用户设备
0-RU

5G RAN / gNB

射频 O-RAN

前传
O-RAN

中传 F1

O-DU

RIC

O-CU

UeSIM
UE 仿真 RAN 解决方案

CoreSIM
核心网仿真 RAN 解决方案

接口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network-test/radio-access-core-network-test/uesim-ue-emulation-ran-solutions.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network-test/radio-access-core-network-test/coresim-core-simulation-ran-solu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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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实时 RAN 智能控制器测试
RAN 智能控制器 (RIC) 基于在网络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来控制和优化无线接入网元件和资源。它通过 E2 接口连接至 O-DU

和 O-CU。

测试技巧

• 要测试 RIC E2 节点，应做好仿真数千个分布式单元、控制单元和其他 
应用程序的准备。

• 使用云软件解决方案，通过自动执行要求的测试来加速测试过程。

欢迎查看是德科技的 RICtest 演示  
和 RICtest——无线智能控制解决方案

还想了解更多信息？

图 5.  RIC 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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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https://www.keysight.com/us/en/library/demos/demo/near-real-time-ric-testing-with-keysight-s-rictest.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network-test/radio-access-core-network-test/rictest-radio-intelligence-control-solu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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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网络的要求
第 3 章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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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O-RAN 无线单元、O-RAN 分布式单元和 O-RAN 中央单元只能通过传输
网络进行通信，因此要想确保最佳的网络性能，必须对传输网络进行测试。

由于 5G 无线接入网需要不同的数据速率和时延容限，因此它与 O-RAN 联盟
和 3GPP 进行了功能拆分。时延测试和速度测试对于实现快速而安全的数据 
处理至关重要。

传输网络还要处理时间同步、关键数据的确定性交付、分段路由、数据加密 
以 及 5G-xHaul 网络虚拟化部 署 等 任 务。时间误差预算、网络切片和加密 等 
测试对传输网络也很重要。

第 3 章

传输网络的要求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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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无线堆栈的 5G 拆分

欢迎收看网络演讨会 《新 5G RAN 传输的验证挑战》

还想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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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

https://www.keysight.com/us/en/library/training-and-events/webinar/validation-challenges-for-the-new-5g-ran-transport.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library/training-and-events/webinar/validation-challenges-for-the-new-5g-ran-transport.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library/training-and-events/webinar/validation-challenges-for-the-new-5g-ran-trans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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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O-RAN 联盟与 3GPP 的功能拆分，前传接口需要具有低时延容限的数据
速率。前传测试需要快速的硬件连接，这使得此类测试充满挑战。

测试技巧

• 选择的测试环境应能够仿真低优先级流量与快速流量相混合的条件，以进
行时延测试。

• 选择的测试设备需支持宽带宽、快速连接器和电缆，以便仿真前传网络。

• 使用环绕策略来测试时延和速度——一个仿真器可以仿真所有 O-RAN 单元。

• 利用软件和云解决方案执行协议验证、网络性能与弹性测试，以及超大规模 
数据中心安全性分析。

欢迎查看是德科技的 IxANVL 和 IxNetwork 解决方案

还想了解更多信息？

图 7.  环绕式测试设置

前传

前传交换机以太网链路
（高达 400 Gbps）

传输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network-security/ixanvl.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network-test/protocol-load-test/ixnetwo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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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 性能指标
第 4 章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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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手术、自动驾驶和智慧城市等新服务对数据传输的要求与智能手机不同。 
采用 O-RAN 技术的网络必须能够处理不断增加的流量和服务类型，同时还不能 
牺牲效率或可靠性。

IMT-2020 标准确定了 5G 网络 性能与 4G 相比的八个关键特 征。O-RAN 体系 
结构必须达到这些 5G 性能指标，才能有效地与传统的无线接入网展开竞争。

第 4 章

O-RAN 性能指标

图 8.  IMT-2020 5G 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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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环绕测试进行 UE 仿真
仿真海量用户设备 (UE) 通过无线方式传输不同类型数据的场景，是确保网络
性能的理想解决方案。

测试技巧

• 使用环绕测试来检查 O-RAN 的全部八项关键性能指标。

• 使用语音和应用数据来仿真成千上万的并发移动设备，以测试端到端性能。

• 创建考虑多种现实场景的测试策略，例如变化的无线条件、不同的优先级
以及不同设备类型的混合。

• 仿真关键的 5G 特性，例如 MIMO、波束赋形和超低时延。

欢迎查看是德科技的 UeSIM – 用户设备仿真解决方案  
和性能基准测试解决方案

还想了解更多信息？

图 9.  O-RAN 端到端性能测试

用户设备
0-RU

UE 仿真器和性能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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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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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network-test/radio-access-core-network-test/uesim-ue-emulation-ran-solutions.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3120-1538/technical-overviews/Performance-Benchmarking-Solution-for-Lab-Networks.pdf


了解 O-RAN 的基础指南   |    20

O-RAN 是一种旨在改变移动通信行业的革命性技术。它将加速 5G 部署，降低
运营成本，降低运营商的维护复杂性，并促进无线接入网生态系统的创新。

复杂的基础设施需要接受彻底的测试和验证。O-RAN 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测试 
可确保 来自不同厂商的组件能够无缝协同工作并符合行业标准。传输网络测
试 对于 保 持 最 佳的无 线 接 入网性能 至 关 重 要。大 规 模 用户设备 仿真可 确 保 

O-RAN 体系结构达到所有的关键性能指标。

5G 和 O-RAN 正在合力掀起新的通信革命，将会创造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新
世界。要想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取得成功，您必须熟悉 O-RAN 的测试要求，
并能够使用综合解决方案来执行必要的测试。

总结

探索 Keysight Open RAN Architect (KORA) 解决方案

还想了解更多信息？

总结

https://www.keysight.com/us/en/cmp/2020/5g-o-ran-softw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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