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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G时代的跟随，到4G时代逐渐赶上，5G时代中国有望

成为领跑者。三大运营商计划在2018年于全国十几个城市开展

5G试验网的建设。

5G带来的不仅仅是更高的带宽，更重要的是容量的提升和

时延的降低，这使得更多的业务应用成为可能。根据3GPP的

定义，主要包括增强移动宽带（eMBB）、超大规模机器连接

（mMTC）、超高可靠超低时延连接（URLLC）三大典型应用

场景。

5G承载网建设方案
1.1  整体架构

与 4 G 承 载 网 的 2 级 架 构 不 同 ， 由 于 C U 、 D U 分 离 ，

5G移动承载网可分为移动回传（backhau l）、移动中传

（midhaul）和移动前

传（fronthaul）3级，

如图所示。

 一 些 新 增 的 功

能 如 移 动 边 缘 计 算

（MEC），将会下沉

至汇聚层甚至更低。

采用增强通用公共

无线接口（eCPRI）更

有效地降低前传带宽。

eCPRI是CPRI联盟

2017年8月发布的新一代接口标准，对传统CPRI进行了增强，

能有效降低前传网络的带宽，理想情况下可使带宽消耗降低近10

倍。

根据计算的单站带宽，假设每个接入环8个站点规模（基站

规模=站点规模×3=24），根据NGMN的收敛模型，考虑1/2的

收敛比，则接入环理论带宽=（1×峰值+（n-1）×均值））/收

敛比=（1×4.84+23×2.3）/2= 28.87 Gbit/s，因此接入环可

考虑采用50 GE环网。

按照每个汇聚环下挂4~8个接入环计算，考虑1/2的收敛

比，则汇聚环所需带宽为57.74或115.48 Gbit/s，汇聚环可考虑

采用100 GE环网。

1.2  前传网络

DU相对集中设置之后，DU与RRU/AAU间的前传网络如果

沿用以前的光纤直驱方式，会消耗海量的光缆资源，需综合多方

面因素，寻找相对高性价比的承载方案，目前常见的方式及其特

性见表1。

表1级前传网络技术比较表

从技术比较来看，有源OTN方式可维护性较强，对光纤占

用少，是一种相对较好的解决方案，但投资较高，因此可结合实

际部署情况综合采用几种方式。

a） 在DU下挂RRU/AAU数量较少，且距离较近的情况

下，在光纤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可采用光纤直驱。

b） 在DU下挂RRU/AAU数量较多，距离较远，且光纤资

源紧张的情况下，可根据投资选择采用无源CWDM或有源OTN

方案。

1.3  灵活切片

5G时代的核心网和无线网均采用基于SDN/NFV的网络切

片，以满足不同业务对带宽、时延、可靠性的要求。这就要求承

载网也必须支持切片技术，网络资源能动态分配释放，不同切片

的网络资源能相互隔离，且承载网的切片必须能与核心网、无线

网的切片协同，共同实现切片的创建、调整、删除等功能。这依

赖于FlexE以及SDN/NFV 2项关键技术的应用。

FlexE是光互连论坛（OIF）所提出的标准，主要通过在标

准以太网帧的MAC层与物理编码子层（PCS）之间新增一个垫

片（Flex Shim）层来实现时隙调度。Shim采用时分复用机制，

可将不同的业务分配到相应的时隙中，实现了超低时延以及严格

的物理隔离，为关键业务提供了更好的QoS保障。FlexE切片技

术与传统VPN技术相结合，在FlexE的时隙切片中仍然可以承载

各种VPN隧道，以进一步提高网络资源利用率。FlexE还可以进

行端口捆绑，通过捆绑多条物理链路扩展网络容量，满足大带宽

场景的需求，解决了传统以太网链路聚合组（LAG）技术在二层

网络中存在的链路利用率不均衡的问题。

5G的网络切片是一个包含了核心网、无线网、承载网的端

到端的逻辑网络，要想更好地实现多网络协同，承载网必须采用

控制面与转发面分离的SDN架构，转发面可利用FlexE和VPN

相结合的技术来实现切片之间的隔离，而控制面与核心网、无线

网的SDN控制器进行协同，并接受高层编排器的统一管理，才能

够完成端到端的业务链编排。这部分涉及到很多领域接口标准化

的工作，还有待于各组织的共同努力推动。

1.4  低时延保障

降低时延需要核心网、承载网、空口3方面共同努力，本文

主要讨论承载网的时延降低。承载网的时延主要由设备转发时延

和光纤时延2部分构成。一般来说，网络轻载时设备转发时延在

50 μs以下，重载时高优先级业务仍然可以保证在50 μs以下。

光纤时延可近似按照5 μs/km计算。因此，降低时延可从以下3

个方面进行考虑。

a） 缩短传输距离：一方面核心网、MEC下沉，减少传输

距离；另一方面L3到边缘，优化数据传输路径；双管齐下。

b） 更有效的QoS手段：采用FlexE等技术实现子MAC间

物理隔离，提供更好的拥塞控制，在网络重载时仍能够保障高优

先业务的快速转发。

c） 降低设备时延：采用直通转发技术降低接口处理时延；

优化NP内核使之能感知优先级，为低时延业务开辟专用通道；

低时延业务采用报文直通调度及抢占调度机制；通过多种技术共

同降低设备时延。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无线基站密度大幅提升，电

磁环境愈加复杂，而其中的无线干扰问题尤为突出，已经成为影

响移动基站通信性能和客户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随着5G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未来更多频段的无线基站系统将被建设起

来。由于射频发射机的内部元器件并非理想器件，存在或多或少

的非线性，因此在发射载波信号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非规定频

率范围内的信号，即所谓的杂散发射，会对工作在其他频段的基

站产生干扰。如何准确地测试杂散发射对于净化通信环境，提升

通信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TD-LTE基站的射频测试已然具有完善的标准测试

体系和指标。杂散发射作为移动基站射频性能的重要测试项之

一，一般情况下，其辐射指标为-36 dBm。而当LTE基站与

其他GSM、WCDMA等基站共址时，其辐射指标要求很高，

为-96 dBm甚至更低。本文根据3GPP射频一致性测试协议

36.141（LTE;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E-UTRA); Base Station (BS) conformance testing）章节

6.6.4，以TD-LTE Band40为例，提出一种由双工滤波器和低

噪放相结合的测试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一种新型的共址杂

散发射测试方案。

1.杂散发射测试标准
根 据 3 G P P 射 频 一 致 性 测 试 协 议 3 6 . 1 4 1 章 节 6 . 6 . 4

（Transmitter Spurious Emissions），移动基站杂散发射指

标适用频段为9 kHz—12.75 GHz，除发射机本身工作频段外

各10 MHz，实际测试频段为：9 kHz-Freqlow—10 MHz，

Freqhigh+10 MHz—12.75 GHz。

杂散发射测试指标如表1所示。常规杂散发射测试类型的指

标很低，类型A功率幅度上限为-13 dBm，类型B功率幅度上限

为-36 dBm。这两种类型由常规的测试方案和普通的频谱分析

仪就能完成测试测量。但是当移动基站与其他基站共存共址时，

测试要求会变得非常严格，其最高电平要求为-98 dBm。杂散

发射测试的主要目的是测量移动基站本身发射的大功率载波信

号在其他基站频段上对相应的共址基站的影响（如GSM900、

DCS1800、PCS1900、GSM850、CDMA850、UTRA 

FDD、UTRA TDD或者其他E-UTRA基站）。如果考虑载波聚

合的影响，测试要求将更加严格，最高电平为：-98 dBm-9 dB

（载波聚合因子）=-107 dBm。

在这种情况下，对测试方案的选择和频率分析仪的性能都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表1    杂散发射测试指标

2.杂散发射测试方案
2.1  传统杂散测试方案

以TD-LTE Band40移动基站的发射机部分为例，其下行

Tx射频性能基本情况如下：

最大输出功率：20 W=43 dBm；

载波频率：2 300 MHz—2 400 MHz；

载波带宽：20 MHz。

根据TD-LTE的输出功率以及上一章节中提及的测试标准，

常规测试类型A和B对频谱分析仪的动态范围要求为：

常规类型A：43 dBm-（-13 dBm）=56 dBc；

常规类型B：43 dBm-（-36dBm）=79 dBc。

以上两种类型由传统测试方案和频谱分析仪就能满足测试要

求，如图1所示：

图1 杂散发射传统测试方案

而当测试共址杂散发射时（最高电平指标为-98 dBm），

对频谱仪提出了较高的动态范围要求。例如，最大输出功率-杂

散发射电平要求上限=43 dBm-（-98 dBm）=141 dBc。

再考虑9 dB的载波聚合因子，最终动态范围为150 dBc，加

上测试余量，这就要求频谱仪的动态范围要达到150 dBc以上才

能满足测试要求。同时为了实现杂散发射的低电平测试，要求频

谱仪的灵敏度即底噪水平应优于：-107 dBm/100 kHz=-157 

dBm/Hz。

考虑到路径损耗和测量余量，在实际测试中频谱仪灵敏度应

大于-170 dBm/Hz。如果利用传统测试方案，就目前的频谱仪

性能水平来说，很难实现对共址杂散发射的准确测量。

2.2  新型杂散测试方案

（1）测试原理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解决频谱仪动态范围和灵敏度不足的问

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测试方案。本方案采用如图2所示的

吸收法：即利用双工器将滤波器的载波信号通过负载吸收，解决

测试过程中频谱仪动态范围不足的问题。同时LNA提高了杂散发

射电平，使其位于频谱仪的底噪之上，解决测试过程中频谱仪灵

敏度不足的问题。

 图2    杂散发射新型测试方案

整个测试方案的关键器件是双工器，采用CREOWAVE高

性能双工器，频率范围覆盖2 GHz—4 GHz，其性能指标如表2

所示：

表2  CREOWAVE高性能双工器性能指标

在图2所示方案中，TD-LTE基站发射的信号，用传输测

试法将天线口连接射频同轴线，然后通过CREOWAVE高性

能双工器，其技术指标如表2所示。双工器将输出信号一分为

二，对于B路带通滤波器2（Pass band2）来说，所经信号最

后由负载吸收，不需要被测试。由于双工器是共址杂散发射测

试链路的一部分，低互调指标（IM3：-150 dBc）也是需要考

虑的因素。对于A路带通滤波器1（Pass Band1）来说，载波

信号Band 40（2 300 MHz—2 400 MHz）经过-80 dBc抑制

后经Microcomp Nordic高性能LNA（0.1 GHz—6 GHz，28 

dB增益）低噪放再由频谱分析仪测试（路径特性曲线如图3所

示），此时大功率电平为：43 dBm-4 dB-80 dB+28 dB=-13 

dBm。

而频谱仪动态范围需求为：-13 dBm-（-98 dBm）=85 

dBc，处于频谱仪的测试动态范围内，频谱仪动态范围不足的问

题得以解决。

图3  A路路径特性曲线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频谱分析仪的灵敏度能否满足共址杂

散发射的测试要求。将推算杂散发射在链路（A路）上的信号

电平。

本文中选用的频谱仪是罗德与施瓦茨R&S FSW26，根据其

性能指标，底噪在频率范围（1 GHz—3 GHz）：DANL-154 

dBm/Hz，typ.-159 dBm。

归一化底噪转化为-109 dBm/100 kHz，考虑双工器4 dB

插损和1 dB线损和低噪放增益为28 dB，则系统可以测到的底噪

为-109 dBm/100 kHz+5 dB-28 dB=-132 dBm/100 kHz，

具体如图4所示。

杂散辐射测试在载波聚合情况下最高电平要求是-107 

dBm/100 kHz，同时保证频谱仪底噪比测试电平低20 dB的测试

余量。-132 dBm大于测试要求：-127 dBm=-107 dBm-20 

dB，所以测试方案满足测试需求。

图4   频谱仪底噪

（2）测试步骤

1）将基站配置为TM1.1状态，输出功率为20 W=43 

dBm；

2）R&S频谱仪FSW重置，设置MEASàSPURIOUS 

EMISSIONàSWEEP LISTàEDIT SWEEP LIST；

3）设置RMS方式；

4）频谱仪设置频点，以E UTRA band39为例，频段为1 

880 MHz—1920 MHz，结果如图5所示；

5）设置RBW=100 kHz，VBW=300 kHz；

6）设置Sweep Time，Detect Mode进行测试。

其他测试杂散发射测试的基站类型只需重复上述步骤即可，

最后的测试结果如表3所示：

图5  杂散发射测试结果

（3）测试结果分析

根据移动测试标准3GPP TS 36.104以Band40为例，基

于传统的共址杂散测试方案，探讨了一种新型的共址杂散测试方

案，采用了双工器和低噪放相结合的方法。在此方案中，双工器

的主要作用是将载波信号和杂散发射区分开来，解决频谱仪的动

态范围不足的问题。低噪放的主要作用是提高杂散发射电平，解

决了频谱仪底噪过高的问题。通过解决以上两个关键问题，实现

了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从表3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测试带宽

100 kHz的条件下共址杂散发射的结果优于-102 dBm，满足测

试要求。系统达到设计目标，完成了杂散发射的测试任务。

3 .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一种新型的共址杂散测试方案，改进了频谱仪动

态范围有限和底噪过高的问题，最后的测试结果符合3GPP测试

标准。同时通过集成与Labview相结合，可实现杂散发射的自动

化测量，在实际应用中前景广阔。

参考文献：

[1] 甘本袚,吴万春. 现代微波滤波器的结构与设计[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4.

[2] He zhaner, Wang XiLiang, Han shihu, et al. The Synthesis 

and Design For New Classic Dual-Band Wave-Guide Band-

Stop Filters[J]. Journal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and Applications, 

2008,22(1): 119-130.

[3] 刘二平. 关于无线电发射设备杂散发射的测试方法研究[J]. 

科技经济导刊, 2016(7).

[4] 3GPP TS 36 104. E-UTRA Base Station (BS) radio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S]. 2016.

[5] 3GPP TS 36 141. LTE;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E-UTRA); Base Station (BS) conformance testing[S]. 2016.

[6] 黄有根,陈天华,朱建刚. 移动通信基站的辐射杂散测试[J]. 

上海计量测试, 2009,36(5): 18-20.

[7] 高荣,王海燕,石美宪,等. FDD LTE与TD-LTE基站邻频杂

散辐射的研究[J]. 电信网技术, 2011(8): 51-55.

[8] 高峻. TD-LTE基站杂散辐射测试方法的研究[J]. 现代科学

仪器, 2013(2): 49-53.

[9] 王俊青. 移动终端辐射杂散测试系统的软件实现方法[J]. 

现代电信科技, 2013(6): 52-55.

[10] 邬东屹. 关于3C测试中移动通信产品的辐射杂散骚扰测

试[J]. 电子质量, 2002(8): 87-89.

作者简介：

何占儿：工程师，硕士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现任诺

基亚通信系统技术（北京）有限公司BTS一致性测试测量工程

师，主要从事移动基站的RF性能、一致性等无线通信领域的研

究工作。

王慧：工程师，硕士毕业于上海大学，现任诺基亚通信系统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Filter和ALD测试工程师，主要从事基站的

RF性能、天线设备、滤波器等无线通信领域的研究工作。

陈伟：工程师，计算机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现任杭州烈酷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要从事数据挖掘、信息检索等技术的

研究及应用工作。

5G 承载网方案探讨

TD-LTE 移动基站杂散发射测试方案

表3  TD-LTE Band40共址杂散发射测试结果

频段范围 最高电平指标 测试带宽 杂散类型

9 kHz—150 kHz -13 dBm 1 kHz 常规类型A

150 kHz—30 MHz -13 dBm 10 kHz 常规类型A

30 MHz—1 GHz -13 dBm 100kHz 常规类型A

1 GHz—12.75 GHz -13 dBm 1 MHz 常规类型A

9 kHz—150 kHz -36 dBm 1 kHz 常规类型B

150 kHz—30 MHz -36 dBm 10 kHz 常规类型B

30 MHz—1 GHz -36 dBm 100 kHz 常规类型B

1 GHz—12.75 GHz -30 dBm 1 MHz 常规类型B

共址基站频段 -96 dBm 100 kHz 共址杂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