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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部署面临的问题
随着AR/VR/高清视频/3D视频等业务对高速带宽的需求，

智慧城市/智能抄表等业务对海量终端接入的需求，车联网/工

业控制/远程医疗等业务对低时延高可靠的网络需求越来越迫

切，5G网络部署的脚步也越来越近，各行业对运营商5G网络

充满了期待。

同时，运营商也对接入5G的核心网如何部署存在较大的

困扰：一方面，传统EPC网络是否可以满足5G垂直业务千变

万化的需求；另一方面，采用服务化架构的5G核心网也对传统

电信网络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比如对现网设备的对接改造、运

维模式的变更等。

如何满足行业用户，如何与现网互通共存，如何平滑割接

用户，如何运营维护，是当前运营商部署5G核心网面临的主要

问题。

5G核心网部署方式
（一）直接部署5GC vs. 改造EPC:

为了满足用户使用5G上网的需求，核心网的部署当前主

要有两种方式：

•  路 线 1 ： 改 造 E P C 支 持 5 G 无 线 的 接 入 （ 5 G 架 构

Option3）

• 路线2：直接部署5G核心网（5G架构Option2）

改造EPC接入5G的方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支持网

络切片功能，不能满足5G垂直行业对网络

切片的需求。此外，该方案是向5G演进的

过渡方案，待5G核心网部署后，对原有

EPC网络的改造费用就会被浪费，改造越

大浪费越多。而直接部署5G核心网对业务

需求的满足度最佳，并且还不会造成不必

要的投资浪费，是当前5G网络部署的首选

方案。

另外，产业链能否满足商用时间的要

求，也是部署路线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前3GPP规范中，5G核心网R15规范已

经正式发布，遵从该规范的系统设备和终

端设备均可满足2019年第四季度规模商用

的时间要求。

因此，直接采用5G Option2的核心网部署方案是最佳的

5G演进部署路线。

（二）利旧现网接口，减少现网改造：

新网络部署时，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对现网设备有哪些

改造需求、如何和现网设备共存？

通常，为了充分利旧现网，一般采用新网新用户、老网

老用户的原则，即：现网EPC对原有2/3/4G用户提供接入服

务，新建5G核心网为5G用户提供接入服务。

为了实现新建5G核心网和现有EPC网络间切换时业务不

中断，需要对现网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支持必要的互操作接

口，例如：识别5G终端，将5G终端接入至新建的5G核心网

中；引入N26接口，实现平滑快速的4/5G网络切换。但是，对

现网设备的改造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投资的浪费；另一个是

改造导致的研发周期可能影响商用部署时间要求。因此，最大

程度的利旧现网接口成为初期5G部署的最佳方案。

例如：3GPP 5G标准中对计费系统也有较大的变化，

对运营商计费系统有较大的改造要求：在线计费和离线计费

合一，并且采用服务化接口。然而现网离线计费系统一般由

BOSS承担，在线计费由OCS承担，改造难度较大。因此，新

建的5G核心网在原有EPC计费架构和接口的基础上，扩展少

量5G特性的字段，对现网计费系统改造最小，是最佳的计费部

署方案。

中兴通讯推出的Common Core解决方案融合了EPC、

5G核心网能力，在不对现网EPC升级改造时，也可以实现

4/5G重合覆盖地区的融合接入和平滑切换功能，最大限度地保

障业务连续性，并且对现网计费等系统改造最小，是5G网络部

署初期的首选方案。

（三）不换卡不换号，平滑使用5G网络：

新的网络制式部署之后，令运营商头痛的事情是：现网已

有的用户群如何迁移到新网络中？

从2/3G过渡到4G网络时，用户终端需要更换新的SIM

卡，运营商不得不投入很大的资金为用户提供免费的换卡服

务。5G网络兼容原有的4G SIM卡，即：用户不换卡不换号，

只需要更换一部5G手机就可以享受5G的高速数据服务，这一

点很受欢迎。

为了实现对原有2/3/4G用户向5G用户的转换，需要将该

类用户在5G系统中签约。通常，可采用如下两种方式实现用户

号段向5G网络的迁移：

• 单个用户迁移：终端用户可自主选择是否开启5G业务。

该方案有利于运营商针对5G业务开展独立的计费、特色套餐等

服务；而且现有4G网络的签约系统也可最大程度的利旧。

• 批量号段迁移：系统侧直接将现网用户号段批量迁移至

新建的5GC中。该方案不需要用户特意去修改自己签约的网

络，但也不利于开展5G差异化套餐。

（四）一键式部署，开启智能运维

之路：

5G核心网采用基于NFV技术的切

片式网络架构，传统网元软硬一体化的

形态变成了硬件资源池、虚拟化资源池

和网络功能分离的架构，传统的安装运

维不能满足NFV架构下运维管理。

中 兴 通 讯 网 络 切 片 管 理 系 统

CloudStudio支持E2E的网络切片编排

和生命周期管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

自动化软件框架，实现基于切片的自动

化设计、编排和部署，以及智能化的切

片选择，从而无需人工干预即可实现完

全的网络自治。

中兴CloudStudio引入DevOps方法来促进创新服务的敏

捷开发和部署，具有按需设计、自动部署、SLA保证、智能分

析和预测、安全隔离和租户管理能力。运营商可根据行业、区

域、虚拟运营商等场景需求，制定合适的网络切片SLA，然后

通过CloudStudio系统实现从资源池建设到网络功能部署、日

常监控、故障运维、升级扩容等全方位的自动化管理，降低对

操作人员的要求。

5G核心网的演进部署建议
针对现网向5G网络的演进部署，中兴通讯建议可按照如

下3个阶段进行：

阶段一：现在~2019年，引入4/5G融合核心网，进行5G

试点验证。同时，该网络融合的vEPC功能还可作为对现网

EPC的扩容，该阶段不需要对现网进行升级改造。

阶段二：2020~2021年，实现5GC的规模商用，现网

2/3/4G用户逐渐迁移至5G网络中。该阶段中，可采用融合核

心网的vEPC和5GC间实现互操作，实现热点地域的4/5G用户

跨网平滑切换；如果要求全网4/5G的跨网业务连续性，则需要

考虑对现网EPC升级以便支持与5GC的互操作。

阶段三：2022年~未来，传统设备逐渐退网，通过切片

式运维管理，提供多样式端到端网络切片，以便满足eMBB/

mMTC/uRLLC不同业务场景的需求。

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通信信号频率越来越高，信号质量

要求也越来越严。测量这些高速信号是不是只要选一个昂贵的示波

器就行了呢？其实不然，如果一些细节没有被注意，再贵的示波器

也不见得测得准！

带宽选择
测量高速信号，首先要考虑测试系统的带宽，这个测试系统的

带宽包括探头的带宽和示波器的带宽。要测量100MHz的信号，用

一个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是不是就可以了？一些用户可能对带

宽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晰。认为100MHz带宽的示波器就可以测量

100MHz的信号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带宽所指的频率是正弦波信

号衰减到－3dB时的频率，而我们一般测量的数字信号都不是正选

波，而是接近方波。这两者对带宽的需求是不同的。

根据傅里叶变换可知，方波可以分解为奇次倍数频率的

正弦波。比如1MHz的方波，是由1MHz、3MHz、5MHz、

7MHz……等正弦波叠加而成。下图为不同滤波器下方波信号的响

应。分别为把滤波器设置为方波基频频率、3次谐波频谱、5次谐

波频率、7次谐波频率的方波响应。

可以看出想要得到较为完整的方波信息，最少需要5次谐波分

量，而且如果想要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就需要能够测量到更多的

谐波分量。

所以选择示波器和探头带宽时至少要选择被测量方波信号的5

次谐波频率以上的带宽。

探头的选择
示波器是无法直接对信号进行测量的，必须通过一个物理连

接将信号传输到示波器内。这种物理连接就是探头。探头对高速信

号测量来说至关重要。普通无源探头一般有1：1探头和10：1探

头两种。这两种探头除了衰减比例不同外，还会对高速信号产生很

大的差异。想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现讨论一下探头的一个关键特

性——负载效应。

理想情况下，我们

希望我们的测量设备的

阻抗无穷大，这样测试

设备的接入就不会对被

测系统产生任何影响，

从 而 保 证 测 量 的 真 实

性。但是遗憾的是测量

系统不可能有无穷大的

输入阻抗，而这时候，

测量设备的接入，会对被测系统产生什么影响呢？假设被测试系统

如图所示。

可以看出，测量点电压：

而当采用示波器进行测量

时，由于示波器的输入电阻和

寄生电容，会使得此时的等效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图6 探头接入等效示意图

可以看出，此时测量点电压为：

其中Rin为输入

阻抗，Cin为寄生电

容，s代表频率。可

全融合核心网，助力 5G 快速部署

使用示波器测量高速通信信号的检查法

图1:面向5G的核心网部署方式对比

图2：中兴通讯网络切片管理系统CloudStudio架构

图1 截至频率为方波频率的滤波情况

图5 被测系统等效示意图

图3 截至频率为方波5次谐波频率

的滤波情况

图4 截至频率为方波7次谐波频率

的滤波情况

图2 截至频率为方波3次谐波

频率的滤波情况

以看出，此时测试点的电压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了探头接入前后，信号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通过公式可以看出，Rin越大，

对信号影响越小。而1／（Cin×s）这项是寄生电容与测量信号频率的乘积的倒数，当测试信号频率越高，则这项的影响就越

大，要想降低该项的影响，只能尽量降低寄生电容Cin的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