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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与施瓦茨新的5G射频一致性测试系

统——R&S TS8980FTA-3A针对各种FR1和

LTE频段组合的首个测试用例认证业获得全球认

证论坛GCF和PTCRB认证组织的认可。该解决

方案是成功的射频一致性测试系统的最新版本，

并且是市场上唯一能在同一平台上支持从2G到

5G移动技术的解决方案。

一致性测试对于移动通信技术至关重要，因

为全球范围内的移动网络运营商都依赖GCF和

PTCRB认证方案来认证网络中的移动设备。这一

认证过程还确保R&S TS8980的更新版本已被GCF和PTCRB

正式认可为适合3GPP规范的5G射频测试标准。

罗德与施瓦茨已经是从2G到LTE的一致性和运营商终端

入网测试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供应商。新的R&S 

CMX500无线通信测试仪为 R&S TS8980增加

了5G NR信令功能。该独特的测试解决方案现

在支持从GSM、WCDMA、LTE到5G的所有无

线接入技术的射频一致性测试用例，并且是涵盖

从研发到一致性测试的射频一致性测试的成熟工

具。借助序列软件R&S CONTEST，该集成测试

系统可提供高效、精确、可重复的测量结果。

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系统可以平滑升级到

5G。用户如果已经拥有完善的R&S TS8980测

试系统的先前版本，那么只需要添加新的R&S CMX500作为扩

展，就可以升级到5G射频测试。

今年10月，在美国沃斯堡召开的GCF CAG 第60次工作组

会议期间，国内领先的通信仪表厂商大唐联仪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唐联仪”)提交了100余项协议一致性用例的认证，

并成功完成多项WI的TPAC的激活。此次认证和激活工作得到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泰尔终端实验室和华为海思等产业链伙

伴的大力支持。

截至此次会议，大唐联仪通过认证用例数量近300项，居于

国内领先水平。大唐联仪首批激活了包含SA和NSA在内的6个

终端协议一致性WI，并在多个WI认证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其

中WI-503-EN-DC_3A_n78A的用例认证数量更是独家达到

激活门槛，依照GCF规则下次会议将自动启动认证。

据悉，相比上次会议，本次会议提交的用例总数和激活的

WorkItem数量，都有大幅的提升，标志着测试仪表功能有了进

一步提升，可为终端测试验证提供更完善的测试保证，同时也

必将加快5G国际化认证的步伐。随着5G的不断成熟，PCT测

试已经成为测试仪表的基础功能，大唐联仪除了在PCT测试用

例开发中进展迅速，在NS-IOT测试方面也独具优势。

作为国内领先的通信仪表厂商，大唐联仪一直深耕于通

信测试领域，已经形成了终端协议一致性测试系统、终端综测

仪和信号分析仪三大类产品，由此形成的基础研发平台也已经

覆盖终端测试领域和通用电子测量领域。未来将进一步发挥优

势，携手产业链伙伴，持续为终端测试验证环节提供高效可靠

的测试保证，为全球5G终端产业链的成熟和5G规模商用进程贡

献力量。

11月13日，为期3天的第十六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

博览会暨论坛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届光博会

吸引了国内外展商400家，作为国内光电测试产品的领跑者，中

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携“思仪”系列产品亮相光博会，为海

内外专业客户带来全新体验。 

全系列光电产品集中亮相
“思仪”系列光电产品涵盖6481系列小型化光纤熔接机、

6474保偏光纤熔接机、6422光时域反射计、光纤切割刀、光

源、光功率计、光谱分析仪和光纤应变分布测试仪，分别构成

光纤光缆工程、光纤传感应用、光有源、无源器件测试的综合

解决方案。相关仪器广泛用于光纤通信网、光纤传感等领域的

研发和测试保障。

数字通信仪器助力5G商用
中电仪器数字通信测量仪器覆盖通信网络传输性能测试、

数据通信测试和网络协议测试；移动通信测量仪器紧跟移动通

信标准发展，在我国TD-LTE/TD-SCDMA/GSM测试、通信

矢量信号发生与分析、无线电综合测试等方面推出众多产品。

本次展示了通信矢量信号发生器、通信矢量信号分析仪、矢量

网络分析仪、手持式以太网测试仪、数字荧光示波器和误码测

试仪。来自湖北及全国的高校学生和老师在现场交流与学习。 

中电仪器光电系列产品以面向应用的综合测试方案为重

点，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全方位测试服务。“思仪”始终秉承新

产品、新方案、新视角、新服务的理念，为中国光电事业的发

展保驾护航！

2G、3G、4G、5G移动通信频段中，也有其他发射机信号

存在，成为移动通信无线电系统的干扰源。包含了2.4GHz ISM

（工业、科学、医学）；蓝牙/WLAN；WiMAX/WiFi；RFID/

ZigBee；基于315MHz、433MHz、868MHz、915MHz、

2.4GHz的无线模块等无线电设备；战术通信卫星，北斗卫

星系统；数字集群无线通信（TETRA）等。需要使用SAF 

Spectrum Compact频谱仪确认专用无线电信道的可用性和状

态。 

使用设备：
SC，手持喇叭天线，2.92mm电

缆，指南针，波导适配器（可选）

操作步骤：
1. 距离塔楼一个合理的距离，使

用指南针找到正确的方位角，并在第二

个站点的方向上寻找环境中的某个物体，作为在塔中时的参考

点。

2. 爬上塔。

3. 将手持天线指向先前选择的参考点。

4. 将天线的垂直角度调整为相对于地面的90°，使用水平

仪工具。

5. 将 Spectrum Compact连接到天线。使用适当的衰减器!

6. 打开 Spectrum Compact。

7. 点击SPAN，然后点击 FULL SPAN。点击HOME。

8. 点击 SWEEP CONT（如果按钮是灰色的）。

9. 检查是否过载。

a) 如果图表上方有指示，请将SC去掉天线并添加衰减器。

b) 如果图表上方没有任何指示，请继续执行后续步骤

10. 点击 TRACE MODE，然后点击 MAX HOLD。点击

HOME。

11. 点击 FREQUENCY，点击 ENTER，并使用键盘输

入所需的无线电频率（以MHz为单位）。点击 ENTER，点击

HOME。

12. 点击SPAN，使用键盘输入span=200MHz。点击 

ENTER点击HOME。

13. 点击 POWER IN BAND，点击BW并使用键盘选择分

配的通道带宽。点击 ENTER。点击 SET TO CENTER。点击

HOME。

14. 点击 SWEEP CONT（如果按钮是灰色的）。

15. 点击SAVE以备查看。

16. 检查两个极化!

17. 在检查微波链路路径的方向后，建议从天线后面检查可

能的干扰源。因此，将天线旋转180°（与远程站点完全相反的

方向）。

18. 点击SAVE保存频谱曲线以供将来参考。

19. 检查另一个极化。

20. 点击SAVE保存频谱曲线以供之后参考。

21. 点击 TOOLS，点击 FILES。点击VIEW，用↑和↓导

航文件列表。

22. 检查 Spectrum Compact上的频谱曲线所有保存的频

谱文件必须没有专用频道内的任何信号。此外,两个相邻的（在

两个方向上的相同带宽中）通道也应该是清晰的。如果相邻通

道中有任何信号，则必须确保这不会导致干扰问题。

（虹科电子 供稿）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

下简称“进博会”）于2019年11月

5日-10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盛大

开启。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以下简称

“R&S公司”）作为外资仪表厂商的

代表参加了本次进博会，并现场演示

了毫米波快速人体探测解决方案、航

空航天与国防测试测量解决方案、无

线电监测系统、全新的5G测试测量解决方案以及5G元器件测试

解决方案。 

在本次进博会上，R&S公司联合产业界合作伙伴中国信科

集团签署了5G测试测量仪表采购协议。R&S公司中国区高级销

售总监张东东先生以及中国信科大唐移动副总裁王新民先生代

表双方出席了7日下午的签约仪式。

大唐移动与R&S公司有多年的合作基

础，此次针对5G新技术领域协议的签

署定能进一步深化合作，促进双方在

5G事业上的蓬勃发展。 

双方均表示“作为在各自领域的

佼佼者，过去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

测试测量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5G大时代到来的今天，双方将继续创新研发，紧密结合新技

术的演进推出全新的高质量产品和解决方案，让先进技术真正

造福人类、改变社会、创造未来。希望未来双方能够继续鼎力

合作，共同促进，合作互赢”。

随着5G标准的落地和不断成熟，5G网络和终端的产品化进

程也在极大地加速，这其中测试测量工具发挥了相当重要的推

动作用。是德科技的VSA与X-app产品中的5G选件，作为功能

强大的5G NR信号分析工具，广泛地应用于基站，芯片以及终

端的研发与测试工作中。

在过去两年的5G信号测试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常见

的共性问题，下面就结合从星座图上直接观测到的三种异常现

象，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窗花般的星座图
相位补偿(Phase Compensation)是5G NR信号定义中新

引入的概念，用于解决发射端的中心频点与接收端的中心频点

不一致而带来的相位旋转问题。

不同于LTE，由于5G NR支持多种可变的载波带宽以及载

波内BWP的分配，因此收发两端的中心频点不一致是一个非常

典型的场景，如不进行合适的相位补偿会出现接收机无法正确

解调信号的情况。具体地，在如下3GPP TS38.211定义的信号

产生公式中，要求逐OFDM符号地进行相位补偿，并且是补偿

到特定的某个发射频点(f0)，这个补偿需要在基带信号中完成。

在分析5G NR信号

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由

于相位补偿设置不正确而导致的解调失败，其主要现象就是出

现如“窗花”一般的星座图，如下所示。

从解调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步指数很高，达到了

99.9%，但是星座图却不甚清晰——它并不是完全随机性混乱

的星座图，而是呈现出有某种规律的窗花图样。由于相位补偿

是逐OFDM符号进行的，这里的“窗花”实际上就是各个符号

上的星座图旋转不同角度之后叠加而成的结果。因此，在测试

中看到如同窗花一般的星座图后，应首先去检查相位补偿的相

关设置：

1.此被测信号中是否使用了相位补偿？由于某些特殊的测

试目的，有些被测信号是没有进行相位补偿的，这样方便于信

号波形的产生并使用同一波形在多组频点进行测量。对于这种

情况，我们在解调配置中也应当关闭相位补偿。

2.如果信号中包含相位补偿，那么其补偿到的频点f0是多

少？通常情况下，接收端相位补偿的频点就是测量的中心频

点，但是在某些特定测试场景下（如录制信号在不同频点回

放，对毫米波信号在中频频点进行测量等），也存在相位补偿

频点并非测量频点的情况，因此需要结合测试场景仔细核实f0的

频点设置。

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上述两种配置正确，我们就可以看

到窗花从星座图上消失了，一个清晰而规则的星座图将呈现在

面前。

星座图上的零点
5G NR信号定义了不同调制等级的星座图，由QPSK，

16QAM，64QAM 直至256QAM，在正确解调的情况下，我

们会在解调软件上观察到与标准定义一致的清晰的星座图样。

但是在某些解调配置下，我们却经常发现在星座图的零点

位置上也出现了星座点。这个零点很多时候会让测试工程师因

为没有注意到而非常困惑，因为星座图本身看起来很清晰，但

是EVM测量数值却比预期差很多。

从信号解调角度来看，任何时候在星座图的零点上观测到

星座点，都应当是不

合理的现象，会直接

导致EVM结果的恶

化，因为几乎不会有

任何星座图的定义包

含零点位置，因此需

要去了解其出现的原

因并修改解调配置来

消除。

Figure 2. 零点处出现星座点的星座图

在实际的5G NR信号解调中，出现零点的最常见的原因就

是DMRS与Data是否在同一symbol内复用的配置不正确，相

关的参数是CDM Group Number， 如下面两图所示的DMRS

符号（symbol#2）内，红色子载波代表DMRS，其余的子载波

位置既可以配置成发送绿色的Data，也可以配置成不发送任何

数据的保留子载波。

零点出现的原因就是解调端误认为在那些保留子载波的位

置也是正常发送了调制数据的，但实际检测到的都是功率为0的

星座点。因此我们需要在解调配置中将CDM Group Number

修改为2 (X-app中需要通过修改Antenna Port Index 参数来

配置)，这样就不会去试图解调那些不发送任何数据的保留子载

波，使得零点得以消除。

完美星座图下的糟糕EVM
在一些针对PDSCH/PUSCH的解调测试中，用户通过调

整各种解调配置（包括Equalizer 和Tracking选项等），终于

R&S TS8980 完成首批 5G 射频一致性测试认证

大唐联仪完成多项 WI 的 TPAC 激活 用例总量国内领先

“思仪”系列产品亮相光博会 数字通信仪器助力 5G 商用 如何用频谱仪确认专用无线电信道的可用性和状态

中国信科和罗德与施瓦茨签署 5G 测试测量仪表采购协议

5G 信号分析之小锦囊

Figure 1. 相位补偿设置不正确导致的窗花星座图

得倒了一个清晰而规则的星座图，但是测量所得到EVM数值仍

然高于预期范围， 并且存在着若干EVM数值远高于其他点的星

座点， 经检查星座图中也未发现存在零点。

再次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星座图虽然十分清晰，但是

某些星座点的位置却是没有落在预期位置的。如图中Marker所

标识的QPSK的位置，预期应当只出现绿色的DMRS星座点，

而PDSCH data部分的黄色星座点应当只落在64QAM的点位

上，但是目前却出现了部分data星座点也落在了QPSK的位置

上。

Figure 5. Data点被误认为是DMRS的星座图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由于5G NR信号对于PDSCH/

PUSCH允许配置多组DMRS符号（如下图所示的symbol#2

与symbol#11）用于在特定的传输场景下提高信道估计的准确

度，具体的符号位置由DMRS-Add-Pos参数来确定。

因此，如果解调端没有正确配置全部DMRS的位置，就会

出现将QPSK调制方式的DMRS符号误认为是data符号进行判

决和测量， 导致最终的EVM结果出现恶化。了解这个背景之

后，解决办法就非常简单了，调整DMRS-Add-Pos参数到正

确位置即可。                                                          (时德科技 要鹏)

Figure 6. 配置了两组

DMRS符号的PDSCH 

(DMRS-Add-Pos=1)

Figure 3. DMRS 符号内存在与Data

的复用(CDM Group Number=1)

Figure 4. DMRS 符号内不存在与

Data的复用(CDM Group Number=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