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861718.com（让中国制造业不缺测试测量工程师）

www.861718.com（让中国制造业不缺测试测量工程师）

官方微信，敬请关注

2020 年 3 月15 日
15 th Mar. 2020

第215期  No. 215

《仪器仪表商情》报刊  中国仪器仪表商情网     全球测试测量行业最大的全媒体平台 !

让中国制造业不缺测试测量工程师

仪商旗下品牌：

一站式工业仪器仪表电商平台 网络精准营销工具

星球国际资讯集团
Global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Group

电话（ Tel ）： (86-20)-3405 0665
                                                 3405 0657 
传真（Fax）：(86-20)-3415 0697 

广州德禄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海外协办机构（Overseas co-organizers）

香港无线电技术出版社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电话 (Tel)：(852)2342 8298      
传真 (Fax)：(852)2341 4247

COMMUNICATION  INSTRUMENT  COLUMN
第      期   1 No.12013年10月15日

15 th Oct  2013

通信仪器专版
Welcome to Subscribe, It is for free. 

(Global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H.K.) Co., Ltd.)

(Headquarter)

Industry Information
业界资讯
Industry Information

日前，是德科技公司宣布推出全新5G

信道仿真解决方案，加速5G无缝互连部署

并提供卓越的最终用户体验。

Keysight PROPSIM FS16 信道仿真

解决方案

作为是德科技众多创新技术中的最新

成员，将会助力加速 5G 的开发和商业化应

用。PROPSIM FS16 支持毫米波频谱中

的超宽带宽、波束赋形技术和多天线配置，能够帮助用户验证 

5G 新空口（NR）设备的性能。

新 5G 信道仿真解决方案为是德科技 5G 信道仿真器系列

带来全新能力，进一步扩大它们在设备和基站基准测试与验证

中的广泛应用。对于采用 MIMO 和大规模 MIMO 天线技术实

现高数据速率通信的 5G 设计，PROPSIM FS16 能够帮助芯

片和设备制造商可靠和经济高效地验证其真实性能。该解决方

案集成在一个紧凑的模块化台式 5G NR 射频（RF）信道仿真

器中，提供可扩展的衰落容量和直观的软件工具。

是德科技信道仿真解决方案总监 Janne Kolu 表示：“是

德科技的新射频信道仿真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互联生态系统经济

高效地加速 5G 创新设备的开发和商业化应用，从而为最终用

户提供卓越的使用体验。我们全方位的 5G 

信道仿真产品组合能够在设备的整个设计流

程中提供始终一致的衰落功能，使设计人员

可以经济高效地对 5G 设备进行调试、优化

和性能验证。”

PROPSIM FS16 解决方案与是德科技

业界首创的 PROPSIM F64 信道仿真解决

方案双剑合璧，可以满足 5G 无线设备制造

商对超高衰落容量的需求。PROPSIM FS16 支持 3GPP 指

定的 5G NR 频段和带宽。它还可以与 Keysight 5G 网络仿真

解决方案无缝集成，满足 3GPP（全球移动标准组织）规定的

一致性测试要求，同时满足其他性能要求。

Keysight PROPSIM FS16 解决方案具有以下重要特性

和优点：

•衰落信道数量可以从 2 个扩展到 1024 个，对各种 

MIMO 设计进行低成本测试。

•支持真实的双向衰落，验证设备的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

•单向衰落功能将衰落容量集中在下行链路上，可以高效

率地测试设备接收机，从而全面且经济高效地满足 3GPP 的 

MIMO 空中（OTA）测试要求。

近日，中国工信部召开了媒体通气

会，在会上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简勤表示，

加快推进5G服务经济社会民生，截至1月

底已开通5G基站7.4万个，发展670余万

5G套餐客户。同时表示在1月7日时5G套

餐客户数为302万，在不到一个月内就完

成了翻番的壮举。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此前表示，2019

年中国移动发布并大力实施“5G+”计划，建设5G基站超过5

万个，现阶段全国已有50个城市的客户率先享受5G商用服务。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简勤则表示，中国移动将实施5G引领计划和

双百亿计划，2020年将发展7000万5G用户，销售3亿笔5G业

务、1亿部5G手机、5000万台家庭泛智

能终端和1500万行业模组。

自从去年年底三大运营商公布5G套

餐资费后，国内算是进入了5G时代。各

大厂商都在陆续推出自家的5G手机，但

目前5G套餐客户数量并不高的原因主要

是5G资费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还是比较高

的，以移动自身为例，最低128元/月，

包含500分钟通话和30GB流量，月费最高可选598元，包含

3000分钟通话和300GB流量。相信5G套餐的资费降到与4G套

餐差异不大时，国内的5G用户基数会极速上涨。

以 “ 伟 大 的 创 意 需 要 精 益 的 解

决方案”为目标，罗德与施瓦茨现在

提供了一个基于浏览器应用的，用户

可以进行远程射频分析而不需要购买

一个永久软件许可证的云平台。通过

R&S Cloud4Testing云平台，用户

只需提供一个有效的认证信息接入网

络，就可以使用罗德与施瓦茨不同的

软件解决方案用于测试。

R&S Cloud4Testing是由罗德与

施瓦茨提供的一个革新的SaaS (软件

即服务)云平台，通过浏览器而不需要

安装任何额外的软件或插件即可接入平台。首个云端部署的信

号分析工具是R&S VSE矢量信号分析软件，它能将强大的信号

分析体验和功能直接应用于客户桌面。R&S VSE能够帮助用

户分析并解决多种标准的模拟和数字调制信号问题，包括5G和

LTE/NB-IoT。R&S VSE是用于各种通讯制式信号分析非常完

美的工具，例如对物联网设备和芯片的信号进行分析。

在云平台上还提供了通用的R&S 

WinIQSIM2信号生成软件，该软件为

R&S VSE提供了所有符合现代数字

通信系统标准兼容的参考信号。R&S 

WinIQSIM2涵盖了广泛的应用，凭借直

观、友好的用户界面可以方便的创建标

准一致的波形，同时还允许用户修改生

成自定义的特定的波形。

R&S Cloud4Testing产品负责人

Sascha Laumann说到：“我们很高兴

能提供这样一种满足我们客户现代需求

的创新服务。它为那些希望用较低的初

始投入，即可使用罗德与施瓦茨远程软件解决方案的用户提供

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他们只需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付费，

而不需要购买所有必要的软件许可证。我们将在未来不断扩展

这项服务，使其包含更多的软件解决方案，并将添加其他功

能，使整个使用过程尽可能便捷。”

罗德与施瓦茨新的 5G 无线资源管理（RRM）一致性测试

系统——R&S TS RRM 针对各种 FR1 和 LTE 频段组合的首

个测试用例认证，获得了全球认证论坛 GCF 和 PTCRB 认证

组织的认可。该解决方案是深受好评的 RRM 一致性测试系统

家族的最新成员。

移 动 通 信 技 术 需 要 进

行一致性测试，因为全球范

围内的移动网络运营商都依

赖 GCF 和 PTCRB 认证方

案来认证其网络中的移动设

备。R&S TS RRM 的更新

版本已通过此认证过程，从

而确保该解决方案被认可为

适用于 3GPP 规范定义的 

5G RRM 需求，GCF 也为

其分配了 296 的平台号。

根据 GCF 和 PTCRB 的要

求，RRM 测试是几种协议和射频测试方法的组合。它用于确

定手机对变化的射频信号的反应时间，以及设备切换到不同信

号源所花费的时间。

罗德与施瓦茨是众所周知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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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X500 无线通信测试仪也为 R&S TS RRM 的更新

版本增加了 5G NR 信令功能。因此，该解决方案现在可以

覆盖 LTE、WCDMA 和 5G 技术。借助配套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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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 TS RRM 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为已经拥有完

善的 R&S TS RRM 先前版本的用户，提供了一个平稳升级到 

5G 的途径。只需添加新的 R&S CMX500 作为扩展，即可升

级到 5G RRM 测试。

R&S TS8980 也支持 5G RRM 测试用例。R&S 

TS8980 是市场上唯一能在同一平台上支持从 2G 到 5G 移动

技术的射频一致性测试系统。

是德科技公司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的合作成绩

斐然，推动了IMT-2020(5G)推进组组织的5G新空口(NR)基

站性能测试。

IMT-2020 (5G) 推进组汇集了全球多家通信运营商、产

品供应商、高校及科研机构。是德科技是一家领先的技术公

司，致力于帮助企业、服务提供商和政府客户加速创新，创造

一个安全互联的世界。

通过与 CAICT 密切合作，是德科技协助基站制造商根

据 IMT-2020 测试要求精确、可靠地验证其产品的大规模 

MIMO1 的性能。

Keysight PROPSIM F64 5G 信道仿真解决方案，可

以仿真真实的无线信道环境，加速对新 5G 移动设备和基站

进行性能验证，使它们更好地在中国进行部署。Keysight 

PROPSIM F64 解决方案是一个多功能的信道仿真和建模工

具，可以使用完善和相干的复杂 3D 传播信道模型，对 5G NR 

大规模 MIMO 基站和移动设备的端到端性能进行验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CAICT) 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科

研事业单位。大规模 MIMO 技术使用的天线阵列包含大量可控

制的端口，用于建立可靠连接，使最终用户获得卓越的性能体

验。

PROPSIM F64 解决方案支持多达 64 个射频（RF）端

口，可以满足这些超高容量测试的需求。Keysight 5G 信道仿

真器为验证端到端数据吞吐量、波束处理、移动性和切换场景

提供了可靠且可重复的测试方法。

是德科技商业通信事业部高级总监曹鹏表示：“是德科技

早在十多年前便开始与 CAICT 开展合作，并为 5G 在中国的

商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与这些矢志创新的

科研机构精诚合作，携手开展 5G 和其他相关技术的研发，为

创造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而努力。”

是德科技与 CAICT 的合作已经取得卓越成果，在业界首

次实现了符合 3GPP 5G NR规范和 IMT-2020 测试计划的

三维多用户信道模型验证。验证采用了端到端测试系统，包括 

PROPSIM F64、5G 基站（gNodeB）和 5G 移动设备。

CAICT 主任工程师张翔博士表示：“我们很高兴继续与

是德科技进行长期合作，利用是德科技业界领先的 5G 解决方

案，在复杂的 3D 空间衰落信道条件下开发有效的 5G NR 大

规模 MIMO 测试用例。”

在实际网络完成硬件或软件部署之前，全球许多移动运

营商纷纷采用 Keysight PROPSIM F64 解决方案来验证 5G 

NR 设备和基站。作为业界首个 5G NR 大规模信道仿真解决

方案，PROPSIM F64 与是德科技的端到端网络仿真产品组合

无缝集成，在从研发到设计验证，再到制造的整个工作流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德科技推出全新 5G 信道仿真解决方案

加快推进 5G 服务 中国移动已开通 7.4 万个 5G 基站

罗德与施瓦茨发布首个 SaaS 射频测试应用软件云平台

R&S TS-RRM 测试系统完成首次 5G RRM 一致性测
试用例认证

是德科技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CAICT) 携手
加速 IMT-2020(5G) 推进组组织的 5G 基站性能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