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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SA(全球移动供应商联盟)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

月，全球已经有34个国家部署了61个商用5G网络，119个国家

的348家运营商宣布他们正在投资5G。由此可见，全球运营商的

5G基站部署需求是巨大的。

此外，无线接入网也出现了变革，例如最近迅速火起来的

O-RAN也给小基站提供了新的选择。

那么，面对基站需求和众多新技术的加入，我们应该如何

进行基站的测试呢？下面介绍下5G基站测试利器——终端模拟

器，简称UEE(UE Emulation)。

什么是终端仿真器 UEE？
UEE简单来说就是模拟接入基站（下面简称gNB）的终端

设备，用来测试gNB是否

符合3GPP标准，是否能

够在真实网络环境中满足

终端的种种业务需求。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

么非要用终端仿真器？直

接用实际的终端设备测试不行么？gNB测试分为哪几步？gNB的

测试方案是什么？O-RAN的测试方案又是哪些？针对不同测试

需求如何灵活配置？

为什么非要用终端仿真器？直接用实际的终端设备测

试不行么？
从时效性，可重复性和大话务量三个方面来看，实际的终端

设备都无法满足gNB测试的需求。

时效性

在功能测试中，基站和手机终端都是遵照3GPP规范。例如，

在新功能和特性上，如果使用商用终端测试，首先需要此终端能支

持这个新特性。但是终端和芯片在标准跟进上没有这么快，还不支

持这个新特性。这时，终端模拟器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可重复性

在负载测试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测试结果的可重复性。如果

使用真实终端来测很难控制结果的可重复性，比如gNB使用新的

特性，需要测试对于用户体验是否有提升。如果使用真实终端测

试，由于测试结果的可重复性低，难以评估新特性对用户体验的

真实提升度。

大话务量测试

例如负载测试的大话务量话务模型测试，如果使用真实终端

测试，首先终端环境搭建很困难。另外，如何控制如此多终端、

终端间干扰等因素都会对测试结果造成不确定性的影响。

gNB测试分为哪几步？
1. 功能性验证

包括仿真单个UE在基站注册，物理层测试等。通过这些测

试gNB是否符合3GPP标准要求。

2. 负载和压力测试

大家可以理解为使用多UE验证基站。基站实际在网络中部

署会为很多终端服务，对gNB测试时也需要用大量终端来验证。

测试gNB是否可以为这多终端服务，终端用户的用户体验如何，

QOS如何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Load的条件下来验证。

3. 最终验证

仿真现实网络中的使用场景。在现实网络中，不同终端在做

不同事情，有的终端在上网，有的在FTP，有的在看流媒体视

频。我们需要在实验室中把这个复杂的场景抽象成一个话务模型

（Traffic Model）。用这个Traffic Model测试gNB对模型中各

种话务的承载情况，用于不同业务终端的体验如何。

举个例子，更加形象的帮助大家理解：
真实性：移动网络已经不仅仅是用于给我们打电话上网的

了，有很多垂直应用，比如IOT VR 自动驾驶。有一种测试就是

使用基站在现实网络的数据中进行建模，在实验室把话务模型重

新回放给基站。怎么做到真实性呢？如果实验室中话务模型和现

网模型不相同的话测试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比如，在实验室中做到数据流量与现网一致，好比井盖，共

享单车，自动驾驶等。这些终端的数据报文特点不相同，很难把

海量的垂直行业业务的仿真都放到UEE中。但是，可以通过业务

回放功能来把数据在实验室中进行回放。比如我们抓一段智能抄

表数据，并且在之后复制10000份通过终端仿真进行回放，就好

像有10000个水表在同时上报数据。所以用这个方法可以在实验

室中很真实的仿真话务流量。

5G 基站测试利器——终端仿真器 UEE，你了解它么？

近年来，随着智能化产品层出不穷，竞争愈发激烈，众多终

端类产品厂商对自身产品的指标要求越来越高，除了传导测试，

也开始对自家产品提出OTA性能指标的要求。本篇文章就跟大家

分享一下5G时代OTA测试的相关内容。

1、OTA测试是什么？
顾名思义，OTA测试会模拟产品的无线信号在空气中传输

的场景，在待测件发射天线或接收天线端口通过无线信号与测试

系统连接开展测试。

OTA测试可以将产品内部辐射干扰、产品结构、天线的因

素、射频芯片收发算法等因素考虑进去，是非常接近产品实际使

用场景的测试手段。

我们以最早的3G UE SISO OTA测试为例来了解OTA测试

所需的最基本环境：

﹒吸波暗室，转盘（控制UE旋转）；

﹒探头天线（在某一固定位置接收UE辐射信号）；

﹒用于提供探头天线虚拟基站信号的无线测试平台（如

Keysight UXM系列，图中未显示）；

﹒测量过程中将通过旋转转台来控制并测量UE天线在不同方

向的辐射特性。

图 1

4G LTE时代的测量由于MIMO的引入而变得更加复杂，

3GPP标准委员会采纳了两种测量方式：

﹒MPAC

Multi-Probe Anechoic Chamber 多探头法

﹒RTS

Radiated Two-Stage Method 辐射两步法

这两种方案都可以测量UE在衰落信道下的吞吐量指标。

MPAC所需的基本设备包括吸波暗室，无线测试平台

(如Keysight UXM系列)，信道模拟器(如Keysight Propsim 

Channel Emulator)，多组探头天线及转盘；

RTS测量方案所需的基本设备包括吸波暗室，无线测试平台

(如Keysight UXM系列)，一组探头天线，衰落信道由UXM内部

的通道模拟器实现。

2、OTA的主要测量指标
OTA测量包括发射端测量和接收端测量两个部分。发射端

测量指标主要包括以功率测量为主的指标，如TRP(总辐射功率)

和以信道质量为主的指标如Directional EVM；接收端测量指标

主要包括波束顶点处的灵敏度，交调，Throughput(吞吐量)等。

具体如下：

- 发射端：

﹒ACLR (Adjacent Channel Leakage Ratio) 邻道泄漏功

率比

﹒TRP (Total Radiated Power) 总辐射功率

﹒EIRP (Equivalent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 等效全向

辐射功率，即某方向测得的辐射功率，为TRP的基本构成单位

﹒Directional EVM (Error Vector Magnitude) 具有方向性

的矢量误差幅度

﹒Directional Power 具有方向性的功率

- 接收端：

﹒TIS (Total Isotropic Sensitivity) 总全向灵敏度

﹒EIS (Effective Isotropic Sensitivity) 有效全向灵敏度， 

即某方向测得的灵敏度，为TIS的基本构成单位。

﹒Performance Test即特定场景 (SISO/MIMO) 下的吞吐量

测试

3、5G的到来，为OTA测试带来了新挑战
5G 时代，系统频段更高，此外基站Massive MIMO技术的

应用，使得传统的传导复杂程度大大提高，除了手机，基站端也

不得不进行OTA测试。

（1）5G OTA测试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挑战

①5G OTA测量需支持两个频段：FR1—6GHz以下频段以

及FR2—毫米波频段。

表 1

②基站端引入的Massive MIMO技术要求其至少支持8X8阵

列天线，阵列合成波束的直接远场测试对暗室尺寸要求很大。目

前可能的方案有紧缩场测量，近场测量，由中场测量结果推算紧

缩场等，不同方案各有千秋，最终测量方案标准委员会尚未有定

论。

③OTA测量往往需要遍历整个球面不同方向，至少需要多

少个测试点，如何划分测试点，这些都直接影响测得的系统性能

和测试速度。

④未来5G NR毫米波终端设备很可能不存在射频测试端口，

这意味着以往所有传导测试下测量的各项指标都要转到暗室OTA

环境测试，过去积累的测量经验不再适用。

（2）不同无线通信制式的OTA一致性测试比较

表 2

4、5G时代，如何轻松应对OTA测试挑战
由于暗室的引入，OTA测试系统非常复杂，系统搭建时间

长，硬件设备多，而OTA系统指标测试需要在所有硬件都就绪的

情况下才能展开，一旦发现待测件OTA系统性能无法满足3GPP

要求，就需要重新返工，这导致产品系统集成的成本很高，风险

极大。

（1）应对OTA测试带来的挑战

为了应对OTA测试带来的挑战，在硬件设备准备齐全之

前，可以先通过进行OTA仿真，在产品研发阶段提前快速获取系

统OTA指标性能上限，在仿真环境下确保产品满足OTA各项指

标要求后，再进行后续开发和硬件测试，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设计

风险，避免不必要的返工，减少反复测量的次数。

5G NR OTA测试是对整机的测试，需要综合考量基带、射

频及天线共同作用下的性能指标，因此需要一款能够同时考量这

三方面，并且能够测量OTA所需的系统指标，如EVM, ACLR, 

Throughput等的仿真软件。

（2）Keysight Pathwave SystemVue

Keysight Pathwave SystemVue 是用于电子系统级(ESL)

设计的专业EDA软件，是业界唯一可以完整的进行5G NR 基站/

手机的基带、射频及天线整机OTA仿真和系统验证的工具。

﹒对于5G基带系统实现

SystemVue提供基于3GPP协议标准的5G NR基带算法

参考库，包括上行/下行信号的物理层发射和接收算法，覆盖

0﹒5GHz ~ 100GHz的3D毫米波信道模型，发射及接收OTA暗

室模型等；

﹒对于射频子系统的考量

SystemVue内提供丰富的射频行为级模型，支持通过器

件射频参数模拟实际射频器件，或导入器件的S参数、X参数模

型，或直接与Keysight Pathwave ADS (Advanced Design 

System) 专业的射频电路级设计软件进行联合仿真；

﹒对于天线性能的考量

可以通过在SystemVue的信道模型或OTA暗室仿真模型内

导入仿真或测量得到的天线远场方向图文件—Antenna Pattern 

(可通过Keysight Pathwave EMPro 三维电磁场仿真软件仿真

并提取)，用以将天线辐射特性反映在实际传输信号中。

图 2

在早期设计阶段

通过系统级仿真获取系统性能的上限，完成射频模组及天线

的系统级定标。SystemVue提供符合3GPP一致性测试标准的

仿真模板，设计者不需要花费时间研究协议的具体内容与物理层

实现方式，只需通过带入测试用例所需基本参数，即可通过OTA

仿真获取EVM/ACLR/灵敏度等指标，在设计初期快速定位问

题，降低系统集成的风险。

在产品验证阶段

通过与ADS等专业电路级仿真工具进行联合仿真，或导入射

频器件仿真或测量模型，如S参数、X参数等，并导入EM仿真或

暗室测量得到的天线方向图文件，以进一步使仿真结果贴近真实

产品性能，提前验证系统OTA性能指标，缩短OTA验证时间，

节约暗室测量时间与成本。并且，SystemVue可与Keysight仪

表无缝连接，支持快速搭建参数可配置的原型样机系统，加速硬

件验证流程。

另外，SystemVue也可仿真验证基于RTS两步法的OTA测

量方法和MPAC OTA测量方法，并助力了标准化制定过程。

K e y s i g h t 积 极 参 与 标 准 化 定 制 过 程 ， 在 3 G P P 协 会

针对MPAC OTA测量的探头摆放位置的标准化进程讨论

中，Keysight结合F64信道模拟器，利用系统级仿真工具

SystemVue及其OTA暗室模型，仿真评估了不同探头天线摆放

位置下系统的吞吐量，提出了最优的探头摆放方案并通过了提案

(R4-1912104)。

关于FR2的测量中，Keysight基于SystemVue中进行的吞

吐量仿真提出了RTS测量中的暗室隔离度指标建议，详情请访问

3GPP网站下载R5-198264提案。

5、使用SystemVue软件进行OTA仿真的流程

图 4

SystemVue中的OTA仿真流程根据测量需要，主要分为两

类：发射端测量流程 和 接收端测量流程。

所需模块包括：

﹒5G NR基带算法模型

用于产生并发射、接收解调、解码、测量5G NR上行/下行

数据；

﹒OTA暗室仿真模型

用于模拟OTA测量环境，支持任意排布的天线阵列，天线

方向图的导入，任意方向的探头位置等；

﹒根据3GPP TR 38﹒901 建立的3D MIMO 信道模型

用于Performance Test等需要的衰落信道，完成协议要求

的吞吐量(Throughput)测试，或模拟动态波束赋形和波束跟踪在

LOS信道下的性能。

- 发射端测量流程：

基带信号产生 → 射频模块 → Tx相控阵处理 → 暗室Tx 

OTA模型(最终输出空口信号的EVM/ACLR等测量指标)

- 接收端测量流程：

(虚拟发射端信号产生，终端测量时，即为模拟基站发射信

号) → 暗室Rx OTA模型 → Rx相控阵处理 → 射频模块 → 基带

接收机(包括同步，信道估计，译码等过程，最终输出吞吐量/灵

敏度等测量指标)

6、OTA仿真案例
SystemVue 提供根据协议搭建的基站及UE终端仿真模板，

分别包括对发射端、接收端所需各项指标的仿真和验证，以及

SISO/MIMO场景下的各项指标验证，并支持根据用户所需场景灵

活调整系统架构。以下是基站和UE终端的两个OTA仿真模板。

（1）基站下行发射端测量

以基站下行发射端测量为例，需要测量Directional EVM, 

EIRP, TRP, ACLR等指标。系统原理图中包括基本的NR下行

(BS)信号源，上变频模块，功放模型，相控阵波束控制模组，

Tx OTA暗室模型以及信号测量模块，实际应用中可根据用户设

计调整其中的基带、射频及天线模块实现方式。

图 5

本例中，通过在模板中的Tx OTA暗室模块中导入中场、远

场等不同情况下的天线方向图，并控制探测点位置的扫描，仿真

得到不同波束方位角的测量指标。

图 6

以图6中directional EVM 和SSB Power Phi Cut为例说明

仿真情况：

红色为收发天线间距10倍波长处的结果

蓝色为距离50倍波长处的结果

绿色为距离500倍波长 (接近远场) 处的结果

基于中场和基于远场的结果在波束主瓣方向基本一致，而在

波束零点位置，由于中场无法忽略位置信息带来的相位影响，因

此和远场结果有所区别，这与暗室测量结果一致。同时也可以看

到，在信噪比一致的情况下，EVM结果与功率结果互补。

（2）手机终端设备(UE)接收端灵敏度测量

我们再来看一下终端设备的接收端测量模板。协议规定参考

灵敏度指标REFSENS为在基站波束与手机波束主瓣方向对准

时，接收端可以进行可靠通信 (吞吐量百分比在95%及以上) 所

需的最小信号功率。

图 7

图 8

利用上图8模板，可进行REFSENS灵敏度测量。

接收端测量的信号源来自基站，因此仍然使用NR DL信号源

提供虚拟基站信号并上变频到射频信号，并添加相应射频器件参

数；

而此时OTA暗室模型、波束扫描及其他射频前端模块则模

拟待测UE探测点及接收模组，其中天线部分仍由天线方向图文

件带入OTA模型内实现；

基带接收机部分由SystemVue 5G算法库提供，最后接测

量模块求解出BER，Throughput等指标，并通过对功率进行扫

描找到Throughput由100%下降到95%时的临界点，以得到接

收机前端灵敏度REFSENS。

基于此，也可扩展到覆盖整个球面的灵敏度仿真，以确保

UE如手机在任意方向的通话质量，这一指标在标准中通过EIS 

(Effective Isotropic Sensitivity) 定义：

将球面灵敏度功率EIS进行累计积分得到EIS CCDF曲线，

根据不同功率等级，协议定义了在EIS CCDF曲线的不同百分比

处对应的EIS，即UE球面覆盖功率指标要求。SystemVue已提

供了不同球面分割情况下，该项测量指标的仿真，在此不做更多

赘述。

5G OTA 测试太复杂？试试用仿真工具来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