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应急通信	
向更高性能发展
4 项新技术为公共安全和军事通信带来实质性改善



应急救援人员、军事人员和其他机构使用的通信设备需要具备极其可靠的性能。
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偏远山区或森林地区，覆盖范围必须始终可靠。网络需
要能够在瞬间建立连接并保持稳定，同时还允许实时添加新用户。为了最大限度
发挥工作人员的作用，现代化系统还必须支持以数据为中心的应用，例如地图、	
视频和位置服务。当然，这些功能绝不能损害通信的安全性。

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纯语音通信。为了支持和协助公共
安全和军事救援，应急通信系统必须引入在消费领域广为应用且经过增强的	
现代化数字功能和升级。

帮助军用和公共安全通信	
填补覆盖范围和性能差距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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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通信主要围绕以下四个趋势发展：

• 公共安全通信从模拟通信系统转换到数字陆地移动无线电 (LMR)系统

• 军事和公共安全通信引入Wi-Fi网络

• 长期演进 (LTE)与多制式无线通信整合

• 军事通信从模拟制式转变为定制的数字制式

在本电子书中，我们探讨了每个领域的情况，并提出了成功交付卓越的数字应急	
通信功能应遵循的重要标准。

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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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R：针对多种	
数字标准进行设计

第 1章

APCO P25、TETRA 和 DMR 为传统的模拟系统 
提供了合乎逻辑但竞争激烈的升级途径
LMR系统支持国家、省/州和地方应急救援部门、部落和地区/地域单位以及
公用事业公司等辅助部门的语音和低速/低数据速率通信。LMR系统通常包括
以下部分：

•	 手持便携式电台

•	 具有远距离传输能力的大功率车载移动电台

•	 包含功能强大的发射机的基站，通常位于非常高的建筑物或发射塔上

•	 互联网络

•	 用于手持、车载和基站无线设备的中继器（用于需要远距离操作的场景）

许多城市无论大小都在向数字通信系统过渡。由于全球范围内没有强制要求	
要在哪一天之前完成迁移，因此全球机构根据自身需求和可用的各种标准制
定迁移计划，这些标准包括公共安全通信协会 (APCO)项目 25 (P25)，地面集
群无线电 (TETRA)和数字移动无线电 (DMR)。鉴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机构
必须根据当地需求做出选择。北美以外一些地区部署了APCO P25。美国也少
量部署了 TETRA。虽然 TETRA一般比 APCO P25更经济实惠，但 DMR作为	
一种经济高效的替代方案已经浮出水面。

推动应急通信向更高性能发展    |    6优化物联网设备电池续航时间的四个技巧   |    6



APCO P25
APCO P25提出了开放标准的组合，这些标准对双向公共安全通信设备的设计	
和制造做出了规定。设备兼容性好、频谱效率高，可以在不同机构和厂商之
间实现互操作。APCO P25通过常规的直接模式操作 (DMO)、中继模式操作	
(TMO)和安全通信提供语音和数据业务。在常规操作中，用户与用户可以直接
通信，无需借助中继器或离网通信网关。这适合用户密度较低的小型机构或	
团体的需求。

一旦用户选择了正确的无线信道，即可立即进行直接通信。与之相反的是，	
中继操作利用各种共享无线信道来支持更高密度的用户。这个方案适用于给定
区域内的不同机构，可实现无缝的多机构通信和协作。

APCO P25标准分两个阶段实施，其中第 2阶段提供更卓越的性能，但这两个	
阶段彼此不兼容。如有需要，第 2阶段设备可以有条件地还原到第 1阶段。	
两个阶段都使用 12.5 kHz信道，但信道接入方法会根据实施的阶段而有所不同。
阶段 1使用频分多址，阶段 2使用双时隙时分多址 (TDMA)。第 2阶段的每个	
基站都提供两个语音信道，单个信道上可以同时进行两个对话，因此容量更大。
另外得益于 TDMA的传输效率提升，第 2阶段的电池续航时间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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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
在北美以外地区，TETRA是全球大部分地区所采用的公共移动无线电 (PMR) 

标准。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于 1995年开发了 TETRA标准。这个开放式	
标准提供高数据吞吐量和可扩展性。TETRA支持局域和广域覆盖范围，因此	
可以为大中小型网络（包括私网和公网）提供服务。

TETRA可为大范围群组呼叫提供快速呼叫设置。它通过数字编码算法提供高级	
语音加密。有了 DMO，TETRA可以脱离网络进行背对背无线通信。TMO 也	
可以通过 TETRA网络基础设施提供。取决于所在国家/地区，TETRA可能占用
不同频率，但通常会成对分配，用于民用/私人业务与紧急业务。TETRA使用 

TDMA信道接入方法在单个无线电载波上提供四个用户信道，这些载波之间	
间隔 25 kHz。

TETRA已经支持某些制式的数据通信，并将继续演进――新标准将会不断	
问世，例如可提供 TETRA 增强型数据业务 (TEDS)的 TETRA第 2版。TEDS 

能够利用不同射频信道带宽和数据速率灵活使用 PMR频段，因而支持宽带
高速数据通信业务。为了展示与军事通信应用进行互操作的可行性，第 2版	
采用了增强型混合激励线性预测 (MELPe) 语音编解码器。由于 MELPe编解码
器的比特率只有 2400 bps，背景噪声抑制和语音质量也相当出色，因此北约
在数字无线通信标准中使用了MELPe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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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R 
DMR是 ETSI的开放标准之一，对业务关键型应用比对任务关键型应用有更大
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源于其灵活的运行模式：免许可常规模式、许可常规模式
和许可中继模式。DMR应用涵盖消费领域、商业领域、工业领域（如建筑施工）
和公共安全领域。尤其是在公共安全领域，它不需要很高的预算，这对美国希
望升级到数字无线通信但又不想投入巨资部署 APCO P25的小型机构和市政
当局特别有吸引力。

DMR可以在同一信道上分别支持两个呼叫，其系统信道容量是标准双向模拟
无线系统的两倍。它通过第二个 TDMA时隙实现反向信道信令，从而为系统	
操作员提供优先级呼叫控制等功能。

DMR在分配给全球陆地移动频段的 12.5 kHz信道间隔内运行。这些系统可以
更有效地使用频谱，并采用信号处理算法将语音数据转换为数字数据。音频
处理功能会根据环境中的噪声大小调整音量。除了语音功能之外，DMR还支持	
一系列数据应用，包括 GPS定位、文本短信、遥测和无线电编程。用户还可
以通过配置优先级、特性和操作等系统参数，对系统进行量身定制，使其适应	
特定的环境。

业务关键型应用更倾向于选择 DMR，因为它具有 
以下主要特性 ： 
• 系统信道容量是使用双时隙 TDMA 技术的标准 

双向模拟无线电系统的两倍
• 增强的音频性能
• 支持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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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选择哪种标准，公共安全和其他机构都认为向数字通信转型是当务之急。
在危急情况下，现场的每个人――无论是否有管辖权限、来自哪个部门――	
都必须能够互相交流。除了网络覆盖范围、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标准特性以外，
这些机构还需要能够跨网络、设备和应用软件进行互操作的解决方案。数字	
无线通信系统的性能必须对照选定的标准进行全面测试，才能确保正确和	
精确的运行。

机构需要一种灵活的测试解决方案来测量模拟和数字信号制式，验证发射和
接收性能等关键参数。随着世界各地的机构纷纷制定迁移计划，这些系统的	
性能可能决定了无数人的安全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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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巨大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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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为应急通信	
带来巨大惠益

第 2章

WLAN 为公共安全和军事机构 
提供快速自组网络 
众所周知，军队、公共安全机构和其他许多机构以往主要进行语音通信，因此
一直使用模拟一键通话陆地移动无线 (LMR)系统。正如消费者喜欢通过图片和
视频等数据应用来分享信息，这些团体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数据访问实现快速	
响应。各个团体通过共享和访问地图、建筑物布局和视频片段，大大增强了	
态势感知。他们通常位于偏远地区，并且经常要机动执行任务，因此需要基于
无线局域网 (WLAN)技术快速部署自组网络。

WLAN以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的 802.11标准为基础，在不同设备	
和接入点之间实现高速通信。WLAN的核心是通信设备所连接的路由器或	
接入点。尽管一个设备到一个接入点之间的范围有限，但通过自组网状网络等
方式可以实现更大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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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领域中的 WLAN
WLAN为应急救援人员提供了一种即时可用、易于部署的网络。6 GHz IEEE 

802.11ax支持集中监管专用信道，从而简化了应急服务中，具备回程方案的
WLAN支持网络的配置。

商用网络依靠回程来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公共安全机构通常采用无线自组网
(WANET)或移动自组网 (MANET)来应对事件期间的流量尖峰或是将覆盖范围
扩展到偏远地区。

WANET 和 MANET都是移动设备自行配置和自行组织的网络。“自组”是指	
这样的网络不依赖固定的无线基础设施。这些网络属于分散型网络，各个节点
基于信号质量、频谱可用性和低成本路由算法等条件互相转发数据。

自组WLAN可以迅速部署，因此非常适合用于紧急情况和军事冲突地区。车载
自组网 (VANET)可以提供车辆与路边设备之间的通信。尽管尚未在公共安全场
景中实施，但 VANET在进一步改善紧急情况下的通信方面显示出了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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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 WLAN 可以快速设置并支持数据通信
军队迅速引入WLAN的目的是快速在冲突地区或训练地点建立通信网络。士兵
同时使用手持设备和车载设备，这些设备构成了网络节点。这项技术的自治性、
自我配置能力和自适应特性深受军事人员青睐。

自配置的 ad hoc网络需要传输和处理路由表来确定节点之间的距离。随着节点
数量增加，维护流量会不断上升，影响到网络性能，也增加了移动节点上的处
理需求。因此，一旦节点数量超过 30个，MANET性能就会下降，它最多只能	
支持 50个左右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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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军事通信的 WLAN 的研发
新 WLAN研发工作的重点是提高自组通信的效率和数据速率。2013年，美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启动了基于内容的移动边缘网络 (CBMEN) 

计划。该计划邀请创新人员一起推动 MANET突破常规的节点、时延和吞吐量
极限，目标是为身处网络战术边缘的军事人员打造各种应用。

作为 CBMEN计划和合同承诺的结果，美国陆军报告称在 2018年对一个具有 

320个节点的 MANET进行了测试。重复使用节点之间的路由而不是每次都探
索最优路线，非常有助于实现这样的性能提升。路由协议的发展使得无线节点
能够安全地传输和中继语音、视频、文本和传感器数据，从而摆脱了对外部基
础设施的依赖。在 37座多层建筑物中运行的 320个无线节点可以在单个射频信
道上成功通信。这个示例展示了为军事应用提高MANET性能的众多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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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军中的 WLAN 应用
无人机 (UAV)和船舶局域网也在使用自组WLAN技术。军队越来越频繁地将无
人机用于在特殊情况下或特殊地形中收集情报，从而避免让飞行员冒险出动。
无线自组网允许多架无人机互相通信并一起工作。如果一架无人机被毁，其他
无人机可以分担它的一部分任务并访问和共享其数据。

在海军舰船上实施 WLAN可以解决舰船到卫星双程通信造成的带宽限制和	
时延。通过结合使用卫星回程与自组网络，海上部署的船舶局域网可以支持	
船对岸和船对船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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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为公共安全和军用通信提供关键功能
对于军事和公共安全机构来说，LTE提供的更高数据速率和更大覆盖范围能
够为他们带来更优异的通信性能和增强的态势感知。通过实时访问即时数据，	
地图和建筑物蓝图等地理信息可以与来自无人机和现场其他来源的高清图像和
视频相结合。这些网络必须在个人、调度员或指挥团队之间提供持续、安全、
可靠的通信。 

LTE是一个纯粹的互联网协议 (IP)体系结构，具有低时延、高弹性的特点。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为 LTE和其他蜂窝电信制定了开放的全球标准。

3GPP第 12版标准制定了关于邻近业务的规范。万一网络中断，邻近业务支
持附近的应急救援电话直接通信。第 13版新增了任务关键型一键通话功能，	
以及一系列对于应急用户非常实用的功能。例如，通过“发现”功能，用户可以
知道在直接模式的范围内是否存在其他无线节点。如果用户超出了范围，他们
可以通过中继功能接入固定 LTE网络，从而与其他 LTE设备建立连接。第 14版	
则引入了任务关键型数据和视频功能以及其他一些有助于提升性能的功能。	
第 15版进一步推动了任务关键型支持的演进。3GPP致力于进一步增强公共	
安全和军事通信网络的性能。

第 3章

LTE：为任务关键型通信	
提供移动数据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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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应用中的 LTE
在战场场景中，使用传统通信设备的部队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口头传递敌我位置
等信息。而使用 LTE，他们可以实时共享图片和视频。LTE让全球的军事单位
可以更轻松地进行互操作。

LTE军事部署有多种不同模型，包括由武装部队建设和运营的基础设施，以及
与商用网络运营商的合作等等。强化过的 LTE解决方案即使在恶劣的天气和
其他条件下也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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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公共安全骨干网的 LTE
世界各地的应急救援机构都在从模拟通信向着数字通信升级。由于需要数据	
智能，这些机构也必须考虑采用 LTE。LTE公共安全系统支持一系列核心应急
通信功能，例如一键通话、对等操作和优先级分配。该系统还支持个人和系统
利用高清信号（来自闭路电视和其他信号来源）实施人脸识别等应用。

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家级政府都认识到了公共安全宽带网络
的好处。他们希望能够在更广阔范围内最终实现标准化，使不同地方、国家和
区域之间能够彼此互操作。首先，各个国家需要继续为公共安全机构提供专用
的宽带频谱。例如，美国就将 700 MHz频段的频谱专门分配给 LTE，用于提供
大范围覆盖和能够穿透建筑物结构的超强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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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LTE 实现公共安全转型
美国应急救援网络管理局 (FirstNet)已经授权使用 759至 769 MHz和 788至 

799 MHz。FirstNet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一个独立机构，负责建立和运营全国
性的宽带公共安全网络。

FirstNet的频段 14网络旨在实现可靠、功能强大和安全的通信。通过以商用标
准为基础，并充分利用了与运营商 AT&T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FirstNet承诺建
立一个经济高效且可以持续演进的通信网络。它的关键特性包括优先级接入、
抢占以及其他一些网络功能和增强型位置服务。

鉴于 TETRA成本高，加之自身能力的局限，所以英国决定用紧急服务网络 (ESN)

来代替其现有的应急救援网络。有了 ESN，公共安全机构将使用 LTE提供语音
通信，使用宽带提供数据通信。有趣的是，ESN 并没有专用频谱。隶属于英国
电信集团 (BT)的 EE有限公司赢得了基础设施建设合同。该系统使用了 EE在
800 MHz和 2.7 GHz频段中的商业频谱。EE目前在升级自己的现有网络并建
设大约 500个站点，这些可能会与其他移动网络运营商共享。他们的规划是覆
盖地铁、农村以及其他通常难以覆盖的区域。

韩国的公共安全网络是 SafeNet，它是一个独立的 700 MHz LTE网络。2014年	
的世越号沉船事件令人痛心疾首，因而催生了这样一个公共安全网络。三星是
基础设施和设备的主承包商。这个网络充分发挥了 LTE的群组呼叫和一键通话
等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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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4G LTE
3GPP第 15版是第五代 (5G)无线标准的第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发布使任务
关键型业务得以进一步发展。3GPP开始研究 3GPP定义的任务关键型系统与
传统系统（如 TETRA和 APCO P25）之间的互连。3GPP已经开始研究第 16版	
（5G系统的第 2版）的服务要求。

这项正在进行的工作着重说明了以下事实：任务关键型通信仍然是标准开发	
工作的重中之重；每个版本都在增强可靠性、灵活性、互操作性和弹性，同时	
增加了新功能。3GPP的工作重点还包括为任务关键型业务持续提供一致性	
测试标准。验证这些网络和无线设备的性能需要用到新的测试系统，包括灵活	
和可扩展的 PXIe测试系统。可升级性也很重要。对于任务关键型系统来说，	
必须接受全面测试，才能确保性能没有任何疑问。

2013
第 11 版

2016
第 13 版

2017
第 14 版

2018
第 15 版

以及未来版本

2015
第 12 版

用于第 2 区 
第 14 频段的 
公共安全宽带 

大功率 UE

LTE 系统与 
非 LTE 系统之间

的 MC 互通

增强型 MCPTT、
MCData、MCVideo

MC 系统迁移 
和互连

用于任务关键型 
通信业务的 MBMS

任务 
关键型改进

关键任务 
一键通 

(MCPTT)
集群通信系统 

赋能器

MCPTT
MCData
MCVideo

关键型通信 
特性

邻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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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通信：适用于	
复杂任务环境的可靠数字通信

第 4 章

推动应急通信向更高性能发展    |    23



军事通信：适用于复杂	
任务环境的可靠数字通信

第 4章

给军事系统添加复杂的调制方案 
可以提升可扩展性、安全性和数据速率
任务的成功取决于及时、安全、可靠地交换关键信息。随着军事通信从模拟	
技术发展到数字技术，设备设计越发依靠数字调制来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	
军事机构还使用数字调制来充分利用有限的频谱，用同样多或更少的频谱来	
容纳更多用户，同时实现更高的数据速率。

数字调制技术在幅移键控 (ASK)、频移键控 (FSK)和相移键控 (PSK)等基本	
形式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正交幅度调制 (QAM)和正交频分复用 (OFDM)都是	
典型的例子。  

新调制方案能够更高效地使用带宽、更安全地为战场场景提供语音通信。对长
距离模拟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还能提供更清晰、更精确、更安全的军事通信。

幅度

频率

或

相位

幅度

和相位

推动应急通信向更高性能发展    |    24



QAM 基础知识
WLAN、蜂窝系统和卫星使用 QAM是因为它具有比较高的频谱效率。QAM有
助于用最小频谱实现最大数据速率。QAM的基础是幅度调制 (AM)，它会在载波
上方和下方产生边带。这些边带与调制信号的最高频率匹配。AM包含幅移键控，
这种技术能够用同样的系统带宽传输更多数据，在带宽效率方面颇有优势。

通过结合使用幅度调制与相位调制，QAM每个符号能传输更多比特。8-QAM 

使用四个载波相位和两个幅度电平，因此每个符号能传输三个比特。16-QAM 

每个符号传输 4个比特，64-QAM每个符号传输 6个比特，依此类推。但是，
如果信号较弱或存在背景噪声的话，QAM解调会变得更复杂。QAM还需要线
性功率放大，这进一步增加了设计复杂性。

超越 QAM
幅度相移键控 (APSK)使用的幅度电平更少，但性能超越了 QAM。它将 ASK 

和 PSK结合起来改变载波的幅度和相位，从而为信号设置提供方便。符号设
置为在具有恒定相移的至少两个同心环内。由于幅度电平彼此接近，因此放大
器在更靠近非线性区域的地方工作。这使得 APSK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大输
出功率。卫星主要使用 16 APSK等 APSK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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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频分多路复用 
大多数宽带无线波形（包括WLAN和第四代 LTE）都采用正交频分复用 (OFDM)

调制方式。它通过结合使用调制和多路复用方法来提高频谱效率。

与单载波调制格式不同，OFDM将数据展开在多个子载波上。每个子载波以较
低速率承载和传输调制到子载波上的数据。由于符号率较低，OFDM不仅可以
抵抗多径衰落，还能提供更高的吞吐量和频谱效率。OFDM选择的子载波频率
和间隔无需再使用保护频段。由于有正交间隔，因此信号间干扰不再是问题。

如图所示，OFDM信号可以在时域（最上方图形）或频域（底部图形）中显示。

军事通信系统必须支持包括传统波形在内的多种调制格式，才能在当今全球
冲突地区常见的多国联盟中发挥作用。这些系统必须支持众多调制方式，以及
更大片频谱中的更宽频率范围。尽管频谱有限并且经常拥塞，但这些系统仍在
努力为越来越多的用户提供更高数据速率。

调制方案将继续演进，改善军事通信能力。随着技术的进步，测试对于确保网
络具有适当的性能、互操作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军事通信可能需要进行更多
测试，同时需要与传统系统保持兼容。我们不能因为可以避免的技术故障而冒
险执行任务。

图 10.  OFDM 信号可以在时域（最上方的图形）或频域（底部图形）中显示

测量结果
(如 EVM)

测量结果
(如 EVM)

时域
符号数量（时间）

RMS 平均值与时间

RMS 平均值与频率

每个子载波
一个点

每个符号
一个点

频域
子载波数量（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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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和公共安全通信的发展已超出了它们最初所采用的模拟系统，但是在建设
新系统时仍会将模拟系统当作后备以防出现故障。军事和公共安全通信的目标
不是将成本控制到最低，而是尽量降低通信系统的故障概率。

语音不再是最基本的可行通信方法。应急救援人员和军队需要基于数据的业务。
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机构之间的互操作性至关重要。无论是数字公共安全标准、
LTE、WLAN还是新的调制格式，持续的应急通信技术研发都将创造新的演进
机会。

这些新技术为公共安全和军事团队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但是，如果它们	
发生故障，应急救援人员和军事机构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对周围的事物	
一无所知或是无法与其他团队进行通信。

为了确保性能达到预期，测试非常关键。无线和网络基础设施必须满足各种	
条件（包括网络部分或全部损失 )下的要求和性能需求。了解和预测意外情况
下通信系统的性能有助于器件设计人员尽量降低系统发生故障的概率。

如需了解是德科技如何支持军事通信技术的发展，请访问：	
https://www.keysight.com/us/en/industries/aerospace-defense/military-
communications.html

如需了解如何对军事通信系统进行维护和故障诊断，请点击：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0130EN.pdf

点击此处了解 PXIe电台综测仪的更多信息：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249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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