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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C-V2X 测试实验室
加速测试，提升安全性。
汽车制造商纷纷在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并由此展开激烈竞争，希望率先将安全的自动
驾驶技术推向市场。随着新标准的演进，测试需要达到更高的精度、可重复性和可靠性， 
这 就 要求开发 人 员进 行应 用层测试，并且需要 符合 3GPP 标准。监管机 构尚未 对 
C-V2X 标准设立明确的规定，累及投资建立测试实验室并招募测试人员的行动无法
按时展开。C-V2X 包括车辆与车辆 (V2V)、汽车与基础设施 (V2I)、汽车与网络 (V2N)

和汽车与行人 (V2P) 之间的通信。

美国密歇 根 州诺 维 市的是 德 科 技 测试与服 务 (TaaS) 5G C-V2X 测试实验 室简介。 
是德科技――5G 汽车行业测试领军企业――提供了广泛且可靠性非常高的端到端
硬件和软件解决 方案，帮助客户解决设计和测试 难题。我们的专家将向您 展示最
新的自动测试系统，它们结合使用了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 (SAE) 的协议和 Keysight 
PathWave 软件。

是德科技为广大客户提供 C-V2X 应用层、标准、参数和自定义测试场景。以低成本
提高测量速度。通过与我们的专家合作在实验室中进行安全场景测试，您可以降低
大大测试风险。立即联系是德科技，深入分析复杂的测量结果，快速和真正地洞察
您的设计。

TaaS 产品示例
场景测试
•	 多达 20个独立的车载单元

(OBU)，可提供定制轨迹和	
基本安全消息 (BSM)

•	 通过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仿真以场景驱动	
被测器件 (DUT)

3GPP 标准
•	 接收机测试
•	 发射机测试
•	 解调性能测试

网络仿真
• 5G非独立组网 (NSA)

• 5G独立组网 (SA)

• LTE-advanced专业测试

自定义测试
与是德科技应用顾问合作， 
为您的前沿产品设计制定 

和开发测试计划。

参数测试
使用先进的仪器 

和 PathWave 软件， 
在专家的指导下 

表征设计的性能。

基于标准的测试
与 5G 专家合作进行 

预兼容测试和一致性测试， 
验证您的产品性能是否 

达到了基于标准的技术指标。

C-V2X 应用层测试
使用最新测试系统、 

PathWave 软件和专业技术， 
对 C-V2X 应用层和智能 
交通服务 (ITS) 协议栈 
进行复杂的场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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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别的应用层测试示例
主动道路安全消息
•	 禁止通行预警 (DNPW)

•	 前车碰撞预警 (FCW)

•	 紧急电子刹车灯 (EEBL)

•	 交叉路口通行辅助 (IMA)

合作式交通效率 
•	 地理网络 (GN)

•	 基础传输协议 (BTP)

•	 局部动态地图 (LDM)

合作式本地和全球互联网服务
•	 合作感知消息 (CAM)

•	 分散型环境通知消息 (DENM)

•	 信号相位和时序 (SPAT)

•	 地图消息 (MAP)

•	 安全性 (SEC)	

拥塞测试 
•	 在拥堵的交通状况下通过	
共乘车道实现快速通行	

•	 多个使用场景

C-V2X 应用层测试
使用先进的测试系统、PathWave 软件和专业技术，对 C-V2X 应用层和智能交通服务
(ITS) 协议栈进行复杂的场景测试，包括拥堵、首日等场景。

是德科技提供
• 参与各大研发、制造和标准委员会工作的 5G 专家

• 先进的校准测试系统、PathWave 软件和附件

• 拥挤环境下的交通场景创建与监控功能

• 符合 SAE 协议的消息传递

• 具有相关领域专业技术、能够执行测量的应用顾问

• 详细的数据和报告功能

优势
• 确保您的器件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精确分配复杂的信号资源，同时还能适应

不断涌现的新标准和演进标准。

• 快速理解关键的基本安全信息 (BSM)，例如前方碰撞警告、请勿通过警告、交叉
路口行车辅助和其他情况

• 在政府机构采用监管标准时，立即以尽量少的资本支出和运营支出执行测量

• 让您的团队集中精力加快设计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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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P LTE-V2X 第 14 版 
标准的测试功能示例 
发射机测试（TS36.521-1 第 6 条）
•	 用户设备 (UE)的最小/最大	
输出功率

•	 最大功率削减 (MPR)

•	 附加 MPR (A-MPR)

•	 配置的发射功率
•	 发射关闭功率

接收机灵敏度和干扰测试
（TS36.521-1 第 7 条） 
•	 接收机特性
•	 最大输入电平	
•	 相邻信道选择性	
•	 带内阻塞
•	 带外阻塞
•	 杂散响应

解调性能测试 
（TS 36.521-1 第 14 条） 
•	 物理副链路共享信道	

(PSSCH)的解调	
•	 物理副链路控制信道	

(PSCCH)的解调	
•	 两个链路的功率失衡性能
• PSCCH/PSSCH	解码能力

基于标准的测试
使用最新测试系统和 PathWave 软件，在 5G 专家的指导下进行预兼容测试和一致性
测试，验证您的产品性能是否达到了基于标准的技术指标。

是德科技提供
• 包含可追溯校准的先进设备、PathWave 软件、探头、夹具以及各种附件

• 符合 3GPP 标准的测试，使用 Plugfest、5GAA、OmniAir 等组织也在采用的测试
系统

• 具有相关领域专业技术、能够执行测量的应用顾问

• 详细的数据分析和报告功能

优势
• 增强您的信心，确保成功通过未来的认证测试。

• 验证产品性能达到标准要求

• 节省测试资产和资源的开发时间。

• 采用“按使用付费”定价方式，优化您的测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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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测试功能示例 
发射机质量测量

接收机质量测量

边缘场景
Sidelink 测试

诊断与调试

参数级测试
使用现代化的仪器、Pathwave 软件，在专家的指导下表征设计性能。

是德科技提供
• 经过全面校准、随时可用的先进测试设备

• 具有相关领域专业技术的应用顾问

• 灵活的测试计划和报告

优势
• 确保达到设备认证标准的要求

• 验证产品性能是否符合不断演进的 3GPP 标准

• 更快洞察设计性能，加速实现您的设计目标 

• 借助先进的测试系统和专业技术加快将产品推向市场

• 进行超出标准的测试，从而获得关键测量结果，加深对设计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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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测试功能的示例 
早期技术测试开发

测试计划和自动化测试开发

自定义算法和测量技术

非标接口

自定义报告和数据分析

碰撞场景组合测试
•	 确保获得准确的 C-V2X 消息
•	 确保被测器件自动启动紧急	
服务通信

自定义测试
与是德科技应用顾问合作，为您的最新产品设计制定和开发测试计划。

是德科技提供
• 高水平的应用顾问，为您的产品制定测试策略

• 经过全面校准、随时可用的现代化测试设备

• 全面的测试计划、项目管理、测试执行和测量结果

• 定制解决方案开发能力 ；包括与全球是德科技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开展合作的途径

优势
• 通过共同制定的测试策略和产品性能验证，让您的设计更快实现成功

• 为您的团队节省开发测试资产和资源的宝贵时间，使他们专注完成设计任务

• 减少可能影响产品设计和项目进度的风险

• 采用“按使用付费”定价方式，优化您的测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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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ysight.com
如需了解关于是德科技产品、应用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联系。 
如需完整的联系方式，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此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是德科技，2019  年，2019  年 9  月 13  日，印于北京，5992-4250CHCN

关于是德科技服务
是德科技服务提供全面的人员、流程和工具组合，可以帮助您提高生产效率，提升 
产品质量。我们的校准、维修、资产优化、技术更新、培训、财务等服务均致力于为您 
降低风险和成本。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services。

介绍
传统的产品设计和开发工作流程中，存在着大量孤立的设计和测试环节、不必要的 
返工和落后的手工操作。PathWave 是一个敏捷、联网的工程设计平台，能够显著加
速您的工作流程。是德科技值得信赖的设计与测试软件一直在不断演进，致力于满
足您的组织不断增长的需求。PathWave 软件平台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通用的数据 
格式和控制界面。进一步了解 PathWave 软件平台。

立即联系我们
是德科技在美国密歇根州诺维市的实验室拥有非常先进的设备和专业技术，可以帮
助您表征和验证设计性能。立即体验是德科技“测试即服务”，降低您的测试成本，
加快产品上市速度。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
www.keysight.com/find/TestasaService

www.keysight.com/find/TestasaService
http://www.keysight.com/find/services
https://www.keysight.com/us/en/cmp/pathwave.html
www.keysight.com/find/Testasa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