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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探讨了 C-V2X 
的重要性，以及在所需 
标准不断发展时如何进行
5G 认证。

实现 C-V2X 一致性
2020 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pandemic) 肆虐全球，但全球互联汽车市场
仍然达到了 540 亿美元的规模。根据汽车行业的预测，到 2025 年，这一数字将增至
1660 亿美元1。汽车制造商、智能交通系统 (ITS) 设备的创新者以及负责部署基础设施
的人必须与认证测试专家合作。跨越各行业领域的通信共享可确保为上市的技术提供
互操作性，满足 5G 和 C-V2X 不断演进的标准要求。

全球对蜂窝车联网 (C-V2X) 通信技术的认可将会把自动驾驶从人类共同的愿景变为大众
市场的现实。C-V2X 使用第 3 方合作伙伴项目 (3GPP) 标准进行 4G 和 5G 移动蜂窝连接，
并在 5.9 GHz 频段运行。在大多数国家，这是官方指定的智能交通系统 (ITS) 频段。

这种全球协调正在为汽车制造商和基础设施专家创建安全、互联和统一的驾驶生态
系统铺平道路，此生态系统可在不同地区快速扩展且极具成本效益。

由于区域性的 ITS 标准不断发展，同时对 5G 的监管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因此 C-V2X 

认证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制造商必须适应未来的技术迭代和立法方面的变化，才能在
快速扩张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1 2021 年要了解的 35 种互联汽车统计数据。Pareteum 公司（2021 年 6 月 17 日）2021 年 11 月 17 日 
检索，网址：https://www.pareteum.com/35-connected-vehicle-stats-to-know-in-2021/

白皮书

https://www.pareteum.com/35-connected-vehicle-stats-to-know-in-2021/
https://www.pareteum.com/35-connected-vehicle-stats-to-know-in-2021/


页 2联系我们：www.keysight .com

C-V2X 技术的优势
C-V2X 使用经 3GPP 标准化的 4G 或 5G 移动连通性，从一辆车向其辐射范围内的其他车辆、
行人或其他固定物体发送和接收信号。该技术通过整合车对车 (V2V)、车对基础设施 (V2I)、
车对行人 (V2P)、车对网络 (V2N) 和车到云，为汽车制造商提供完整的通信套件。

采用 3GPP 第 14 版的 C-V2X 在一种技术中提供了两种传输模式（模式 3 和模式 4），可涵
盖广泛的用例。由于该技术可以独立于蜂窝网络（PC5 侧链路用于直接通信，例如 V2V、V2I）
工作，因此可在在专用的 ITS 5.9 GHz 频谱中提供低时延、增强的通信范围和可靠性。它还
使用传统移动宽带许可频谱中的 UTMS 空中接口 (Uu) 提供车对网络 (V2N) 通信。

与 802.11p 类技术相比，C-V2X PC5 侧链通信提供了更大的通信范围、更高的可靠性、更好 
的非 视 距 (NLOS) 性能以 及 显著的成 本效 益。汽车制造商可以设 计具有增强安 全功能的 
车辆，而无需依赖蜂窝网络。包括快速增长的电动汽车 (EV) 在内，各主流车型均纷纷均采
用 C-V2X 作为通信的首选技术方法，为新车先进安全系统的研发与设计奠定基础。

与 4G LTE 不同，5G 已经多元化到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垂直行业，包括交通运输行业，使其 
成为构建和开发互联、自动运输系统的杰出平台。

产业联盟
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公司必须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借助在大多数国家都适用的共同标准，今天的全球市场提供了成熟的制造系统。汽车制造
商将从这种规模经济中受益——为全球受众应用一种技术或生产一种车型，而不是为较小
的区域市场推出众多不同的车型。

规模经济最终将使互联汽车的价格对于最终用户更实惠，并随着需求的增加更快地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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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挑战
与前几代的蜂窝连通性相比，5G 通信更容易受到由于 IQ 调制、相位噪声、失真、信噪比、
幅度和相位线性度所导致的信号质量问题。

随着政策制定者努力对 5G 的使用进行立法，目前有关 5G 的部署和性能质量标准的规则
仍然是动态变化的。制造商要对新的 5G 标准进行测试，就必须为认证目标随法规的变化
而变化做好准备，例如释放更多频谱以充分利用 5G 新空口。

尽管 C-V2X 的认证标准仍在不断发展，但对于物理层、协议层和应用层，都已经有了全球
和区域定义的标准。除了 3GPP 无线电接入标准之外，这些初步标准还得到了一系列世界
立法组织的支持，例如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汽车工程师协会 (SAE)、交通工程师 
协会 (ITE)、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 (NEMA)、欧 洲电信 标 准协会 (ETSI)、中国通信 标 准化 
协会 (CCSA)、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SAE-C) 等。

ITS 组织和道路运营商监管机构需要满足各自的标准开发组织、电信和汽车行业管理机构
设定的性能标准。

测试和验证
通常，C-V2X 设备需要根据全球蜂窝标准进行 GCF 射频/协议认证。针对设备工作时的所在 
区 域， 可能 需 要 根 据 ITS 上 层 标 准（ 例 如 IEEE 1609.2/3/4、 北 美 的 SAE J2945、和/或 
欧盟和中国的其他适用地区标准）进行测试。此外，设备可能需要通过测试，以满足当前
为 ITS 应用层开发的特定区域的测试用例。

对于许多制造商而言，购买能够测试 5G 新空口未来扩展的测试设备是一项巨大的投资； 
不过，这不应成为走向成功的障碍。全球经过全面审核的测试机构提供专业技术和极其 
先进的测试技术。使用外部资源确保每个被测器件 (DUT)

符合不断演进的 C-V2X 标准。所有这些都以一个更经济的运营费用实现。测试标准有时是
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因此使用独立的测试机构可以帮助您了解最新的指导方针，以确保
您的产品符合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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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选择为内部实验室购置测试设备，还是与领先的独立测试机构合作，选择使用经
过全面审核的测试设备来测试当前和未来的 5G/C-V2X 标准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做可以
根据最新指南提供精确、可重复的结果——最大限度缩短测试时间，加快产品上市时间。

确保一致性
无论您是进行内部测试还是通过独立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测试，使用 OmniAir Consortium 

等测试和认证机构可能是获得 C-V2X 设备所需认证的比较省时和经济高效的方法。

使用经过审核的先进设施进行工作台、现场和安全测试，确保符合最新的测试标准。在实
验室报告完成后，监管机构会批准调查结果，并且设备会收到认证标志以证明合规性。

OmniAir 认证测试具有以下优势：

• 与其他方法相比，这个综合认证过程需要更少的时间和财务资源。

• 包括根据相关标准对 RF 和 MAC 进行一致性测试、进行上层信息结构测试、以及提供
网络和安全服务测试。

• 广泛的认证框架，确保被测器件 (DUT) 符合所有相关标准。

• 确保互操作性的良好实践，以便一级供应商和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可以轻松识别兼容 
设备以确保获得认证。

https://omniai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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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2X 测试解决方案
是德科技经济高效的测试流程可以帮助汽车制造商通过 C-V2X 认证。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
来支持一系列测试类型，这些测试类型将支持未来的 5G 新空口 (NR) C-V2X 版本。这些 
测试功能使您能够：

• 表征发射机的性能，例如功率、误差矢量幅度 (EVM)、频率精度、带内发射、相邻信道 
泄漏比 (ACLR)。

• 执行详细的接收机测试，包括灵敏度、最大输入电平和相邻信道选择性。

• 全面覆盖 C-V2X、全球认证论坛 (GCF) LTE 测试用例和 PTCRB 设备认证测试的测试
协议。

• 使用应用层测试，将 C-V2X 场景与硬件在环 (HIL) 系统结合并集成。

Keysight SA8700A C-V2X 测试解决方案是一个综合系统，能够支持对 R14 C-V2X 一致性 
设备进行功能协议和射频测量。该平台的设计来自于新的 Keysight UXM 5G 平台和用于
GNSS 仿真的 MXG。

目前，SA8700A C-V2X 是少有的能够支持不断演进的 5G/C-V2X 射频、协议和应用层测试 
的解决方案。您可以使 用经过全面认可的测试系统保护您的初始投资安全，因为它不会 
随着测试标准的发展而过时。

图 1.  SA8700A C-V2X 测试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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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C-V2X 建立在不断发 展的 3GPP 标准上，其测试要求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是德科技 
致力于与最新的 3GPP 标准保持一致，确保客户可以根据最新协议和未来的 5G NR-V2X 

版本满 怀信心 地 测 试他 们 的 设备。如 欲了解 更 多 信息， 请 访问 SA8700A C-V2X 测 试 
解决方案。

了解更多
• 是德科技测试即服务
• Keysight SA8700A C-V2X 测试解决方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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