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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5G 标准和一致性基础知识
5G 新空口标准与前几代无线标准有很大不同。它采用了新的端到端网络体系结

构，可以提供极高的数据吞吐量和非常可靠的低时延连接，为创造新业务模式打

开了大门。

5G NR 第 15 版标准于 2018 年 6 月获得批准，它为实现灵活、统一的 5G 新

空口奠定了基础，这一接口将能够支持 5G 预期实施的各种用例和服务。

虽然第 15 版标准即将完成，但许多研究和工作项目仍处于开发中，标准还有许

多方面尚未确定，包括如何批准新设备和基站。按照传统，这些方面要通过一致

性测试和网络验证测试来解决。

本电子书概述了 5G 愿景，迄今为
止已完成的步骤，以及完全实现 
5G 愿景所需完成的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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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的新时代
5G 愿景定义了一个可以支持超级互联社会的先进移动宽带通信系统。

ITU 与运营商、网络设备制造商和标准组织合作，确定了 IMT-2020 愿景，以实

现以下三种使用场景：

• 增强移动宽带（eMBB）

• 超高可靠性和低时延通信（URLLC）

• 大规模机器类通信（mMTC） 

5G NR Release-15 于 2018 年 6 月获得批准，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开始，将为

整个行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随着市场领导者迅速行动起来，推出新的 5G 产品和

业务，新的应用和新的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并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ITU：国际电信联盟 
IMT：国际移动通信

“ 
在两年前，5G 还仅仅被视作是一个愿景，甚至是

炒作 — 但是 3GPP 第 15 版标准的制定完成，让 5G 在
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现实。它带来一系列激动人心
的标准，不仅能为最终用户提供更高的数据速率和带
宽，还有足够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可以满足不同行业

的通信需求 — 5G 将成为支持混合业务的 
综合平台 。” 

Georg Mayer，3GPP TSG CT 主席

智能家居建造

千兆字节每秒

智慧城市

语音

三维视频，UHD 屏幕

增强现实

云工作和云娱乐

工业自动化

自动驾驶汽车

关键任务型应用

增强型移动宽带

超高可靠性和低时延通信大规模机器类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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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新特性和新技术推动新用例问世
要想支持不同的用例并实现 5G 的愿景，需要满足截然不同的性能要求。

新特性和新技术将成为 5G 实施的关键：

• 毫米波（mmWave）工作频段高达 52.6 GHz，信道带宽更宽，可达到 400 
MHz，能够为传输 UHD 视频和电影等流媒体提供更高的数据吞吐量。

• 可扩展参数集支持各种用例，其中数据速率最低可以达到千比特/秒（kbps），
适合物联网设备应用；最高可以达到千兆比特/秒（Gbps），适合增强移动宽
带应用。

• 微时隙（Mini-slot）能够为无人驾驶和工厂自动化等应用提供低时延响应
时间。

• 通过动态 TDD（时分双工）灵活分配资源，再加上带宽部分，可以更好地利
用频谱，从而可以支持多种不同的用例。 

增强移动宽带
（eMBB）

超高可靠性和低时延 
通信（URLLC）

大规模机器类通信
（mMTC）

随时传输所有数据
社交媒体用户已经达

到 20 亿

超高可靠性
超快响应

连接 300 亿个 
“物体”

低成本、低能耗

500 km/h 移动性
10-20 Gbps 峰值
数据速率

<1 ms 的空中接口时延
5 ms 端到端时延
99.9999% 可靠

50 kbps – 10 Mbps

105 至 106 个设备/ 
千米2

1-100 kbps/设备
10 年电池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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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新空口将与 4G 网络共存
为获得移动性，设备在网络中漫游时必须保持连接。业界期待 5G NR 是一个全

新的空中接口，能够与 4G LTE 并行工作。5G 无线接入网（RAN）将能同时使

用 5G NR（gNB）和 LTE（eNB）基站。新的 RAN 通过 Xn 接口进行互连，

并通过 NG 接口连接到 5G 核心网。5G NR 可以在非独立模式（NSA）下工作，

其中 UE 需要使用传统的 eNB 连接到控制面的演进分组核心网（EPC），以支持 

5G NR 通信。在独立模式（SA）下，5G 网络可以脱离 4G 核心网独立工作。5G 

NR 规范定义了七种不同的连通性方案，使网络设备制造商可以规划迁移到下一代

核心网的升级路径。

gNB：下一代 Node B 
eNB：演进型 Node B

NG

NG NG

NG

Xn

Xn

XnXn

NG
NG -RAN

NG

gNB gNB

eNBeNB

5G 核心网 下一代 
核心网

下一代 
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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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时间表非常紧迫
研究项目完成后紧接着就是工作项目，再然后是规范的发布。ITU 和 3GPP 使用

了分阶段方法，以便到 2020 年实现广泛的商业化。全球多个城市正在进行现场实

验。第一个商业网络预计会在 2018 年底推出。毫米波频率的固定无线接入是 5G 

推出的首批用例之一。

第 1 阶段：主要针对 4G LTE、5G NR 第 15 版和下一代系统体系结构。NR 第 

15 版为 eMBB 和 URLLC 用例打下了基础。

第 2 阶段：继续进行 5G NR 优化，并计划在 2019 年底推出 5G NR 第 16 版的

新用例。预计 NR 第 15 版将与 NR 第 16 版保持前向兼容性。

3GPP 还将继续在第 15 版和第 16 版中定义 LTE-Advanced Pro（最初在第 13 

版和第 14 版中定义）的增强特性。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3GPP  
第 14 版

3GPP  
第 15 版

提前应用的 NR 规
范（加速计划）

2018 年 6 月首个 3GPP NR 规范发布

工作项目：5G 新 RAT（第一阶段）

研究项目：5G 新 RAT

研究项目：场景和要求

研究项目：信道模型

工作项目：5G 新 RAT（第二阶段）

第 15 版的
广泛商业化
应用

第二阶段第一阶段

3GPP  
第 16 版

3GPP 第 17 版
及以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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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随着 5G 新空口标准的推出，网络将需要支持各种 5G 设备及其众多不同的使用

场景。

5G NR 第 15 版的主要特性包括：

• 工作频段扩展到毫米波频率，最初可高达 52.6 GHz，在未来版本中可能会达
到更高频率

• 在毫米波频率（即频率范围 2）中信道带宽更宽，可高达 400 MHz，并且通
过信道聚合可以进一步扩大

• 可扩展的参数集以及灵活分配资源的能力，可以支持众多不同用例和业务 
（如可扩展的子载波间隔，启用可变时隙持续时间以支持低时延的时间敏感

型应用）。

• 动态时分双工（TDD）和带宽部分，能够灵活分配资源和更好地利用频谱。

下载白皮书：

迈向 5G 的第一步：克服新空口设备设计的
挑战系列

了解关于 5G NR 挑战的更多信息

5G NR 规范为建立灵活的通信体系结构打下了基础，不过更大的灵活

性也伴随着更大的复杂性。

5G NR 设计将需要在带宽更宽的新频谱中工作，而且包括独立和非独

立工作模式。此外，它们还支持一系列新技术，例如可扩展的参数集、

灵活 TDD 和带宽部分。

https://connectlp.keysight.com/5GNewRadioDesign-Thank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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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NR 标准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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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开始这个旅程时⋯⋯实际上有两件事推动了
此时间表中的 3GPP 活动向前发展，一个是确保我
们能够迎合运营商希望尽早部署 5G 的需求， 

另一个是明智地确保我们正在开发正确的功能组合，
作为第一块跳板迈向整体 5G 愿景。借助第 15 版中 
冻结的内容，我们已实现了这两大目标。”

Balazs Bertenyi，3GPP RAN 主席

规范的基础知识
5G NR 第 15 版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能够支持足够灵活的 5G 无线接入技

术，因而可以支持 6 GHz 以下频率和高达 52.6 GHz 的毫米波频率，以及新的

用例和应用。同样重要的还有，5G 系统体系结构必须不断演进，以便跟上无线接

入技术的变化。

3GPP 正在定义新的系统体系结构，以满足 5G 的要求。该网络需要支持各种 5G 

业务、众多不同类型的设备和各种流量负载。5G 核心网必须灵活和高效。许多运

营商都在转向采用软件定义网络（SDN）和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分布式

云、网络切片和自优化网络（SON）是关键的支持技术。这些技术有助于使网络

体系结构和管理面虚拟化，以创造更强的通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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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T-2020 主要性能指标
3GPP 规范划分了多个研究项目和工作项目：

• RAN TR 38.912 研究项目包括新的无线部署场景、物理层、第 2 层、下一代 
RAN 的体系结构、无线传输/接收、更高层、网络程序等

• RAN TR 38.913 针对不同的部署场景（即 eMBB、URLLC 和 mMTC）以
及车联网（V2X）要求，设定了目标关键性能指标（KPI）要求 

为了达到 IMT-2020 所设定的愿景，目前已规定了下列 5G KPI：

峰值数据速率
20 Gbps 下行链路
10 Gbps 上行链路

峰值频谱效率 下行链路 30 bps/Hz 和上行链路 15 bps/Hz

时延 0.5 ms UL/DL（URLLC）、4 ms UL/DL（eMBB）、10 ms 控制面

移动性中断时间 0 ms

可靠性
对于 32 字节 URLLC 1-10-5，用户面时延 1ms。

V2X 1-10-5，用户面时延 = 3-10 ms

连接密度 在都市环境中，1,000,000 设备/km2

用户设备电池使用寿命 mMTC 应超过 10年，最好能达到 15 年

覆盖范围 164 dB

移动性（用户设备的移动速度） 500 km/h

网络能量效率 比 IMT-Advanced 高 100 倍
基于 3GPP TR 38.913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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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体系结构的各层
用户设备和网络之间的无线接口通常在通信体系结构的第 1、2、3 层中描述。它

们通常被称为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物理层代表着与“现实世界”的接

口，包括控制这一链路的硬件和软件。物理层提供传输信道，并指定信息通过无线

接口传输的方式。

• TS 38.200 系列中对物理层进行了定义。

• 38.300 系列定义了第 2 层和第 3 层。数据链路层使数据能够在不同的网络
之间进行传输。它也被称为介质访问控制（MAC）层，为网络层的无线链路
控制（RLC）提供不同的逻辑信道。

• 第 3 层与网络中的节点相连，以便用户设备可以在网络中畅游。TR 表示技术
报告或研究，TS 表示技术规范。

围绕物理层（38.201）的无线接口协议体系结构

逻辑信道

传输信道

第 3 层 
网络层

无线资源控制（RRC）

介质       访问       控制

物理层

第 2 层 
数据链路层

第 1 层

控
制

/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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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P RAN 研究项目和规范
5G NR 规范由 RAN 工作组负责制定。该工作组的成果是公开的；所有文档、会

议报告和发布的规范均可在 3GPP 网站上获得。

5G NR 文档在 38.xxx 系列中提供。技术报告以 TR 开头，规范以 TS 开头。针

对 5G NR，RAN 研究项目和规范定义了网络的功能、要求和接口。此处所示的

是 5G RAN 1-5。 

3GPP 系统体系结构（SA）的工作
与 5G 工作并行开展，它确定了 
在部署基于业务的 5G 系统运营网
络时所需的特性和功能。 

这些规范包含 
在 3GPP TS 23.xxx 文档中。

 研究项目 技术指标

RAN1
无线第 1 层

TR 38.802
研究新无线接入技术：

物理层方面
TS 38.201 - 38.215

RAN2
无线第 2 层和无线 

第 3 层

TR 38.804
研究新无线接入技术：
无线接口协议方面

TS 38.300 - TS 38.331

RAN3
无线网络

TR 38.801
研究新无线接入技术：
无线接入体系结构和

接口

TS 38.401 - 38.474

RAN4
无线性能和协议

TR 38.803
新无线接入技术： 
射频和共存方面

TS 38.101 - 38.307

RAN5
移动终端一致性测试

非研究项目 TS 38.508 - 3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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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做什么？
1. 5G NR 第 15 版通过补丁修复缺陷或更改请求，解决了已知问题，从

而趋于稳定。延迟版本（Late drop）计划在 2018 年底发布，未完成

的 NR 体系结构方案将在 2019 年 3 月落实的 ASN 中予以解决。

2. 用于固定无线接入初始部署的 5G NR 非独立模式预计将在 2018 年底

到 2019 年初推出。

3. 第 16 版的开发工作已经启动，包括确定新类型的业务、设备、部署模

式和频段，并重点关注工业物联网的 URLLC 增强，免许可频段的使

用、车联网，以及用户设备定位和功率效率。

了解关于 5G NR 标准的更多信息：

网络研讨会：了解 5G 新空口物理层

网络研讨会：完善第 15 版标准的 5G 新空口 
物理层

对于许多设备开发商来说，真正的工作现在才开始。

设计符合新标准的新技术十分重要，只有完成这项工作，才能提供更高

性能并与 4G 保持双向连通性，以及支持需要全新水平测试的新用

例。随着标准的不断演进，您将需要一个能够扩展的测试解决方案，将  

6 GHz 以下的 FR1 频率和更高的 FR2 毫米波频率、更宽带宽、更密集

波形和更多测试用例都覆盖在内。

https://connectlp.keysight.com/5GNewRadioDesign-ThankYou
https://connectlp.keysight.com/5GNewRadioDesign-Thank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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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和验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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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和验收测试
一致性测试可以确保用户设备和基站的最低性能。用户设备的要求非常广泛，为

的是确保射频发射和接收、无线接入、信令和解调性能合格。基站测试围绕射频

参数而构建。 

但是，一致性测试只提供最简单的合格/不合格结果，无法揭示设备在整合到无线

通信系统中之后的性能表现。各厂商将会使用验证和回归测试来尽早测试更广泛

的参数，以便确保设备质量合格并具有足够的裕量。

在花费大量时间和费用进行正式的一致性测试之前，往往先进行预兼容性测试，

以确保设备测试“合格”。

设备验收测试的目的通常是为了确保设备满足运营商指定的其他要求。 

“随着我们开始向新一代无线技术过渡，建立行业
联盟越来越重要。对于 5G 时代来说，更是如此。

因为无线频谱领域对于移动行业还是一片广阔的未知
疆域。能够与是德科技紧密合作并利用他们在网络仿
真、射频和毫米波技术方面的专业技术，对于我们的

产品确认工作是一个重要优势。”

Woojune Kim，三星电子下一代战略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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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测试

3GPP 一致性测试定义了实现与核心规范一致性所必需的测量定义和程序。用户设

备一致性测试包括将设备连接到无线测试系统，并执行所要求的 3GPP 测试。

3GPP 一致性规范分成四个主要领域： 

• 射频发射和接收性能 — 最低等级的信号质量

• 解调 — 数据吞吐量性能

• RRM（无线资源管理）— 初始接入、切换和移动性

• 信令 — 上层信令程序

5G 射频发射和接收性能测试方法目前最为成熟，但针对设备解调和 RMM 的测试

方法将需要更复杂的测试解决方案。

• 用户设备需要执行无线发射和接收、电磁兼容性发射（EMC）、与其他无线
设备的互通操作、性能测试、协议信令测试和 RMM 等测试。射频一致性测试
的重点是测试射频发射机特征、射频接收机特征和射频性能特征。

• 基站需要接受无线发射和接收以及 EMC 发射和抗扰度等测试。基站射频一致
性测试的重点是测试射频发射机特征、射频接收机特征和射频辐射性能特征。

对于特殊的基站类别，特别是在 FR2 工作的基站，需要接受辐射 OTA 发射机
特征测试。

从开发到部署的典型流程

开发 预兼容性测试 一致性测试 部署

开发工程师
工作台

开发商场地中
的专用实验室

授权的测试
实验室

运营商的测试
实验室

在现实环境中

元器件和集成
器件的性能验
证与回归测试

在投入时间和
成本进行一致
性测试之前，
先检查“合格”
的置信度

根据定义的测
试用例，安排
时间对用户设
备进行独立
（第三 方）
测试

根据预期的使用
模型，对用户设
备的互操作性和
性能进行更广泛
的测试

客户发表意见、
分享经验、
提供反馈

内容

地点

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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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测试
对于在频率范围 1（FR1）和频率范围 2（FR2）这两个频率范围内工作的设

备和基站，很多低频测试将与 4G LTE 测试相似 (FR1 的范围为 450 MHz 至  

6 GHz，RF2 的范围为 24.25 至 52.6 GHz)。对于在 FR2 中工作的基站，需要

使用空中（OTA）测试方法进行辐射测试。另外，OTA 测试方法也可对多元天线

阵列中的设备和基站波束控制功能进行确认测试。这些多元天线阵列在 FR1 和 

FR2 中工作且集成到 RFIC 中。

在 RAN5 中通过空中测量毫米波设备的具体测量和方法目前仍在开发中，目标完

成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到目前为止，3GPP 已经批准了三种用于用户设备的射频性能 OTA 测试方法：

直接远场（DFF） 间接远场（IFF） 近场到远场变换（NFTF）

一种简单、全面的方法
提供近场到远场转换， 

支持紧凑的天线测试场（CATR） 一种成本更低的紧凑型方法

可以非常大， 
并为毫米波设备提供更好的路径

适用于测试毫米波设备， 
不适合测试空间 RRM

仅用于收发信机， 
尚无接收机或射频参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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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 OTA 解决方案
是德科技的空中测试解决方案包括测试室、探测和测试设备，用于满足从射频到毫

米波的各种射频、解调和功能性能测试要求。

屏蔽盒或环境噪声室

被测器件

OTA 探测天线 信道仿真器

基站网络仿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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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一致性测试由第 3 方执行。用于执行一致性测试的测试系统必须经过确认测试和校
准，以确保在已知不确定度和可控条件下执行一致性测试。

下列认证机构负责对一致性测试进行监督：

• 全球认证论坛（GCF），隶属于 GSM 协会（GSMA），它代表全球的 GSM 
和 UMTS 运营商；它要求设备经过路测。

• 个人通信系统（PCS）是一种 GSM 用于 1900 MHz 频段的一种变体。它也被
称为 PCS 型认证审查委员会（PTCRB）。PTCRB 为北美运营商提供用户设
备认证服务。

  

标准组织、认证机构、测试设备厂商和 5G NR 设备制造商共同确保符合 5G 规范。

标准组织：
3GPP RAN5

一致性测试规范
38.521-1/3 RF/RRM

38.523-1/3 
PROTOCOL

认证机构：GCF/
PTCRB

从描述符开始的  
5G NR 工作

确认测试实验室

执行测试用例确认
测试

测试规范

W
ID 确
认
测
试

报
告

确认测试需求

参考用户设备

测试系统厂商

5G 测试平台
与测试用例

5G NR 用户设备
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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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验收测试
一旦用户设备通过一致性测试并达到规范要求，下一步就是在特定网络上对设备进

行确认测试。设备验收测试可以评测设备是否具有足够的性能，并帮助工程师识别

和解决问题，然后才允许该设备出售给用户并进入网络。例如，某些网络标榜具有

最快网络或最可靠网络等特性进行营销。在这些情况下，运营商验收测试包括性能

测试和功能测试，以确保设备能够按承诺的那样交付。

这些验收测试由专门的网络运营商提供。运营商将会对用户设备和网络进行极限

测试，测试多种不同的用例场景。一种常见测试是在不同使用场景下测试电池性

能，这些场景包括各种数据消费、通话时间或使用基于位置的服务等。评测电池

在各种活动排列组合的条件下能达到什么样的实际性能，需要进行大量测试。另

一种常见测试是对网络进行性能和用户体验测试。在 5G 中使用了多种不同的无

线接入技术（RAT），因此评测无线网络之间的真实切换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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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发商的意义
  

意义 注意事项

到目前为止，一致性标准还有一多半没有完成，并将在未来逐步完
成。如果没有彻底测试设备的射频、解调、RRM 和协议信令性能，便
将其推向市场，可能导致产品不符合规范。

可以选择端到端解决方案，它必须能够创造恰当的测试条件，并能测试适
当测试参数的一致性，包括衰落和干扰。硬件和软件应进行更新，以适应
不断演进的标准，包括更高频率、更宽带宽和更密集调制等要求，确保对
设备进行真正的极限测试。 

设备验收测试有望在 2019 年执行。等到在验收测试期间发现问题，
可能意味着需要在开发后期进行重大返工，这会导致更高的成本，也
会推迟产品的上市时间。

最好考虑在开发过程中，使用经过验证的网络仿真工具来测试 KPI，以帮助
您尽早确定潜在问题并降低风险。

5G 需要进行空中测试。直接远场、间接远场和近场到远场变换等测试
方法已获得 3GPP 批准，但测试程序和技术仍在不断完善。要想调查
并实施 OTA 测试解决方案，可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并进行返工。

最好选择有不同方法实施经验的 OTA 测试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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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 5G NR 标准做好 
准备了吗？
5G NR 引入了一种新型端到端网络体系结构，它承诺实现万物都可随时互联的
愿景。随着 5G NR 第 15 版得到批准，开发商能够开始开发 5G NR 设备和基
站。5G NR 引入了新技术，提出了更高的性能要求以及与 4G 保持双向连通性的
需求，同时还定义了许多新的测试用例。5G 一致性需要进行全新水平的测试。

随着标准继续演进到第 16 版及更高版本，您将需要测试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扩
展，从而覆盖 6 GHz 以下和毫米波频率，并支持更宽带宽、更密集波形以及越来
越多的测试用例。一致性和运营商验收测试仍在开发中，因此您需要一个足够灵

活的解决方案，并且它能够随着测试要求的演进而不断升级。从开发到一致性测

试和验收测试阶段，Keysight 5G NR 解决方案组合可以利用工具仿真、测量和
确认 5G 射频和协议信号，轻松解决这些挑战，让您可以更高效地开发和加速您的  
5G NR 设计。

  

了解关于 5G NR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5G 芯片和设备解决方案手册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326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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