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德科技
5G 解决方案手册

人力资源、硬件和软件资源的结合、开启 5G 测量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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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的演进、革新、与实现。 

想要在 5G 时代脱颖而出，现代化的工具是有力保证，它们可以

帮助您探索新的信号、场景和拓扑技术。是德科技的 5G 解决方

案已准备就绪，能为您提供更深入的洞察，让我们与您一起，随

着标准的演进不断提升自己的分析能力。

在设计和测试方面，我们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在新技术和现有

技术方面持续创新，将您的设计创意转化为实

际产品。竞争已经开始，无论是演进、革新还

是实现，是德科技都将助力让您引领先机。

支持变革性研究

作为宽带射频、微波和毫米波技术测试与测量

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厂商，我们针对 5G 设定

了两大目标。一是帮助商业机构的研发人员加

快新一代设计的开发与验证（见第 3-4 页）。

二是帮助学术界研究人员更精准、更自信地探

索突破性的概念（见第 5 页）。

立足于丰富的硬件和软件产品，是德科技卓越的 5G 解决方案为

实现上述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方案将会成功促进工程师

和科学家们推动现有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开拓创新，以及将 5G 

愿景转变为现实（见第 6-13 页）。

协助创建标准，为研发伙伴助力

为了成功实施 5G，各方都在激烈竞逐。是德科技早已提前行

动，与 5G 的先行者们积极协作，全力支持先进领域的研究和 

实验。

是德科技实验室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开展应

用研究的中心资源。实验室的同仁们一直并将持续地与商业客

户及相关联盟和标准实体进行协作。是德科技高校关系是我们

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旨在为大学的研究提供赞助和指导。

这些直接投入到 5G 研究的举措为开发新技术和拓展市场提供了

第一手资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为行业定义下一代标准和

必要的测试程序开拓了敏锐的测量视野。我们还把这些知识用

于创建新一代的仪器和软件，为满足当前和未来的挑战提供了

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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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一代 5G 设计的开发与验证

先人一步的 5G 研究与合作，带来的是丰厚的回报。其成果则在

是德科技向 5G 转变的硬件和软件产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探索新的信号、 
场景和拓扑技术

我们面向 5G 的 SystemVue 仿真参考库

通用套件使您可以探索当前挑战，并且

随着标准的成熟继续向前发展。可更改

的源代码使您能够快速了解和探索 5G 之

前的物理层可选方案。在开发过程中，

具备验证射频和基带集成的能力将会大

大降低项目风险。

SystemVue 环境还使您可以仿真缺少的

硬件，在设计阶段利用不同的多天线体

系结构来建立吞吐量性能模型。集成的

信号发生器和信号分析仪可随着标准的

演进来简化原型验证。

Signal generation
M8190A  

任意波形发生器
E8267D

PSG 信号发生器

信号分析

N9040B
UXA 信号分析仪N9030A 

PXA 信号分析仪

DSO-Z634A
63 GHz 示波器

5G 波形设计仿真 信号生成

信号分析

软件

普通解调/分析

硬件

TX RX被测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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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参考解决方案更快地创建您所需
要的测试环境

通过将现成的硬件与面向特定应用的专业软件相结合，是德科技

还将继续推出越来越多的参考解决方案。这就形成了一个弹性

基础，可以让您轻松进行调整，以便满足现在和 5G 演进的特定 

需求。

5G 信道探测参考解决方案可以加快新毫米波（mmWave）信道

模型的开发。它能提供精确的宽带测量，为您表征新的 5G 空中

接口指标带来更大自信。

推动加速实现 5G I/O 性能目标

由于有了是德科技的整体解决方案，高速数字系统的设计与测

试变得越来越快。我们能够在所有的设计阶段，包括从仿真到

一致性测试，帮助您测试最新的数字技术标准。从器件到数据

中心，您可以围绕整个生态系统更快地进行测试。

 

我们的试验台专门支持 5G 波形生成和分析解决方案，可以帮

助您灵活地执行宽带“假设 - 验证”分析。您可以在射频、微

波和毫米波频率上，创建调制带宽高达 2 GHz 的波形。这种参

考解决方案可针对不同的频率和带宽使用各种调制机制进行测

试，从而使早期概念的评估更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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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带算法验证

系统体系结构研究

射频设计验证

被测器件验证及测试设备

C++ HDL

X
参数

被测器件

5G 程序库

参考
发射机

101101001
010010110
100101100
00010...

5G 程序库

参考
接收机

101101001
010010110
100101100
00010...

BER
EVM

先进设计系统

更精准、更自信地探索突破性的概念

无论您是把研究视野瞄准到五年以后还是更长时间，是德科技都提供了弹性可升级的

硬件和软件，而且还是专为帮助您长期保持行业居前的地位而设计。

我们的测试设备与设计软件相集成，可以帮助您在验证设计和进行仿真时随时改变测

试规则。例如，您在投资创建原型之前，可以先用全面的器件和系统模块模型对设计

进行验证。

对于使用我们已校准的硬件和功能强大

的软件所测得的结果，您可以完全放

心：这些结果都将揭示出您的器件和设

计中所发生的确切情况。系统内高度精

确的测试结果会显示什么器件合格、

什么器件不合格。先进的信号分析软件

可以让您通览新信号和新系统的复杂特

性，并且研究新的调制技术、充分了解

它们将会如何影响系统性能。

选择是德科技意味着，您为实验室和研

究团队配备了业内最优异的设备和软

件。您将借助行业居前的硬件和软件的

实际数据，更容易地进行归档和支持您

的研究成果。

从仿真转至硬件

扩展编码
发生器

用于线性调制的
数字调制解调器源

空闲时 前导码 数据净荷

帧结构

DSSS 系统

BPSK、QPSK、...、
高达 4096-QAM、8-PSK、

16-PSK、16-APSK、32-APSK、16-Star QAM、
32-Star-QAM 和 Custom APSK

数字调制解调器接收机

决策反馈均衡器
快速计算算法
CIR=DFE 系数

反馈
滤波器

判决器

反馈
滤波器

参考信号源

5G 参考程序库

自动波形创建和下载

参考
接收机

BER/FER 
测量

自检

参考

-20

-32

-44

-5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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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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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MHz）

Spectrum_PPN_Power

频谱 PPN 功率

定制调制解调器
设计

可在 C++、.m 
或 SV DSP 部件
格式中更换

M8190A 12 GSa/s 
任意波形发生器

M9703B AXIe 12 
位高速数字化仪/宽带数字

接收机交叉获得 4 通道，3.2 GSa/s

Infiniium Z 系列示波器

更宽带宽（63 GHz BW）
更高采样率（160 GSa/s）

BBIQ-RF

RF-BBIQ

I

Q

I

Q

外部

SystemVue 环境

SystemV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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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独有的硬件、软件和技术人员资源组合是您的坚实后

盾。凭借在测量科学领域超过 75 年的领先表现，我们的测试设

备和设计软件值得您的信赖。

为您的团队配备恰当的工具，将会确保您实现优化设计、更高生

产率、以及最终实现更快上市。当您选择是德科技时，我们的客

户保障计划以及确保今后测量精度的可扩展的校准服务，将会让

您免除后顾之忧。

我们的仪器旨在提供与时俱进的技术，使您更容易与日新月异的

技术共同发展，始终保持行业居前水平。您可以放心购买我们的

测量资源，从而借助始终一致的测量技术，既保障您当前的研发

任务，又能扩展到未来的制造和部署中。

支持新视野，将 5G 变为现实

我们还会为您的团队提供建议和帮助，

以便增强您的团队实力：是德科技咨询

专家和应用工程师对新兴无线技术非常熟

悉 — 射频、微波和毫米波，无论您在哪

里，都可以轻松地获得由这些专家所提供

的丰富专业技术。他们还为 5G 信道探测

和大规模 MIMO 创建了定制系统，通过

相应的咨询服务，帮助您简化系统和优化

测试流程。欢迎访问 www.keysight.com/

find/5G-Insight，随时查看我们的白皮

书、应用指南和网络直播，即时了解最专

业的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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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参考解决方案对现有技术和新技

术进行创新

面对日新月异的测试挑战，您可以选择是德科技的参考解决方

案。这些解决方案综合提供了硬件、软件、测量专业知识，以及

针对特定应用而优化的编程示例。我们的 5G 参考解决方案为您

展示了如何事半功倍地利用测试设备进行深入分析。

创建您的 5G 信道探测解决方案

使用 5G 信道探测参考解决方案，可以加快开发新的毫米波信道

模型。它使您能够在各种情形下（SISO 和 MIMO）表征超宽带

宽中的毫米波行为。该方案可以快速捕获数据，实时关联和处理 

MIMO 通道，从而让您用更少的时间看到更多细节。您还可以对

测量结果完全放心：参考解决方案进行了系统级校准，可以提供

精确的定时及同步。

www.keysight.com/find/solution-5GSounding

在 5G 波形生成和分析中获得更大弹性

在您使用原型算法和硬件评估波形时，我们的 5G 波形生成和分

析试验台参考解决方案支持宽带“假设”分析。例如，您可在

调制带宽高达 2 GHz 的射频、微波和毫米波频率内轻松创建波

形。这个参考解方案还可针对不同的频率和带宽使用各种调制带

宽对早期概念做出评测。

www.keysight.com/find/solution-5Gtestbed 

M8190A AWG 
 和安装在嵌入式控制器
或外部 PC 上的 SystemVue 

W1906 5G 基带探测程序库和 
用于进行定制调制的

N7608B Signal Studio 软件

适用于上变频器的  
N5183B MXG 微波模拟

信号发生器

44 GHz E8267D PSG 
矢量信号发生器

及宽带 IQ 输入

是德科技和 VDI 
毫米波

上变频器/
下变频器

M1971E 
波导智能

混频器

N9040B UXA 
信号分析仪

Infiniium S 系列
示波器及

 89600 VSA 软件

外部 PC 上的  
Signal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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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ystemVue 进行
第 5 代通信系统建模

B F_Ada ptive.wsv
针对 5G 光纤无线网络提议的
自适应接收机波束赋形

场景：
* CRAN（云无线接入网）
* eNodeB 接收机波束赋形技术
* 上行链路小区间干扰抑制
* 两个干扰 UE

Subnetwork2 {UEx}
Power=-28 [Interferer1_Power]

Theta=-20° [TxTheta_Interferers(1)]
Phi=0° [TxPhi_Interferers(1)]

UE{UE}
Power-10 [WantedSig_Power]

Theta=45° [TxTheta_ WantedSig]
Phi=45° [TxPhi_WantedSig]

OutputFc=Center OutputFc=Center NDensity=125e-12W[NDensity_W]

多信道噪声
密度

Subnetwork1 {UEx}
Power=-28 [Interferer2_Power]

Theta=-20° [TxTheta_Interferers(2)]
Phi=0° [TxPhi_Interferers(2)]

下载是德科技软件，开辟测量新视野

通过轻松访问最深入的专业技术，您就能够更快地从无数候选方案中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是德

科技软件为您提供了这一优势：它将我们渊博的专业技术集于一身，供您下载使用。从设计首次

仿真到产品首次装运，是德科技软件工具能够帮助工程师团队加快从数据采集到信息处理再到有

效分析的过程。

 

SystemVue 在物理层的创新

利用 SystemVue 电

子系统级（ESL）设

计软件，可以实现

多域交叉验证和物

理层创新。其基于

模型的简单设计流

程使您可以轻松定

义新的 5G 体系结构和算法。通过与是德

科技测试设备的完美结合，SystemVue 

可帮助您加快在实际应用中的成熟度，

并且简化开发流程。

www.keysight.com/find/SystemVue

Keysight Signal Stu-

dio 软件是一套灵活

的信号生成工具，

可缩短信号仿真时

间。通过将  S igna l 

Studio 定制调制软件

（N7608B）与 M8190A 任意波形发生器

相结合，您可以轻松创建各种 5G 候选波

形以及定制 OFDM 和 I/Q 波形，进而以极

高的分辨率和带宽创建出高度现实的 5G 

信号情景。此外，您还可以使用 Keysight 

PSG、MXG 和 EXG 矢量信号发生器来测

试接近极限值的设计。

www.keysight.com/find/SignalStudio

利用 Signal Studio 简化信号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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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6 0 0  V S A  软件

几乎可以让您探索

复杂信号的所有方

面，并对您的先进 

5G 设计做出优化。

它可与  K e y s i g h t 

SystemVue 仿真软

件、信号分析仪和示波器结合，安装在

一个独立的 PC 上，连接超过 45 个是德

科技的测量平台，以便解调和表征潜在

的 5G 波形的性能。

www.keysight.com/find/89600

89600 VSA 软件让您透过复杂表象洞悉问题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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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出色的仪器，开辟新视野

75 年来，是德科技始终如一地帮助开发人员开辟测量新视野。秉承这一理念，我们创造了无数出色的测试测量设备，无论是全尺寸

台式仪器、小型台式仪器、手持式仪器还是模块化仪器，总有一款适合的仪器能够满足您的需求。无论采用哪种外形，我们的设计

目标都是为您的团队提供所需的性能，帮助您的团队始终保持业界居前的测量水平。

模块化解决方案让您事半功倍

随着是德科技模块化产品的不断扩容，

我们的专业测量技术现已扩展至 PXI 和 

AXIe 标准。我们的模块化平台可为 5G 

应用提供可扩展性，同时精确的多信道

同步能够支持更苛刻的 5G 应用，例如信

道探测以及大规模 MIMO 和波束赋形等

多天线研究。

www.keysight.com/find/modular

利用台式仪器探知设计细节

通过我们的台式仪器，您将充分享用我

们在测量上的优势，从而精确自信地应

对最严苛的挑战。现成可用的便利工具

和熟悉的前面板显示，将为您带来高性

能的保障。我们的模拟和矢量信号发生

器、矢量信号分析仪、矢量网络分析仪

和高性能示波器都是业内标杆。在射

频、微波和毫米波领域，我们都会让您

的测量能力超越对手。

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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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的测试信号提供值得信赖的性能

Generate trusted performance in test signals

是德科技的模块化任意波形发生器（AWG）能够生成用于测试 

5G 系统的宽带波形。双通道 M8190A 可提供 5 GHz 的模拟带宽

和高达 90 dBc 的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M8195A 能够在

单插槽 AXIe 模块的多达四个通道上同时提供 25 GHz 的模拟带

宽。该 AWG 可用于驱动配有宽带差分外部 I/Q 输入的 E8267D 

PSG 矢量信号发生器，以便在高达 44 GHz 的频率内产生高

达 2 GHz 的调制带宽。针对大规模 MIMO 和波束赋形等应用，

M8195A AWG 模块可与 M81097A 同步模块相结合，在一个五插

槽 AXIe 机箱上获得 16 个同步通道。

www.keysight.com/find/AXIe-AWG

PSG 是业界广受信赖的微波信号发生器，全球已有数百个项目

成功部署了数千台这样的仪器。它的宽带 I/Q 输入可接受复杂

的 AWG 输入，支持在高达 2 GHz 的调带宽上以 44 GHz 的频率

生成测试信号。为了在毫米波频率内生成信号，是德科技和 Vir-

ginia Diodes 公司都提供了一系列上变频器。

www.keysight.com/find/PSG

对于 sub-6 GHz 的 5G 方案，MXG 矢量信号发生器能够在 6GHz 

的频率上提供高达 160 MHz 的带宽。

此外，纯净、精密的 N5183B MXG 微波模拟信号发生器还可为

毫米波上变频器和下变频器提供 LO 信号。

www.keysight.com/find/M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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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析仪常被用于射频测试；而面对宽带和多信道测量时，

射频工程师还需用到宽带宽示波器。宽带示波器可以直接对宽

带 5G 发射机的输出进行测量和分析。S 系列、V 系列和 Z 系

列示波器分别凭借高达 8 GHz、32 GHz 和 63 GHz 的模拟带

宽，无需外部下变频硬件便可提供实时测量精度。这些高性能

的示波器还可与 89600 VSA 软件结合使用，提供多 GHz 的解调 

分析。

www.keysight.com/find/scopes

X 系列信号分析仪是高性能的标杆，可以让您轻松地分析线索，

洞见问题真相。UXA 是我们的旗舰产品，它拥有高达 1 GHz 的

分析带宽，能够提供宽泛的性能，更深入地查看难以捕捉的宽带

信号。UXA 中运行了各种 X 系列应用软件。这些软件都是现成

的、业经验证的信号分析测量工具。为了进一步提升性能，我们

还可以为它配备 89600 VSA 软件。这款全方位的信号解调和矢

量信号分析工具几乎可以让我们查看复杂无线信号的所有细节。

把波导宽带智能混频器与 X 系列信号分析仪相结合，可以支持

从 60 至 90 GHz 的更高频率。

www.keysight.com/find/X-Series

M9703B 和 M9709A 都是革命性的 AXIe 高速数字化仪，能以卓

越的测量精度捕获信号。M9703B 可提供高达 1.6 GSa/s 的八个

通道或高达 3.2 GSa/s 的四个通道，M9709A 提供高达 1 GSa/s 

的 32 个通道。M9703B 提供可选的实时数字化仪（DDC），支

持对感兴趣的信号进行调谐和缩放，提高动态范围，扩展捕获时

间和加快测量速度。当与微波、毫米波下变频器和 89600 VSA 

软件结合使用时，M9703B 是宽带、5G、矢量信号分析测量的

理想工具。它还提供了多模块处理同步，支持从 8 通道扩展至 

104 通道的相位相干解决方案，同时也是支持大规模 MIMO 波束

赋形应用的理想工具。

www.keysight.com/find/AXIe-digitizers

在信号分析方面提供有灵感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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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网络分析的卓越性能

每一台是德科技网络分析仪都能充分体现是德科技在线性和非

线性器件表征方面的专业水准。在研发阶段，PNA 系列能够提供

出色的测量完整性，帮助您更深入地分析被测器件的性能，从而

得到更理想的设计。在 5G 领域，您可以利用 PNA-X 测量接收机

的出色测量能力和精确的模型来推动天线设计向前发展。

www.keysight.com/find/PNA
数字域中的精确、优化和交付

当数字信号达到千兆位速时，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测的问题。使用得

心应手的工具，可使您的设计项目步入正轨。是德科技高速数字解

决方案提供了一系列最基本的测量和仿真工具，用以支持最新的数

字标准。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您从时域和频域的角度发现潜在问题，

确保您的设计符合一致性规范。

www.keysight.com/find/HSD

N9029AV12-UDC 毫米波上变频器/下变频器*

N9029AV12 毫米波信号分析仪频率扩展模块是 VDI 公司的混频
器/放大器/多路复用器系列（WRxx SAX 系列）产品之一。选件 
UDC 能够用作毫米波上变频器，将 E8267D PSG 矢量信号发生
器的输出升级至 60 至 90 GHz。它还可重新配置为下变频器，直
接与 X 系列信号分析仪一起使用。
www.keysight.com/find/SA_mmwave M1971E 波导谐波智能混频器

M1971E 宽带智能混频器可与 X 系列信号分析仪，例如 N9030A 

PXA 信号分析仪和 DSOS804A S 系列示波器结合使用，以便分

析 60 GHz 到 90 GHz 的宽带信号。M1971E 55、60 至 90 GHz 波

导谐波混频器是非预选型混频器，与 X 系列信号分析仪结合使

用，可以分析超过 2 GHz 的宽带毫米波信号。

www.keysight.com/find/smartmixer

*注：针对不同的应用，可能还会支持其他频段。此处没有介绍  V D I 
VDI12.0AMP 放大器和 WR12BPF71-76 滤波器。请联系是德科技，以了解更
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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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Key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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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服务

www.keysight.com/find/services

我们拥有业界领先的技术人员、流程和工具，可以提供深度的设计、测试和

测量服务。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帮助您应用新的技术，而工程师为您改进

流程并降低成本。

是德科技保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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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RA 认证 ISO 9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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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渠道合作伙伴

www.keysight.com/find/channel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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