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3、
、RP1 和以太网
适用于 RP3-01、
的 Agilent OBSAI 协议测试解决方案
N5341A 和 N5340A 测试模块
技术资料

加快 OBSAI 基站收发信
机的测试开发速度
将信号激励与分析相结合,
简化您的 OBSAI 测试环境

应用

主要特性

●

OBSAI 硬件原型开发和调试

●

完整的链路层测试能力

●

对BTS (基站收发信机) 中的独立模

●

基带模块和射频模块之间有多达 5

块进行测试
●

RP3、RP3-01、RP1 和以太网链
路层测试

●

基带模块测试

●

无线电头 (Radiohead) 模块测试

●

通过误码注入进行稳定性测试

●

自动和非回归测试

●

生成完全可配置的 RP1 同步猝发，
具有 RP1 接收能力

对单向链路

●

支持全面的以太网和控制消息

●

支持 1x、2x 和 4x 链路速度

●

支持多误码插入

●

仿真基带、射频模块、远程射频模

●

与样本帧进行实时比较

●

实时误码和比较计数器

●

丰富的触发特性

●

模块化、可扩展的平台

块和 / 或 CCM 的链路层
●

完全可配置的 RP3 和 RP3-01 传
输帧

N5341A 和 N5340A OBSAI 链路层测试
将定制的激励生成能
力和分析能力相结合, 来
更快地对您的系统进行诊
断和表征

开放式基站架构发起组织

为了重现系统问题或执行非回归

误码插入功能帮助您测试被测件

(OBSAI) 系列标准，包括在基站收发

测试，您常常需要创建在实际器件中

的稳定性，并分析被测件从链路误码

信机 (BTS) 的模块间使用的参考架构

很难重现的流量条件。

和异常中恢复的速度。

和互连标准。
现在您可以使用 N5341A 和
RP1、RP3 和 RP3-01 (参考点分
别为 1、2、3) 表示基带模块和本地或

当特定事件发生时，触发能力可

N5340A 分析与激励解决方案来进行

以发现总线上的活动，从而帮助您查

测试。

找到复杂问题的根本原因。

远程射频模块之间的接口。
在您的下一代设计中采用
OBSAI互连标准会给开发过程的开发

通过重现这些条件，OBSAI 链

通过这个通用架构，您可以在从

路测试解决方案可缩短设计/调试/

总线设计到系统测试的整个过程中使

测试周期。

用相同的平台，从而节省测试设备的

调试和验证阶段带来新的测试挑战。

开支。
Agilent N5341A基站链路测试模

其中一个主要挑战是在测试过程

块和 N5340A 基站测试扩展模块在模

这种适用于器件仿真和链路分析

中并非所有模块都可使用。例如，在

块化 N2X 机箱中工作，提供链路层信

的可扩展的通用系统能够在未来几年

没有基带模块的情况下对射频模块进

号激励和信号采集功能，以对OBSAI

有效地保护您的投资。

行测试 (或相反的情况)。

基站、射频或远程射频模块或元件的
链路层进行独立调试和测试。

为确保您的设计操作符合协议规
范，您需要对被测件进行深入分析，

模块的链路仿真和确定流量生

并且能够根据协议的特定码型或误码

成功能可帮助您独立测试基带和射

条件进行触发。

频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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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
OBSAI 接口测试包括:
●

N5540A N2X 2 插槽机箱

●

N5341A 基站链路测试模块

●

N5340A 基站测试扩展模块 (可选)

●

基于 Windows 的控制器和主机
软件

接口
模块

描述

RP3

RP3-01

Eth

RP1

系统时钟

N5341A

RP3-01 输入模块

1 通道 (1 输入 / 输出)

1 通道 (1 可选)

1 输入

1 通道 (1 输入 / 输出)

输入输出

N5340A

RP3 输入模块

4 通道 (4 输入 / 输出)

无

无

1 通道 (1 输入)

无

www.agilent.com/find/ob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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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341A 基站链路测试模块
RP1 端口

RP3-01 光端口

RP3 x1 端口

N5340A 基站测试扩展模块

RP3 x 4 电端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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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时钟

以太网端口

参考时钟输出

典型配置
远程射频模块验证
●

在这种模式中，Agilent N5341A 基

CCM
RP1 和系统时钟

站链路测试模块通过 RP3-01 接口
和 RP1 接口仿真连接到射频模块
的基带模块。
●

安捷伦测试解决方案可以使用被测
件的 CCM 模块，必要时也可以对

单一链路
RP3-01 接口

该模块进行仿真。
远程射频
模块

射频模块验证
●

CCM
系统时钟和
RP1 同步猝发

在这种模式中，Agilent N5341A 基
站链路测试模块通过 RP3 接口和
RP1接口仿真连接到射频模块的基
带模块。

●

如果需要多个 RP3 链路，N5340A

单一链路 RP3 接口

测试扩展模块将添加多达 4 个 RP3
链路到当前配置中。
●

射频模块

安捷伦测试解决方案可以使用被测
件的 CCM 模块，必要时也可以对
该模块进行仿真。

www.agilent.com/find/ob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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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配置
基带模块测试

CCM
系统时钟和

●

在这种模式中，Agilent N5341A 基

RP1 同步猝发

站链路测试模块通过 RP3 接口和
RP1接口仿真连接到基带模块的射
频模块。

基带模块

CCM 仿真
●

在这种模式下，Agilent OBSAI 测
试解决方案仿真了一个 CCM 模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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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时钟和 RP1 同步猝发

多种流量条件
N5341A 帮助您表征 通过可配置的流量生成增加 验证器件和组件的边界条件
分层式迹线显示可加快调试速度
系统在多种流量条件下 测试覆盖范围
可以通过图形用户界面、tcl或自定
分层显示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屏幕信
的工作状态
●

●

义程序生成可配置的流量

息的密度，避免了经常滚动屏幕的

●

生成确定性RP3、RP3-01、以太网

麻烦

重复性和循环性事件

●

●

完全解码能力

可支持多达 5 条通道

●

●

比较各帧细节，轻松计算比特级的

●

激励高达 3 Gbps

差别

对器件的链路层进行完全测试
●

通过嵌入的游标轻松获取信息

●

通过自动误码检测功能快速查找
问题

生成定制帧和链路事件

、RP3-01 和
误码插入到 RP3、
RP1 链路
●

●

通过在流量中插入误码来验证被测

强大的触发, 轻松的设置
●

通过使用和编辑预定义的码型轻松
进行触发设置

件的稳定性

轻松地将误码插入到流量中

www.agilent.com/find/ob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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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N5341A/N5340A 特性和技术指标
RP3 发射机

值

线速

768/1536/3072 Mbaud ± 100 ppm

单元间隔 (额定值)

1302 ps / 651 ps / 326 ps

差分幅度 (最大值, 最小值)

1600 mV p-p, 400 mV p-p (800 - 1000 mV 典型值)

绝对输出电压限制 (最大值, 最小值)

2.3 / -0.4 V

负载

100 Ω ± 5%

RP3 接收机

值

线速

768/1536/3072 Mbaud ± 100 ppm

单元间隔

1302 ps / 651 ps / 326 ps

抖动幅度容限
最小确定性抖动

0.37 UI p-p

最小确定性抖动

0.55 UI p-p

加随机抖动
最小整体抖动

0.65 UI p-p (在 BER 为 10-12 时测得)

接收机耦合

交流

RP3-01 表征

值

线速

768 / 1536 / 3072 Mbaud — 工业标准 SFP 接口

RP1 表征

值

系统时钟

输入

同步猝发

输入 / 输出

触发

输出

电压电平

LVDS

最小 / 最大电压

-0.2 V, 2.7 V

触发

输出

系统时钟

最小值

频率 (符号: FCLK)
占空比 (符号: TDUTY_CYCLE)
PP 抖动 (符号: TP-P J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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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值

最大值

30.72 Mhz
40%
-

50%
400 ps

60%
600 ps

Agilent N5341A/N5340A 特性和技术指标 (续)
以太网表征

值

连接器

RJ45

速度

10 M/100 M

性能技术指标

值

最大带宽

在光链路和电链路上为 3 Gbps

传输缓冲区大小

512 Mb

比较缓冲区大小

512 MB

接收缓冲区大小

512 Mb (N5341A), 1 Gb (N5340A)

误码注入

值

符码错误

在任何链路

不一致性误码

在任何链路

错位空闲 (0xfc)

在任何链路

错位空闲 (0xbc)

在任何链路

触发能力

值

码型匹配器

四个码型匹配器

误码

不一致性、符码、错位空闲 (0xfc 和 0xbc)

RP1 类型

任意有效类型的 OR 组合

系统要求
N2X 机箱的 I/O 刀片式服务器 (查看相关产品了解详细信息)
环境

值

温度 (AT-ETM757)

工作温度: 0 °C 至 +55 °C

存储温度

-40 °C 至 +70 °C

湿度 (AT-ETM758)

工作湿度: 15 至 95%
工作浸湿: 90% (24 小时)

安全标准

安装类别: EN ISO/IEC 17025, IEC 61010-1/EN61010-1, II
污染等级: 2
防护等级: 标准

www.agilent.com/find/ob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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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2 插槽 N2X 机箱的特性和技术指标
环境
温度 (AT-ETM757)

工作温度: 0 °C 至 +55 °C

存储温度

-40 °C 至 +70 °C

湿度 (AT-ETM758)

工作湿度: 15 至 95%
工作浸湿: 90% (24 小时)

安全标准

安装类别: EN ISO/IEC 17025, IEC 61010-1/EN61010-1, II
污染等级: 2
防护等级: 标准

一般特征
电源要求

100-120 Vac, 200-250 Vac
550 VA (最大值)
47 至 63 Hz

物理特征
2 插槽机箱

宽: 30 厘米 (11.81 英寸)
深: 49.0 厘米 (19.29 英寸)
高: 11 厘米 (4.33 英寸)
重量 (空): 5.1 公斤 (11.2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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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置系统
我们建议的配置包括基于
®

Windows XP的系统控制器 (台式电
脑或笔记本) 和一个 LAN 10/100 网

安捷伦产品型号

描述

机箱
N5540A

2 插槽, 2U 高机箱

个 N5341A基站链路测试模块的机箱。 N5541A

4 插槽, 2U 高机箱

卡，此网卡专门用于连接至少包含一

系统控制器
装有软件的系统控制器提供了图

测试卡
N5341A

基站链路测试模块

形用户界面，以方便对在测试卡上运

选件 P01

RP3 仿真 (需要选件)

行的协议和应用程序进行操作。

选件 E01

Wimax 仿真许可证

机箱

选件 E02

LTE 仿真许可证

机箱可以是 2 槽 N2X 机箱或 4 槽
N2X 机箱。

测试模块
最低配置包括一个N5341A 基站
链路测试模块。
如果测试中需要更多 RP3 通道，
N5340A 基站测试模块可通过扩展添

N5340A

基站测试扩展模块

选件 P01

RP3 仿真 (需要选件)

选件 E01

Wimax 仿真许可证

选件 E02

LTE 仿真许可证

N5349A

N5340A 和 N5341A 升级套件

选件 E01

Wimax 仿真许可证

选件 E02

LTE 仿真许可证

加到机箱中。
每个测试模块都必须具有生成指
定流量的许可，例如 LTE 或 Wimax。
控制器软件随测试模块一起提供。

相关文献
出版物标题

出版物类型

出版物编号

Agilent 16800 Series Portable Logic Analyzers

技术资料

5989-5063EN

Agilent 16900 Series Logic Analysis Mainframes

技术资料

5989-0421EN

Probing Solutions for Agilent Technologies
Logic Analyzers

产品目录

5968-4632E

产品网站
如欲了解最新和最全面的应用和
产品信息，请访问我们的产品网站:
www.agilent.com/find/ob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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