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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 5G 的捷径
5G 时代正在快速来临。移动运营商正在快速推进他们的 5G 部署方案，与此同时也就促进了芯
片和终端制造商的研发进程。5G 带来了创新和强大的能力，让那些需要更快数据速率、超高可
靠性和低时延以及需要大规模机器通信的应用可以梦想成真。要想为这些应用提供所需的通
信系统性能，需要采用带宽更宽毫米波和波束赋形技术。换句话说，5G 技术给整个终端生态系
统带来了巨大挑战，他们需要在进行新的原型设计时，快速、精确地解决这些挑战。
协议是无线技术的核心元素之一，5G 技术也不例外。5G 终端中的协议栈特性导致了更高的网
络的复杂程度。所以，如何能更简单快捷的对照参考方案进行原型设计就成为确保快速部署新
功能的关键所在。能在设计初期采用功能灵活和全面的 5G 研发协议栈测试解决方案就成为加
快 5G 设计从原型转化为实际产品的关键。

快速地开发和集成，并全面验证终端的性能
无线通信协议具有非常高的复杂程度。在开发过程中，越早地对设计进行验证并及时修改，就
能越快推出成功产品。设计人员在开发过程中需要尽早发现设计错误，发现得越晚，纠正起来
就越难，代价也越大。同时，能够针对不同的网络场景轻松开发综合测试用例，也是改善产品质
量、加快产品上市速度的重要助力。
Keysight 5G 协议研发解决方案具有强大和全面的功能。，能够帮助设计人员应对全球各地的
不同频谱要求，高效地设计具有先进 5G 协议特性（同时适用于准 5G 和 3GPP 5G 新空口 NR）
的原型产品，包括毫米波频率波束赋形和 5G 非独立模式的用例。有了这款基于 UXM 5G 平台
上的解决方案，您将能够：
– 支持多个阶段的无线终端开发，从投产前的协议原型设计到系统集成和验证；
– 借助出色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加速测试用例的生成和分析，最终让所设计的产品达到卓
越的品质并快速走向市场；
– 更快、更全面地测试 5G 技术，确保 5G 功能特性得以充分利用，实现更优异的性能和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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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轻松地创建测试用例
5G 协议研发解决方案包括一个高度优化的图形用户界面，更有利于尽早创建测试并分析测试
结果，同时 5G 规范也在持续演进，并开始得到行业的认可。这个工具能够在开发周期之初验证
终端特性指标是否正确，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开发程序中的风险。
测试用例创建工具的核心组件包括：
– 内置协议状态机，它能降低测试用例的复杂性，帮助进行调试活动；
– 实时访问和修改 L1/L2 参数，无需进行编程；
– 超出行业强制要求的测试广度和深度，使测试按照您的特定需求和独特规范来执行；
– 支持广泛的参考测试，利用网络运营商测试方案中的领先特性在原型设计阶段之初便消除
验收风险，确保满足上市时间要求。

图 1. L1/L2 参数可以轻松访问，并可以实时读取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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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协作的结果分析
5G 协议研发工具包支持尽早发现和解决缺陷，确保更快、更经济高效的开发过程。
记录查看器（Log Viewer）是一个协作结果分析工具，能够提供：
– 书签，用于突出显示感兴趣的关键区域，并与其他团队成员分享记录。
– 可定制的筛选器使不同的团队可以更高效地调查问题；
– 支持其他文件格式和插件的导出选项，向第三方工具开放接口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图 2. 记录查看器中的自定义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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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领先技术
通过与主要行业领导者尽早开展合作，是德科技得以在 5G 协议研发解决方案中更早提供最新
的 5G 特性，以便在复杂的仿真网络场景下测试您的实施情况。
– 协议栈特性测试
– 集成堆栈测试
– Layer 1 测试
– 功能测试
– 回归测试

图 3. 关键性能指标（KPI）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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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网络仿真解决方案支持运营商以最快的速度将 5G 产品推向市场
毫米波波束赋形和频谱共享等与 5G 有关的功能特性，让测试的复杂性极大升高。为了在快速
发展的 5G 行业脱颖而出，您必须能够在原型设计阶段灵活仿真所有 5G 系统组件，进行精确
测量并做出明智决定。
5G 协议研发解决方案由协议和毫米波测试行业巨头――是德科技精心打造，作为是德科技网
络仿真解决方案系列的开山之作，旨在帮助您优化现在和未来的 5G 终端设计流程。
快速执行全面测试，以及控制编程风险，是您实现成功设计的关键要素。是德科技能够为您指
明通往 5G 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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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
我们独有的硬件、软件和技术人员资源组合能够帮助您实现下一次突破。
我们正在开启技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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