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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CMU300首次实现了物理层（layer 1）信令与RF参数同时测试功能。

通用无线通信测试仪 R&S® CMU300

具有HSDPA
实时测量功能的解决方案

当时间非常关键时

传 统 的 基 站 测 量 — 就 像 ¸	

CMU300“测试和验证”式的非信

令—是以统计的方式来测量基站的

重要参数以验证其是否满足技术规

范的要求。但是，随着数据流量、

速率的提高，比如	HSDPA，无线链

路必须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作

出调整，以适应可用的无线信道资

源。因此，RF测量中的时间关系就

显得非常重要了，需要进行相关补

充测量来验证信道的参数设置是否

在正确的时间点处于最佳状态。

¸CMU300则可完全满足该种需

求，它可以在真实、动态的条件

下对基站进行测试。该测试仪现已

增加了信令测量模式，可以同时

测量Layer	1的信令过程以及RF参数

（使用以前的测试方法是无法实现

的），这种功能在紧凑型测试仪中

出现还是首次出现。

¸CMU300（图1）中加入了一种

崭新的信令测试模式，利用它可以

实现Layer 1的信令与RF参数同时测

量，使得对时间非常敏感的基站测

试，可以在真实、动态的环境下从

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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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U300可以同步于基站的小

区信道(CPICH，BCH)，	并且可以建

立RF连接，因而省掉了诸多复杂的

基站触发信号接口了（图2）。

¸CMU300由一个具有FEC功能的

实时接收机、一个发信机以及信号

发生器组成，在提供下列测量功能

的同时还具有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时间同步的TX测量，用于监测无

线信道参数间切换的重要时刻

（同样适用于HSDPA）

特殊触发器，可以同步外部测

量仪器以及上述TX测量（同样适

用于HSDPA）

数据分析和DL信道解码（BCH、

传输信道，包括HSDPA）

实时码域功率测量

RMC的误码率和误块率分析	 (BER	

和BLER)

作为基站负荷测试的随机接入

信道(RACH)前导信号测试（其中

包括对捕获指示信道(AICH)的检

测已估计）。

针对HSDPA的特殊测量功能：

可同时监测四个HS-SCCH（高速

共享控制信道）信道（最多定

义128个UE）

流量测试

HS-DPCCH信号的上行链路模拟

“激励和检查”测试

新功能详细介绍

TX测量扩展

信令测量模式兼容以前基于3GPP	TS	

25.141	 (FDD)规范的TX测量的非信令

测量模式。

功率 

功率计（宽带或频率选择）

码域功率(CDP)	

◆

◆

◆

◆

◆

◆

◆

◆

◆

◆

◆

◆

调制

误差矢量振幅(EVM)，其中包括

幅度误差/相位误差

载频误差

I/Q偏移

I/Q不平衡

波形质量

峰值码域功率误差	(PCDEP)

◆

◆

◆

◆

◆

◆

频谱

邻信道泄漏功率比（ACLR）

占用带宽(OBW)

频谱辐发射屏蔽(SEM)

新增自动信道搜索功能，使信令和

非信令模式下的码域功率和调制测

量更为方便。

◆

◆

◆

基站¸CMU300 基站控
制器

(layer 1)RF分析仪
已同步

信令接收机
　解调器、解码器、

数据分析仪)

RF 信号发生器
已同步

发射机

接收机

控制
接口

CPICH	/	BCH
同步

SFN触发器

SFN触发器

发射 / 接收部分

图2  信令测量模式下¸CMU300对基站进行测量时的连接图

图3

用户自定义的静态信

道的码域功率测量

（四个HS-SCCH

信道，五个HS-PDSCH

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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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该自动测量功能，用户可以很

轻松的测量3GPP	TS	25.141	FDD	R5模

型中规定的各种测试模型，除此之

外，还可以非常轻易的的测量各种

用户自己定义模型。

不仅如此，在非信令和信令测量模

式（图3）均可配置HSDPA信道。在

信令模式下，还可以按照设定的时

间开始所有测量，无需使用外部触

发信号。

触发

您可以使用以下触发方式触发时间

同步测量：

Free Run		R&S®CMU300通过时隙对

RF信号进行分析。

Slot Trigger	每个DL	P-CPICH时隙开

始一个触发信号。	

Frame Trigger	 	每个DL	P-CPICH	帧

开始时发出触发信号。	

Super Frame Trigger	 	触发信号被

指定到一个可设定系统帧号。

信号可周期性进行重复，可设

定帧数范围	2	到	4096	个帧。

HSFN Trigger		在每个HS-SCCH子帧

开始时发送HSDPA触发信号。

UE ID Trigger 	在每个被指定特定

UE	ID的HS-PDSCH子帧开始时发送

HSDPA触发信号。	

这些内部产生的触发还可以作为输

出信号触发其他测量仪器，并且

可以微调其输出触发信号的码片

偏移。除了这些内部触发信号外，

您还可以使用外部信号触发	 ¸	

CMU300，并且可以设定外部信号

的边缘和码片偏移（图4）。

误码率（BER）测量

¸CMU300中的实时接收机提供

了一种分析整个传输部分信号的新

方法，该仪器在传统的物理参数测

◆

◆

◆

◆

◆

◆

量（例如调制质量或码域功率）方

法的基础上又加入了BER测量。与

纯粹的RF参数测量相比，它可以测

量全部物理层的参数，其中包括前

向纠错码（FEC）测量。

该仪器可以提供两种测试方式：

单独测量基站收发信机（BTS）的

上行(UL)和下行(DL)链路。	仪器在

分析BTS	DL信号的同时，可以发送

一个上行UL信号让BTS对其进行分

析。

同时测量上行和下行链路。BTS将

R&S®	 CMU300产生的UL信号发送回

测试仪，由测试仪对其进行评测。

除了BER（图5）和BLER测量外，

R&S®	CMU300还可以计算DBLER。

实时监控以及DL信道日志

R&S®	CMU300	可以实时记录并解码

DL信道数据，从而使数据分析变得

更加容易（图6）。由于编码数据

可以通过	 COM	接口引出，因此可

以直接在外部	 PC上对它进行在线

分析。当让，在线解码程序可对数

据进行解码处理。

通过这些工具，使得DL传输信道

的数据记录和评测工作变得非常

容易。另外，基站在BCH/P-CCPCH

信道中发送的系统信息数据块(SIB)

（图7）还可以被实时显示，并对

其进行解码用于评测。	

实时接收机还可以保证持续测量所

有时隙的码域功率控制数位和传输

功率控制数位（TPC数位）。所有

测量的参照时间可以通过系统帧号

码可以确定，该帧号可以通过仪器

显示出来。

RACH 前导信号测量，包括AICH 检

测和评估

R A C H 	 前导信号测量以及后续的

AICH监测和评估通常用来模拟基站

的实际负载情况，例如，当几部手

机通过连续的接入时隙注册时。进

行这种测试时，最多可同时发送224

个RACH的前导—预先定义的重复

发送序列，最多由64个前导信号组

成。您可以根据需要对该序列进

行设定（图8）。在进行基站负载

情况测试时，您可以以毫秒时间

间隔发送前导信号。而且，¸

CMU300还可以监测和评估所接收

到的AICH信道，以此检查数据内容

和时序是否正确。您还可以通过加

入加性高斯白噪声(AWGN)（图9）

改变和调整测试条件。

HS-SCCH信息

HS-SCCH监控功能最多能一次同时

分析四个	 HSDPA	 DL	控制信道，这

些信道被分配给最多128个用户设

备（UE）。¸CMU300	对每个数

据帧进行解码，并且以列表的形

式列出所检测到的用户设备（图

10）。不仅如此，它还评测并显示

HS-SCCH信道的控制信息，其中包

括调制类型(QPSK	/	16QAM)、传输数

据块的大小，或者一个UE上使用的	

HSDPA数据信道数目。测量操作可

由特定的帧(HSFN)触发，也可以通

过特定的UE设备号触发。在进行运

营网络测量时，绝大多数指定的UE	

ID都不可知。而且由于它们都是通

过特定的基站算法进行指定，因此

预测起来也非常困难。但是	 ¸

CMU300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

含有一种特殊的UE	ID扫描模式，可

以扫描所有HSDPA	DL控制信道中正

在使用的UE设备，并将所检测到的

UE	ID保存到一个列表中。该列表可

用来测量HS-SCCH信息（或者测量	

HS-PDSCH	的数据流量）。

▲



News	from	Rohde&Schwarz										Number	189	(2006/I)
11

图4   触发信号设置菜单 图5   BER测量

图6   R&S®CMU300可以实时监测DL信道，并且记录和解码数据。

小区信道

DPCH
手机已经
连接到基站	

基站	

DL接收机 

¸CMU300 

接入帧

接入时隙

前导信号

签名	

图7  基站在 BCH/P-CCPCH 信道中发送的系统信息数据块(SIB)的显示，在线

解码以及评测。 

图8   RACH设置举例



R&S公司新技术快讯										第189期	(2006/I)

移动无线通信					无线通信测试仪

12

HS-PDSCH流量测试

除了HSDPA控制信道信息之外，	

HSDPA	 DL数据信道(HS-PDSCH)的总

数据传输速率和有效吞吐率也是重

要的测量参数。根据被评测的控制

信道参数，该仪器最多可同时得到

128个UE的这两个参数，并且可以

显示处于激活状态的UE当前以及

平均数据传输速率、吞吐量和最小

值、最大值，并且可以计算所有UE

的总数据传输速率/总数据吞吐量

（图11）。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很

容易的计算出小区数据率或者所获

得的小区吞吐率。与HS-SCCH监视

器相似，这种测量也可以通过特定

的帧(HSFN)或特定UE	ID触发。

HSDPA UL“激励”

¸CMU300对原有的非信令测量

模式 [2]使用的UL信号发生器进行

信令模式扩展，HSDPA	UL信号发生

功能。除了标准功能之外（通过

激活参考测量信道(RMC)或物理信

道来模拟UE设备），系统还可以

在HSDPA	UL模式下发送带有可重复

发送的、用户可设定的ACK	 /	NACK	

/	 DTX序列和/或带有信道质量信息

（CQI）序列。您可以分别给两种

序列最多同时配置64个值。利用其

他用户设定参数，比如说传输时

间间隔(TTI)以及可独立触发（例如

通过HSFN	/	UE	 ID信号）的CQI或ACK	

/	NACK	/	DTX序列，可以实现多种真

实的基站激励方式（图12）。		

HSDPA“激励和检查”

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测试功能（该

功能也可以动态测试对时间要求极

为严格的MAC-HS行为）是UL	 HS-

DPCCH激励以及HS-SCCH监视和评测

(DL)。	

▲

这种测试是基于前面介绍的¸	

CMU300中的HSDPA	 UL发生器和DL	

HS-SCCH监控测量。通过配置特定

的UE	ID信号，可以模拟真实的场景

（图13）：如果¸CMU300接收到

专门的UE	ID触发信号，它将发送用

户设定的ACK	/	NACK	/	DTX的一部分

到基站（UL模拟）。利用HS-SCCH

监视器可以检查基站（DL检查）的

响应情况。		

总结

¸CMU300可以提供多种基站测

试功能，其中既包括传统的、高经

济性的非信令模式下的大规模测试

方式（利用矢量分析和信号发生器

功能），也包括新增加的、可提供

多种基站特性分析功能从而实现网

路优化的信令测量模式。由于无需

使用触发信号接口，因而测试设置

变得相对更加容易—从而为生产和

基站测试带来更大优势。	

R&S®CMU300所提供的最新HSDPA测

量功能也使其成为很受欢迎的复杂

场景测试和HSDPA标准实施的测试

仪器。具有丰富功能的单机式解决

方案，加之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CMU300真可称得上是独一无

二的产品。	

Anne	Stephan，Daniel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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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利用AICH监视和评测进行RACH前导信号测试。 如果增加加性高斯白噪

声（AWGN）还可以改变和调整测试条件。

图10  HS-SCCH信息和HSDPA控制信道信息

图11  吞吐率测量可以提供有关小区吞吐率的信息。 图12  HSDPA UL发生器

图 13

R&S®CMU300 测试设置，

用于 HSDPA UL激励和DL检查
R&S®CMU300 基站

信令接收机
	(解调器，FEC，
数据分析仪)

HS-SCCH	
响应显示

RF发生器
包括数据源 

同步

数据分析
4×HS-SCCH

DL 检查

发生器	1	×	HS-DPCCH	
(用户自定义	

ACK	/	NACK	/	CQI	序列)

UL 激励

传输 / 接收部分
 (TRX)

发射机

接收机

触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