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无线通信

测量仪器

为网络专业人士提供丰富的测试
和测量解决方案
每一项新的移动无线技术都需要专
门的高性能测试与测量解决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从一开始就非常
关注该领域的动态发展，致力于为
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提供全面的测
试与测量解决方案。

为任何工作任务提供解决方
案

每月需要处理的SMS业务达10亿之
多。

到2005年末，全世界范围内移动无
线用户已经达到20亿，他们其中每
人至少拥有一部手机。他们不仅用
手机来打电话和发短信，而且正越
来越多的用它来获得宽带数据服
务，例如多媒体信息服务(MMS)和
通过终端浏览互联网。在日常无线
数据服务的使用方面，亚洲、美
洲、欧洲的手机用户仍然存在较大
不同。例如在日本和韩国，朋友们
之间喜欢通过互联网玩联网游戏。
今天，用户居住于什么地方已经不
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移动无线网
络。

这对于移动无线服务提供商的网络
专业人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们必须保证客户始终对其语音和
数据的传输质量感到满意。他们的
基站和骨干网络的软硬件解决方
案必须每天连续无故障运行24个小
时。

结果，许多运营商网络容量的30%
已经被互联网或者MMS、SMS的使
用所占据。例如，在欧洲，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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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这项艰巨的挑战，网络运
营商们找到了罗德与施瓦茨的专家
们。我们公司早在15年以前数字移
动无线技术刚刚在欧洲兴起时就已
经开始为该市场提供解决方案了。
网络运营商们依靠罗德与施瓦茨测
量仪器为其各个阶段的技术部署提
供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从网络规划
阶段的校准工具一直到后来的基站
网络测试。

当他们需要优化其基站性能时，
他们会给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专
家们打电话，请求提供测试与测
量设备和专门的应用技术。

为实验室提供系统测试解决
方案
网络运营商的实验室内必须经常配
备各种系统组件，供其进行新模块
和软件版本测试之用，而同时不能
影响现有的网络使用。通信标准的
快速演进对测试仪器的使用灵活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R&S®CMU300紧凑
型通用无线通信综合测试仪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该仪器专门为基站
的系统、老化、验收测试而设计。
它由一个频谱仪和一个信号发生器
组成，可用于GSM、GPRS、EDGE、
UMTS等标准的发射机和接收机测
试。
最新的实时分析仪功能使其成为
HSDPA标准（属于3GPP release 5标
准）中高速控制和广播信道监测以
及针对单个用户的小区数据吞吐率
监测的理想之选。

您还可以使用功率计和CMU300一
体化的频谱/信号分析仪对发射机
单元进行测试。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功率计和手持
式频谱分析仪R&S®FSH3（图5）一
直到便携式R&S®FSP频谱（可选配
电池组）/信号分析仪（图5），其
出色的性价比使其成为中档机的典
范。这两个分析仪既可以完成像信
道功率等常规测量，也可以同时解
调UMTS和GSM信号，

图1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为网络运营商和供应商提供全面的测试与测量组合方案。

领域

信号分析仪

信号发生器

测试实验室内 基站测试:
¸CMU 300
的系统测试

¸NRT/NRP
¸FSH
¸FSL/¸FSP
¸FSQ
¸TSMU

¸SMU 200A/¸SMJ 100A 监测:
¸SML
¸ROMES with ¸TSMU
¸SMR

测试实验室内 手机 / 协议测试:
¸CMU 200
的终端测试
¸CRTU
电源
¸NGMO

¸FSP

¸SMU 200A/¸SMJ 100A 监测:
¸ROMES with ¸TSMU
and test mobile phone

基站的安装、 基站测试:
¸CMU 300
运行、维护

¸NRT/¸NRP
¸FSH
¸FSL/¸FSP

无线网络
规划和优化

无线通信综测仪

手机测试:
¸CMU 200

¸ESPI
¸TSMU
¸FSP
¸F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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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测系统

功能测试:
¸ROMES with ¸TSMU
and test mobile phone
¸SMU 200A/¸SMJ 100A ¸ROMES with ¸TSMU
功放
以及各种测试
手机、应用程序（通话
质量、QoS等等)

▲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为网络运营商
和网络设备供应商提供满足GSM/
GPRS/EDGE、WCDMA 3GPP 和CDMA
2000®等不同标准的测试与测量
解决方案。我们还提供 WCDMA
HSDPA 标准移动无线网络的设置
和运营所需的全套测试与测量解
决方案。无论何种领域，我们的
测试与测量解决方案都值得网络
专业人士信赖（图1）：
◆ 系统测试
◆ 终端测试
◆ 基站的安装、运行、维护
◆ 无线网络的规划和优化

如果结合使用RNC（无线网络控
制器/基站控制器）模拟器，例如
Nethawk公司的所提供的模拟器，
R&S®CMU300可成为理想的高级现场
测试设备。

移动无线通信

测量仪器

▲

因此非常适合执行与基站发射机有
关的各种测量任务。
R&S®FSQ信号分析仪（图5）属高端
仪器，拥有永不落伍的性能，解
调带宽高达120 MHz，适用于所有
传统的调制模式（例如WiMAX标
准），是具有极高动态范围和优异
噪声特性的高端应用的理想测量仪
器。
¸SMU200A和¸SMJ100A矢量
信号发生器可用于测量接收模块
（图4和6）。它们可以生成满足任
何标准的数字调制信号，而且您还
可以根据需要在信号中加入衰落、
噪声以及其他基带故障干扰。您可
以根据标准要求，产生带干扰的参
考测量信道（RMC）信号，并且操
作界面简洁、直观。

图2 R&S®CMU200（上部）用来测试所有手机，而R&S®
CMU300（下部）专门用来测试基站。

如果您需要生成非调制信号，
例如用于RF衰落模拟或者作为干
涉信号，可以使用具有出色性价
比的¸SML信号发生器。通过
¸FSQ高端信号分析仪和 ¸
SMU200A矢量信号发生器，加上使
用方便的¸FSMU-W应用软件，
您可以完成TS 25.141标准所规定的
各种测试任务。

图3 R&S® CRTU-W / -M平台用来进行协议测试。

为实验室提供终端测试解决
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可为维修服务和老
化、兼容性、互用性测试提供RF
和协议T&M解决方案。¸CMU200
测试平台（图2）和¸ CRTU协
议测试仪（图3）覆盖所有主要标
准，其中包括从GSM、GPRS、CDMA
2000®一直到UMTS、HSDPA，甚至
HSUPA。
这些测试解决方案可以生成信息日
志以及进行RF、网络切换、语音、
数据应用测试。
图4 R&S® SMU200A（上部）矢量信号发生器和高端R&S®
FSQ信号分析仪一起测量功率放大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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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200A和¸SMJ100A在进
行小区选择测试时尤为有用，它们
可以为DUT生成其他背景噪声，而
所不同的是，这些信号都经过数字
实时调制，并且拥有可变的噪音分
量。
如果您需要精确测量多种状态下的
功耗，并且要求非常高的分辨率和
测量速度，可以选择¸NGMO双
通道分析仪/电源(图7)作为解决方
案。它非常适合进行手机运行时
间和电池测试。您还可以用它优化
Java applet等应用软件，因为每次
访问 SIM 卡都会使电流增加，从而
降低运行时间。

除此之外，该分析仪还可以测量频
谱，从而提供上行或下行链路中有
关任何干扰信号的非常有价值的信
息。

基站安装、运行、维修的测
试与测量解决方案
基站中最为薄弱的部位是塔台上的
天线系统，其中包括其偶极子天

手持式¸FSH中新增加了码域功
率测量功能，并且具有理想的性价
比，几乎可以处理现场工作中的
任何测量任务。不仅如此，从2005
年末开始购买的新型仪器也可以
配备新的¸FSH-K4选件，可分析
WCDMA信号中主要下行链路信道
(CPICH、P-CCPCH、SCH)的功率和调
制质量。

线、RF电缆、放大器。天线系统必
须承受潮湿、大范围的温度变化、
静电放电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是为
什么大约75%的现场测试都集中于
天线系统的收发特性。
随着交叉极化天线的使用，以获取
天线系统运行状态信息为目的相关
测量已经变得不太重要，现在还要
求进行去耦和电缆故障测量，¸
FSH手持频谱分析仪（图8）专门为
此用途设计。无论天线系统配备塔
放与否，¸FSH都能够非常准确
的测量和记录回损、电缆故障、去
耦作用。

图6 R&S®SMJ100A多功能矢量信号发生器正
在重新定义中等传输距离的大小。

最新R&S® FSL频谱分析仪还可使用
电池供电，在同类产品中独有RF测
量特性—在现场服务中也开始崭露
头角。它可以用来定位噪声源（例
如塔放故障）和任意一种干扰信
号。
与此相比，在基站发射机的实际测
量中，已经较少采用对所有代码信
道进行全面分析的方法，而是需要
另外具有解码功能的分析仪。中档
频谱/信号分析仪¸FSP是完成该
测量任务的完美之选，它采用电池
供电，能够测量调制质量和码域功
率。

图7 R&S®NGMO2智能双信道分析仪/电源功
能丰富，是网络专业人士的必备工具。

越来越多的提供高水平服务的用
户正开始使用¸CMU300通用无
线通信测试仪，外加一个外部RNC
模拟器或类似Nethawk的Node B配置
器。

图5 罗德与施瓦茨生产的分析仪种类非常
丰富，几乎可以覆盖任何性能、频率范
围、功能需求。从左到右：R&S® FSQ (上)，
R&S® FSU，R&S® FSP，R&S® FSH3。

▲

实际经验证明，测量仪器不同，所
使用的场合也不同。

图8 ¸FSH3，多功能解决方案，用于安装和现场
维护测量以及移动无线电天线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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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无线通信

▲

◆

◆

◆

测量仪器

85%的场合下使用¸FSH手持
式频谱分析仪，尤其天线和TX测
试。
10%的场合使用靠电池供电的
¸FSL / R&S® FSP频谱/信号分析
仪。
5%的场合使用R&S®CMU300通用
无线通信测试仪

无线网络规划和优化测试与
测量解决方案
随着无线用户数量的快速增加，无
线网络也正在变得更为稠密。为了
优化无线网络的规划和模拟，越来
越多的计算工作开始以真实的测量
数据为基础。
无线网络规划人员深知，与复杂计
算所要求提供的数据质量相比，规
划工件的作用丝毫也不逊色。

根据不同的任务选择不同的测量设
备可以让测试与测量预算计划变得
更加轻松有效。

通过连续波(CW)测量可以对规划工
具进行校准。 进行此类测量时，
¸SMJ100A矢量信号发生器、
¸SMU200A或者¸SML信号发
生器可以生成部分未经调制的信
号，并将其通过一个测量放大器加
到天线系统上。利用¸TSMU无
线网络分析仪（图9）或者¸ESPI
预认证接收机—加上¸ROMES覆
盖测量软件—等高精度、高速度测
试接收机可以测量此类信号，并且
提供相关频率范围内有关传输路径
损耗的真实信息。

罗德与施瓦茨的传统—为您提供从
A到Z一整套解决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从1990年开始进入数字通信
T&M领域，并与当年推出了第一台移动无
线基站测试仪。从那以后，罗德与施瓦茨
就始终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今天，
美国、亚洲、欧洲的客户都在使用罗德
与施瓦茨的蜂窝技术测试与测量解决方
案，其中涵盖的标准包括GSM/GPRS/EDGE、
WCDMA FDD (UMTS)、HSDPA、CDMA2000®。
连同WCDMA HSDPA测量解决方案在内—计
划于2006年夏推出—罗德与施瓦茨已经能
够为信号发生、信号分析、无线通信综合
测试和协议测试提供全面的T&M解决方案
组合。1xEV-DO的A版本标准T&M解决方案也
将于2006年秋天推出。

随着¸TSMU的持续改进，它可
以无需进行网络注册即可解码和测
量下行链路控制信道，而且速度之
快无与伦比。该功能是进行切换程
序优化时实现快速相邻干扰分析的
主要前提条件。利用这样得到的测
量数据，你甚至可以在规划阶段就
可以对关键区域的干扰提前进行分
析。
¸TSMU通过配置可作为GSM扫
频仪使用。利用¸ROMES覆盖测
量软件和一个GPS接收机，它可以
提供多种参数，其中包括：位置数

WiMAX(IEEE 802.16- 2004，IEEE 802 .16b)和
WiBro的宽带无线解决方案用户也同样信
赖罗德与施瓦茨提供的T&M设备和应用技
术。不仅如此，罗德与施瓦茨还为终端和
基站设计工程师、网络运营商提供测量设
备，帮助他们将DVB-H作为一种移动广播技
术及其相关应用推向市场。

据、信道号码(GSM)、电平、小区
识别码、网络和国家代码—测量速
度比传统的手机测试方法快 10 到
2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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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您还可以在路测过程中使用
¸TSMU实时分析本信道或相邻
信道干扰信号，方法是需要部署最
新版的¸ROMES覆盖测量软件、
一部GSM测试手机和一系列基站。
利用分析仪可以优化无线网络，如
果再使用测试手机，则可以根据客
户意愿确定网络质量。¸TSMU
无线网络分析仪已经成为众多网络
运营商的标准。除了以前执行的2G
和3G标准外，¸TSMU还增加了
CDMA 2000 ®标准。
为什么除了测试手机之外还需要
使用¸TSMU为了获得有意义的
测量结果，测量速度必须非常快。
¸TSMU的测量速度比测试手机
要快约30倍。

再者，高灵敏度和动态范围对于检
测和分析潜在弱点也是非常关键
的，例如：
◆ 干扰（频率复用分析）
◆ 干扰源
◆ 天线调整不正确（方向、
倾斜）
◆ 颠倒扇区
◆ 参数设置部分，例如在网络切
换过程中。
◆ HSDPA接收信道质量有关的ACK /
NACK、CQI分析。
通过¸ROMES 覆盖测量软件，您
可以在路测过程中对几个不同的
蜂窝网络进行测量，例如HSDPA、
1xEV-Do、GSM 网络。而且，如果您
根据需要的特定标准对该软件提前
进行配置，还可以同时对它们进行
测量。¸ROMES是多种不同解决
方案的核心组件，其中包括从室内
应用的背包式便携系统和测试工具
包系统，一直到安装于测试车辆内
的可配置系统。

根据所使用的硬件的不同，该软
件可以支持各种无线标准，例
如WLAN、GSM、EDGE、GPRS、
UMTS、HSDPA、CDMA 2000 ®，以
及DAB和DVB等模拟和数字广播标
准。
检测和分析网络中存在的弱点以及
需要优化的位置点是罗德与施瓦茨
覆盖测量解决方案的重点。如果您
需要进一步分析和处理测量结果，
可以直接将它们上传到各种厂商的
分析或处理平台。利用它的导出功
能，可以以ASCII文件的格式输出测
量结果，也可以将它们导入客户专
门的评测解决方案和规划工具内。
为了充分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罗
德与施瓦茨通过与领先的网络运
营商紧密合作，不断的提高¸
ROMES 覆盖测量软件的性能。在
GSM 网络中，广播和数据信道的干
扰分析是主要焦点之一。几年来，
网络运营商们一直在使用该测量解
决方案在有效的频率资源条件下来
提高网络质量。
在 UMTS 网络中，所需要的主要挑
战来自临近小区和切换分析。罗德
与施瓦茨通过给 ¸TSMU增加新
的BCH解调器测量功能，实现对该
分析的优化。¸ROMES覆盖测量
软件可以自动将基站列表与测试手
机的数据进行比较。由于采用软
件实现高达几千个路径的Rake接收
机，高性能R&S® TSMU可以极大的
提高测量速度。

图9 网络性能分析过程中
R&S®TSMU运行网络覆盖测
量软件R&S®ROMES.

R&S® ROMES中包含一个数据质量分
析仪(DQA)模块 ，可以对数据应用
进行评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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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最多可并行支持五部手机并
记录它们的数据。它可以根据设置
的参数和规格，自动生成被测服务
的统计数据。
测试手机需要定期进行测试和检
查，而这对于¸CMU200通用无
线通信测试仪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情，由于它的ACLR测量精确度非常
高，因而可以满足苛刻的功率控制
测量要求。
罗德与施瓦茨开发的覆盖测量系统
的特殊价值在于能够检测和分析网
络中的异常状态，而运营和维护中
心(OMC)内的固定网络监测系统或
者无线网络控制器(RNC)对此则无能
为力。
Marcus J. Donhauser; Christian Müller

有关详细信息、
技术数据和使用相关知识，
请浏览www.rohde-schwarz.com

Selected application notes
1CM60 Optimization of HSDPA networks with the
R&S ® CMU300 and R&S ® ROMES
1CM56 3GPP base station test measurements
1EF44 Measurement on 3GPP Base Station
Transmitter Signals
1EF52 Testing Mobile Radio Antenna Systems with
the R&S ® FSH3
1MA40 Testing Power Amplifiers for 3G Base
Stations
1MA48 Generating and Analyzing 3GPP Multicarrier
Signals with High Dynamic Range
1MA62 Remote Setup for 3G High Dynamic Multicarrier Signals with R&S ® SMIQ03HD and
R&S ®FSU/FSQ
1MA67 Tests on 3GPP WCDMA FDD Node Bs in
accordance with Standard
TS25.141
1MA82 HSDPA Test and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1MA84 HSDPA – Challenges for UE Power Amplifier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