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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与施瓦茨（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随着移动通信系统带宽和能力的增加，

面向个人和行业的移动应用快速发展。移动

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成为5G的主要

驱动力。面向 2020 年及未来，超高清、3D 和

浸入式视频的流行，将会驱动数据速率大幅

提升，同时用户还希望能够在体育场、演唱会

等超密集场所，高铁、车载、地铁等高速移动

环境下也能够获得一致的业务体验；物联网

的广泛应用，智能家居、智能电网、视频监控、

移动医疗、车联网等应用对移动通信技术提

出了更严格的低延时、高可靠性、大容量等需

求。在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中，能耗、每比特

成本、部署和维护的复杂度等可持续发展要

求也进一步加强。

5G关键技术介绍

目前为止，5G 技术还处在预研阶段，其

技术规范还没有统一定义，所以各大公司都

在对5G技术进行积极的研究和讨论，现阶段

基本得到业界认可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

一是毫米波。
所谓毫米波，即波长范围 10到 1毫米之

间，也就是频率在 30GHz 到 300GHz 之间的

无线电波。传统的移动通信工作频段主要集

中在 3GHz 以下，这使得频谱资源已经十分

拥挤，而在高频段可用频谱资源丰富，能够有

效缓解频谱资源紧张的现状，同时也可以实

现高速短距离通信，支持5G容量和传输速率

等方面的需求。不过毫米波频段传输存在着

传输距离短、穿透力和绕射能力差、容易受气

候环境影响等缺点，如果真正想要在毫米波

频段实现5G的各种业务，这些问题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和解决。

二是大规模MIMO技术。
MIMO 技 术 已 经 广 泛 应 用 于 LTE、

WLAN等技术上面，理论上，天线越多，频谱

效率和传输可靠性就越高。作为近年来备受

关注的技术之一，多天线技术经历了从无源

到有源、从二维到三维（3D）、从高阶 MIMO

到大规模天线阵列的发展，将有望实现频谱

效率提升至十倍甚至更高，是目前5G技术重

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三是高带宽传输。
根据香浓定律可知，信道容量与带宽和

信噪比成正比，为了满足5G网络Gbps级的

数据速率，需要更大的带宽。频率越高，带宽

就越大，信道容量也就越高，因此，高频段连

续带宽将成为 5G的主流选择。配合一些有

效的提升频谱效率技术，比如大规模 MI-

MO 等，在高带宽模式下可以很容易实现

10Gbps的传输速率。

四是新型空中接口技术。
为了进一步提高频谱利用率以及应用

的灵活性，业界普遍认为在 5G系统中会采

用不同于 4G的空中接口技术。目前被广泛

研究的主要包括新型多载波技术，比如

F-OFDM，FB-OFDM，UFMC 等；新型多

址 技 术 ，目 前 有 SCMA、MUSA、PDMA、

NOMA等都在3GPP标准讨论范围之内；新

型编码技术，目前3GPP会议确定在增强移

动宽带场景（eMBB）中的数据信道使用

LDPC 编码技术，控制信道使用 Polar 编码

技术；以及新型参数集和帧结构，为了应对

不 同 频 段 和 场 景 ，在 5G 系 统 中 规 定 以

15KHz为基础子载波间隔，可以将子载波间

隔配置为15×2^n KHz。同时，系统还需要支

持灵活的帧结构设计，帧结构灵活配置，以

支持上下行业务速率不同需求的场景。

5G测试方案

虽然目前 5G 技术标准尚在讨论中，但

是作为测试仪表厂商的代表罗德与施瓦茨

公司已经开始积极地投入到相关测试技术

及方案研究中。针对5G广泛认可的毫米波、

大规模天线阵、新空中接口等关键技术，罗

德与施瓦茨公司（R&S）可以提供完整的测

试解决方案，以帮助设备厂家进行相应 5G

技术的研究。下面将分别介绍 R&S 公司针对

5G技术相应的测试方案。

1.毫米波测试方案。
R&S公司针对毫米波频段信号的产生和

分析主要通过矢量信号发生器和矢量信号分

析仪来完成，目前 R&S 公司的高频矢量信号

发生器 SMW200A 单台仪表最高可以实现

40GHz 信号的产生，如果配合相应的外接混

频模块则可以产生高达100GHz的矢量信号。

SMW200A 可以产生 2GHz 带宽的信号，可用

于 802.11ac、LTE-A 等传统移动通信信号产

生，同时可以满足 802.11ad 以及目前 5G 高宽

带信号研究的需求。

R&S公司的矢量信号分析仪FSW最高频

率可达到85GHz，同样配合混频模块可以实现

高达100GHz信号的接收和分析。FSW自身的

分析带宽为1.2GHz，如果配合RTO示波器，分

析带宽可以达到 2GHz。图 1 为 40GHz 频率，

2GHz带宽信号的产生及分析测试环境。

同时由于毫米波频段的信道模型不同于

传统的移动通信频段，所以针对该频段的信道

探测需求也越来越突出。R&S 公司可以提供

完 整 的 信 道 探 测 方 案 ，频 率 最 高 可 达

100GHz，带宽最高可达2GHz，配合R&S最新

发布的信道测量软件 TS-5GCS 可以进行信

道冲击响应、功率时延特性（PDP）、多普勒时

延 特 性 等 参 数 测 试 。测 试 环 境 如“Channel

Sounding测试环境”图所示。

2.Massive MIMO测试方案。
MIMO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无线和移动

通信系统中，不过在 5G 系统中，对 MIMO 技

术又做了进一步增强，首先天线数目已经不局

限在4G阶段的2根或者4根天线，将会有大规

模的天线阵列出现，比如 8 根、16 根或者 128

根天线，其次三维天线的波束赋形等技术也将

有可能成为现实。

R&S 公 司 的 矢 量 信 号 发 生 器

SMW200A为MIMO系统测试提供了理想

的选择，它可以产生满足标准要求的无线

和移动通信信号，目前通过扩展可支持八

根接收天线，频率最高可达到 20GHz。同

时，SMW200A 还可以模拟完整的 MIMO

传输信道，最大支持 16 条衰落通道，带宽

高达160MHz，如图2所示。

同时，在针对大规模MIMO系统中的

OTA测试，通过R&S公司的多端口矢量网

络分析仪（ZNBT）以及配合相应的暗室，可

以满足目前5G系统OTA测试的需求。R&S

公司的 ZNBT 可以实现 24 端口天线的测

试，频率可以达到8.5GHz，示意图如图3。

3.新型空中接口技术测试方案。
为了实现5G系统大容量、高速率的要

求，不同的设备厂家提出了多种新型空中接

口技术。R&S 公司的 5G 信号分析软件

（FS-K196），可以支持主流的5G新型多载

波 技 术 分 析 包 括 UFMC、F-OFDM、

FB-OFDM、SC-FDMA 等，同时还支持客

户自定义子载波间隔、帧结构、参数集、调制

方式等，按照被测信号形式生成配置文件，

对被测信号进行解调和分析。针对5G系统

采用的新型多址接入技术和新型编码技术，

基于R&S公司的后处理软件也可以在解调

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解码功能测试。

R&S公司的SMW200A也支持UFMC、

FBMC、GFDM、F-OFDM，FB-OFDM

等 5G 候选多载波技术，SCMA，MUSA，

PDMA 等多址技术，LDPC/Polar 编码技

术，客户可以根据需要产生相应的 5G 信

号，同时 SMW200A 也支持客户完全自定

义信号格式。用于实现接收机灵敏度等测

试项目。图 4为 R&S公司针对新型空中接

口技术测试方案示意图。

本文简要介绍了5G系统的关键技术，

同时介绍了R&S公司针对5G系统的测试

方案。虽然目前5G技术还处在预研和标准

制定阶段，但厂家对于5G技术的测试需求

已经越来越多，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矢量信

号发生器（SMW200A）、矢量信号分析仪

（FSW）、矢量网络分析仪（ZVA/ZNBT）等

仪表可以满足目前 5G 预研的需求，同时

R&S公司也将紧跟5G标准，力争为5G技术

的发展提供完整优质的测试方案。

图3 ZNBT测试示意图

图2 20GHz八天线信号产生测试环境

Channel Sounding测试环境

图1 毫米波信号产生及分析测试环境

图4 新型空中接口技术测试示意图

普天新能源光充储一体充电站位于深圳

最为拥堵的梅林关入关口旁，紧密连接地铁

4号线民乐站C出口，是交通重要路段。普

天新能源在该停车场内建设了拥有 63 台交

直流充电设备和2台直流充放电一体机的大

型电动汽车充电站，一次性可服务 65 台新

能源汽车。该停车场充电站因交通便利，充

电业务量大、负荷高，在用电高峰期易对电

网造成冲击，从而可能会影响到电网稳定

性，所以普天新能源率先运用用户侧能源

互联管理，在该停车场打造光充储一体充

电站。

普天新能源一直在研究目前能源互联

网平台上的用户侧能源互联管理，通过在

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光伏储能系统，实现

对负荷的“绿色”高可靠供给，从而有效

地实现能源互联和智能电网的需求响应。

对比传统充电站，其先进智能性体现在以

下几点。一是让可再生的分布式能源助力

充电站运营，调节“峰谷”时段的电量助

力充电站收益。二是利用储能系统和 V2G

技术让不运行的电动汽车反送电量到电

网。三是能与电网系统进行互动，光伏储

能系统、V2G 系统及 App 系统联合出力最

终实现电网的需求响应，减少高负荷对电

网的冲击。

普天新能源光充储一体充电站是基于

光伏和储能系统构成的能源互联充电站。

当处于并网状态时，光伏储能系统连接到

电网，在电价谷期时，将储能电池充满

电。在电网峰期时段放电，系统所带的一

般负载使用。通过这套系统每天进行一次

充电一次放电，充电运营商可获取峰谷电

价差收益。

光伏系统连接到电网，实现了只要日

照条件允许就有太阳能供到充电站内为电

动汽车提供“绿色”电能。作为可再生的

分布式能源，在发电时供充电站的一般负

载使用，并能将所发电量转存在储能电池

柜中。充电站的储能系统在离网时还可以

当成“备用电源”使用。当电网突然断

电，储能系统会无缝衔接，可以保证场站

的应急运行。

同时该充电站配置的两台 100kW 直流

充放电一体机将电动汽车与电网连接到一

起构成了V2G系统。通过V2G系统电动汽

车不仅可以从电网获取电量，还可以放电

反送电量回电网。

光充储一体充电站重点打造了用户侧

能源互联平台，可以与南方电网计量自动

化系统互动，接收电网负荷信息及降负荷

指令并根据指令做出相应行动，实现用户

侧对电网的需求响应。充电站与电网互动

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电网根据各

种条件预测某时间段会出现高负荷导致其

系统可靠性受到威胁，提前通过能源互联

平台发送该时段的需求响应指令及降负荷

目标。能源互联平台根据电网需求合理规

划光伏储能系统、App 预约系统、V2G 系

统共同响应电网需求。平台会通过 App 系

统提前通知普天用户需求响应时间，使该

时间段光充储一体充电站变更为有序预约

充电模式。平台还会根据每天充电站实际

充电功率大数据估算需求响应时段充电站

的负荷情况，合理安排预约充电车辆数量

及可预约充电设备。另一方面，电网临时

发送需求响应信息到能源互联系统，该情

况下平台只能控制储能电池、光伏系统满

功率响应降负荷要求。

普天新能源建设光充储一体充电站推

动了电动汽车与电力系统需求响应的整

合。近几年电动汽车在我国加速普及，随

着电动汽车比绝大多数家用电器的用电需

求增加，大量电动汽车同时接入电网将带

来负荷规模的激增，对电网造成巨大冲

击。电动汽车补电高峰期与电力负荷高峰

时段相重合会严重增加电网稳定性受影响

的风险。普天新能源作为新能源汽车充电

运营商思考的不仅仅是运维，更在研究大

量电动汽车“入网”的方法。我国电网已

经呈现出峰荷加大、峰谷差加剧的特征，

而电力部门利用火电调峰将影响电网运行

效率、加大机组能耗、提升发电成本，同

时增加碳排放加剧环境污染。不仅我国，

全世界电力部门都在研究更适合的调峰方

式。所以发展需求侧响应，让用户侧改变

固有的用电模式来调节电网峰谷差得到推

崇。光充储一体充电站的建设就是为电动

汽车充电行业与电网供电系统需求响应更

智能、更安全的对接铺路。

普天新能源建设光充储一体充电站同

时推动了电动汽车与可再生能源的整合。

光充储一体充电站可以将大量的可再生分

布式能源接入到电网，将更多的“绿色”

能源供用户侧使用。电动汽车在充电时间

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调整电动汽车

充电时间，从而利用风能、太阳能发出的电

力将变得可行。通过光充储一体充电站的建

设，将更多的绿色可再生能源引进到电动汽

车充电服务行业是企业对生态环境负责的表

现，也是普天新能源的使命。

此外，普天新能源建设光充储一体充电

站可为 V2G 技术在我国发展铺路。电动汽

车和电网实现双向互联——V2G 模式，电

动汽车就可以向电网提供调频服务，即电

网临时从电动汽车获取电能来保证电网可

靠运行，其意义重大。V2G 技术在国外已

经有很多研究的案例了，宝马公司实验利

用电动汽车在低负荷时段从电网吸收风

能，随后在负荷高峰时段将储存的风电回

馈到电网上。而在我国 V2G 技术发展较为

缓慢。光充储一体充电站将 V2G 技术引入

到充电站日常运营，将进一步推动我国

V2G技术的发展。

普天新能源光充储一体充电站的建设将

电动汽车以及相关产业、技术整合在一起打

造智能、先进充电站，为充电运营行业摸索

先进的建站模式、运营模式，为电力系统改

革提供实验基地，致力于生态环境的长久发

展，让蓝天更蓝。

R&S为5G发展提供完整优质测试方案

让蓝天更蓝 中国普天打造光充储一体化充电站

图为普天新能源建设的光充储一体充电站图为普天新能源建设的光充储一体充电站 图为普天新能源在株洲建设的充电站图为普天新能源在株洲建设的充电站

2016年，在国家能源局的支持
下，中国普天所属企业普天新能源建
成了深圳首个融合光伏发电、储能系
统和电动汽车充电一体化充电站
——深圳民乐充电站，率先将光伏储
能系统、V2G（Vehicle-to-grid）、
智能响应等前沿技术融入到电动汽
车充电站，随着深圳民乐光充储充
电站的建成，普天新能源已在深圳
陆续建成4座光伏储能充电站，并
获得国家能源局“电动汽车充电网
络与电网互动研究示范工程”，为
我国将来建设国际先进、智能化电
动汽车充电站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