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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软硬件联合仿真验证平台 

1. 总体介绍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演进、协议复杂性的不断提升，对于无线通信底层协议、PHY/MAC

算法的设计需要有更为成熟的验证方案。传统算法/协议设计流程的主要问题在于：物理层、

MAC 层算法设计和评估过程被人为分开考虑。 

不论是采用链路仿真，亦或是采用样机原型进行实际测试，传统的物理层算法验证往往

仅限于单链路或若干条链路而忽略了算法在系统层面上的性能；另一方面，系统仿真考虑多

小区多用户的场景，然而其对于物理层的建模仅通过查表映射 BLER 性能而忽略了物理层算

法细节。 

基于以上的两点考虑，我们设计了将系统仿真同真实物理层链路相结合的软硬件联合仿

真验证平台-LTE 软硬件联合仿真验证平台。LTE 软硬件联合仿真验证平台是上海众执芯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完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无线通信协议算法仿真验证平台。 

将链路级测试融入到完备的系统仿真平台，实现了包含多小区系统的硬件在环的测试与

仿真。使用该平台的创新点在于： 

 对链路仿真来说，验证更鲁棒。对于传统的验证方案仅仅考虑单链路和有限个干扰的模

式，该方案则基于实际的多小区多用户调度场景下，对待测的收发设备的进行性能验证。 

 对系统仿真来说，验证更全面。考虑到传统系统仿真平台的实现方式，其通过等效信噪

比映射 BLER 的方式存在映射精度上的性能损失，特别是对于复杂传输（均衡）方案、

各时频位置的瞬时信噪比差别较大；另一方面，其很难评估出系统的非稳态下的性能，

例如初始同步过程；帧格式切换过程等。而采用该种平台的验证方式，可以有效的模拟

该场景。 

 对于传统的系统仿真平台的硬件加速，提升效率。 

 不论是对于硬件在环测试还是系统仿真方面，都考虑了实际信道环境和中射频的影响因

素，更真实。 

本平台有如下特点，包括： 

 采用软硬件异构资源作为仿真平台整体架构 

 基于 LTE 协议的完备的系统仿真平台 

 基于 LTE 协议的完备的实时物理层链路 

 可灵活配置的全功能性能模拟器用以模拟各种场景 

 系统架构灵活，便于后续功能扩展 

 

2. 主要特性 
2.1. 软硬件联合仿真平台总体硬件架构 

软硬件联合仿真平台的总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传统的 MAC 层处理部署在通用处理器中执行。通过多核的服务器提升执行速度。其产

生的调度信息将通过预定义的数据接口发送到链路级硬件模块中。 

链路级处理主要包含了发射机、无线信道模拟器、接收机功能的实现。其中无线信道模

拟器用以模拟该链路的无线信道质量，包括信道衰落，频域选择和空口 SNR 等，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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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级仿真产生。这三部分都是基于 NI 通用的软件无线电平台上实现的。其都包含了

射频处理单元如上下变频器，以及数字处理单元如 FPGA 用于实现输出的发送和解调。 

通过一套完善的同步机制，实现了实时链路处理同系统仿真处理的同步和协作。 

整个系统的执行分为控制面和数据面两部分。 

其中控制面包含了通用服务器同链路处理侧之间的信息交互。该部分基于 PXI-MC 硬件

卡，基于 TCP/IP 协议实现了自定义数据接口的传输。该数据接口包括了高层对链路层的发

送机的调度信息，对信道衰落的配置信息，以及对接收端处理所需的干扰分布信息等。除此

之外，还包括终端侧 CQI、ESNR 的测量结果以及 ACK 的反馈结果。 

而数据面则为实际传输的空口数据。其通过无线空口进行传输或者通过线缆通过信道模

拟器后传输到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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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软硬件联合仿真平台执行机制 

整个系统的运行机制如下： 

首先：系统仿真部分完成系统级小区和用户的参数部署，并根据设置将链路分组。该配

置可以用户灵活给定，例如将某个用户的部分链路（典型下行小区到该用户的下行链路）设

置为实时测试级，其他链路设置为仿真级，并配置各个用户的初始参数。 

其次：根据调度算法实时生成用户 MAC 调度等信息，其中结合用户反馈的 CQI 等测量

量，其中实时测试级用户采用实测的 CQI 等测量值进行上报，其他用户采用仿真计算的 CQI

等测量值进行反馈，这里不考虑上报的上行链路的检测过程。 

第三：系统仿真信道模块生成各个用户链路的大尺度路径损耗及阴影衰落，并同时随机

生成产生小尺度衰落的各个信道参量，如 DOA，DOD 等。 

第四：系统仿真将仿真级的链路部署到多核 CPU 中产生实时的信道因子，并根据各个

衰落因子结合各个链路的接收功率及调度情况，得到各个用户链路载波及的有用功率和干扰；

而对于实时测试级链路，通过将基站的下行调度信息和信道参量实时发送到硬件平台，硬件

平台根据下发的实时调度信息动态生成小区级下行信号，而硬件平台的信道生成部分根据下

发的信道参量在信道模型中生成实时的信道信息，（也可以考虑根据实际环境的回放模型），



上海众执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3 / 4      严禁复制 

 

再对发送的射频信号加上该信道衰落后得到接收端的实际空口信号。 

第五：仿真用户链路根据计算的各个载波信号功率和干扰功率，计算 ESNR，并根据该

ESNR 查表折算得到 BLER 概率，并硬判决得到当前 ACK。实时测试级用户通过对实际发送

的数据帧进行解调来得到各载波的接收信号，并估计信号功率。同时，实时测试级用户还会

对其他小区（非目标小区）的下行信号进行 OFDM 解调，并通过基站下配的 RB 级调度信

息来计算实际的信噪比，测量实际 CQI 等信息并进行译码后反馈 ACK。 

第六：基站根据所有调度用户反馈的 ACK 以及 CQI 的测量值计算下一个 TTI 的调度结

果，并进行下一个调度周期的迭代。 

2.3. 全功能 LTE 链路/系统仿真/信道模拟器 

系统仿真平台完整支持 LTE R8 下行协议，实现 MAC 调度等关键技术。其主要参数规

格包括支持标准 19 小区，每小区支持 50 用户。通过对通用处理器多核进行并行编程，实现

了运算速度的极大提升。 

链路仿真平台完整支持 LTE R8下行协议。完整支持物理层链路全功能，包括时频同步、

信道估计、信道均衡、信道解调译码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下行 CQI、ESNR 测量与上报。

该处理均在 FPGA 中实现，能做到实时解调和测量。除此之外，接收端还可以根据 RB 级干

扰进行模拟加噪，从而实现了对干扰场景更好的模拟。 

 信道模拟器用于产生实时的信道衰落。通过将信道测量配置到信道模拟器中，可以生成

小尺度衰落因子，从而模拟真实的无线信道小尺度衰落环境。同时信道模拟器还可以回放实

际外场采集的信道衰落，从而将实际外场的信道变化进行回访。采用鲁棒的同步策略协调信

道模拟器同收发设备的同步和协作。 

2.4. 关键接口技术 

为了保证传输的低延时的传输和协作，我们采用了基于 PXI-mc 卡作为硬件，通过在

TCP/IP 协议在其基础上实现对自定义信令的传输。其基本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PC 服务器端当存在数据需要发送的情况下，将调用 Connect 命令。PC 服务器将根据

TCP/IP 协议进行侦听、组帧等过程。其后将组帧后的数据通过两块 PXI-mc 卡组成的输出

对传输到链路处理的控制器侧。链路处理的控制器通过 UDP 协议以及 FIFO、寄存器同底

层 FPGA 硬件进行交互，从而实现了控制面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3. 当前支持的功能和规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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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小区数 系统仿真平台支持 19 小区 

支持用户数 每小区支持 50 用户 

支持的协议 支持 LTE R8 DL 物理层/MAC 协议（数据信道） 

物理层 当前支持 1T1R 

信道模拟器 采用商用信道模拟器支持标准的信道模拟 

  

  

 

4. 功能演进 
实现对 LTE R12 及后续演进版本的支持 

信道模拟器实现对外场回放模型的支持 

支持最新的特性的验证 

增加新空口波形 

5. 市场和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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