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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灵活的开放式小型基站
应对物联网和 5G 挑战

Comba Telecom 使用英特尔® 技术的端到端 picocell 解决方案可用于创建灵活的 5G 

基础设施，从而提供出色的覆盖范围及容量和性能

要点综述

随着 5G 用例不断涌现，电信行业需要改善网络覆盖范围、容量和性能。实现这些目标

的一种方法是部署小型基站（通常称为 picocell）。小型基站可帮助以经济成本实施网

络密集化，在城市环境中以及工厂或仓库等建筑物内部提供可靠的信号性能。

Comba Telecom 开发了一种名为 5G iCell 的端到端 picocell 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所需

的一切组件：基带单元（BBU）、无线电集线器（rHUB）和远程无线电单元（RRU）。

该解决方案基于英特尔® 技术，如可靠的高性能英特尔® 处理器、具有云原生开放无线电

接入网（ORAN）架构的英特尔® FPGA 和英特尔® eASIC™ 设备，可重新配置以支持不

同的网络切片和服务配置。

服务提供商可以利用这种经济实惠的低功耗解决方案吸引新客户和增加收入流。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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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产品营销 图 1. 5G picocell 可实现网络密集化，提供现代应用所需的增强覆盖范围和低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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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优势

• 开放。使用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ORAN）拓扑支持可互

操作的接口和 RAN 虚拟化。

• 灵活。英特尔® FPGA 加速卡可重新配置以支持不同的网

络切片和服务配置。

• 端到端。5G 解决方案包括小型基站部署所需的一切组件，

如基带单元（BBU）、无线电集线器（rHUB）和远程无

线电单元（RRU）。

业务挑战：在密集网络中实现高容量和低延迟

物联网（IoT）、社交媒体、云游戏、视频和实时流媒体等各类工

作负载与日俱增。现有的无线网络甚至难以满足当前的需求，更

别说持续满足新兴 5G 用例对高容量和低延迟的需求，例如增强

型移动宽带、超可靠和低延迟通信以及大规模机器类型通信。具

有 5G 功能的网络必须具备以下特性：

• 高性能，以应对预期 10 倍的吞吐量增长1

• 大容量，以支持网络密集化

• 灵活性，以满足异构网络（HetNets）的需求

• 低功耗，以简化功耗并降低运营成本

• 可靠性，以满足严格要求，例如工业自动化方面的要求

• 可扩展性，以支持 ORAN 拓扑

• 云原生功能，以支持容器化切片服务

5G 小型基站（即 picocell）的部署有助于增强网络密集化和增加

网络容量，尤其在城市室内/室外环境中。

Picocell 将无处不在…

一想到无线网络，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高耸的手机信号塔。但 

picocell 实际上是无线电收发器，占用的空间与许多酒店房间内

的冰柜或微型冰箱差不多。由于体积小，picocell 几乎可以安装

在任何地方，包括体育设施、购物中心、机场、停车场、路灯、

电线杆、大学校园、办公楼、酒店和医疗保健设施等。借助广泛

的覆盖范围，picocell 可改善网络容量、延迟和可靠性等各个方

面，让新用例成为可能：

• 赶往医院的救护车可以利用路过的 picocell 发送患者的生命体

征信息，以便医护人员做好准备。

• 智能工厂中的机器人可以彼此通信，而不必担心标准 WiFi 网络

产生干扰。

• 驶入地下几层楼停车场的汽车可以与应用程序连接，帮助找到

空闲的停车位。

5G picocell 可覆盖约 10,000 至 50,000 平方英尺的面积，支持

使用传播距离不如低频无线电波远的高频无线电波。更高的可用

频率意味着更大的容量和更高的网络密度。

参加小型基站论坛

英特尔是小型基站论坛（SCF）的成员，坚定支持该论坛

践行其使命：助力行业、企业和社区轻松使用移动基础设

施。SCF 成员致力于加速小型基站部署，消除技术和市场

障碍，与监管机构和市政当局紧密合作，与企业加强协作

以及推广新用例，进而增强全球的网络密集化。SCF 认为，

经济、灵活和低功耗的小型基站部署对于支持不断增长的

物联网（IoT）和其他 5G 用例至关重要。

解决方案价值：一站式解决方案

Comba 的 5G iCell 解决方案正是行业应对物联网和 5G 挑战的良

方。作为一站式解决方案，小型基站可快速部署，且成本较低。

更快的上市速度可带来更高的市场份额。5G 解决方案具有以下

特定优势：

• 高性能英特尔处理器和 FPGA 可提高网络性能。

• 灵活、可扩展和云原生 ORAN 架构可以快速重新配置，从而满

足不同用例的需求。

• 可靠的硬件和软件可以满足严格的服务级别协议，并提供出色

的客户体验。

• 经济、低功耗的解决方案可带来新的收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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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基站的重要数字

80% 45.3%

800,000/2026

86,000/2018

• 贸易组织蜂窝通信行业协会（CTIA）预

计，美国小型基站的数量将从 2018 年

的约 86,000 个增长到 2026 年的 80 万

个以上。2

•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预测，新

部署的基站中，小型基站将占据多达 

80%。3

• 2018 年，小型基站 5G 网络市场的产

值为 3.44 亿美元。专家预测，到 2026 

年，该市场的产值将增加到 68.76 亿美

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45.3%）。4

解决方案架构：开放、灵活的端到端 Picocell 

基础设施

如图 2 所示，端到端 5G 解决方案由三个主要组件组成：

• BBU 设备（有时被称为 5G 接入单元或 AU）处理基带 5G PHY 

和第 2 层/第 3 层协议，操作和维护（O&M）功能以及核心网

络连接。BBU 基于英特尔处理器和英特尔 FPGA 加速卡（可加

速第 1 层和第 2 层功能）。

• rHUB 扩展单元（有时被称为交换机或 SW）用于在某些交换

机中进行基站合并，以及用于可选的基带处理和接口转换。

该设备包含一个英特尔 FPGA，可以轻松迁移到英特尔 rHUB 

eASIC 设备，以便在批量部署后进行进一步优化。英特尔 eASIC 

设备作为一种结构化 ASIC，是介于 FPGA 和标准单元 ASIC 

之间的技术，相比 FPGA，它的单位成本更低、功耗更低，而

相比标准单元 ASIC，它的上市速度更快、非经常性工程成本

更低。5

• RRU（有时被称为 5G 分布式接入点，或 DP）用于射频（RF）

接收、数字下转换和数字上转换、滤波、通用公共射频接口

（CPRI）接口和其他功能。

这款解决方案灵活且易于编程，可以为不同的网络切片和服务配

置提供服务。

5G Picocell 架构

基带单元（BBU） 无线电集线器（rHUB） 远程无线电单元（RRU）

• 支持 8 个无线电集线器（rHUB）连接

到 64 个远程无线电单元（RRU）

• 支持 4 个基站，每个基站可以支持 

400 个活跃用户和 1,200 个无线电资

源控制（RRC）用户

• 下行链路峰值吞吐量：850 Mbps/ 

2T2R、1,700 Mbps/4T4R

• 上行链路峰值吞吐量：190 Mbps

• 支持基站组合和拆分

• 支持独立（SA）和非独立（NSA）以

及 CU-DU 分离和组合

• 支持 2 级串联

• 支持 8 个 RRU 连接

• 支持上行链路 IQ 数据合并和下行链路

流量分配

• 支持以太网供电（PoE）为 RRU 的光

电复合电缆供电

• 支持 N41 频段（不仅限于 N41）

• 支持其他协议定义的 100 MHz 和带宽

• 2T2R/4T4R

• 发射功率：250 mW 和 500 mW 通道

图 2. Comba 的端到端 5G picocell 解决方案有助于缩短上市时间，优化功耗和成本，并实现出色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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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omba

Comba Telecom Holdings 成立于 1997 年，是为移动运

营商和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无线增强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

商。Comba 公司总部位于中国香港，在亚太地区、北美和

南美、欧洲和中东设有 40 多个办事处。

Comba 的产品组合包括无线增强、天线和子系统、无线传

输、无线宽带和无线接入设备。Comba 拥有广泛的产品

与服务，能够为其全球客户群提供强大的端到端无线解决

方案。在亚洲电信和 Questex Media 联合举办的 2017 年

第 10 届 “亚洲电信读者选择与创新奖” 活动中，Comba 赢

得了年度小型基站创新奖。6

了解更多信息

请查看以下实用资源：

• Comba 解决方案主页

• 英特尔® FPGA 产品

• 英特尔® eASIC™ 设备

• 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

• 第二代智能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寻找适合贵公司的解决方案。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或访问：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
programmable.html

结论

通过与电信生态系统合作，英特尔正在打造一种新的软件定义云

就绪解决方案，以加速和简化小型基站部署。Comba 的 5G iCell 

解决方案专为城市环境和室内密集网络而设计。该解决方案使用

英特尔处理器和英特尔 FPGA 部署灵活的高性能小型基站，以支

持各种用例。使用此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可以在欣欣向荣的物

联网和 5G 市场中发掘令人兴奋的新机遇。

1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nielnewman/2018/03/27/4-reasons-5g-is-critical-for-mass-adoption-of-ar-and-vr/#76cf9d321878

2 https://www.lightreading.com/mobile/small-cells/inside-the-5g-small-cell-opportunity-big-and-messy/d/d-id/751403

3 请参见尾注 2。

4 https://www.alliedmarketresearch.com/small-cell-5g-network-market

5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grammable/asic/easic-devices.html

6 https://www.comba-telecom.com/images/solution/Small_cell_solution_brochure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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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不对第三方资料进行控制或审计。您应该咨询其他来源以评估准确性。

© 2020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和其他英特尔标志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

者的资产。                                                                                   0520/RMAH/CAT/PDF                                                                                     343147-001CN

https://www.comba-telecom.com/en/openran-solutions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grammable/fpga.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grammable/asic/easic-devices.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cessors/xeon/d-processors.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cessors/xeon/scalable.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grammable.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grammable.html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nielnewman/2018/03/27/4-reasons-5g-is-critical-for-mass-adoption-of-ar-and-vr/#76cf9d321878
https://www.lightreading.com/mobile/small-cells/inside-the-5g-small-cell-opportunity-big-and-messy/d/d-id/751403
https://www.alliedmarketresearch.com/small-cell-5g-network-market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grammable/asic/easic-devices.html
https://www.comba-telecom.com/images/solution/Small_cell_solution_brochure_final.pdf
http://in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