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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5G技术的探索为5G时代技术

在电力系统应用奠定基础
The exploration of mastering 5G technology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5G technology in power system

吴康

摘  要：为5G时代技术在电力系统中应用的奠定有效举措。值此本文将对5G技术的基本架构、技术原理特征及应用领域

作掠探索分析，并以5G的连接器应用产品为重点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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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lays an effective measur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5G technology in power system.On this 

occasion,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basic architecture, technical principl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fields of 5G technology, and focus on 5G connector application 

products.

Keywords: 5G technology， innovation module， centralized power supply driver

互联网领域正在蓬勃发展，不仅仅是电脑、笔记本电

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现在很多设备都连接到了互联

网上，还包括配备芯片的物体，这些芯片通过网络收集和

交流数据。而随着各种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其在工业中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5G 和物联网的急速发展催生了电子产

品与技术的迭代，来自全球云服务、MCU、传感器、无线

模块、电源管理、嵌入式、操作系统等全面覆盖 IoT 产业

各主流应用市场，满足各领域人士刚需，让工程师全面了

解 5G、可穿戴、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行业的电源应用

方案和技术。由此其 5G 时代物联网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

应用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成为互联网领域与无线技术发

展新域的热点。   

而其中最关注的 5G 网络特点及系统关键技术是 ：电

力系统智能电网的业务特点、5G 技术赋能物联网技术的

发展、物联网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现状、电力系统物

联网技术的问题分析及 5G 技术在智能电网应用的发展前

景。而上述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了解并掌握 5G 技术的基本

架构、理念、应用以及相关的连接器等应用的探索，包括

其技术原理特征及应用领域等新趋势，那末将为 5G 时代

物技术在电力系统中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此，本文将对 5G 技术的基本架构、技术原理特征

及应用领域作探索分析，并以 5G 的连接器与芯片组等应

用产品为重点作说明。

1  新理念新机遇

新理念的崛起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GSM) 的诞生，随

后演进成 4G 先进的长期演进 (LTE-A) 系统，如今逐步发

展为 5G。5G（即第五代无线技术）是最新一代蜂窝技术。

5G 拥有三大主要特性 ：更快的速度、更低的延迟以及同

时连接多台设备的能力。由此 5G 技术在制造业、公用事业、

农业、零售业、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和运输等各行各业都

得到了广泛应用。

21 世纪是一个“互联”的时代，物联网 (IoT) 连同集

成化和智能化的传感器系统以及家庭传感器网络正在深刻

影响着用户的生活质量。用户对现有网络的移动连接需求

日益增长。预计到本世纪 20 年代以后，联网的设备总数

将超过数千亿， 卸载非授权频段上的网络数据将在网络负

载平衡、提供可靠的比特率服务和减少控制信令方面发挥

出关键作用。

因此，5G 必须与密集的异构网络无缝兼容，以满足

对实时流量的巨大需求，使终端用户可靠地连接到 5G 网

络，这一点至关重要。顾名思义，5G 是第五代无线通信

技术，旨在提高无线网络的响应能力和速度。5G 用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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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到更快的下载速度和更高的网络可靠性。通过 5G

无线宽带连接进行数据传输时的速度惊人，预计会超过

20Gbps。这一数字超过了有线网络的速度，并且为需要

实时反馈的特定应用提供了 1ms 甚至更低的延迟（延迟

是指设备通过无线网络相互响应所花费的时间）。凭借更易

接入的带宽和创新的天线技术，5G 能够显著提高通过无

线系统传输的数据量。这些 5G 网络由 mmWave（毫米波）

技术提供支持。 

5G 的连通性让企业变得更加高效。用户可以快速访

问大量信息。目前，只有互联自动驾驶汽车、沉浸式教学

和工业物联网这三种产品和服务可以利用 5G。

2  5G 的运行原理

随着蜂窝通信的不断发展，每一代技术都引入了全新

的改进功能，5G 也不例外，见图 1 所示 5G 发展历程。

平安全性，频谱利用率也很低。 

* 第二代 (2G) ：这一代融合了数字技术，安全性和频

谱利用率相对更高，而且增加了多种新功能，如低数据速

率通信和短信息。 

* 第三代 (3G) ：这一代技术提供了早期的高速数据速

率。基础技术得到了改进，支持高达 14Mbps 及更高的数

据速率。 

* 第四代 (4G) ：这一代技术以 IP 为中心，可提供最

高 1Gbps 的数据速率。

相对于前几代而言，5G 蜂窝技术是一个飞跃式的提

升。这一代技术弥补了之前覆盖范围不全、小区边缘性能

低下和通话掉线等所有不足之处。5G 可确保扩大覆盖范

围，并增强连接性。表 1 为 1G、2G、3G、4G、5G 技

术特牲之发展带来的区别。

5G 技术推动网络架构得到长足发展。5G 新空口被认

为是更出色的 5G 无线空中接口的国际标准，涵盖了 4G

中未使用的频谱。新天线采用了大规模 MIMO（多进多出）

技术，支持多个接收器和发射器 / 接收设备和发射设备同

时传输大量数据。 

但是，5G 技术并不只局限于新空口。它还加强了聚

合异构网络，融合了未授权和授权的无线技术，可为用户

提供更高的带宽。借助机器学习辅助自动化，5G 提升了

数字化体验。为了满足对几分之一秒响应时间的迫切需求

（自动驾驶汽车便是典型例证），需要借助 5G 网络并利用

机器学习来开发自动化应用。从长远来看，还会用到人工

智能 (AI) 和深度学习 (DL)。主动管理以及自动提供服务和

图 1  所示 5G 发展历程

从上图 1 所示可见。

* 第一代 (1G) ：这一代主要是模拟电话，它们是历史

上最早使用的蜂窝电话。这一代技术只能提供基本的低水

表 1   为 1G 、2G、3G、4G、5G 技术特牲之发展带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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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不但可以改善互联体验，还能降低基础设施成本。

所谓 5G 新空口 (5G NR) ：“5G 新空口”是 5G 无线

电接入网的新名称。它包含新推出的无线电接入网所需的

各种元素。根据用户是重度数据用户还是小型物联网节点，

此系统能够利用灵活的技术来满足不同的移动用户需求。

3  5G 网络架构

5G 新一代核心网络 ：尽管 5G 的初始部署将采用核

心 LTE 网络甚至 3G 网络，但最终目标是部署一种新型网

络来管理大量数据并显著降低延迟水平。 

第五代 (5G) 移动通信系统模型是一个以全 IP 为中心

的移动无线网络互操作模型。这种全 IP 网络 (AIPN) 可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蜂窝通信市场需求。AIPN 采用包交换技

术，经过不断优化，能够以最低成本实现最佳性能。5G

网络架构囊括了用户终端与多种自主、独立的无线接入技

术 (RAT)，所有无线接入技术都可以使用该架构。 

在 5G 网络架构中，所有以全 IP 为中心的移动服务

和应用（例如移动医疗保健、移动门户、移动商务、移动

政务和手机银行）都通过云计算资源 (CCR) 进行传输。云

计算是一种通过网络按需访问多种可配置计算资源（例如

网络服务器、存储区和应用程序）的模型。借助云计算，

用户无需安装便可使用应用程序，并且可以访问任何一

台联网计算机中的个人数据。CCR 将可重构多技术核心

(RMTC) 连接到远程重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与重构数据

模型 (RDM) 相连的 RRD。

RMTC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管理日益增多的各种无线

接入技术。其核心是基于 AIPN 平台实现的无线电、纳米

技术以及云计算和无线电的融合。此核心根据网络的状态

及用户需求改变其通信功能。RMTC 可连接各种无线接

入技术， 涵盖范围从 2G/GERAN、3G/UTRAN、4G/

EUTRAN 到 802.11x WLAN 和 802.16x WMAN。其他

标准也适用，例如 IS/95、EV-DO 和 CDMA2000 等。

RMTC 和终端均利用互操作机制和过程标准从异构接入系

统中进行选择。其 5G 网络基本架构框图见图 2 所示。

与此同时，也可知 5G 技术的高级功能包括 ： 

n 基于云的分布式可编程架构，以设备为中心提高数

据速率、减少耗电量并降低基础设施开发成本 ；无论位置

在何处，均能提供更好的连通性，同时增加支持的设备数量。

4  关于 5G 技术的应用特征  

根据纳入的 5G 标准，已经开发出了多项技术。借助

这些新技术，5G 能够提供动态且灵活的服务。正在开发

的 5G 技术包括 ： 

* 毫米波通信 ：此类通信使用频谱中的超高频率，并

且会开放数个新的频谱，同时还会增加信道带宽可能为

图 2  所示为 5G 网络基本架构框

n 利用远程管理，为用户提供速度更快、性能更强的

解决方案，显著提高上传和下载速度为庞大的手机用户群

提供高分辨率以及双向大带宽控制功能。 

n 提供稳定性优异的转发器类网关，从 4G 到 5G 的

转型过程面临着诸多挑战。支持 5G 的新技术本身就存在

挑战，例如将这项技术集成到各种应用场景中以提供相应

服务。5G 因其价格昂贵以及与前几代技术不兼容而备受

诟病。与 2G 手机无法连接到 3G 或 4G 网络类似，3G 和

4G 手机也无法跨代连接到 5G 网络。用户被迫购买新手机，

而新手机的价格（很可能）高于兼容 4G/LTE 的手机。

此外，蜂窝架构设计也必须进行全面更改以应对这些

挑战。为了实现此目标，5G 生态系统需要实现毫微微蜂

窝基站、绿色通信、更长的电池使用寿命、严格的低延迟

要求和网络可扩展性。面临的挑战在于不仅要满足这些严

苛的要求，同时还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



178 2021.01·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1.01 179·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1-2GHz。然而，这给手机开发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使

用的 最大频率约为 2GHz，带宽约为 10-20MHz。对于

5G 而言，采用高于 50GHz 的频率会对电路设计、技术和

系统使用方式等方面造成巨大的挑战，原因在于这些频率

的传播行程较短，而且会被障碍物被完全吸收。此外，不

同国家 / 地区还会针对 5G 分配不同的频谱。 

* 波形 ：新波形引起了广泛关注。OFDM 已在 4G 

LTE 和一些高数据速率系统中成功应用。但是，它在某

些情况下存在局限性。此外，目前还在讨论其他三种候

选波形，包括通用滤波多载波 (UFMC)、滤波器组多载波

(FBMC) 和广义频分复用 (GFDM)。理想的波形并不存在。

OFDMA 可提供极佳的总体性能，而不过度依赖于处理能

力。

* 多路接入 ：目前正在针对 5G 技术研究几种新的

接入方案。纳入考虑范围的技术包括 OFDMA、IDMA、

SCMA、 NOMA、MUSA 和 PDMA。但在此之中，最有可

能采用的是 OFDMA。  

* 具有波束控制功能的大规模 MIMO ：尽管 MIMO 广

泛应用于从 LTE 到 Wi-Fi 的各种应用中，但天线的数量也

比较有限。使用微波频率时，由于天线尺寸和波长间距方

面存在优势，因此可在单个装置上使用多根天线。这种布

置能够对波束进行引导以提供出色的性能。 

* 密集网络 ：降低小区大小能够提升可用频谱的总体

利用率。必须采用某些技术来确保宏观网络内部的微型小

区按计划运行，这些小区随后将作为飞蜂窝进行部署。在

向网络添加额外小区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极大的挑战，目

前正在构建相应的方法来应对这类挑战。

5  5G 应用 /用例  

图 3 所示为 5G 应用 / 用例示意框图。

从图 3 所示可知，5G 的三种广泛用例包括 ： 

* 增强型移动宽带 (eMBB) ：eMBB 与现代移动宽带

并行发展，可提供更大的数据量并改善用户体验。其中

最明显的例子是支持更高的终端用户数据速率。典型的

eMBB 应用包括 ：UHD 视频（4K 和 8K）、3D 视频 ；触

觉互联网、云游戏和宽带自助服务终端 ； 远程课堂、全息

通话 ；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实时模拟和培训。

* 海量机器类通信 (mMTC) ：mMTC 针对面向大量设

备的服务，如远程传感器、设备监控单元和执行器。此类

服务要求较低的设备成本和设备能耗，以便将设备的电池

使用寿命延长至数年。每台设备仅接收和产生相对少量的

数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高数据速率的支持不那么

重要。 

* 典型的 mMTC 应用包括 ：智能家居与智慧城市。 

* 超可靠低延时通信 (URLLC) ：此类服务要求极低的

延时和超高的可靠性。示例包括交通安全、工厂自动化和

自动控制。典型的 URLLC 应用包括 ：工业自动化、自动

驾驶汽车、电子健康、危险环境和救援任务、车辆通信与

图 3  所示为 5G 应用 / 用例示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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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 

5G 服务已在许多国家 / 地区投入使用。此类早期的

5G 服务被称为 5G 非独立组网 (5G NSA)。使用的技术是

基于现有 4G LTE 网络基础设施构建的 5G 空口技术。与

4G LTE 相比，5G NSA 的速度更快。然而，业界关注的

高速低延时 5G 技术是 5G 独立组网 (5G SA)。这项技术

将于 2022 年或提前被广泛投入使用。

从图 3 还可知，5G 的广泛用例中还可以使用天线、

连接器、开发套件、软件和 IC 模块执行基于 5G 技术的设

计、开发和项目。一些示例包括 ： 

*TE Connectivity GNSS 天线，GPS/5G，PCB，4.8 

dBi 增益与 5.7 dBi 增益。这是二款均支持通孔装配的嵌

入式陶瓷贴片天线。需要最少的匹配电路或不需要匹配电

路。带宽和性能取决于接地面大小 70mm×70mm ；PCB

接地面应为顶层。频率范围为 1559-1606MHz。VSWR

小于 3.0:1。这款天线非常适合 5G 和 GPS 无线应用。 

*TE Connectivity 1570-1615MHz GNSS 天线，片

式。这是一款支持 SMT 装配的嵌入式陶瓷贴片天线。需

要最少的匹配电路或不需要匹配电路。带宽和性能取决于

接地面大小。评估板大小为 80mm×40mm。频率范围为

1570-1615MHz。VSWR 小于 2.0:1。这款天线非常适

合 5G 和 GPS 无线应用。 

*Molex 698-4000MHz 柔性天线。LTE 蜂窝柔性

天线，电缆长度为 180mm。它采用粘胶安装形式和由

PET 薄膜制成的封装类型。提供 2.7dBi 增益。与 U.FL/

I-PEX MHF 连接器兼容。增益为 2.7dBi，输入阻抗为

50Ω，输入功率为 2W。支持线性极化和全向辐射模式。

可以使用天线、连接器、开发套件、软件和 IC 模块执行

基于 5G 技术的设计、开发和项目。

6  5G 连接器与元器件和开发板  

6.1  适用于 5G 连接器有如下典例：

*Amphenol 2.92mm 母头 PCB 边缘发射连接器 

该 2.92mm 连接器适用于 40GHz 频率。这款连接器

的阳插脚比 SMA 或 3.5mm 连接器的阳插脚短，可保证

公头和母头连接器的外部触点在插脚和插座连接之前接合。

*Molex Mirror Mezz 无极性连接器（见图 4（c）所示）

该 Mirror Mezz 无极性连接器通过堆叠式配接来降低

应用成本，同时支持每差分对高达 56Gbps 的数据速度，

适用于通信、联网和其他应用。借助自配接或交叉配接，

可以实现预期的配接高度。当以组合形式配接时，2.50mm

图 4（a）  为 2.92mm 母头 PCB 边缘发射连接器外形示意图

图 4（b）  所示为 Johnson 射频 / 同轴连接器示意

这样便可确保插脚和插座 不会因 SMA 或 3.5mm 连接器

未对准而过度磨损和产生配接应力。与标准 SMA 连接器相

比，2.92mm 连接器的外壳更厚。其图 4(a) 为 Amphenol 

2.92mm 母头 PCB 边缘发射连接器外形示意图。

*Johnson 射频 / 同轴连接器（见图 4（b）所示）

SMA 同轴，边缘发射孔的 142-0711-821 是一个射

频 / 同轴连接器，采用 SMA 边缘（端）发射孔插座，主

体采用镀金黄铜，带镀金触点，焊接端接和 PCB 边缘安

装。阻抗为 50Ω，最大频率为 18GHz，最小绝缘电阻为

5000MΩ。典型应用包括 ：军事与航空航天、信号处理和

5G 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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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 0、1 和 2 的要求。此器件主要用于对 JESB204B

时钟发生器（如 IDT 8V19N480）产生的高频时钟和低频

系统参考信号进行分配和扇出，从而扩展其扇出能力并提

供额外的相位延迟。

* 四通道通用变频器 

8A34044 四通道通用变频器是一款高度集成的计时

器件，提供两个数字锁相环 (DPLL) 通道和六个数控振荡

器 (DCO) 通道。DPLL 可以锁定到外部基准或在自由振荡

模式下运行，而且可以配置为 DCO。每个 DCO 都可以由

任何 DPLL 进行同步，也可以在自由振荡模式下运行。对

于光传送网 (OTN) 应用，DCO 也可以通过外部算法进行

控制。典型应用包括核心和访问 IP 交换机 / 路由器、同步

以太网设备、面向 4.5G 和 5G 网络设备的无线基础设施等。

* 四通道模拟波束成形集成电路 

MMW9002KC 是 一 种 高 度 集 成 的 5G 四 通 道 双

向模拟波束成形 IC，通过高速 SPI 总线进行数字控制。

MMW9002KC 具有较高的位相和幅度分辨率。每个通道

由一个发射链 (Tx) 和一个接收链 (Rx) 组成。Tx 和 Rx 链

均包含移相器和可变增益放大器 (VGA)。片上功率检测器

允许测量所有射频天线引脚上的功率电平。SPI 接口控制

所有器件的功能寄存器。此器件采用超小型封装，尺寸为

4.39mm×3.59mm×0.5mm。 

*NXP 面向 LTE 和 5G 的功率放大器模块 

AFSC5G23D37 是一种完全集成的 Doherty 功率放

大器模块，面向要求采用超小型封装实现高性能的无线基

础设施应用。非常适合大规模 MIMO 系统、室外小蜂窝

和低功率远程无线电头端应用。LDMOS 功率放大器适合

TDD 和 FDD LTE 系统。

图 4（c）  所示为 Mirror Mezz 无极性连接器

和 5.50mm 高 的 连 接 器 可 以 达 到 11mm、8mm 或

5.00mm 的堆叠高度。

6.2  适用于 5G 芯片组有如下典例：

*IDT FemtoClock® NG 抖动衰减器和时钟合成器 

8V19N490A 是一款完全集成的 FemtoClock® NG

抖动衰减器和时钟合成器，它是一种高性能时钟解决方案，

用于无线基站无线电设备板的调节和频率 / 相位管理。此

器件经过优化，具有出色的相位噪声性能，可满足 GSM、

WCDMA、LTE 和 LTE-A 无线板实现所需的要求。此器

件支持 JESD204B 子类 0 和 1 时钟。两级 PLL 结构支

持抖动衰减和倍频。第一级 PLL 是抖动衰减器，使用外部

VCXO 实现最佳相位噪声特性。第二级 PLL 锁定 VCXO-

PLL 输出信号并合成目标频率。

符合 JESD204B 的扇出缓冲器和分频器 8V79S680

是一款完全集成的时钟和 SYSREF 信号扇出缓冲器，适合

于 JESD204B 应用。它是一种面向无线基站无线电设备

板的高性能时钟和变频器同步解决方案，符合 JESD204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