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773177.0

(22)申请日 2020.08.04

(71)申请人 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地址 518027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姚坤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270

代理人 侯艳华　张颖玲

(51)Int.Cl.

H04W 24/04(2009.01)

H04W 24/08(2009.01)

H04W 88/02(200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测试方法、系统及计算机存储介质

(57)摘要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测试方法，该方法

应用于一测试系统中，该测试系统与待测移动终

端相连接，待测移动终端与综测仪相连接，包括：

接收第一测试指令，将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

络制式设置为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向

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本申请实施例还同时

提供了一种测试系统及计算机存储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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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应用于一测试系统中，所述测试系统与待测移

动测终端相连接，所述待测移动测终端与综测仪相连接，包括：

接收第一测试指令；其中，所述第一测试指令中携带有所述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

制式；

将所述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设置为所述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

向所述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其中，所述第二测试指令用于所述综测仪对所述待

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得到所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测网络制式包括以下任意一项：

蜂窝网络，蜂窝网络和WIFI网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WIFI网络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

工作频段为2.4GHz的WIFI网络和工作频段为5G  Hz的WIFI网络。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测网络制式中的每种网

络制式包括：

Head  SAR测试模式和Body  SAR测试模式。

5.一种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系统与待测移动终端相连接，所述待测移动终

端与综测仪相连接，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第一测试指令；其中，所述第一测试指令中携带有所述待测移动终

端的待测网络制式；

设置模块，用于将所述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设置为所述待测移动终端的待

测网络制式；

发送模块，用于向所述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其中，所述第二测试指令用于所述综

测仪对所述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得到所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测网络制式包括以下任意一

项：

蜂窝网络，蜂窝网络和WIFI网络。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WIFI网络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

工作频段为2.4GHz的WIFI网络和工作频段为5GHz的WIFI网络。

8.根据权利要求5至7任一项所述的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测网络制式中的每

种网络制式包括：

Head  SAR测试模式和Body  SAR测试模式。

9.一种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系统与待测移动终端相连接，所述待测移动终

端与综测仪相连接，包括：处理器以及存储有所述处理器可执行指令的存储介质，所述存储

介质通过通信总线依赖所述处理器执行操作，当所述指令被所述处理器执行时，执行上述

的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测试方法。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系统还包括：

交互界面，用于接收输入指令，将所述输入指令发送至所述处理器；其中，所述输入指

令用于所述处理器转换得到第一测试指令。

11.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存储有可执行指令，当所述可执行指令被一个

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时候，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的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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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试方法、系统及计算机存储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移动终端的测试技术，尤其涉及一种测试方法、系统及计算机存储介

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将在2020年全面商业化使用，5G移动通信系统将使用下面两个不同的主

要频段：6GHz以下和6GHz以上的毫米波频段，由于6GHz以下具有可操作性强和技术成熟的

优点，所以，6GHz以下的5G天线系统将被优先使用。

[0003] 在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4G，4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中，2×2，4×4的

多输入多输出(MIMO，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天线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使用在手

持移动设备中。根据目前各国的研究结果，5G技术相比目前的4G技术来说，其峰值速率将增

长数十倍，所以，为了达到5G传输速率的要求，4G天线系统或更多天线将被使用，以实现更

大的信道容量和更好的通信质量。此外，具有多天线的MIMO天线结构可以很好地解决多径

衰落问题并提升数据吞吐量。

[0004] 由于手持设备比如手机的空间有限，因此，如何设计出小尺寸多频段覆盖的天线

将是MIMO天线系统设计中要面临的一个挑战。MIMO天线系统中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电磁

波吸收比值(SAR，Specific  Absorption  Rate)回退的验证。根据《中国移动2020年终端产

品规划》的规定，2020年5G终端要支持独立组网(SA，Standalone)/非独立组网(NSA，Non-

Standalone)双模，支持n41、n78、n79频段，上行要求支持256正交振幅调制(QAM，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和高功率终端(HPUE，High  Power  UE)/下行要求支持

探索参考信号(SRS，Sounding  Reference  Signal)轮发，4G网络则要求B41频段需要支持4

×4MIMO，必须支持5G无线保真(WIFI，Wireless  Fidelity)；中国电信则明确要求5G终端必

须支持n1、n78，推荐支持n3、n5(不是必须)，中国联通的要求也是5G终端必须支持n1、n78。

[0005] 也就是说，支持n1、n41、n78、n79这四个频段的终端是真正的全网通5G终端，根据

要求，2020年1月1日之后，所有的5G终端必须满足：支持NSA、SA双模，支持n41、n78、n79频

段，高阶调制：256QAM(下行必选，上行可选)，高功率：PC2(26dBm可选)、29dBm(B41&N41 

Rel-16)，多天线：中高频(N41/77/78/79)2发(可选)、4收(必选)，SA终端：2发可选，NSA终

端：2发必选(长期演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与NR的并发)，部分场景回退为LTE/NR

单发，这个要求的时间限定是2020年1月1日以后，也就是说，以设计能够覆盖上述所有国内

5G频段n41(2515-2675MHz)、n78(3400-3600MHz)、n79(4800-5000MHz)的MIMO天线成为了研

究重点，且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定义的SA

以及NSA组合频段越来越多，导致SAR管控频段增多。

[0006] 目前测试SAR回退的方法为：将待测移动终端连接综测仪，并且，将待测移动终端

设置为8种场景回退制式下，其中，场景回退制式分别为：单蜂窝、蜂窝+2.4GHz  WIFI、蜂窝+

5GHz  WIFI、蜂窝+2.4GHz  WIFI+5GHz  WIFI共4个场景，每个场景都分为Head  SAR和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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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两种制式，共有2X4＝8种场景回退制式；通过待测移动终端连接在其他移动终端的个人

热点下实现待测终端设置为8种场景回退制式，最后，通过综测仪获得场景的最大发射功率

和场景回退功率，最后，根据SAR场景回退值＝待测移动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待测移动终

端在场景回退制式下的发射功率，计算得到SAR场景回退值。

[0007] 然而，该测试方法需要分别手动测试出所有频段组合的待测移动终端的最大发射

功率以及8种场景回退制式下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在测试场景回退制式下待测移动

终端的发射功率时，需要不停的连接个人热点或者打开无线局域网(WLAN，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网络共享，然后断开连接个人热点或者关闭WLAN网络共享，使得联合蜂窝

SAR的验证繁糅复杂。

发明内容

[0008]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测试方法、终端及计算机存储介质，能够简化待测移动终

端进行SAR回退验证的复杂操作。

[0009] 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10]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测试方法，该方法应用于一测试系统中，所述测试系统

与待测移动终端相连接，所述待测移动终端与综测仪相连接，包括：

[0011] 接收第一测试指令；其中，所述第一测试指令中携带有所述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

网络制式；

[0012] 将所述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设置为所述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

式；

[0013] 向所述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其中，所述第二测试指令用于所述综测仪对所

述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得到所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

[0014]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测试系统，所述测试系统与待测移动终端相连接，所述

待测移动终端与综测仪相连接，包括：

[0015]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第一测试指令；其中，所述第一测试指令中携带有所述待测移

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

[0016] 设置模块，用于将所述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设置为所述待测移动终端

的待测网络制式；

[0017] 发送模块，用于向所述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其中，所述第二测试指令用于所

述综测仪对所述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得到所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

[0018] 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测试系统，所述测试系统与待测移动终端相连接，所

述待测移动终端与综测仪相连接，包括：处理器以及存储有所述处理器可执行指令的存储

介质，所述存储介质通过通信总线依赖所述处理器执行操作，当所述指令被所述处理器执

行时，执行上述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所述测试方法。

[0019]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存储有可执行指令，当所述可执行指

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时候，所述处理器执行上述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所述测试方

法。

[0020]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测试方法、系统及计算机存储介质，该方法应用于一测

试系统中，测试系统与待测移动终端相连接，待测移动终端与综测仪相连接，包括：接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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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试指令，其中，第一测试指令中携带有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将待测移动终端

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设置为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向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其

中，第二测试指令用于综测仪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得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也

就是说，在本申请实施例中，通过测试系统对待测移动终端的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进行设置，

然后控制综测仪进行测试得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这样，避免了手动设置待测移动

终端的网络制式所带来的复杂操作，简化了待测移动终端切换网络制式的操作，能够快速

得到待测移动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和不同网络制式下的发射功率，进而能够得到不同网络

制式下待测移动终端的回退值，实现了高效地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SAR回退验证。

附图说明

[0021] 图1A为蜂窝+2.4G/5G网络制式下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的流程示意图；

[0022] 图1B为蜂窝+2.4G+5G网络制式下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的流程示意图一；

[0023] 图1C为蜂窝+2.4G+5G网络制式下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的流程示意图二；

[0024] 图2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可选的测试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5] 图3A为5G手持移动终端NSA所支持的频段的示意图一；

[0026] 图3B为5G手持移动终端NSA所支持的频段的示意图二；

[0027] 图3C为5G手持移动终端NSA所支持的频段的示意图三；

[0028] 图4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可选的测试方法的实例的流程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测试系统的结构示意图一；

[0030] 图6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测试系统的结构示意图二；

[0031] 图7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可选的测试系统的用户界面的实例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0033] 实施例一

[0034] 目前，测试SAR回退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手动的方法完成的，手动测试出待测移动终

端的最大发射功率，并手动获取待测移动终端在每种网络制式下的发射功率，最后通过最

大发射功率减去所在网络制式下的发射功率，就可以得到该网络制式下SAR场景回退值。

[0035] 然而，为了测试得到每种网络制式下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需要将待测移动

终端手动设置在特定的网络制式下，其中，待测移动终端工作的网络制式可以包括：蜂窝网

络，蜂窝网络+2.4GHz  WIFI网络，蜂窝网络+5GHz  WIFI网络，蜂窝网络+2.4GHz  WIFI网络+

5GHz  WIFI网络共四种场景，其中，每个场景都分为头部Head  SAR和身体Body  SAR两种测试

模式，共有2×4＝8种场景回退制式。

[0036] 图1A为蜂窝+2.4G/5G网络制式下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的流程示意图，如图1A

所示，为了实现对手持移动终端1的测试，首先，需要搭建出蜂窝网络+2.4GHz  WIFI网络，蜂

窝网络+5GHz  WIFI网络，具体地，手持移动终端1连接综测仪，手持移动终端1打开WIFI连接

手持移动终端2的个人热点，其中，手持移动终端2打开个人热点，设置无线接入点(AP，

Access  Point)频段，该AP频段为2.4G频段和5G频段；这样，能够分别测试出蜂窝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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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GHz  WIFI网络，蜂窝网络+5GHz  WIFI网络下手持移动终端1的发射功率。

[0037] 图1B为蜂窝+2.4G+5G网络制式下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的流程示意图一，如图

1B所示，为了实现对手持移动终端1的测试，首先，需要搭建出蜂窝网络+2.4GHz  WIFI网络+

5GHz  WIFI网络，具体地，手持移动终端1连接综测仪，手持移动终端1打开WIFI连接手持移

动终端2的个人热点，其中，手持移动终端2打开个人热点，设置AP频段，该AP频段为2.4G频

段和5G频段，手持移动终端1打开WLAN网络共享(为2.4G频段)，这样，能够分别测试出蜂窝

网络+2.4GHz  WIFI网络+5GHz  WIFI网络下手持移动终端1的发射功率。

[0038] 如果手持移动终端1不支持打开WLAN网络共享为2.4G工作，则需要两台手持移动

终端，分别为手持移动终端3和手持移动终端4，图1C为蜂窝+2.4G+5G网络制式下对待测移

动终端进行测试的流程示意图二，如图1C所示，为了实现对手持移动终端1的测试，首先，需

要搭建出蜂窝网络+2.4GHz  WIFI网络+5GHz  WIFI网络，具体地，手持移动终端1连接综测

仪，手持移动终端1打开WIFI连接手持移动终端4的个人热点，手持移动终端1打开WIFI直连

与手持移动终端3连接，手持移动终端3连接手持移动终端2的WIFI热点，手持移动终端3通

过WIFI直连与手持移动终端1连接，其中，手持移动终端2打开5GHz  WIFI热点，这样，能够分

别测试出蜂窝网络+2.4GHz  WIFI网络+5GHz  WIFI网络下手持移动终端1的发射功率。

[0039]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手持移动终端的频段越来越多，且要求支持SA/NSA双模，且必

选支持1T4R+SRS功能或者2T4R，使得手持移动终端的TX天线也越来越多，相比4G时代的TX

天线所支持的频段成十数倍增长，传统的蜂窝联合SAR回退的验证方法，耗费时间、耗费人

力、耗费测试资源。

[0040] 为了简化待测移动终端的SAR回退验证步骤，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测试方法，

该方法应用于一测试系统中，该测试系统与待测移动终端相连接，待测移动终端与综测仪

相连接，图2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可选的测试方法的流程示意图，参考图2所示，上述

测试方法可以包括：

[0041] S201：接收第一测试指令；

[0042] 其中，第一测试指令中携带有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

[0043] 随着5G技术的不断发展，涉及能够覆盖上述所有国内5G频段n41(2515-2675MHz)、

n78(3400-3600MHz)、n79(4800-5000MHz)的MIMO天线成为了研究重点，且3GPP定义的SA以

及NSA组合频段越来越多，导致SAR管控频段增多。

[0044] 目前，出海外的机器都是一机出多国，所以所支持的频段会更多，导致SAR回退验

证出现瓶颈，目前出海外的机器，所支持的SA以及NSA除各国强制定义要求频段外，还包含

一些正在规划的频段，图3A为5G手持移动终端NSA所支持的频段的示意图一，图3B为5G手持

移动终端NSA所支持的频段的示意图二，图3C为5G手持移动终端NSA所支持的频段的示意图

三，如图3A，图3B和图3C所示，目前出海外市面上的5G手持终端设备NSA所支持的大致频段

为：n78，n40，n38，n41，n77，n28，n1，n3，n7，n5。

[0045] 图3A，图3B和图3C中阴影标出部分的新无线电双连接(ENDC，E-UTRA  NR  Dual 

Connectivity)频段(共有41个ENDC组合)为发送(TX)频段需要管控SAR，都需要做SAR回退

处理，这41个ENDC组合里，如果都支持双刀双掷开关(DPDT)智能切换，即每个NR频段有两支

TX天线，例：NR1/NR2，每个组合里的LTE频段都对应两支TX天线，例：LTE1/LTE2，则ENDC有四

种组合，即NR1+LTE1、NR1+LTE2、NR2+LTE1、NR2+LTE2；那么41个ENDC组合共有的组合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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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64个。

[0046] 目前，出海外市面上的5G手持终端设备机SA所支持的大致频段有N40/41/77/78/

79/1/3，如果都支持1T4R且支持探测参考信号(SRS，Sounding  Reference  Signal)功能，或

者都支持2T4R，且每个SA频段对应4支TX天线，故此所有的TX组合频段为4×7＝28个。

[0047] 目前，出海外市面上的5G手持终端设备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2G，2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3G，3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4G所支

持的大致频段如下：

[0048]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850/

900/1800/1900

[0049] 宽带码分多址(WCDMA，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B1/B2/B4/

B5/B6/B8/B/19

[0050] 分时双工长期演进(TDD-LTE，Time  Division  Duplex  Long  Term  Evolution)：

B38/B39/B40/B41/B42

[0051] 频分双工长期演进(FDD-LTE，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  Long  Term 

Evolution)：B1/B2/B3/B4/B5/B7/B8/B/12/B17/B18B19/B20/B26/B28/B32/B66

[0052] 共32个频段，如果都支持DPDT智能切换，即每个频段有两支TX天线，所以TX组合频

段为2×32＝64。

[0053] 整个手持终端设备所有的TX频段个数为164+28+64＝256，蜂窝联合SAR管控的场

景为单蜂窝、蜂窝+2.4GHz  WIFI网络、蜂窝+5GHz  WIFI网络、蜂窝+2.4GHz  WIFI网络+5GHz 

WIFI网络共4个场景，每个场景都分为头部Head  SAR和身体Body  SAR两种制式，共有2X4＝8

种场景回退制式。

[0054] 目前测试SAR回退的方法为：手动的方式进行测试，蜂窝联合SAR管控的场景为单

蜂窝、蜂窝+2.4GHz  WIFI网络、蜂窝+5GHz  WIFI网络、蜂窝+2.4GHz  WIFI网络+5GHz  WIFI网

络共4个场景，每个场景都分为Head  SAR和Body  SAR两种制式，共有2×4＝8种场景回退制

式。

[0055] 由于SAR场景回退值＝待测移动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待测移动终端在场景回退

制式下的发射功率，则需要分别点出所有频段组合的最大发射功率以及8种场景回退制式

下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则需要手动点击的发射功率个数为256×9＝2304个，这是一

个繁琐庞大的工程。

[0056]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手持移动终端的频段越来越多，且要求支持SA/NSA双模，且必

选支持1T4R+SRS功能或者2T4R，使得手持移动终端的TX天线也越来越多，相比4G时代的TX

天线所支持的频段成十数倍增长，传统的蜂窝联合SAR回退的验证方法，耗费时间、耗费人

力、耗费测试资源等；且手动点击发射功率时，需要根据不同频段设置线损等设置，在测试

过程中出现失误，从而导致重复多次验证，更耗时；SAR回退的验证并不是验证一次就可以

的，本身就需要一边测试一边修改回退值，反复验证，导致人力浪费以及测试环境的占用。

[0057]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简化待测移动终端的SAR回退验证步骤，测试系统包括交互界

面，用户点击交互界面，使得交互界面接收到输入指令，交互界面将输入指令发送至测试系

统的处理器，测试系统的处理器对输入指令进行解析生成第一测试指令，该第一测试指令

用于将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络制式切换为第一测试指令中携带的待测网络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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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S202：将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设置为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

[0059] 具体来说，在接收到第一测试指令之后，由于第一测试指令中携带有网络制式，测

试系统将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设置为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

[0060] 例如，待测移动终端工作在蜂窝网络制式，待测网络制式为蜂窝网络+2 .4GHz 

WIFI网络+5GHz  WIFI网络制式，那么，综测仪将待测移动终端的网络制式由蜂窝网络切换

为蜂窝网络+2.4GHz  WIFI网络+5GHz  WIFI网络，这样，能够控制综测仪对待测移动终端在

各个网络制式下进行测试，得到各个网络制式下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

[0061] 其中，待测网络制式包括以下任意一项：蜂窝网络，蜂窝网络和WIFI网络。

[0062] 也就是说，待测网络制式可以处于蜂窝网络，也可以同时处于蜂窝网络和WIFI网

络，这里，本申请实施例对此不作具体限定。

[0063] 其中，WIFI网络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工作频段为2.4GHz的WIFI网络和工作频段

为5GHz的WIFI网络。

[0064] 也就是说，本申请所提供的WIFI网络可以是频段为2.4GHz的WIFI网络，也可以是

频段为5GHz的WIFI网络，这里，本申请实施例对此不作具体限定。

[0065] 可见，上述测试系统所能够设置的网络制式可以包括：蜂窝网络，蜂窝网络+

2.4GHz  WIFI网络，蜂窝网络+5GHz  WIFI网络，蜂窝网络+2.4GHz  WIFI网络+5GHz  WIFI网

络，共4种网络制式。

[0066] 另外，待测网络制式中的每种网络制式包括：Head  SAR测试模式和Body  SAR测试

模式。

[0067] 由于每种网络制式具有两种测试模式，可见，测试系统可以测试出每种网络制式

的两种测试模式下的发射功率，共8组场景，再加上待测移动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的测试场

景，共9种测试场景。

[0068] 在实际应用中，在测试系统的处理器中预先设置有每种测试场景的测试指令，每

个测试指令对应一种测试场景，具体如下表1所示：

[0069] 表1

[0070]

[0071] 在实际应用中，同时设置切换对应场景SAR  State的指令send_data  0x4B0x60 

0x01  0x00  0x？，其中？可对应为0/1/2/3/4/5/6/7/8。

[0072] S203：向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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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其中，第二测试指令用于综测仪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得到待测移动终端的

发射功率。

[0074] 在将待测移动终端设置为第一测试指令携带的网络制式后，即将待测移动终端工

作在9种场景中的一种场景之后，向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即控制综测仪对待测移动终

端进行测试，以测试得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

[0075] 同理，能够测试出该待测移动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利用最大发射功率减去待测

移动终端在各个网络制式下的发射功率，得到各个网络模式下待测移动终端的SAR场景回

退值。

[0076] 下面举实例来对上述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所述的测试方法进行说明。

[0077] 图4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可选的测试方法的实例的流程示意图，如图4所

示，待测手持移动终端连接综测仪，待测手持移动终端利用通用串行总线(USB，Universal 

Serial  Bus)与电脑(测试系统)连接，其中，电脑安装并打开QXDM工具，使用QXDM连接待测

手持移动终端，具体的，通过QXDM输入指令send_data  0x4B  0x60  0x01  0x00  0x？，切换对

应场景的SAR  State，分别测试9个SAR  State的发送功率，在处理数据，即可得出SAR回退的

功力值。

[0078] 本申请实施例可以只用一台待测手持移动终端进行蜂窝联合SAR的回退值测试，

本申请实施例可以在5G时代多TX、多频段增长情况下，通过软件以及指令控制SAR  State快

速验证手持移动终端的蜂窝联合SAR回退验证测试，从而缩短手持移动终端的蜂窝联合SAR

回退验正的周期，利用本申请实施例进行手持移动终端的蜂窝联合SAR验证可节约成本，例

如，人力成本，按传统方案进行手持移动终端的蜂窝联合SAR验证，如果要赶上项目进度需

要3到5个人，按本申请实施例手持移动终端的蜂窝联合SAR验证，只需一个人；还有资源成

本，按传统方案进行手持移动终端的蜂窝联合SAR验证，需要2到4台手持移动终端，按本申

请实施例手持移动终端的蜂窝联合SAR验证，只需一台手持移动终端；另外由于缩短了验证

时间，可以节省占用综测环境的，释放综测环境做其他测试或调试。

[0079] 通过上述实例，优化了传统手持移动终端的蜂窝联合SAR验证的复杂度，缩短了手

持移动终端的蜂窝联合SAR验证的时间，最重要的本方案节约了人力、资源等成本。

[0080]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测试方法，该方法应用于一测试系统中，测试系统与待

测移动终端相连接，待测移动终端与综测仪相连接，包括：接收第一测试指令，其中，第一测

试指令中携带有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将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设置为

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网络制式，向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其中，第二测试指令用于综测

仪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得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也就是说，在本申请实施例

中，通过测试系统对待测移动终端的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进行设置，然后控制综测仪进行测

试得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这样，避免了手动设置待测移动终端的网络制式所带来

的复杂操作，简化了待测移动终端切换网络制式的操作，能够快速得到待测移动终端的最

大发射功率和不同网络制式下的发射功率，进而能够得到不同网络制式下待测移动终端的

回退值，实现了高效地对待测移动终端进行SAR回退验证。

[0081] 实施例二

[0082] 图5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测试系统的结构示意图一，如图5所示，本申请实

施例提供了一种测试系统，测试系统与待测移动终端相连接，待测移动终端与综测仪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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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包括：

[0083] 接收模块51，用于接收第一测试指令；其中，第一测试指令中携带有待测移动终端

的待测网络制式；

[0084] 设置模块52，用于将待测移动终端所工作的网络制式设置为待测移动终端的待测

网络制式；

[0085] 发送模块53，用于向综测仪发送第二测试指令；其中，第二测试指令用于综测仪对

待测移动终端进行测试，得到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

[0086] 可选的，待测网络制式包括以下任意一项：蜂窝网络，蜂窝网络和WIFI网络。

[0087] 可选的，WIFI网络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工作频段为2.4GHz的WIFI网络和工作频

段为5GHz的WIFI网络。

[0088] 可选的，待测网络制式中的每种网络制式包括：Head  SAR测试模式和Body  SAR测

试模式。

[0089] 在实际应用中，上述接收模块51、设置模块52和发送模块53可由位于测试系统上

的处理器实现，具体为CPU、微处理器(MPU，Microprocessor  Unit)、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等实现。

[0090] 图6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测试系统的结构示意图二，如图6所示，本申请实

施例提供了一种测试系统600，测试系统600与待测移动终端相连接，待测移动终端与综测

仪相连接，包括：

[0091] 处理器61以及存储有所述处理器61可执行指令的存储介质62，所述存储介质62通

过通信总线63依赖所述处理器61执行操作，当所述指令被所述处理器61执行时，执行上述

实施例一所述的测试方法。

[0092] 需要说明的是，实际应用时，终端中的各个组件通过通信总线63耦合在一起。可理

解，通信总线63用于实现这些组件之间的连接通信。通信总线63除包括数据总线之外，还包

括电源总线、控制总线和状态信号总线。但是为了清楚说明起见，在图6中将各种总线都标

为通信总线63。

[0093]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例中，测试系统还包括：

[0094] 交互界面，用于接收输入指令，将输入指令发送至处理器；

[0095] 其中，输入指令用于处理器转换得到第一测试指令。

[0096] 也就是说，用户是通过测试系统的交互界面来输入输入指令，从而将输入指令发

送至处理器，处理器解析输入指令得到第一测试指令，从而控制综测仪对待测移动终端进

行测试得到各个网络制式下待测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

[0097] 图7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可选的测试系统的用户界面的实例的示意图，如

图7所示，具体地，待测手持移动终端首先将所有2G/3G/4G的PRX(主集接收)对应天线的传

导口通过功分器与综测仪连接，连接后将待测手持移动终端与综测做信令连接；

[0098] 具体的，如图7所示：打开测试系统，在选项卡1中选择制式，勾选选项卡2，在选项

卡3中选择手持移动终端所支持的对应制式的频段，在选项卡4中选择最大输出功率，全部

设置好以后，点击选项卡5中的确定，开始测试，开始测试之前会弹出存储数据的命名框，写

入对应测试的SAR  State，将数据存入板级功率测试系统所在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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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此时测试系统会通过通用接口总线(GPIB，General-Purpose  Interface  Bus)线

自动控制综测仪，开始测试所选中的频段的最大输出功率。

[0100] 通过QXDM输入指令send_data  0x4B  0x60  0x01  0x00  0x？将9个SAR  State对应的

传导值全部测试完，用公式：SAR场景回退值＝待测移动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待测移动终

端在场景回退制式下的发射功率，将所测试的数据做整理，即可得到对应每个场景的SAR回

退值；

[0101] 测完PRX天线，可以通过手机工模切换DRX(分集接收)天线测试，此时只需将2G/

3G/4G所对应的所有DRX天线传导口通过功分器与综测仪连接，并将被测手持移动终端与综

测仪做信令连接，同上方法即可得到2G/3G/4GDRX天线的每个场景的SAR回退值；

[0102] 同理，测试SA以及NSA场景的SAR回退值的方法一样。

[0103]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存储有可执行指令，当所述可执行指

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的时候，所述处理器执行实施例一所述的视频的生成方法。

[0104] 其中，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磁性随机存取存储器(ferromagnetic  random 

access  memory，FRAM)、只读存储器(Read  Only  Memory，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EEPROM)、快闪存储器(Flash  Memory)、磁表

面存储器、光盘、或只读光盘(Compact  Disc  Read-Only  Memory，CD-ROM)等存储器。

[0105]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申请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计算机程序

产品。因此，本申请可采用硬件实施例、软件实施例、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施例的形

式。而且，本申请可采用在一个或多个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可用存储

介质(包括但不限于磁盘存储器和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序产品的形式。

[0106] 本申请是参照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方法、设备(系统)、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程

图和/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每一流

程和/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流程和/或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

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以产

生一个机器，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于实

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装置。

[0107]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以特

定方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

令装置的制造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

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

[0108]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使得在计

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以产生计算机实现的处理，从而在计算机或

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

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0109]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9/9 页

11

CN 111901819 A

11



图1A

图1B

图1C

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12

CN 111901819 A

12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7 页

13

CN 111901819 A

13



图3A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14

CN 111901819 A

14



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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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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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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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8

CN 111901819 A

1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