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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由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主持，大唐移动通信设备
有限公司承担主要编写责任，同时联合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电子职业技
术学院、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职业技术学院、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单位共同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孔雷、张磊、杜青云、张永强、赵潍盟等。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大唐移动通
信设备有限公司共同所有，未经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大唐移动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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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通信基站测试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

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移动通信基站测试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
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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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5G 3GPPR15协议38系列
5G 3GPPR15协议23系列
5G 3GPPR15协议24系列
国家、行业、企业有关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5G NR New Radio
5G新空口，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通常指5G无线网。
[5G NR Release 16 (R16)]
3.2 5G 硬件测试
针对5G基站设备的各模块的硬件性能、运行状态、可靠性验证的测试。
[ 3GPP TS 34.121(Release9)、3GPP TS 25.133(Release9) ]
3.3

5G 业务测试
针对5G基站设备的软件架构及驱动的功能、运行状态、业务指标的测试。
[ 3GPP TS 38.401 ]
2

3.4

传导测试
一种测试方式：将待测基站与测试仪器仪表通过射频馈线连接的测试方式。
[ 3GPP TS 38.141(Release15)]

3.5

OTA 测试 Over The Air Test
空口测试：与传导测试相对应，是一种模拟基站的无线信号在空中的传输场

景，在自由空间验证基站空口接收、发射性能的测试方式。接近基站的实际使用
场景。
[ 3GPP TS 38.104 4.6 ]
3.6

环境可靠性测试
环境可靠性试验：是在基站的研发阶段、试产阶段和量产抽检阶段对产品的

可靠性进行验证，通常可分为三类：力学环境试验、气候环境试验和综合环境试
验。
[ GB/T 2423.2-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
3.7

测试用例 Test Case
是指对基站进行测试的任务描述，体现测试方案、方法、技术和策略。其内

容包括测试目标、测试环境、输入数据、测试步骤、预期结果、测试脚本等。
[ 软件工程课程设计教程（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01）第72页 、软
件测试技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8）第34页]
3.8

自动化测试
测试工程师根据测试用例，将测试用例中的测试步骤编译成可自动执行的计

算机代码，来代替人工操作的测试方法。
[ 自动化测试实现研究（中国市场,2016,(34)）96-98,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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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院校专业
3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通信技术、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物联网技术应用、移
动应用技术与服务、通信运营服务、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电子产品质量检测、电
子电路设计与工艺、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物联网应用技
术、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光通信技术、物联网工程技
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信息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信工程及管理、物联网工程、电
子与计算机工程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现代通信技术应用、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通信运营服
务、物联网技术应用、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电子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等专
业。
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电子产品检测技术、电
子产品制造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现代移动通信技术、通信软
件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智能互联网络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电信工程及管理、应用电子技术教育、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电磁
场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现代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现代测控工程技术、工业互联网工
程、计算机应用工程、软件工程技术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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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电信运营商、ICT 设备制造商、ICT 终端制造商、ICT 工程服务提供

商、ICT 系统集成商、智能制造企业、测量仪表制造商、电信技术标准所、电信
技术研究所、政府部门等单位，从事移动通信解决方案测试、产品测试、硬件性
能测试、软件功能测试、协议一致性测试、网络及关键技术测试、终端到终端业
务测试、硬件自动化测试工具开发、业务自动化测试工具开发、移动通信设备环
境可靠性测试、产品技术研发测试等工作。
6
6.1

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移动通信基站测试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

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移动通信基站测试】（初级）：在基站设备及通信终端研发生产及制造环
节中，对基站设备整机进行系统的硬件性能及业务功能的测试验证：包括测试环
境搭建，测试用例执行、测试报告输出等。
【移动通信基站测试】（中级）：在基站设备及通信终端研发生产及制造环
节中，对移动通信基站设备整机空间辐射与接收特性进行系统的硬件性能及业务
功能的验证，以及移动通信基站设备的环境可靠性验证：包括 OTA 测试环境搭
建，微波暗室场地校准、OTA 测试用例执行、测试结果分析、告警日志分析、
环境可靠性测试等。
【移动通信基站测试】（高级）：在基站设备及通信终端研发生产及制造环
节，以及招标测试环节对移动通信基站设备硬件链路性能、软件架构业务功能的
各环节进行详细的指标制定及测试用例制定：包括测用例制定、测试指标研究及
规范制定、自动化测试用例脚本开发及维护、测试计划制定及项目管理、故障日
5

志分析及问题定位运营商招标测试等。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移动通信基站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硬件测试环境
搭建
1.移动通信硬件
测试
1.2 基站硬件测试
模式配置
1.3 硬件测试用例
执行

2.1 业务测试环境
搭建
2.移动通信 业务
测试
2.2 基站业务测试
模式配置
2.3 业务测试用例
执行
3.1 自动化测试环
境搭建
3.移动通信自动
化测试

3.2 自动化测试脚
本执行配置文件制
定
3.3 自动化测试脚
本结果输出格式制
定

职业技能要求
1.1.1 掌握基站各网元的架构及功能，能够按
硬件测试规范搭建测试环境。
1.1.2 掌握硬件测试各种射频辅材，能熟练掌
握各种射频辅材的功能特性及用途。
1.1.3 掌握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测试
仪表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1.2.1 能够根据硬件测试规范启动基站并配
置基站相应测试模式。
1.2.2 能熟练使用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
器等测试仪表，正确设置用例要求的参数。
1.3.1 正确执行硬件测试相关测试用例，并记
录、总结测试结果。
2.1.1 掌握基站各网元的架构及功能，能够按
业务测试规范搭建测试环境。
2.1.2 掌握业务测试各种射频辅材，能熟练掌
握各种射频辅材的功能特性及用途。
2.1.3 熟悉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等仪
表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2.2.1 能够根据业务测试规范启动基站并配
置基站相应测试模式。
2.2.2 能熟练使用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
器等测试仪表，正确设置用例要求的参数。
2.3.1 正确执行业务测试相关用例，并记录、
总结测试结果。
3.1.1 掌握自动化测试运行环境配置，熟悉自
动化测试环境搭建流程。
3.1.2 掌握自动化测试原理，熟悉自动测试逻
辑架构。
3.2.1 掌握自动化测试脚本配置文件格式定
义。
3.2.2 能够根据相关测试用例要求制定测试
脚本配置文件。
3.3.1 能够根据相关自动化测试用例要求制
定自动化测试脚本结果输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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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移动通信基站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硬件 OTA 测试
环境搭建

1.2 硬件 OTA 测试
场地校准
1.移动通信硬件
测试
1.3 硬件 OTA 测试
用例执行

1.4 环境可靠性测
试

1.5 告警日志分析

2.1 业务测试环境
2.移动通信 业务 搭建
测试

2.2 业务测试用例
执行

职业技能要求
1.1.1 掌握基站各网元的架构及功能，能够按
硬件 OTA 测试规范搭建测试环境。
1.1.2 掌握硬件 OTA 测试各种射频辅材，能熟
练掌握各种射频辅材的功能特性及用途。
1.1.3 熟悉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等测
试仪表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1.1.4 熟悉天线测试基础，理解 OTA 测试环境
要求。
1.2.1 熟悉微波暗室环境，了解标准喇叭天线
的特性。
1.2.2 能熟练使用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
器等测试仪表，正确设置用例要求的参数。
1.2.3 掌握 OTA 测试校场原理，能够根据测试
规范选择合适的场地，正确执行场地校准。
1.3.1 能够根据 OTA 硬件测试规范启动基站
并配置基站相应测试模式。
1.3.2 掌握波束赋形原理，理解各 OTA 测试各
切面的方向图指标。
1.3.3 掌握 OTA 测试射频指标、广播波束测
试、业务波束测试，能够根据相关测试用例
规范要求，正确执行硬件 OTA 测试。
1.4.1 掌握环境可靠性测试规范，能够根据用
例要求搭建测试环境。
1.4.2 掌握环境可靠性测试方法及指标要求，
能够根据测试规范设置环境条件及基站配
置。
1.5.1 能够识别硬件测试过程中产生的告警
信息，掌握提取告警日志的工具及方法。
1.5.2 能够分析告警日志，并撰写错误报告。
2.1.1 掌握移动通信各网元的架构及功能，能
够按测试规范搭建测试环境。
2.1.2 能熟练掌握业务测试相关射频辅材的
功能特性及用途。
2.1.3 掌握利用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
等测试仪表进行业务测试的方法。
2.1.4 掌握业务测试所需测试工具的使用方
法。
2.2.1 能够根据业务测试规范对基站、核心
网、终端等网元设备进行配置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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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告警日志分析

3.1 自动化测试环
境搭建

3.移动通信自动
化测试

3.2 测试仪表程控
接口调试

3.3 自动化测试脚
本设计

2.2.2 能够按照测试用例步骤进行业务测试，
掌握终端接入等信令流程。
2.2.3 能够进行业务质量统计并能利用测试
工具进行业务消息跟踪、过滤、查看。
2.3.1 能够识别业务测试过程中产生的告警
信息，掌握提取告警日志的工具及方法。
2.3.2 能够分析告警日志，并撰写错误报告。
3.1.1 掌握基站各网元的架构及功能，能够按
测试规范搭建自动化测试环境。
3.1.2 掌握自动化测试原理，能规划自动测试
逻辑架构。
3.1.3 熟悉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等仪
表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3.2.1 熟悉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等仪
表程控接口协议。
3.2.2 能熟练使用程控命令远程控制频谱分
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等测试仪表，正确设
置用例要求的参数。
3.3.1 熟悉相关测试用例操作流程，能够根据
流程设计自动测试脚本架构。
3.3.2 能够根据自动测试脚本架构，完成代码
实现，并能够输出正确结果。

表 3 移动通信基站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硬件测试用例
制定

1.移动通信硬件
测试
1.2 硬件测试指标
研究及规范制定

1.3 故障日志分析
及问题定位

职业技能要求
1.1.1 熟悉基站各模块的原理及设计，掌握硬
件链路功能、测试原理、测试方法，并设计
测试用例。
1.1.2 掌握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等测
试仪表的原理、性能及选件特性。
1.1.3 掌握硬件 OTA 测试原理，熟悉暗室特
性，能够根据 5G NR 标准设计测试用例。
1.2.1 掌握运营商主流 5G 各型号设备参数及
应用场景，能根据产品特性制定相应的测试
规范及指标要求。
1.2.2 掌握硬件传导测试原理，能够制定传导
测试指标与测试规范。
1.2.3 掌握硬件 OTA 测试原理、波束赋形原
理、电磁波特性，能够对不同型号产品制定
相应测试指标与测试规范。
1.3.1 能够通过分析告警日志及错误报告定
位故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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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硬件测试项目
管理

2.1 业务测试用例
制定

2.2 业务测试指标
研究及规范制定
2.3 故障日志分析
及问题定位
2.移动通信 业务
测试
2.4 业务算法设计
与开发

2.5 业务测试项目
管理

3.移动通信自动

3.1 自动化测试用

1.3.2 能够根据故障原因，修正配置参数，达
到预期测试结果。
1.4.1 熟悉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型号核准测
试流程，掌握待测产品相应的型号核准测试
规范及指标，能够制定测试计划，组织测试
项目实施，达到预期测试结果，取得产品型
号核准证。
1.4.2 熟悉泰尔实验室待测产品入网许可认
证测试流程，掌握待测产品相应的 EMC 认证
测试、抗地震认证测试规范及指标，能够制
定测试计划，组织测试项目实施，达到预期
测试结果，取得产品入网许可证。
1.4.3 熟悉运营商待测产品招标测试流程，掌
握待测产品相应的应标测试规范及指标，能
够制定测试计划，组织测试项目实施，达到
预期测试结果，取得产品应标资格。
2.1.1 掌握移动通信协议与算法，熟悉移动通
信产品软件设计架构。
2.1.2 掌握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等测
试仪表的原理、性能及选件特性。
2.1.3 能够根据产品功能需求进行业务测试
用例设计。
2.2.1 掌握 5GNR 协议并能够跟踪协议演进，
熟悉物理层架构与业务信令流程，依据产品
特性制定相应的测试规范。
2.3.1 能够通过分析告警日志及错误报告定
位故障原因。
2.3.2 能够根据故障原因，修正配置参数，达
到预期测试结果。
2.4.1 掌握移动通信基带处理、数字中频、射
频收发等算法原理并能够结合 5G NR 协议进
行链路级算法仿真。
2.4.2 能够对算法链路中的算法单元进行设
计及程序实现且满足规范要求。
2.5.1 熟悉泰尔实验室待测产品入网许可认
证测试流程，掌握待测产品相应的业务测试
规范及指标，能够制定测试计划，组织测试
项目实施，达到预期测试结果，取得产品入
网许可证。
2.5.2 熟悉运营商待测产品招标测试流程，掌
握待测产品相应的应标测试规范及指标，能
够制定测试计划，组织测试项目实施，达到
预期测试结果，取得产品应标资格。
3.1.1 能够根据硬件测试用例要求，设计与开
9

化测试

例脚本开发

3.2 测试结果自动
分析开发

3.3 自动化测试平
台开发

发自动化测试程序。
3.1.2 能够根据测试需求，更新与维护自动化
测试程序。
3.2.1 熟悉相关测试用例指标要求，能够制定
达标判断逻辑。
3.2.2 能够根据判断逻辑，开发测试结果自动
分析脚本。
3.3.1 能够根据交互界面的二次开发接口，开
发多个测试脚本的连续自动测试，组成自动
测试用例库。
3.3.2 能够独立开发实现实时显示测试结果、
自动生成测试报告、虚拟共享测试仪表等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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