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 移动通信技术 

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5G 技术早在 2009 年启动研究，历经十余载，2019 年启动商用，2020 年迎来了全

球 5G 商用的元年。5G 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加速到来，全球领先运营商正加速 5G 商用

部署。5G 产业在标准、产品、终端、安全、商业等各领域已经准备就绪，中国的 5G

技术也走到风口浪尖。到底中国的 5G 技术牛在那里？本课程从 5G 的诞生的源头开

始，介绍 5G 是怎样一步一步从概念走进商用。通过两周的学习可以快速对 5G 移动通

信技术有系统的了解。 

本课程的特色是用生动的案例介绍 5G 移动通信关键技术方案的设计原理，同时介

绍理论应用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以及未来面向 5.5G 演进的场景与技

术方向。 

课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 5G 移动通信系统设计中必备的数学基础知识与通信原理基础知

识。 

第二部分：介绍 5G 通信系统的网络架构、空口与高层协议、信道与编码、多天线

等关键技术等核心知识点。 

第三部分：5G 的标准化、最新的应用场景、基础理论知识在 5G 通信系统中的应

用，建立较为系统完整的 5G 知识体系结构和理论联系实践的工程观念。 

第四部分：介绍 5.5G 演进技术展望以及华为实验室现场教学。 

最后根据上课情况综合评定学生成绩，修完该课程并成绩达标的同学将获得华为

无线产品线“5G 移动通信课程”达标认证证书。 

 

 

 

 

谭斌，华为公司无线行业标准首席代表，2003 年起从事移动通信技术研究

和标准化工作，长期活跃于 3GPP、ETSI、GSMA、WWRF、NGMN、CCSA 等国内外标准产业

组织，现任 CCSA TC5 WG9 副组长，WWRF 理事会委员，TC124 技术评审组专家。2013-

2015 年派驻南美南地区部，负责无线市场拓展，促成多个 LTE 商用网络建设。2016 起负责

无线标准产业拓展，联合产业伙伴推动 NB-IoT 被 GSMA 和各行业标准接纳；当前聚焦于

5G 垂直行业标准，如车联网、工业制造等，与产业伙伴一起成功推动工业 5G 标准国标立

项。 

教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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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岳军，通信专业博士，华为公司无线编解码技术首席专家，长期从事无

线网络中的信道编解码算法和音视频传输优化算法研究，负责华为无线基站中的信道编解

码算法开发；曾获得华为公司首届“十大发明”奖励，在 5G LDPC 码的标准研究方面有重

要贡献；先后获得国内外专利超过一百项，发表论文十余篇；现主要从事无线增强编译码

技术研究、5.5G 实时宽带多媒体（AR/VR 等）的信源新道联合编码和优化传输技术研究。 

 

王艺，华为公司的资深研究专家, IEEE 高级会员。2000 年从北京邮电大学毕

业，之后在清华大学、德国 Kiel 大学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2005 年初加入华为。863 

FuTURE program 的首批研究者之一。在华为主导了一系列关于 LTE/LTE-Advanced 和 5G 系统

的研究项目。拥有 150 多项专利和 90 多项论文。自 2013 年起担任中国 IMT-2020（5G）毫

米波技术主席。2008~2010 年期间，他曾担任 WWRF WG4 副主席，以及 3GPP、IEEE 802、

Mobile VCE (UK) 和 WWRF 的代表。 

 

马霓，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IEEE 高级会员。华为公司无线通信系统

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在移动通信领域有二十多年的从业经历。主要从事无线通信网络产品

相关新技术（5G 及其演进）的研究、系统级技术研发及产品解决方案竞争力技术特性规划

等工作。出版有 2 部移动通信系统相关译著，发表多篇论文及拥有多项授权专利，参与若

干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移动通信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 

 

种稚萌，华为公司无线信道研究领域负责人。长期专注于无线信道特征研

究，以及利用无线信道特征的无线通信算法设计和系统优化。先后参与过华为公司 4G LTE 



Relay 样机技术开发、业界首个 5G 高频系统样机开发。负责新场景/新应用下的多天线信道

测量建模与信道特征研究，设计和开发多款 Massive MIMO 信道测量软硬件平台，并参与

3GPP 5G NR、V2X、IIOT、NTN 等多项标准信道模型的标准化制定工作。 

 

陈中平，华为公司 5G 网络架构标准研究团队技术专家，长期从事 4G、5G

移动网络架构国际标准制定，及相关技术领域的资深研究。自 2013 年起投入 5G 网络架构

的研究和标准工作，3GPP R14 CUPS 标准架构，R16 5G LAN 标准架构的核心贡献者。当前

主要负责 5G ToB 架构预研，研究方向涵盖了 5G 工业现场级通信、确定性网络、园区网络

融合定位、感知等。 

 

曾清海：华为公司无线高层协议研究专家、RAN 高层数据研究团队负责

人。从事移动网络标准研究工作 14 年，全程参与 4G 和 5G 的 3GPP RAN2 和 RAN3 标准研

究工作，熟悉 3GPP 网络 4G 和 5G 的层 2/层 3 标准协议和 RAN 网络架构，深度参与过 LTE

的用户面、MBMS 和 LTE DC，以及 NR 的移动性、去激活态和 RAN 智能化的研究和标准推

动工作。主导双连接技术并推动该技术被标准接纳，成为 5G NSA 商用场景的标志性技术。 

 

庞继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专业博士，华为公司无线网络研究部主任

工程师，空口物理层团队负责人（多天线、频谱和 AI 方向）。长期从事蜂窝/WiFi 通信系统

中空口物理层技术方向的研究和标准化工作，以及相应的系统建模和仿真评估工作。目前

重点参与 5.5G 技术研究、标准推动和学术牵引方面的工作。有 30+篇文章及 50+专利，并

在通信国际会议上组织过近 10 场次学术研讨和论坛。 

 

 



魏宏，无线通信接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验证领域负责人，担任华为

5G eMBB 和 5G ToB 预研技术外场领域技术专家和项目经理，承担过多项国家重大专项立

项、验收方案制定和技术验证等工作。 

 

 

王昕，1997 年、2000 年获复旦大学电子工程学士、硕士学位，2004 年获

美国奥本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2004－2006 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从事博士后

研究，2006－2012 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 FAU 任教，于 2010 年提前两年获得终身

教职。2012 年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通信科学与工

程系主任。获国家青年特聘专家、上海市特聘专家等称号；现担任 IEEE 杰出讲师、IEEE 

信号处理汇刊 TSP 的高级领域编委及 IEEE 无线通信汇刊 TWC 的编委，发表 IEEE 期刊和会

议论文 180 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得 2019 年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复旦大学讲授《信

号与系统》、《信号检测与估计基础》、《信息论》、《通信系统优化》等本科生与研究生课

程。 

 

 

蒋轶，复旦大学信息学院通信系研究员，国家青年特聘专家专家。2001 本

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2005 博士毕业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电子工

程专业；2016 年回国入职复旦；之前在美国加州的 NextWave、Qualcomm、Silvus 

Technologies 等企业有多年的无线通信技术的研发经验。研究兴趣包括 B5G/6G 通信信号处

理、通信辅助的导航与定位等。讲授课程包括研究生《现代通信系统》、《人工智能的数学

基础》和本科生《科技英语》等。 

 

 



许崇斌，博士，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通信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

员，硕导。2005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信息工程系，获学士学位；2012 年 1 月毕业

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获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参与学校与香港城市大学的联合培养计

划，获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2012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于香港

城市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14 年起于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工作，研究方向为无线通信和迭代

信号处理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国重开放课题、日本大川研究基金等

研究项目；在国际权威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几十篇。 

 

 

朱宇，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通信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导、副

系主任。分别于 1999，2002 年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2007 年于香港科技大

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获博士学位。2008 年起于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工作，研究方向为无

线通信系统与网络，通信信号处理，曾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教育部博士点青年教师基金，上海市科委浦江人才计划，日本

大川研究基金等重要研究项目。曾担任 IEEE ICCC、IEEE WCNC 等国际会议在无线通信分会

上的技术主席，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Letters 期刊编辑。是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Networks 期刊编辑。是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和复旦大学卓

学人才计划的获得者。曾获全国高等院校信息通信专业青年教师多媒体课件教学大赛二等

奖。 

 

 

 

 

学分： 2 学分 学时： 36 学时 （线下授课） 

预修课程要求：选课学生对信息领域前沿技术感兴趣。  

上课时间： 2021 年 7 月 12 日-7 月 23 日  

课程助教：王楠森 

邮箱地址：19210720158@fudan.edu.cn 

手机号：13122659525 

选课网址： 

http://register.fudan.edu.cn/qljfwappnew/sys/lwFudanRegistrationPlatform/index.do#/proje

ct 

 

课程设置 



课程进度安排：2020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23 日 

课次 日期 星期 节次 教学内容及预期效果 授课老师 

1 2021/07/12 周一上午 第 3-4 节（2 课时） 数学基础 王昕（复旦） 

2 2021/07/12 周一下午 第 6-7 节（2 课时） 数学基础 蒋轶（复旦） 

3 2021/07/13 周二上午 第 3-4 节（2 课时） 通信原理 朱宇（复旦） 

4 2021/07/13 周二下午 第 6-7 节（2 课时） 移动通信及 5G 的发展、场景和标准化 谭斌（华为） 

5 2021/07/14 周三上午 第 3-4 节（2 课时） 5G 网络架构 陈中平（华为） 

6 2021/07/14 周三下午 第 6-7 节（2 课时） 5G RAN 架构与高层技术 曾清海（华为） 

7 2021/07/15 周四上午 第 3-4 节（2 课时） 5G 信道技术 种稚萌（华为） 

8 2021/07/15 周四下午 第 6-7 节（2 课时） 5G 空口综述及基础 王艺（华为） 

9 2021/07/19 周一上午 第 3-4 节（2 课时） 5G 信道编码-1 许崇斌（复旦） 

10 2021/07/19 周一下午 第 6-7 节（2 课时） 5G 信道编码-2 魏岳军（华为） 

11 2021/07/20 周二上午 第 3-4 节（2 课时） 5G 波形技术 朱宇（复旦） 

12 2021/07/20 周二下午 第 6-7 节（2 课时） 5G 多天线技术-1 蒋轶（复旦） 

13 2021/07/21 周三上午 第 3-4 节（2 课时） 5G 多天线技术-2 庞继勇（华为） 

14 2021/07/21 周三下午 第 6-7 节（2 课时） 5G 多天线技术-3 庞继勇（华为） 

15 2021/07/22 周四上午 第 3-4 节（2 课时） 5G 网络产品及商用部署 马霓（华为） 

16 2021/07/22 周四下午 第 6-7 节（2 课时） 5.5G/6G 展望 庞继勇（华为） 

17 2021/07/23 周五上午 第 2-5 节（4 课时） 华为实验室现场教学 魏宏（华为） 

 

部分参考教材与文献： 

[1] 刘晓峰，孙韶辉，杜忠达，沈祖康，徐晓东，宋兴华著，《5G 无线系统设计与国际

标准》，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 年。 

[2] 万蕾，[美]Anthony C.K. Soong，刘江华，伍勇，[美]Brian Classon，[美]Weimin Xiao, 

[法]David Mazzarese，赵阳，[美]Tony Saboorian，《5G 系统设计——端到端标准详解 5G 

System Design —— An End to End Perspective》 ，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 年。 

[3] 谭仕勇，倪慧等著, 《5G 标准之网络架构——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电子工

业出版社，202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