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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岸线公司创建于2004年，是一家致力于新一代无线通信系统和IC芯片设

计等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拥有400多项专利技术。公司总

部位于北京，广州设有产业基地，在上海、深圳设有分公司。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坚持“选择世界性难题”的战略方向，凭借靠忍耐、靠坚

持、靠自己、敢为天下先的“三靠一敢”企业精神，苦心钻研，大胆引领，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研发、经营十余载。

公司目前拥有全球领先的超高速无线通信系统（EUHT-5G，Enhanced 

Ultra High Throughput-5th Generation）技术，率先解决了高可靠、低时

延、高宽带、大容量的全球无线移动通信难题，全面掌握EUHT核心标准、

核心专利、核心芯片、核心软件和核心产品。EUHT-5G产品已广泛应用于

智能高铁、智慧地铁、车联网、工业互联、无线视频监控及广域宽带覆盖等

领域。

公司具有通信、汽车等多个行业SoC数字芯片和模拟射频芯片研发设计能

力，全球第一个提出“通信计算一体化”理念，完全自主研发出CPU+G-

PU应用处理器、2G/3G/4G基带处理器、Wi-Fi、蓝牙、高速AD/DA、高速

PLL、宽带射频、电源管理、功放（PA）等全套无线通讯领域系列芯片产

品，多款芯片实现大规模量产投放市场。

公司简介

专注芯片、无线通信技术研发

北、上、广、深四地

70%以上博士、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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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国产第一颗GSM/WCDMA/LTE AP+BP SoC四核芯片
研发EUHT-5G基站、终端、路由器及高端交换机等核心设备产品
EUHT-5G成功通过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的仿真测试

EUHT-5G全球首次成功实现单列地铁列车30路高清1080P视频实时传输及正式商业化应用
EUHT-5G顺利通过中国铁路总公司组织的相关第三方独立机构对京津城际高铁全线的工程测试
EUHT-5G开始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大规模铺设农村无线宽带覆盖网络

EUHT-5G被选为赣闽粤三省一万多个行政村无线宽带覆盖应用建设方案
EUHT-5G完成莞惠线城际铁路（200公里/小时）现场实测
EUHT-5G完成铁路无线电监测检测中心的信道仿真测试

EUHT-5G获批成为《城市轨道交通车地实时视频传输系统》住建部标准
EUHT-5G完成广东省农村无线宽带覆盖试点建设应用
EUHT-5G完成地铁实际线路商用业务实测
EUHT-5G完成京津高铁（300公里/小时）全线网络覆盖，开启智能高铁产业级测试应用

EUHT-5G完成交通部公路研究院大兴试验场的外场测试
EUHT获批成为《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专用短程通信》两项国家标准

企业历程

EUHT-5G全球首次成功实现单列地铁列车50路高清1080P视频实时传输
EUHT-5G完成5000多个行政村、超过1000万人口规模的宽带无线网络覆盖
EUHT-5G开启工业互联领域的商业化应用，完成多个制造企业的应用覆盖
EUHT-5G开启车联网示范建设，试点EUHT 5G-V2X应用
开启针对智能网联车、无人驾驶车辆等需求的汽车电子芯片的研发
EUHT-5G获批成为《信息技术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中高速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信息技术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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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第一颗GSM/WCDMA芯片发布
获批成为《高频谱利用率和高数据吞吐的无线局域网技术要求》两项工信部标准

研发完成全自主知识产权的EUHT-5G核心芯片

完成EUHT系统设计与仿真
承担“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超高速无线局域网无线接口关键技术研究与验证》课题

全球第一颗A9双核芯片发布

启动通信计算一体化芯片研发

研发T-MMB
针对下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技术进行前瞻性技术研究和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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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HT-5G（Enhanced Ultra High Throughput-5th Generation）是新岸线公司结合未来移动通信系统高可

靠、低时延、高移动性等需求设计的超高速无线通信系统。EUHT-5G 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应用场景的多样性，系

统设计简洁、灵活、高效，具有“三高、三低、三精”的特点，即高可靠、高速移动、高频谱利用率、低时延、低重传、低组

网成本、精确定位、精密计算和精细控制。

自 2007 年开始研发，经过三轮六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孵化，EUHT-5G 已发展成为工信部通信行业标准、

智能交通国家标准、轨道交通行业应用标准以及信息技术国家标准，EUHT-5G 全套的芯片、基站、终端产品和系

统性能已经通过第三方的充分验证，并开始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EUHT-5G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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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UHT-5G Wi-Fi 4G LTE ITU-5G要求

可靠性
工业级水平

0.3×10-5，地铁实测

<1ms 未见权威数据 没有要求 要求1ms

4.2ms（地铁实测）

上行：13Gbps[1]

下行：32Gbps[1]

1.2亿个[1]

0ms（地铁实测） 363ms（地铁实测） 56ms（地铁实测） 0ms

<200m

很低 较高 很高

FR1(Sub 6GHz)  300m

FR2(28 GHz)   <200m
800m（典型蜂窝组网）2km

大规模产业化 大规模产业化 大规模产业化 将于2020年发布标准

较低

消费级水平<1×10-3 消费级水平<1×10-3 消费类<1×10-3

工业类1×10-5

19.2Gbps 1Gbps

34ms（地铁实测） 13ms（地铁实测） 要求小于5ms

上行：10Gbps

下行：20Gbps

>100万个不支持超大规模连接 10万个

空口时延

端到端时延

峰值速率

切换中断时间

组网成本

无线覆盖距离

产业成熟度

每平方公里
连接点数

移动性支持

EUHT-5G 技术与全球主要无线通信技术、ITU-5G 要求比较（2019 年 5 月）

比较结论：

（1） EUHT-5G 是全球唯一达到 ITU 5G 技术性能要求并在多个领域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领先、成熟的工业级无线通信技术。          

（2） EUHT-5G 是全球唯一既支持高速移动、大容量传输又支持工业级高可靠、低时延要求，

具有独到综合优势的无线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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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高速铁路移动速度，

可达到500km/h，

仍保持高性能

支持步行移动速度，

超过20km/h后，

性能急剧下降

支持高速公路移动速度，

超过160km/h后，

性能急剧下降

要求支持500km/h

[1] 根据 ITU 的官方评估文档所规定的方法评估得到



标准号：GB/T 36454-2018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中高速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中高速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包括：系统参考模型、媒体访问控

制层结构、媒体访问控制层帧格式、媒体访问控制层功能、物理层等。本标准适用于中高速无线

局域网系统的设计、开发和生产。

2018

标准号：CJ/T500-2016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布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城市轨道交通车地实时视频传输系统

以具备20路以上高清视频车地实时传输能力的EUHT技术为基础，制定引领性应用标准，解决车厢

内反恐、安防盲点，构建统一的车地通信平台，综合承载下一代CBTC、PIDS、乘客上网服务、

自动驾驶、远程驾驶、轨道交通工业互联等。

2016

标准号：GB/T31024.2-2014(第二部分)标准号：GB/T 31024.1-2014(第一部分)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专用短程通信

面向下一代智能交通需求制定中国自主的优势技术标准，在160公里时速下具备低时延（毫秒级）、

高可靠（切换成功率接近100%）、大容量的特点，并同时支持超高吞吐率，在性能指标上全面

超越国内外同类技术。

2014

EUHT-5G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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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发明专利52项

PCT国际专利36项

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

标准号：YD/T 2394.1-2012(第一部分) 标准号：YD/T 2394.2-2012(第二部分)

高频谱利用率和高数据吞吐的无线局域网技术要求

建立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速无线局域网标准，技术体系完全自主可控、无芯片级后门，在

算法和性能上远优于802.11ac和4G-LTE。具有更好的高速移动适应性、更大的数据传输带宽、

更高的频谱利用率和更稳定的漫游切换性能，能够在高速移动环境下同时支持高可靠、高速率和

超宽带通信。

2012

知识产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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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HT-5G智能高铁方案

EUHT-5G智能高铁是在列车300~500公里/小时移动速度下，全球首个具备高可靠、低时延、高宽带、大容量和

精确定位能力的车地宽带无线通信系统。EUHT-5G智能高铁能够实现列车高速移动情况下的列车实时高清视频

监控、列车运行综合状态实时监测、司机视频调度通信、CTCS控制信息传输、互联网接入服务等综合业务承

载。

方案简介A

高铁方案图：

EUHT-5G中心

ESU：车载交换机

EAU：车载接入单元

EAT：射频天线

EBU：中心基站单元

EDU：数据单元

EDC：数据中心                ECC：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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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独立测试 : 京津城际高铁

2017年1月全程120公里的京津城际高铁全线建成EUHT-5G无线网络，成为全球第一条实现超宽带无线通信网

络覆盖的高速铁路，实现了车厢内乘客互联网服务和高清视频实时安全监控。目前系统已经在“和谐号”动车组

稳定运行超过2年的时间，升级后的 “复兴号”动车组，将继续安装使用EUHT-5G网络，同时基于EUHT-5G

开展综合业务和旅服应用的技术开发。

2017年 2 月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独立第三方测试

EUHT-5G系统技术性能（主要包括吞吐率、切换性能、数据传输时延、网络极限性能及抗干扰能力等），北京

交大测试还包括地铁PIS（乘客信息系统，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及 CCTV 业务承载能力。

C

产业化案例B

测试一:
2017年 6 月北京交通大学国家实验室独立第三方测试测试二:

测试内容：

大容量

平均吞吐率：150Mbps

高速适应性

可适应 300km/h 速度下
超宽带数据传输

切换成功率：100% 
数据丢包率：<0.41%

低时延

平均传输时延：5-6ms

高可靠

测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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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AA

EUHT-5G智慧地铁是在轨道交通复杂运营环境下，全球首个支持

全车多路车厢高清CCTV实时传输（1080P视频，30路以上）、

CBTC(列控信息通信，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

PIS(乘客信息系统，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乘客互联网

服务和数字集群等业务，同时实现超高可靠、超低时延的车地无线

通信系统。

PIS

语音通话 视频通话

大数据分析 CCTV

互联网接入服务

CBTC

方案简介

支持旅客信息服务系统（PIS）

主要
技术特点

01

02

0304

05

06构建地铁工业互联网，实现列车关

键设备实时大数据分析

支持列车运营车厢内宽带

移动互联网接入服务

支持列控信息通信（CBTC）

高可靠低时延传输

支持数字集群，提供车地调度语

音通话和实时视频通话

支持 30 路以上高清 CCTV

实时回传

实时回传

EUHT-5G智慧地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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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7年广州地铁知识城支线EUHT-5G系统开通并投入商业运用，全球首次实现地铁列车单车30路高清视频实

时传输，同时承载了1路PIS业务，并预留了乘客Wi-Fi上网带宽容量。

2018年9月，EUHT-5G系统以远超同类竞标技术数倍的优异技术性能，中标天津地铁滨海轨道交通Z4线一期工

程项目。10月，经过针对多项国际国内无线技术在同一试验段的严格独立第三方测试对比，EUHT-5G技术开启

深入参与北京市地铁车地视频传输和业务承载改造项目。12月，广州地铁十四号线全线、二十一号线东段全面建

成EUHT-5G通信系统并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标志着广州地铁将步入快速发展的智慧新时代。

2018年以来，深圳、成都、杭州、青岛、大连、长春等全国多个城市地铁也都在积极研究采用EUHT-5G技术，

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并确定在相关新线建设中计划采用EUHT-5G技术。

产业化案例

根据轨道交通需求，定制化无线组网方案，实现更优、更可靠的车地无线通信网络性能



方案简介A

技术特点：

EUHT-5G车联网方案，是已经实现了5G-V2X概念实际场景需求的产业化系统，可以提供车联网网络系统的完

美支持和实现，解决车与车（V2V）、车与路（V2I）、车与人（V2P）、车与网（V2N）等的互联互通，在功能

和性能上保障实时性、可服务性与网络泛在性。

智能交通国家标准

切换成功率：>99.999% 

端到端时延：毫秒级

亚米级定位

毫秒级响应速度

位置、车联、交通三网合一

01

02

03

04

05

06

EUHT-5G车联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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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长安大学智能汽车测试场部署EUHT-5G系统，全球首次实现测试车辆在超过

120公里/小时速度下的车载多路视频实时回传，成为国内第一个对远程高速运行车辆实现实

时视频监控的测试场地。

2018年8月，广深高速先期段建成EUHT-5G系统，是全球首条超高速智能高速公路交通系

统，也是首个满足C-ITS（合作式智能交通系统）的商用案例，完全覆盖道路区域和路段内

车辆，实现了“两客一危”运营车辆、路况环境、车流量、道路安全等的视频实时监控、数

据采集和广播。

2018年12月，北京市启动在中关村环保园建设自动驾驶示范园，新岸线作为重要参与方，

设计和部署EUHT-5G车联网基础网络系统，搭建自动驾驶车辆与其他车辆、周边智能交通

设施、控制中心的通信桥梁。

2019年5月，齐鲁交通智能高速无人驾驶示范场，采用EUHT-5G网络实现2公里高速路场

景下的无人驾驶车辆的远程监控、控制等，为无人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场景的应用提供了绝

佳的测试及示范条件。

B 产业化案例



方案简介A

技术特点：

超高可靠连接>99.999%：

保障生产设备永久
在线、连接可控

端到端时延毫秒级：

保障设备连接、

控制的精准性

强抗干扰能力：

保证生产工作的

连续、高效

组网灵活、铺设便捷：

工厂改造升级方便可行，

不影响现有生产工作

全频段支持：

生产线、物流、仓储、办公

等不同工厂场景灵活部署

1个基站可以同时接入超过

200个终端设备

并发连接数大：

EUHT-5G工业互联解决工业互联的核心网络问题，具备在复杂工业生产

环境下的网络设备轻量化设计、易部署、建网快、综合成本低、后期维护

简单、网络高可靠、低时延等特点，能够同时承载工业数据、视频、物联

网等业务，专网专用保护工业互联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实现生产线智能

化、柔性制造、智能制造等目标提供可靠的无线通信基础。

全球首个

满足

5G URLLC

要求的

工业级无线

宽带解决方案，

替代光纤

和Wi-Fi的

理想选择。

“

“

EUHT-5G工业互联方案

方案简介A

技术特点：

保障生产设备永久
在线、连接可控

13 www.nufro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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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业化案例

2018年6月，广州某工业设备制造企业通过EUHT-5G网络，实现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互

联互通，通过大数据采集和可视化管理，整合物理资源和信息资源，实时掌握工业数据、监测加工过

程，实现智能设备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

2018年8月，东莞某大型生产企业通过EUHT-5G网络，融合工业系统、计算、大数据分析和感应技术，

实现车间生产数据、仓库数据快速收集、传递、处理、资源共享，及时调整生产异常，提高生产效率，有

效优化工业生产模式。

2018年9月，东莞某大型制造企业通过EUHT-5G网络，实现成型、组装等产线多种设备互联互通、实

时通信，解决了车间现场数据和上层信息系统的“断层”问题，提高生产过程可视化、可控性，降低生

产过程的不确定性，提升产品质量，降低制造成本。

2018年11月，广东某大型空调厂商通过EUHT-5G网络，物流移动叉车上安装的高清摄像头进行视频

采集识别二维码，数据实时回传大数据平台进行统一分析处理，车间的机床设备实现互联互通，实现车

间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有效集成；同时基于EUHT-5G网络实现生产线的远程视频培训、视频会议等

应用。从而提高整体生产管理水平及效率，提升生产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2018年12月，广东某制造企业采用EUHT-5G网络建设科研环境、生产环境、流程监控、成品对比、

视频监控及人员管理等系统，实现对厂区生产环境、流程、安全生产、人员管理调配等实时监测、全方

位的综合管理，保障产品生产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方案简介

技术特点：

接入能力强：

单站可同时支持30路

1080P摄像头回传

安全性高：

完善的信道和内容加密机制，

完善的终端身份管理机制

覆盖范围广：

基站为中心的1.5公里

半径范围

稳定性高：

丢包率(完全室外环境)<0.01%，

显著优于Wi-Fi及3G/4G方案

移动性强：

可以支持特殊场景的高速

移动视频监控需求

综合成本低：

方案架构简单，建设施工便捷、

部署容易，后期维护方便

A

EUHT-5G无线视频监控方案可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机场、码头、风景

区、水利、森林防火、油田、工业园区、生活小区、施工工地等具有无线大

数据量传输需求的场景和领域，有效地解决了现有视频监控技术存在的施工

难、扩展性差、灵活性低、后期维护难等痛点，同时保障无线数据传输的稳

定、可靠、安全。

单站支持

30路高清

视频回传，

是替代

光纤

有线和

Wi-Fi网桥

的最佳

选择

“

“

EUHT-5G无线视频监控方案

15 www.nufront.com



www.nufront.com 16

B

2016年5月，广东龙川工业园采用EUHT-5G系统，在园区及高速路口等重点区域，借助路灯杆等现成设施快速完成

了16路1080P高清摄像头部署，实现了全园区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控，全面提升了园区的公共安全。

2017年10月，天津某生活小区依照公安系统安全监控的无盲区覆盖要求，采用EUHT-5G系统针对无法布线的区域

补充部署20路1080P高清摄像头，大大提升了小区的安全性。

2018年10月，广东某大型工厂采用EUHT-5G系统，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实现全厂区50路1080P高清无线视

频监控部署，大大提升了厂区的安全性和生产、人员管理的效率。

2019年4月，北京朝阳CBD道路智能改造，采用EUHT-5G系统，实现交通违法监控视频实时无线方式回传和备

份，现场执法人员无线调看视频等功能，大大提升交通执法效率和监管力度。

2019年5月，深圳公安监控大队采用EUHT-5G系统，实现公安视频有线专网监控的无线方式传输备份的示范，提升

公安视频传输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产业化案例

EUHT-5G 基站

点对多点连接

硬盘录像机

显示器

摄像头 EUHT-5G 终端

摄像头 EUHT-5G 终端

摄像头

...

...

EUHT-5G 终端



技术特点：

部署周期短：

平均一个村从施工搭建到开通网络服务仅需1~2天

覆盖范围广：

一个中心接入点可支持方圆1.5公里半径范围

网络随身带：

农户可以随身携带路由设备，在田间、地头随时随地上网

支持用户多：

单基站可以支持 255家农户同时上网

A

EUHT-5G广域宽带覆盖方案，彻底解决了广域宽带覆盖存在的施工难、建设周期长、维护繁琐、综合成本高等应

用难题，真正实现“无线光纤”功能。尤其针对远离人口密集区的农村、偏远城镇场景，不需要在村庄内额外进行

任何线缆敷设，是解决农村宽带覆盖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同时，对于农村现代化建设中

的一些仅在局域网内进行的业务（例如远程灌溉、环境监测、视频监控等），数据只需要在EUHT-5G通信网内完

成交互，大大降低了实际使用成本。

上网资费低：

农户可享受极低价的视频通话和上网服务

覆盖场景多：

支持远程灌溉、环境监测、视频监控等生产场景

方案简介

产品买卖易：

支持农户在线直播展示农产品生长、

采摘状态，大大提高农产品销售量

网络速度快：

户均网速 5~10Mbps, 村级带宽100Mbps 以上

EUHT-5G广域宽带覆盖方案

17 www.nufro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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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经过与光纤到户、4G-LTE覆盖、Wi-Fi热点覆盖等多种技术方案的综合对比，最终选定EUHT-5G作为赣

粤闽三省原中央苏区农村宽带网络建设的解决方案。截至2018年底，三省已经共计完成5000多个村、数百万人口

的宽带网络覆盖及开通，真正实现农村宽带“提速降费”，解决农村地区广大农民上网难的问题。

2018年，EUHT-5G无线宽带网络在内蒙古、河北、贵州等全国多个省份都已经完成试点建设和开通，并对试点村

内一些重要养殖场、村口等区域的提供了无线视频监控覆盖，当地农户反响热烈，下一步计划全面铺开建设。

产业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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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HT-5G智能高铁产品系列

EUHT-5G智慧地铁产品系列

实现车地高速移动无线通讯，速度适应性达到

500公里/小时以上

支持5150MHz～5850MHz 频段，40/80M传输带宽、可配置

高速移动双向吞吐达200Mbps以上

支持2x2MIMO多天线

实现车地高速移动无线通讯，速度适应性达到

200公里/小时以上

支持5150MHz～5850MHz 频段，40/80M传输带宽、可配置

高速移动双向吞吐达400Mbps以上

支持2x2MIMO、4x4 MIMO多天线

高铁轨旁基站单元EBU：
NPEC01H-01

地铁轨道基站单元EBU：NPEC01S-01/ NPEC01S-02

地铁轨道接入单元EAU：NPES01S-01/ NPES01S-02

轨道时钟同步单元ETU：
NPET01S-01

轨道设备手持EUHT测试仪：
NPE2MTB-01

高铁车载接入单元EAU：
NPEC01H-01

EUHT-5G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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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HT-5G车联网、工业互联、广域宽带、无线视频监控、
室内覆盖等产品系列

实现特殊场景下的高可靠、低时延无线宽带通讯

覆盖范围1.5公里以上

支持600MHz~800MHz/5150MHz～5850MHz多个频段

20/40/80MHz传输带宽、可配置

双向吞吐率100Mbps~200Mbps以上

中心接入设备（600MHz-800MHz） ：
NPEC02C-01（一代）/ NPEC03C-01（二代）

中心接入设备（5150MHz-5850MHz）： 
NPEC01P-01/NPEC02P-01

终端路由设备 ：NPEW03C（600MHz-800MHz）

终端接入设备 ：NPEL06P-01（5150MHz-5850MHz ）
                             NPEL12P-01（600MHz-800MHz）

终端接入设备：NPEL13P-01（5150MHz-5850MHz ）

室内便携式终端Dongle：NPEU01M-01（5150MHz-5850MHz ）

EUHT-5G通信模组：（5150MHz~585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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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HT-5G核心芯片

EUHT-5G基带系列SoC芯片

EUHT-5G射频系列芯片

支持频段：可搭载多种射频前端，工作在不同频段

支持2.5/5/10/20/40/80MHz带宽

最高支持2x2 MIMO，4x4MIMO

调制编码模式：MCS0~MCS99

物理层数据吞吐率：7.7Mbps~1.7Gbps

调制模式：BPSK, QPSK, 16QAM, 64QAM，256QAM

编码模式：BCC, STBC，LDPC

支持高速移动，最高支持时速：大于500Km/h

支持远距离覆盖:100m~3Km

支持工作频段范围：200MHz~6GHz，毫米波频段

支持10/20/40/80/100/160/200MHz带宽

集成低噪声、高灵敏度LNA，接收动态范围110dB

集成PA，发射动态范围可达50dB

支持MIMO、智能天线及高速IQ接口

NuRadio

Nu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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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被誉为“芯片领域世界奥林匹克大会”的ISSCC峰会，授予新岸线“世界首个商业应用部署的

高可靠低时延（URLLC）无线通信系统和芯片”技术创新大奖。

---> 2019年5月，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EUHT-5G+8K”超高清视频全球首次直播展示。

不懈努力，持续突破！“

“

创造中国本土公司历史
首次、唯一获得ISSCC技术创新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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