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硬件设置：
CPU frequencyscaling

)：

在/etc/default/grub 中添加 intel_pstate=disable，也可以添加
processor.max_cstate=1intel_idle.max_cstate=0

idle=poll

m

（optional）

在

/etc/modprobe.d/blacklist.conf

e.
co

执行 update-grub。
最

末

添

加

blacklistintel_powerclamp，如果文件不存在，新建一个。

关闭 hyperthreading,CPU frequency control,

av

最后确认在 BIOS

C-States, P-States 和其他功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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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cpufrequtils:

sudo apt-get install cpufrequtils
编辑以下文件(如不存在新建一个):

w

sudo vi /etc/default/cpufrequtils

w

添加下面这行到文件中：
GOVERNOR="performance"

w

保存退出

关闭 ondemand daemon，防止重启后被改写.
sudo update-rc.d ondemand disable

CPU Frequency scaling，将 CPU 频率打满
CPU 调频功能允许操作系统通过提高或降低 CPU 频率来达到省电目的，这里我们将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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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打满，不让操作系统自己控制 CPU 的频率。
NOTE：这里主要是对 eNB 节点进行的操作，因为 eNB 对 Real-Time 操作具有很高的要求。
NOTE 1：将 CPU 频率打满会损耗 CPU 的寿命，酌情处理。
在 BIOS 中移除电源管理功能（P-states, C-states）
：
在 BIOS 中移除电源管理功能（P-states, C-states）：

w

w

w

在 BIOS 中关闭超线程（hyper-threadin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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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vi /etc/default/grub

av

禁用 Intel CPU 的 P-state 驱动（CONFIG_X86_INTEL_PSTATE），这个是 Intel CPU 专用的频率调节器驱动：

GRUB_CMDLINE_LINUX_DEFAULT="quiet splash"

GRUB_CMDLINE_LINUX_DEFAULT="quiet intel_pstate=disable"

w

w

sudo update-grub

w

GRUB_CMDLINE_LINUX_DEFAULT="quiet processor.max_cstate=1 intel_idle.max_cstate=0 idle=poll"

将 intel_powerclamp（Intel 电源管理驱动程序）加入黑名单：

sudo vi /etc/modprobe.d/blacklist.conf

# 末尾添加

blacklist intel_powerclamp

reboot

2．下载并编译 eNB
git clone https://gitlab.eurecom.fr/oai/openairinterface5g.git
cd openairinterface5g

m

git checkout develop
./cmake_targets/build_oai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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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遇到 build have failed 的错误，一般来说是因为访问外网比较困难，会
出现下载失败。

w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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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选中的两行，用#注释

av

若是在 Installing ASN1 时出现 build 错误，可以多尝试几次，或者换个时间
段（网上有说法是 找到 /cmake target/tools/build helper 文件，将里面涉
及 gist.github 的这一行代码注释掉)：

是在 Installing google Protobuf from sources 时出现 build 错误：

在 openairinterface5g/cmake_targets/tools 路径中，打开 build_helper
文件
sudo gedit build_helper





在打开的程序中搜索 google，找到 wget 这一行（注意程序中有两段，第一
段写的是 2.6.1 版本的，那几行已经被注释掉了，在下面还有几行没被注
释的是 3.3.0 版本的）



如下图将选中的两行用#注释掉并保存



若可以直接翻墙，则在浏览器访问 wget 后面的网址，下载 protobuf3.3.0.tar.gz 这个文件，把下载好的 protobuf-3.3.0.tar.gz 拷到安装
ENB 的主机的/tmp 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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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执行命令即可完成
./cmake_targets/build_oai -w USRP --eNB --UE



(此条命令编译的是 4G 的基站和终端)
3.eNB 配置文件

w

1. modify eNB config file and run

cd cmake_targets/ran_build/build/

w

vim ../../../targets/PROJECTS/GENERIC-LTE-

w

EPC/CONF/enb.band7.tm1.50PRB.usrpb210.conf
如果使用 x310 还需额外配置：sdr_addrs 的 IP 改为用来跟 x310 通信的 IP，
SFP0 对应 192.168.10.2,SFP1 对应 192.168.20.2
运行：
sudo ./lte-softmodem

-O ../../../targets/PROJECTS/GENERIC-LTE-

EPC/CONF/enb.band7.tm1.50PRB.usrpb210.conf 2>&1 | tee
~/log/enb_$(date +%Y%m%d_%H%M%S).log

7.运行 eNB：
sudo bash

sudo ./lte-softmodem

-O ../../../targets/PROJECTS/GENERIC-LTE-

EPC/CONF/enb.band7.tm1.50PRB.usrpb210.conf 2>&1 | tee

w

w

w

.lu
ow

av

e.
co

m

~/log/enb_$(date +%Y%m%d_%H%M%S).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