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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GoldenGate 适用于在 CadenceVirtuoso 中进行集成射频电路设计，是一款特别值得信赖的仿真、分析与验证解决方案。 
它还可以与以下组件整合成是德科技硅基 RFIC 解决方案 ：

 – ADS，适用于小规模 RFIC 前端至后端实施
 – Momentum 和 EMPro，适用于片上和片外电磁分析
 – SystemVue 和 Ptolemy 无线测试台，适用于系统级验证

这款产品套件作为独具特色、功能全面的 RFIC 设计产品之一，将射频系统、子系统以及元器件级的设计与分析功能 
紧密结合在一起。

GoldenGate
综合 RFIC 设计与验证解决方案 

GoldenGate 提供了独特的仿真算法，使工程师可以在流片前先行对收发信机设计进行全面表征。
这款业内闻名的稳态和包络求解器使设计团队能够信心十足地完成特别复杂的无线设计。 
GoldenGate 现已无缝整合到 5.x 和 6.x 版本的 Cadence Virtuoso 设计环境中。

图 1. 
GoldenGate 在提供传统模拟仿真器的同时，在射频仿真技术方面也不断创新，为设计、分析和验证 
集成射频电路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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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oldenGate 是业界闻名的仿真器，为在 Cadence Virtuoso 环境中开发和验证无线设计提供了非常先进的稳态和包络求解器。

卓越的射频电路仿真器为工程师在 Cadence Virtuoso 环境中设计和验证 RFIC 提供了更先进的稳态和 
包络求解器。

支持先进的分析，让工程师可以在流片前全面探索、分析和优化设计，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省芯片重制的 
时间与费用。

自动化和简单易用，除了ADE-L 和 ADE-XL 之外还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可以进一步加快设计与验证。

支持射频到毫米波设计，为从射频到毫米波 (mm-Wave) 的应用提供了出色的性能、容量和准确度。

符合无线标准的设计功能可以结合使用系统级和电路级仿真器的强大功能与全面的、基于标准的 
无线验证知识产权 (IP) 模型库，显著加速复杂 RFIC 的验证。

GoldenGate RFIC 解决方案——强大的仿真及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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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射频电路仿真之路

RFIC 电路仿真概述
 – 卓越的谐波平衡和包络瞬态分析

 – 稳态求解器包括：谐波平衡、时间 
平衡、时域射线和混合求解器

 – 包络混合时域/频域非线性仿真器

 – 综合分析

 – 直流、交流、噪声、S 参数、瞬态

 – 大规模 S 参数、瞬态噪声、灵敏度、 
以及波特图、奈奎斯特图和本征值 
稳定度分析

 – 晶体管级整数 N 分频 PLL 验证

 – 互调失真与增益压缩 

 – 支持是德科技 X 参数

 – 支持混合信号协同仿真

 – 广泛的经晶圆代工厂验证的模型库

 – HICUM、MEXTRAM、VBIC、BSIM、 
BSIMSOI、HISIM、GAASFET、JFET等

GoldenGate 以其先进的稳态和包络求解器而闻名，但除此之外，它还提供了 
一整套模拟分析功能和专用应用分析功能。此外，GoldenGate 还支持 X 参数* 

仿真与生 成，这使设计人员能 够以标准格式 捕获有源器 件的非线 性特性。 
在GoldenGate、ADS或 SystemVue中进行快速、准确地仿真时，X参数会隐藏 IP。

GoldenGate 还支持使用第三方的数字仿真器，在瞬态和包络瞬态分析之间进行
混合信号协同仿真——在当今 RFIC 的混合信号和数字内容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这一功能显得尤为重要。Keysight EEsof EDA 与 RFIC 晶圆代工厂紧密合作， 
确保 GoldenGate 涵盖所有相关模型，并可持续对新增的和更新的工艺节点 
进行认证，从而保证工程师获得准确的芯片仿真结果。

图 3.  
GoldenGate 已直接集成到 Cadence Virtuoso 环境中，提供标准的应用开发环境 (ADE)
功能以及众多独特的射频功能。

X 参数

图 4.  
GoldenGate 提供了完整互补的分析功能，包括 X 参数仿真和生成。* X 参数是是德科技的商标。X 参数格式和基础方程是公开的并已存档。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keysight.com/find/eesof-x-parameter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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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分析概述
 – 以超快速度和收敛度进行多维扫描
 – 利用完整的贡献汇总表快速分析DC、 

AC、SP、SSNA 和 CR 对良率和失配的
影响

 – 在 CR、SSNA 和 DC 分析中进行 
灵敏度分析，包括灵敏度汇总表

 – 广泛的负载牵引设置和绘图功能
 – 高级 Monte Carlo 采样算法
 – 拉丁超立方抽样
 – Hammersley 序列采样
 – 边界模式和正交阵列
 – 快速分析 DC、AC、SP、SSNA 和 CR  

对良率和失配的影响
 – 完整的贡献表
 – 功能强大的优化引擎
 – 对工作模式性能、校准和控制序列 

进行数字状态扫描
 – 独特的晶体管级整数 N 分频 PLL  

仿真器
 – 稳态电路特征，包括确定性噪声
 – 随机抖动与噪声及贡献因素

图 5.  
Choosing Analyses Form（选择分析表）简化了高级分析的设置。 Task（任务）字段允许设计人员添加各种
多次运行的仿真，包括 Monte Carlo 分析。Fast Yield Contributor（快速良率贡献因素，FYC）分析是一项独
特功能，它能够在设计人员进行Monte Carlo 分析时，快速计算器件级的贡献。

图 6.  
GoldenGate 的分布图有助于确定造成变化的
元器件。

GoldenGate 拥有一套自动化工具，使设计团队能够在设计周期的早期快速 
分析和诊断问题区域，并全面优化电路性能。它还紧密集成了多款易于使用的
工具，例如多维扫描、优化和负载牵引分析。

GoldenGate 的各种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统计工具能够帮助设计人员在设计
阶段快速准确地找出问题。先进的 Monte Carlo 算法能够加快试验速度，同时
减少所需的试验数量。良率灵敏度直方图可帮助设计人员确定关键的设计组件。 
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这一信息对设计进行必要的调整，进一步提高制造良率。 
灵敏度分析使设计人员能够快速洞察哪些参数对关键性能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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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加快设计周期的自动化工具 

自动化和易用性概述
 – Choosing Analyses Form——简化设置

并可直接访问多维扫描、优化、 
Monte Carlo 或负载牵引等功能

 – Job Manager（作业管理器）——同时 
启动并监测多个 ADE 状态

 – Sim Manager（仿真管理器）——超出 

ADE 之外的环境，可运行多个仿真
 – Monte Carlo

 – PVT corners（PVT 拐角）
 – 在不同机器上并行扫描

 – Performance Editor——轻松表示 
重要的电路指标

 – ADS Data Display——适用于无线和 
有线应用的综合绘图环境

 – Automated Simulations（自动仿真） 
——计算 EVM、ACPR、增益压缩、 
IPN 和负载牵引轮廓图

 – Virtuoso Integration——支持 ADE-L  

和 ADE-XL 设置以及后期处理功能 

 – 结果浏览器（Results Browser）
 – 计算器（Calculator）
 – Wavescan

 – ViVa

 – Ocean

图 9.  
GoldenGate 支持 ADE-XL cockpit（管理工具），还提供许多其他工具用来设置、启动和分析并行验证运行，包括拐角。

图 7.  
Job Manager 使设计人员可以一次启动和监
测多个 ADE 状态。

图 8.  
使用 Performance Editor 的内置函数计算重要的品质因
数。

当今 RFIC 的设计验证可能极为繁琐而且非常耗时。GoldenGate 提供了许多
功能强大的工具，设计人员可以利用它们设置并运行分布式仿真，从而更快
完成这项任务。这些工具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和显示，并可以在 

Virtuoso 中使用，也可以单独运行或与其他第三方产品集成后使用。

除了支持 Cadence ADE 绘图功能之外，GoldenGate 还提供了各种后期处理
解决方案和功能。Performance Editor（性能编辑器）和 ADS Data Display 

（数据显示）功能提供了大型内置表达式据库。Data Display 功能非常灵活，
支持设计人员创建负载牵引轮廓图、增益圆或眼图等高级图形，甚至编写 
自己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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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从射频到毫米波范围的 RFIC

射频到毫米波设计概述
 – 准确建立微波元器件和寄生元件对 

硅基或 SiGe 芯片的效应模型
 – Virtuoso 中的 Momentum 支持以 

纳米级精度对芯片执行准确的 3D 

平面电磁仿真
 – 150 多种 ADS 模型：
 – 线缆、弯头、三通等
 – 耦合键合线
 – 其他无源元件
 – 直接连接 ADS 的链接使设计人员不仅 

可以访问 IC，还可以轻松访问其他目标
 – ADS Data Display 提供了广泛的绘图 

选项
 – 当在瞬态引擎中使用频率相关元器件时，

可靠的卷积引擎可以确保获得准确结果
图 10.  
GoldenGate 在 Virtuoso 中运行，可访问 150 多种
无源和分布式元件。 图 11.  

可以在 ADS 平台上执行端到端电磁验证， 
还可以使用 ADS QFN Designer 等独特功能。

广受欢迎的 3D 平面电磁仿真器：
 – 先进的 NlogN 和多线程求解器算法 

可实现出色的速度、准确度和容量 

 – 任意多边形网格功能，包括简化功能
 – 侧壁电流的厚金属分析和高效的过孔 

建模考虑到了趋肤效应和邻近效应 

支持纳米级的准确硅基 
RFIC 制程 ：

 – 自动进行版图前期处理，如过孔阵列 
合并

 – 支持虚拟金属填充与制程调整
 – 支持原生 MIM 电容器的 Boolean 层 

工作

Cadence Virtuoso 集成：
 – 无缝集成至 Cadence Virtuoso 5 和 6 

版本
 – 为 Momentum 堆叠文件和版图简化 

例程提供广泛的 PDK 支持
 – 3D 查看器具有嵌入式可视化功能， 

可以显示表面电流或辐射场
 – 可生成宽带 SPICE 模型，实现高效的 

时域仿真

超越 3D 平面 ：
 – 支持快速、直接的键合线
 – 支持硅过孔建模
 – Virtuoso 可将结果导出至 EMPro  

进行全面的 3D 电磁仿真

与 Momentum 3D 平面电磁仿真器集成

GoldenGate 可以利用功能强大的 ADS 模型库，在 Cadence Virtuoso 环境中准确 
建立集成微波元器件与硅基 RFIC 的效应模型。它的瞬态和包络瞬态引擎使用 
多线程卷积方法，能够在频域以及其他域中处理超大的 S 参数模块。

GoldenGate 还提供直接连接 ADS 通用开放访问数据库的链接，设计人员能够
轻松将 IC 内容加入到 ADS 的完整模块设计中，或者执行更完整的封装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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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遵守从系统级到电路级的无线标准

从体系结构探索到与数据流引擎的全面协同仿真，GoldenGate 具有系统级 
分析功能，可用于验证当今无线标准所需要的复杂测量。这些可扩展的 
链接支持各种等级的交互，范围涵盖从简单的输入/输出文件交换到与 
是德科技测试设备、ADS Ptolemy 和 SystemVue 的强大集成。

GoldenGate 通过 FCE 模型交换、全面协同仿真和易于使用的验证测试台 

(VTB) 与 SystemVue 集 成。出色的灵活性。这种出色的灵活性使 其 成为 
各种使用场景的理想选择，无论是执行体系结构探索、模块级技术指标改进 
还是执行符合标准的完整系统测试（例如 EVM 或 BER），GoldenGate 均能
轻松胜任。

无线标准合规性概述
 – 通过到测试设备和 ESL 平台的可扩展 

链接，可以使用是德科技各种符合标准的 
无线模型库进行完整的无线功能验证

 – 有多个连接 SystemVue 的链接
 – 可将快速电路包络（FCE）模型导出至 

SystemVue

 – 完整的 GoldenGate – SystemVue 协同仿真
 – 预先配置完毕且符合标准的验证测试台 (VTB)

 – 可以访问 ADS-Ptolemy 测试台进行协同验证
 – 有连接是德科技测试设备的链接
 – 通过 Signal Studio 软件生成激励信号
 – 使用是德科技矢量信号分析仪 (VSA) 软件 

进行符合标准的后期处理
 – 避免 RFIC 设计过度
 – 系统工程师可查看“符合设计要求”的 

RFIC 的减损
 – 射频验证工程师可以更容易地访问符合标准

的调制信号图 12.  
有连接 SystemVue 的链接，可访问是德科技功能强大的 VSA 仪器软件。

图 13.  
GoldenGate 使设计人员可以直接在 Virtuoso 中研究阻断器对系统级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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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ue 概述：
 – 完整的 ESL 设计环境

 – 使系统架构师和算法开发人员能够 
轻松开发创新的无线和通信系统 
物理层（PHY）

SystemVue 提供连接 RFIC 实施的链接

SystemVue 无线模型库支持：
 – 基于标准的基带 PHY 模型库， 

包含所有新兴标准（例如 LTE、 
LTE-Advanced、3G、WiMAX™、 
WLAN、WPAN、DVB-x2 和雷达等）

 – 可全面访问适用于 OFDM 和 ZigBee 的
参考模块集和应用示例

有连接 GoldenGate 的链接：
 – 全面的协同仿真

 – 预先配置完毕且符合标准的验证 
测试台（VTB）

 – 可以导出 FCE 模型，以便在系统级 
验证中准确建立射频减损模型

调整输入信号幅度
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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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Gate 产品配置

GG 核心

仿真器

GG 核心
仿真器
仿真器

仿真器

仿真器

W2010 GoldenGate 单路 W2001 GoldenGate 四路GoldenGate Core软件套件
GoldenGate Solo 是基础版本，每个许可证为一个用户提供一种仿真。GoldenGate Quadpack 

适用于高级用户，每个许可证为一个用户提供四种仿真。

GoldenGate 的绝大多数功能都包括在核心软件套件中，只有 X 参数生成和协同仿真需要额外的
许可证。

GoldenGate附加组件
GoldenGate 为运行大规模并行仿真提供了经济高效的并行许可证。它仅需要一个 Solo 或 
Quad 许可证。用于 GoldenGate 的“X 参数生成”许可证与用于 ADS 的许可证完全相同。

W2008 
W2305

GoldenGate 并行仿真器
X 参数发生器组件 

GoldenGate协同仿真组件
GoldenGate 支持通过以下许可证，与 Ptolemy 和 SystemVue 数据流引擎以及第三方的 
数字仿真器进行协同仿真：

W2304 
W2361 
W1464

Verilog-AMS 组件
Ptolemy 组件
SystemVue 射频系统架构师软件

注：如欲了解各种无线模型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DS-Ptolemy 和 SystemVue 产品页面。

Momentum组件和软件套件
支持通过以下许可证之一，访问 Virtuoso 中的 Momentum：

W2341 
W2203

Momentum 组件
ADS 核心、版图、Momentum

GoldenGate 协同仿真组件
GoldenGate/ADS 组合软件套件支持设计人员灵活访问各种正在使用的 Keysight EEsof EDA 

GoldenGate/ADS 组合软件套件。
W2218  
W1112 
W2013

GoldenGate Solo、ADS 核心和电路仿真器 
GoldenGate Quad、ADS 核心、电路仿真器、版图、Momentum、Ptolemy

GoldenGate Quad、ADS 核心、电路仿真器、版图、Momentum、Ptolemy、
成熟的无线模型库

此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是德科技，2012 年–2019 年，2019 年 10 月 28 日，印于北京，5989-9484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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