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磁仿真
4 个实际应用



发挥电磁电路分析的潜力
随着集成电路（IC）元器件变得日益复杂，电磁（EM）电路仿真对于实现精确而

高效的设计至关重要。电路的电磁效应可能会极大改变电压电平，对半导体器件

造成损坏。利用电磁仿真，设计人员可以评测电路上的电磁效应，从而提前避免

这一问题带来沉重代价。

电磁仿真使设计人员能够精确地建立系统大部分或整个系统的模型。此外，将  

3D 电磁建模与传统电路仿真整合在一起，是从根本上简化设计流程的一种方法。

很多设计人员将电路仿真与电磁仿真分开执行。不过，您可以选择恰当的工具同

时完成这些任务。

电磁分析正快速成为元器件设计人员的“首选工具”。本电子书详细分析了四个

应用，告诉您如何使用电磁仿真来加速和简化设计流程，从而创造更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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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磁仿真基础知识
在许多应用领域的不同频率范围内都存在着电磁力。无论您是正在进行无线、数

字还是电源应用设计，对电路执行电磁仿真都将让您受益匪浅。目前，市场上存

在多种不同的电磁仿真技术方法，它们分别适合一个或多个应用领域。了解每一

种方法的技术优势及其应用方法，对于实现成功的设计和仿真至关重要。在您开

始新的高频电路设计之前，最好是知道将要使用何种电磁仿真方法。

最常用的电磁仿真方法包括矩量法（MoM）、有限元法（FEM）以及有限差分

时域法（FDTD）。

3 种主要的电磁仿真技术

矩量法（MoM） 有限元法（FEM） 有限差分时域（FDTD）

• 3D 平面电磁仿真器

• 用于无源电路分析

• 高效用于平面和多层应用；例如电子和天线

• 3D 全波电磁仿真器

• 测量频域

• 用于任意 3D 结构，例如连接器、焊线和封装 

• 3D 电磁仿真器

• 测量时域

• 用于比感兴趣的波长更大的结构，例如天线系统 



方形扁平无引脚封装
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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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扁平无引脚封装
一旦完成封装，IC 设计即被视为已完成。这种保护性封装使 IC 的处理和组装变得

十分容易。它还能保护 IC 免遭损坏。虽然封装被视为工作流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但 IC 设计人员必须在设计过程的早期，就掌握此封装的电气性能。此封装可支 

持的上限频率是多少？能够使用较低成本的封装来降低成品成本吗？该封装的隔离

性能怎么样？

方形扁平无引脚封装（QFN）是电子领域最先进的 IC 封装技术之一。作为一种接

近芯片尺寸的封装（CSP），它具有外形纤薄、散热能力适中和电气性能出众等优

势。QFN 封装具有良好的散热和电气性能 — 这使其成为 RFIC、MMIC 和 RF SiP 

等应用中非常受欢迎的低成本选择。

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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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挑战
一个 3 x 3 mm、16 引脚的 QFN 封装能够高达 15 GHz 的频率范围内正常工作。不

过，新一代设计需要在相同的封装内达到更高的工作频率。为了增强电路板上的过

渡设计，设计人员必须优化输入输出馈线和过渡结构的阻抗。在最终组装之前了解

封装的性能限制，则可以有效地减少最后一刻重新设计的风险。

解决方案
为了提高 QFN 封装的性能，您可以进一步优化设计，以便在整个过渡过程中保持 

良好的阻抗特性。使用设计软件中集成的 3D 电磁设计工具可以增强过渡设计。通

过增加输入和输出线的宽度并使用两个引线框架，可以优化 QFN 封装的性能。

在配备更宽的过渡线并使用两个引线框架而不是一个引线框架之后，QFN 封装能够实现 50 Ω 的 
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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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级封装中的 
焊接凸点

应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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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级封装中的 
焊接凸点
目前，将 IC 芯片封装到基板和电路板上的方法有很多。芯片尺寸封装（CSP）工

艺正赢得越来越多手机和其他小型电子产品制造商的青睐和采用。当制造商从半

导体晶圆切割出 IC 芯片之后，接下来将会采用这种工艺。

CSP 允许通过焊接凸点互连半导体器件与外部电路，从而单独地封装小型 IC 芯

片。这种方法可以节省空间，使封装变得更轻。由于没有焊线和引脚，因此封装

厚度也更薄。

工程师在设计和仿真 IC 时，必须考虑到整个封装的电磁效应，包括焊接凸点和芯

片其他部分的电磁效应。 

应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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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挑战
CSP 的普及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设计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使用 3D 全波电磁仿真

工具。焊接凸点是会影响 IC 整体性能的大型 3D 物体。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工

程师期望凸点、芯片和电路板之间的耦合或串扰能够限制在一定水平之内。工作频

率的提高带来了交叉耦合等更复杂的设计挑战，这在当今的无线和高速数字应用中 

尤为突出。想要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挑战、确保设计一次测试成功，IC 和封装设计

人员必须对设计进行细致分析。

印刷电路板上的焊接凸点

硅片 凸点印刷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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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使用协同设计和协同仿真可以全面优化您的设计。您可以使用参数化的 3D 元器件 

设计套件快速绘制焊接凸点等 3D 元器件的图形，也可以配合使用其他原理图元器 

件来协同设计 3D 元器件。通过与原理图电路的协同设计来重新布置和优化版图中的 

凸点，可以对整个系统进行完整的 3D 电磁分析。有限元法（FEM）求解程序可以

处理任意形状的结构，例如焊接凸点，其中结构中的 Z 尺寸会发生变化。

E 场图

使用 PathWave ADS 对印刷电路板上的焊接凸点
进行完整的 3D 电磁分析

多个 E 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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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 
共烧陶瓷模块

应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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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 
共烧陶瓷模块
低温共烧陶瓷（LTCC）模块是无线和汽车应用中的一个成熟解决方案。LTCC 模

块在尺寸、成本和上市时间等方面具有优势。由于它们可以将电容器、电阻器和 

电感器集成在一小片区域内，因此 RFIC 可以轻松地安装在此模块上。其导体路 

径通常由金或银材质制成，具有出色的物理和电气特性，同时生产成本更低。另

外，LTCC 产品的体积较小，通常不到 5 x 5 mm，并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

应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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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挑战
尽管 LTCC 模块具有诸多优势，但它同时也为无线器件设计人员带来了一些设计挑

战。多个大型结构可能会产生寄生耦合。它们的几何结构十分复杂，而且包含许多

密集叠加的层，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必须采用先进的设计解决方案：灵活且可自定义的 

版图编辑器，以及能够对复杂的 3D 几何结构进行建模的仿真技术组合。

LTCC 模块设计通常同时需要 3D 平面和 3D 全波电磁求解程序。借助 3D 平面求解

程序，设计人员可以快速获得精确的电磁仿真结果，以及任意无源电磁建模功能。

尽管它足以满足大多数 LTCC 应用的需求，但有些情况下还需要使用全波 3D 电磁

仿真。 

在 PathWave ADS 上进行 3D 电磁仿真的基板堆叠定义和 3D 视图

印刷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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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使用 3D 电磁仿真软件精确仿真 LTCC 模块。矩量法（MoM）求解程序为这些复

杂的设计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只将有电流流动的金属表面考虑在内。

为了获得最佳精度，设计人员最好使用 3D 全波 FDTD 电磁仿真。

3D 平面结构的 MoM 离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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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芯片模块
应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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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芯片模块
多芯片模块封装是现代电子和微电子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商用无线、航空航天

与国防行业正在从单封装单片微波集成电路（MMIC）迅速转移到多芯片模块中的

更大、更复杂的 IC。无线器件需要进一步减小尺寸，这一趋势推动行业采用不会

影响性能的紧凑封装。通过多芯片模块设计，多个 IC 可以集成在单个封装中，获

得器件尺寸和性能上的优势。

设计挑战

多芯片电路仿真要求对整个封装进行协同仿真。多个晶片和基板的设计需要一起执

行。同样，IC、层压板、封装以及 PCB 设计与仿真也必须同时实施。各种技术之间的 

电磁相互作用要求工程师对此进行精确的建模。在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技术也让

电磁分析充满挑战。

应用 4

使用 PathWave ADS 设计的多芯片射频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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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使用具有多重技术设计与协同仿真功能的综合 EDA 软件。通过在一个综合工作流

程中仿真不同技术之间的电磁相互作用，您可以快速有效地优化设计元件，方便

最终封装。使用协同仿真工具对单个封装执行 FEM 和 MoM 分析。协同仿真可以

在整个产品开发生命周期中提供更紧密的仿真，使您能够在制造之前发现并解决

问题。此外，您可以对设计的任何部分进行仿真，从而准确了解设计性能，而无

需配置版图。

在 PathWave ADS 中设计的多芯片功率放大器/开关模块

完整的功率放大器/开关多芯片模块

• 功率放大器/开关 IC

• 焊线

• 层压板

• 焊接凸点

• PCB 测试板

• 连接器

包含功率放大器/开关 
IC 的层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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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运行电磁分析 
与电路仿真
传统的电路仿真已经无法为设计射频模块、RFIC 和 MMIC 提供足够强大的解决方案。

当今的设计通常具有很高的工作频率、需要处理复杂的波形和各种技术的整合，

这就要求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考虑到所有的电磁效应。现代电磁分析提供了理想的 

解决方案。

动态、简单、综合的 3D 电磁设计流程可以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一次通过测试的 

成功率。PathWave ADS 提供了一个参数化的 3D 元器件设计套件，使设计人员可以

快速绘制、协同设计和优化 3D 元器件及其他原理图元器件。它为当今的设计人员

提供了一种实现精确、高效设计的强大方法。 

总结

PathWave ADS RFPro，用于射频/微波电路设计的下一代电磁仿真平台

PathWave EM Design（EMPro），用于分析元器件 3D 电磁效应的仿真

软件

如欲免费试用 PathWave 设计软件， 

请访问：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design-software.html

如欲详细了解是德科技解决方案如何帮
助您应对电磁仿真挑战，请访问以下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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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eysight.com/find/ads
http://www.keysight.com/find/eesof-rfpro
http://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design-software.html


此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992-4245CHCN © Keysight Technologies, 2019    |    Published in USA, October 18, 2019    |    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Summary
	Quad Flat No-Leads Package
	Solder Bumps in 
Chip-Scale Packaging
	Low-Temperature 
Co-Fired Ceramic Modules
	Multi-Chip Modules

	Lower Nav Button Ch: 
	 2: Off

	Button 267: 
	Button 268: 
	Button 266: 
	Button 269: 
	Button 270: 
	Tip 1 Button 12: 
	页面5: Off
	页面61: Off
	页面72: Off
	页面83: Off
	页面94: Off
	页面105: Off
	页面116: Off
	页面127: Off
	页面138: Off
	页面14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Button 289: 
	页面5: Off
	页面61: Off
	页面72: Off
	页面83: Off
	页面94: Off
	页面105: Off
	页面116: Off
	页面127: Off
	页面138: Off
	页面14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Button 290: 
	页面5: Off
	页面61: Off
	页面72: Off
	页面83: Off
	页面94: Off
	页面105: Off
	页面116: Off
	页面127: Off
	页面138: Off
	页面14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Button 291: 
	页面5: Off
	页面61: Off
	页面72: Off
	页面83: Off
	页面94: Off
	页面105: Off
	页面116: Off
	页面127: Off
	页面138: Off
	页面14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Button 292: 
	页面5: Off
	页面61: Off
	页面72: Off
	页面83: Off
	页面94: Off
	页面105: Off
	页面116: Off
	页面127: Off
	页面138: Off
	页面14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 
	页面5: Off
	页面61: Off
	页面72: Off
	页面83: Off
	页面94: Off
	页面105: Off
	页面116: Off
	页面127: Off
	页面138: Off
	页面14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