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您掌握毫米波 
通信电路设计

四大秘诀



在从 4G 向 5G 演进的过程中，是德科技见证了移动网络设备和基础设施的设计、
开发和部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电路设计遇到了一项重大挑战――
频率扩展到 70 GHz 毫 米波 (mmWave) 频段。业界对使 用更高毫 米波 频率 和 
设备小型化的需求直接影响到了电路和系统的设计。

为了应对这些设计趋势，设计人员需要采用混合制造工艺并在射频模块中加入 
相控阵天线，因此导致系统集成无论是密集度还是复杂程度都不断增加。工程
师们必须组装包含多种工艺的组件，并在多个技术领域执行电路、电磁 (EM) 和
电热分析。

复杂的数字调制方案可以实现毫米波宽带数据传输。但这个过程会影响元器件
和系统的设计，因为需要应用新的品质因数，例如射频微波和毫米波应用的 
误差矢量幅度 (EVM)。组装、仿真和验证多工艺射频模块提出了新的关键要求，
您现有的射频微波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可能无法满足这些要求。

通 过本电子 书，您将了解到有助于您掌握毫 米波 通信电 路设 计的四个 EDA 

秘诀，以及如何优化设计工作流程从而在首次设计时就获得成功。我们将介绍
射频模块的组装和电磁/电路协同仿真、数字调制射频信号的设计，以及如何
确保在多工艺 3D 结构中调制的非线性放大器的稳定度。

毫米波频率满足宽带数据需求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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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多工艺毫米波设计的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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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G FR2 使得未来设计的集成密度更高

目前正在研究的未来版本标准中，
频率最高达到 90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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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用于多工艺毫米波设计的封装
设计朝着毫米波频率发展是影响多工艺多层组装的的最关键技术因素。频率 
越高，可以传输的数据就越多。如图 1 所示，5G 应用对高吞吐量即时数据提
出了巨大需求。频率的提升会给电路设计带来风险，因为电路互连的频率波长 
将会与电路的频率波长重合。物理互连的频率波长一旦达到电路的工作频率波

长后，电路就会开始产生辐射，从而在集成封装内引起耦合和其他干扰。封装
和组装的尺寸务必要控制到尽量小，才能最大限度减少负面的电磁效应。选择
正确的组装和封装至关重要。

用于多工艺毫米波设计的封装
秘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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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具有晶圆级再分布层互连的 FOWLP 封装

技术简介

射频模块扇出型晶圆级封装 

解决方案 ：多工艺组装封装
选择合适的封装是集成 3D 多工艺元器件的首要任务。在微波和毫米波频率上 
工作的射频模块要求必须保持较低的损耗和寄生互连，还要进行封装。复杂多工
艺射频模块的组装（或者称为堆叠技术）也适用于具有不同技术层映射的堆叠式
倒装芯片。

晶圆级封装 (WLP) 解决方案可以应对这一挑战，因为它无需使用焊线，能够实
现多个芯片的集成。扇出型晶圆级封装 (FOWLP) 用晶圆级再分布层 (RDL) 互连
取代芯片与封装之间的传统焊线，因此可以提高隔离度，降低损耗和寄生效应，
如图 2 所示。

在堆 叠和组装 混合工艺时，另外 一 个考虑因素 是设 计能 否 追 溯至 原始 设 计 
数据库。

堆叠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设计人员可以使用集成电路 (IC)，将其堆叠、翻转、
嵌入到腔体中或者与另一个 IC 相邻放置。组装必须没有误差且必须高效地融入
电路设计过程中，不至于产生额外的复杂步骤。

https://edadocs.software.keysight.com/eesofapps/rf-module-fan-out-wafer-level-fowl-packaging-5628644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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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晶圆级组装封装
是德科技的 PathWave 先进设计系统 (ADS) 和 SmartMount 安装方式使得采用
一种工艺设计的元器件也能够用于另一种工艺。如果在顶层设计（模块）中放置
一个 SmartMount 元器件（芯片），PathWave ADS 版图会自动将芯片工艺映射
到模块工艺。

其他替代方案需要将所有基板组合到一块主基板中，而 SmartMount 不一样，
它保留了原始基板的完整性，无需修改或更新设计。从图 3 可以看出，您能够
简便地对 IC 进行修改或调整，而无需重新导出或组装。

专家技巧 
• 使用 Keysight PathWave RFPro 设计工具轻松、高效、准确无误地创建设计、

进行组装和 3D EM 电路协同仿真。

• 组装自定义安装配置，无需修改已组装元器件的层映射或基板定义。

• 使用 Keysight PathWave RFPro 设计工具设置和自动提取射频电气网络 
和元器件。

是德科技云课堂课程

设计晶圆级射频芯片规模封装

视频

《PathWave ADS 中的版图和封装设计》

图 3.  PathWave ADS 和 SmartMount 不仅可以简化多层设计，还提供了可追溯至 
原始来源的设计数据库

安装在顶部（倒装）

安装在中间

安装在底部

倒装芯片

https://learn.keysight.com/designing-wafer-level-rf-chip-scale-packagin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r4y1v7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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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电路协同仿真 
秘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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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挑战：在设计中考虑电磁效应
在尽可能小的封装内实现多重产品功能是推动多工艺组装发 展的一大因素。 
图 4 是一个混合微波和毫米波技术示例，其中在一个紧凑的外形中集成了单片
微波集成电路 (MMIC)、射频集成电路 (RFIC)、层压板和天线。问题在于传播 
微波信号的波长什么时候会与传输它们的互连波长相同。这个问题会产生多余
的电磁 (EM) 副作用，以损耗、耦合和频移等形式影响电路性能。

电路版图和仿真是传统设计流程中的初始步骤，而设计验证的最后一步是， 
由单独的电磁求解器对 EM 效果进行评估。毫米波频率的耦合会产生寄生 EM 

效应，设计需要经过更新才能将这些变化纳入考虑。

秘诀 2
电磁/电路协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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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个独立软件工具之间的电路和电磁仿真交互

单独的电磁/电路仿真
单独的电路仿真与 EM 仿真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复杂。我们按照图 5 所示
的流程执行一遍，看看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如此漫长： 

1. 使用单独的电磁仿真器调整电路设计会去除电路元器件，因为该工具 
没有处置过程。

2. 在 EM 仿真过程结束时，电磁仿真器生成一个多端口 S 参数文件， 
端口数量可达几百个。

3. 我们现在必须手动将每个端口重新连接到电路节点，以便在电路 
仿真器中进行仿真。

必须重新连接到正确电路节点的端口有几百个，只要有一个端口到一个电路 
节点的连接出错，电磁/电路协同仿真的结果就无效了。这个额外的手动导出/ 
导入过程最长可能需要两周时间，并且很可能出错，导致下游设计过程中的 
硬件故障。

电路设计人员需要利用封装和互连的 3D 电磁仿真结果 来迭代开发、调试 和 
优化设计，而不仅仅是用于设计结束后的最终验证。

电路版图与仿真 电磁仿真

ADS
技术
文件

开始

结束

电磁 (EM) 求解程序
将端口版图映射至物理几何形状

运行电磁仿真，获得 S 参数

导入 S 参数

1

2

3

先进
设计系统

射频版图
与电路

重
复

电磁电路
协同仿真

剥离电路元件并擦除版图中不可仿真的结构

将电路重新连接至 
ADS 中的电磁 S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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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电磁/电路协同仿真综合工作流程

解决方案：迭代式电磁/电路协同仿真
PathWave ADS 中的 RFPro 使得电路设计人员能够创建电磁系统，并通过自动
设置和配置来分析多工艺设计。图 6 和图 7 展示了该解决方案如何避免了单独
使用电磁求解器时可能产生的时延和潜在误差。RFPro 集成到 PathWave ADS 

中之后，3D 有限元模型 (FEM) 仿真可以在同一环境中自动运行，并能提供便利 
的自动设置和分析。因此，射频电路设计人员能够腾出精力在设计阶段迭代 
执行 3D 电磁分析和电磁/电路协同仿真。因为电磁分析 使 用了单独的电磁求 
解器，所以避免了手动进行设置时可能出现的误差。图 7 显示了 3D 电磁/电路
协同仿真如何将设置速度提高一个数量级，让您可以腾出时间完成其他测试任务。

图 7.  电磁仿真结果会自动应用到电路设计中，因此您可以立即将电磁效应 
对电路性能的影响纳入考虑，从而更快调试和优化电路设计

ADS
技术
文件

先进
设计系统

射频版图
与电路

开始

综合电磁/电路
协同仿真

结束

电磁电路
协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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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ADS RFPro 助力电磁/电路协同仿真

是德科技云课堂课程

《集成的 3D 电磁/电路协同仿真助力您的设计一次成功》

专家技巧 
• 只对版图的必要部分进行建模而避免对其他多余部分重复进行相同的 

建模，可以缩短仿真时间并提高准确性 

• 确保只对多工艺微波和毫米信号路径执行电磁仿真，而不必对其他部分 
重复执行同样的电磁仿真，从而保持版图完整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m4y1D7St/
https://learn.keysight.com/integrated-3d-em-circuit-co-simulation-for-first-pass-design-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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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放大器稳定度分析
秘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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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信号分析仪中的电路板级集成

ffT

fehD

s

G
1

2

3

图 8.  高晶体管增益

挑战：防止放大器变成振荡器
使用更高频率的晶体管会导致稳定电路的设计流程变得更复杂。如图 8 所示，
在当今 使 用的电 路中，晶体 管 fTs（即单位电流 增益 变 为零时的频率）增加， 
增益也会随之升高。在较低频率下，需要额外的增益才能在 30、60 或 90 GHz 

处获得增益。由于增益显著增加，紧密集成和反馈可能会导致较低频率下出现
不稳定问题。这种多余的输出－输入反馈很普遍，因为电路的密集程度更高，
并且很容易与波长较小的信号产生共振。耦合和反射等电磁 (EM) 效应会导致不
稳定问题，在当今的先进封装和组装方法中更为常见。

图 9 显示了当今的先进封装技术如何将电路结构更紧密地集成在一起。设计 
人员很难接触到内部电路，后期发现问题也很难在实验室中解决。高频器件 
设计人员需要在开发过程的早期便了解问题的根源，并在设计过程中始终高
度重视，才能确保稳定度。在设计紧凑封装的高频电路时，设计人员务必要在 
设计阶段尽早解决稳定度问题。

秘诀 3
非线性放大器稳定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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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大器

反馈

放大器
A

反馈
F

振荡器测试
振荡器测试 1 放大器

反馈V_AC
I_AC

+ +

反馈

+ +

放大器

K 系数
端接电路并进行分析

振荡器测试
添加元件至网络并进行广泛的频率扫描

空值注入
使用 2 个电源，1 个电路副本，1 个交流仿真

双边
分别表征放大器和反馈，然后通过数学方式
将它们合并起来

图 10.  用于评测放大器稳定度的四种传统测试设置

挑战：建立放大器不稳定度模型
放大器设计人员希望在设计阶段对放大器进行广泛测试，从而确定设计在线性、
非线性、小信号、大信号等各种负载条件下是否稳定。选择合适的稳定度分析方
法很是令人头疼，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推导品质因数的仿真方法和技术多达 14 种。要想深入了解这 14 种方法，请查阅 
是德科技 应 用指南《如何打造稳定的高频电路设计》。图 10 举例说明了使 用 
放大器和反馈网络的四种仿真方法。

每种方法都需要不同类型的设置和激励条件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如果您尝试 
这四种不同的方法却得到了互相矛盾的结果，接下来该怎么做？您需要采用一种
综合方法来同时运行全部 14 种仿真方法。只有这样，您才有信心确定不稳定度
的源头并开始改进电路设计。

应用指南

《如何打造稳定的高频电路设计》应用指南

https://www.keysight.com/zz/en/assets/3121-1255/application-notes/Designing-for-Stability-in-High-Frequency-Circui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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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插入到电路后期仿真的 Winslow 探头 图 12.  在电路后期仿真中采用多种稳定度分析技术进行大、小信号分析。

解决方案：综合稳定度分析
Keysight Winslow 稳定度探头（WS 探头）是一款在线探头，可以取代多器件 
放大器的传统设置，快速高效地推导出必要的稳定度测量结果。图 11 显示了
WS 探头如何连接放大器模型的输入端和输出端。

WS 探头检测反馈网络中的环路增益、回波差和其他可以观察到的特性，以便 
进行稳定度分析。这些额外的探头可以在电路后期仿真中采用多种稳定度分析 
技术，在不干扰或改变基础分析的前提下分析大、小信号。

即使反馈电平较高，WS 探头也能准确输出双向阻抗。图 12 显示了探头如何在 
后期处理中通过数学方式从一个简单的设置推导出各种稳定度指标，避免进行 
几十次额外的仿真。 

反馈

WS-探头
输出

WS-探头
输入

G    L G    L

P1 P2

放大器

K 系数： 仿真结果与探测结果 振荡器测试： 仿真结果与探测结果 Middlebrook： 仿真结果与探测结果 Hurst： 仿真结果与探测结果

策动点导纳： 仿真结果与探测结果真实回波率： 仿真结果与探测结果 回波差异： 仿真结果与探测结果 （外部）NDF： 仿真结果与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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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使用 ADS 进行稳定度分析》演示视频 

是德科技云课堂课程

如何设计稳定的高频放大器

专家技巧
有一种简单可靠的方法可以检测设计的不稳定度：

• 在先进设计系统 (ADS) 中设计的每一个有源端子处都放置一个 WS 探头。

• 运行 S 参数或谐波平衡仿真。

• 使用数据显示中的 wsp_unstable_freq_kurokawa() 函数查看不稳定频率 
列表，从而确定需要更改的部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54y197p1?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learn.keysight.com/how-to-design-a-stable-high-frequency-ampl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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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调制信号设计电路
秘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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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

5G 新空口设备设计人员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挑战：电路级误差矢量幅度
图 13 显示，数字调制射频信号需要新的品质因数用于电路设计和优化，其中
最重要的是误差矢量幅度 (EVM)。P1dB 和 IP3 等传统模拟测量所依赖的仪器
在 3G 时代是足够用的，在 4G 时代也勉强能用。但是到了 5G 时代，使用模拟
测量结果创建的电路很可能达不到技术指标或者是过度设计。

EVM 的测量可能有一定的挑战性，其中首要任务是确定测量速度。失真 EVM

无需外部系统仿真器即可评估非线性仿真的误差矢量幅度。设计人员通过失真
EVM，可以在设计阶段快速评估 EVM 并将仿真速度加快 10 倍。图 14 显示了 
失真 EVM 算法如何在无需解调信号的情况下计算 EVM。

第二个任务需要准确生成与信号特征非常接近的典型 5G 测试信号波形。如果
您能够找到准确的典型波形，那么还需要对信号进行解调或解复用，才能达到
误差矢量幅度。将这些测试信号与失真 EVM 测量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测试时间，
快速验证电路设计。

秘诀 4
使用数字调制信号设计电路

图 14.  自动失真 EVM 测量的结果

物理下行链路共享信道的调制方案 要求的误差矢量幅度

QPSK 17.5 %

16QAM 12.5 %)

64QAM 8 %

256QAM 3.5 %

图 13.  各种 5G 调制类型的 EVM 要求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6263/ebooks/5992-31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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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采用紧凑型测试信号
紧凑型测试信号 (CTS) 可以缩短电路设计过程中的测试时间，实现快速验证。 
CTS 使用来自整体 5G 调制波形的时间切片，表现出与采样源信号相同的频率 
特征和统计互补累积分布函数 (CCDF)。您可以在电路设计迭代时使用 CTS 代替
整体波形，准确地验证 EVM 性能，如图 15 所示。

CTS 能够迅速提供 EVM 结果，以便设计人员调试和优化他们的电路设计。CTS

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将仿真速度加快一个数量级。

图 15.  紧凑型测试信号和 EVM 测量可以快速验证您的电路设计

视频

《如何在设计流程中无缝使用 EVM》 

星座图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L411c7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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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验证测试台包含预先配置的信号源以及与是德科技仪器使用相同算法的测量设置，用于验证您的设计是否符合 5G 标准，然后再制造
硬件

视频

《PathWave ADS 的 5G NR 虚拟测试平台》

是德科技云课堂课程

使用已调制信号进行设计的综合射频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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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使用 5G 行业标准进行验证
在与客户一起打造成功设计的过程中，最后一步是根据 5G 无线标准对已调制 
信号的性能进行系统级验证。是德科技的 PathWave ADS 在预先配置好的验证
测试台 (VTB) 中提供 5G 标准的无线信号源和来自是德科技射频仪器的解调算法。
如图 16 所示，使用预先配置好的 VTB 可以避免 5G 和其他合规性测试的复杂
设置过程。在制造 5G 硬件之前，可以使用验证测试台准确验证射频元器件设计。
VTB 与是德科技射频仪器同样高度准确的信号生成和测量功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q4y1y71o/
https://learn.keysight.com/designing-with-5g-modulated-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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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毫米波频率应用采用了高密度多工艺集成和复杂的数字调制方案，可以突破
电磁和电路仿真的封装组件极限。设计人员面临的四大射频电路设计挑战是： 

• 组装和集成 3D 多工艺射频模块。

• 执行射频信号路径的电磁和电路协同仿真，这是一个容易出错且颇为耗时
的过程。

• 确保放大器在非线性负载条件下保持稳定。

• 调试和优化电路 EVM 性能，确保性能符合行业 5G 标准。

是 德 科 技 的 PathWave ADS 软 件解决 方 案 可生 成多工艺 射 频 模 块 ――包 括 

RFIC、MMIC、晶圆级封装和印刷电路板 (PCB)――的 3D 版图和组装。通过交
互式电磁电路协同仿真和系统分析获得的 3D 版图回避路由和组装能够在设计
阶段准确地将封装电磁效应纳入考虑。

Keysight Winslow 探头可以全面识别线性/非线性放大器不稳定度，从而防范
代价高昂的硬件故障。电路级 EVM 分析和 5G 验证测试台让您能够针对数字调
制射频信号对电路 EVM 性能实施优化，从而确保符合 5G 行业标准。

这些独具特色的设计解决方案充分揭示，射频 EDA 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射频设
计过程的可预测性，让设计流程不再复杂。现在，您应当检查自己的射频 EDA

工作流程，准备应对这些关键挑战并掌握四大设计秘诀，打造出成功的设计。

总结

如需了解是德科技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您 
进行射频微波设计，请访问：

新一代射频/微波/毫米波电路设计平台 PathWave ADS RFPro

获取 PathWave ADS 软件免费试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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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PathWave ADS 快速入门指南》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W3030E/pathwave-rfpro.html
https://edaapps.software.keysight.com/cgi-bin/eda-evaluation/request.cgi?product=ads&cc=US&lc=eng
https://connectlp.keysight.com/LP=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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