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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面向微波工程师的 
先进电磁仿真软件
随着高频系统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日益升高，工程师对电磁（EM）仿真的需求也不断 
增加，以期对系统中更大组成部分进行准确建模。电磁仿真的方法有很多，但都是
各有所长，没有哪种占据绝对优势。本文将讨论最成熟的三种电磁仿真技术：矩量法 

（MoM）、有限 元法（FEM）和有限时 域 差 分法（FDTD），并将仿真 技术与解决 具体 
应用问题结合起来。

矩量法
矩量法概述
在解决 EM 问题的所有方法中，矩量法（MoM）是最难实施的方法之一，因为该方法
需要对格林函数和 EM 耦合积分进行审慎评估。麦克斯韦方程组首先转换为积分方程，
然后离散化，得到结构的耦合矩阵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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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换的优点是可以将金属表面的电流分布作为核心未知数。相较之下，其他方法则经常
将电场和/或磁场（在解空间中随处可见）作为核心未知数。在网格中只需要考虑电流通过的 
金属表面（图 1）。因此 未知数的数 量（或矩阵大小）要少得多。由此我们得到了一种非常 
高效的仿真方法，可以处理特别复杂的结构，

但缺点是积分方程不适用于一般的 3D 结构。关键在于格林函数的可用性。格林函数的计算
仅适用于自由空间或分层堆叠的结构。这些所谓的 3D 平面结构在分层堆叠平面中可以是 
任何形状，但在法线方向只有垂直的几何特征（过孔）。实际应用中许多射频或微波结构都
属于这一类。因此矩量法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方法，常用于印刷天线、MMIC、射频板、
SiP、RFIC、SI 结构和射频模块的仿真。

图 1.  3D平面结构（PCB 差分过孔根）的 MoM离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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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量法的最新进展
随着数据速率和信号频率不断提高，电子电路变得越 来越 复杂，使 用现有的 MoM 技术 
进行 EM 仿真无论是在容量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开始力不从心。主要的瓶颈在于庞大的密集 
耦合矩阵的存储和求解上。以具有 N 个离散元的结构为例，内存存储需求与 N2 成比例，矩阵 
求解时间与 N3（使用直接求解器时）或 N2（使用迭代求解器时）成比例关系。在处理极大
且复杂的结构时，这些比例关系就成为了性能瓶颈。矩阵压缩方法的发展是近期出现的 
一大突破，它可以将这些比例关系减少到 NlogN。NlogN 技术在内存使用和计算时间方面
的优势是巨大的，结构越复杂，优势越明显。

矩量法在印刷电路板仿真中的应用
得益于 NlogN 矩阵压缩方法的改进，矩量求解器已经能够处理非常复杂的设计。例如，我们 
来看一 个 16 层印刷电路板堆叠中的差分过孔根仿真（图 2）。这个 例子展现了 MoM 积分 
公式的优势。注意，用于接地面的网格（图 1）仅包含过孔反焊盘孔中的单元。整个接地面 
金属化都包含在积分方程的核心中。生成的矩阵方程只有 5539 个未知数。

图 2.  16层 PCB中的差分过孔根（几何形状在垂直方向上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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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的 4 核 Linux 计算机上使用矩量仿真器，可在 10 分钟内获得仿真群时延和插入损耗
的宽带数据。与测量数据的相关性如（图 3）所示。

作者特别感谢 Gustavo Blando（SUN Microwave Systems 公司）在我们准备这个 PCB 示例时
给予的帮助。

有限元法（FEM）
FEM 方法概述
FEM 场求解器与 MoM 相比有几个优点。例如，FEM 求解器可以处理任意形状的结构，包括 
键合线、锥形过孔、结构中出现 z 维变化的锡球/凸块等。此外，FEM 求解器还可以仿真介
电砖或有限尺寸的基板。腔体设计等许多应用都需要这种能力。但它通常比 MoM 慢，尤其
是在平面应用中。（图 4）的示例证明，FEM 比常规的 MoM 更好，特别是在结构的一般 3D 

性质方面。

图 3.  群时延和插入损耗的仿真结果（红色）和测量结果（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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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带有键合线的螺旋电感器的 3D FEM应用示例――偏置网络

FEM 采用了体积网格划分方法，其中整个问题空间被划分为数千个较小的区域，用局部 
函数表示每个子区域（元素）的场。几何模型自动分成大量的四面体，每个四面体由四个 
等边三角形组成。这种四面体集合称为有限元网格。

每个四面体内部点处的矢量场量（例如 H 场或 E 场）的值是从四面体的顶点内插的。每个 
顶点处的场分量（与四面体三个边相切）被存储下来。此外，也可以存储在选定边的中点处
与面相切且与边垂直的矢量场分量。每个四面体内的场由这些节点值内插构成。

与元素边相切的场分量显式存储在顶点处。与元素面相切且与边垂直的场分量显式存储在
所选边的中点处。内点矢量场的值由节点值内插构成。通过以这种方式表示场量，我们可以
将麦克斯韦方程转换为使用传统数值方法求解的矩阵方程。

将 3D EM 集成到电路设计环境（ADS）中
FEM 场求解器的使用范围很广，许多设计工程师都使用它们进行电路设计，例如过渡设计、
互连分析等等。在典型的设计流程中，电路设计工程师将绘制结构并使用独立的 FEM 场求
解器运行 EM 仿真，然后将 s 参数数据送回电路设计环境进行最终的设计验证。然而，这样 
的设计流程中有许多不必要和冗余的步骤，执行起来耗时且复杂，容易出错、单调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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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 FEM 场求解器集成到电路设计环境中，可以缩短总体设计时间（从输入设计几何
到获得最终 EM 仿真结果所需要的时间）。集成的 3DEM 设计流程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版图 
数据转换、多余的导入/导出流程以及开发自定义的工具（例如端口生成工具）。用于 ADS

的 EMDS 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完全集成到 ADS 电路设计环境中的 FEM 场解算器。

FEM 场求解器用于 QFN 封装仿真的应用示例
QFN（四方扁平无引线）是非常流行的低成本封装解决方案，适用于 RFIC、MMIC 和射频
SiP 应用。随着 IC 工作频率的提高，IC 设计人员必须在设计之初就了解封装的电气性能。 
封装的工作频率上限是多少，封装的隔离性能如何？是否有可能使 用成本更低的封装来 
降低最终产品的成本？

16 引脚、3 x 3 [mm] QFN 封装在高达 15 GHz 的频率范围内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性能――
PCB 上的回波损耗小于 –18 dB。（图 5）所示的版图工具可以轻松绘制出 PCB 上有键合线的
QFN 封装，并通过集成的 FEM 场求解器――用于 ADS 的 EMDS――进行快速仿真。与 3D 

绘图工具相比，设计师使用平面版图工具进行绘图要简单容易得多。

图 5.  PCB上的 QFN封装的 ADS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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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过渡设计，例如使用两根引线代替单根引线、使用更宽的传输线等（图 6），可以
在整个过渡过程中保持良好的阻抗特性，从而改善封装性能。

图 6a.  原始设计

图 6b.  改进的过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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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员可以在版图环境中轻松完成这些更改，无需导入/导出过程。（图 7）显示了集成
FEM 场求解器帮助 3 x 3 QFN 封装改善的性能。

图 7.  改善的 QFN 封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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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时域差分（FDTD）
FDTD 概述
与上述 MoM 和 FEM 算法只通 过稠密或 稀疏 矩阵的解隐式 求解麦 克斯韦（Maxwell）方程 
不同，有限时域差分（FDTD）算法 [1]-[2] 直接以完全显式的方式求解 Maxwell 方程。正如在
FEM 中一样，FDTD 中的未知数源于整个空间中的电场和磁场体积采样（在实践中被吸收边
界条件截断）。FEM 网格通常由四面体单元组成，而 FDTD 网格通常由矩形单元（也称为 Yee

单元）构建。作为一个时间步进法过程，FDTD 方法随时间步进来更新场值（从而在电磁波通
过结构传播时明确地跟随它们）。因此，单个 FDTD 仿真就可以提供超宽频率范围内的数据。

由于其简单、稳健的特性以及适用于多种（非）线性材料和器件，FDTD 在许多应用中得到
广泛使用 ：天线设计、微波电路、生物/电磁效应、EMC/EMI 问题、光电电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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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MoM 或 FEM 求解器相比，计算机硬件速度和内存容量的最新进步大大加速了 FDTD 

求解器的普及。FDTD 是一种固有的并行方法，因此随着 CPU（通用处理器）和 GPU（图形
处理器）等硬件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大，它的优势就愈发明显。

FDTD 在手机辐射研究中的应用
随着手机更新换代，其天线系统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天线设计人员不仅面临诸多技术要求 

（多频段、效率等）的挑战，还受到法律要求（比吸收率或 SAR、助听器兼容性或 HAC 等）
和成本考量的约束。此外，靠近天线的许多物体（例如电池、摄像头等）都对天线系统的 
性能有很大影响，因此设计人员必须对整个手机内部的天线特性进行细致分析。他们必须在
设计周期的早期便考虑到实际使用环境的影响，例如当手机靠近人体时天线会发生谐振点
偏移（detuning）。

FDTD 拥有强大的网格划分功能，因此是目前设计这种复杂的移动电话天线系统的主要算
法。图 8 显示了手机靠近头部时回波损耗的谐振点偏移。该装置使用了是德科技 EEsof EDA

的 Electromagnetic Professional（EMPro）软件进行仿真。手机、头部和手部模型均从各种 
类 型的 CAD 文件中导入。设 计 流程已经 过优化，可针对此类基于 CAD 的复杂 设 计实施 
高效重复迭代，使移动设备设计人员能够快速连续地仿真大量原型设计。

图 8.  手机在靠近头部和手部时的回波损耗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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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后期处理功能使设计人员能够在设计周期的早期便确定移动电话是否符合法定标准 
的要求。（图 9）显 示了由手机引起的标准拟 人模 型（SAM）头部内的比吸收率（SAR）分布 
以及距离手机扬声器输出 10 毫米处的近场值。设计人员能够根据后一个数据评估手机的
助听器兼容性。

总结
本文讨论了三种主流电磁仿真技术的应用，证明 MoM 在仿真复杂 3D 平面结构时具有特殊
优势，而 FEM 允许在计算中添加额外的 3D 元素，FDTD 则是在解决复杂几何 3D 结构时有
一定优势。

图 9.  手机靠近头部和手部的 FDTD 网格视图（顶部）、SAM 头部内的 SAR 分布（中部）和  
HAC 扫描区域中的近场 E 场分布（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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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支持和服务——随时随地应需提供
是德科 技的 EEsof EDA 产品由享誉业界、经验丰富的支持团队作为后盾，团队中既有应 用 
工程师也有技术支持工程师，他们致力于提供合适的软件、支持和咨询解决方案，帮助客户 
提高工程设计效率，实现持久成功。我们通过万维网、电子邮件、电话和传真提供覆盖全球、
使用当地语言的技术支持。

此外，我们在线的是德科技 EEsof EDA 知识中心是一个全天候开放的资源宝库，提供关于 
我们所有产品的全面支 持 信息和可下载 示例。它提 供软件更新并具有跟 踪功能，使 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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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工程师和产品开发人员密切交流，分享见解。您还可以通过在线短期课程和宣讲会随时 
随地进行培训。

每个团队的设计流程都各有所长。为了节省时间并让您的应用得到个性化关注，欢迎向我们 
咨询 MMIC、RFIC、电路板/模块或系统级设计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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