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代的電子設計自動化 (EDA)軟體

PathWave 設計軟體



簡介
採用簡單設計的日子已一去不回。每一年，設計人員都在挑戰新的極限：更長
的電池壽命、更小的元件、更高程度的整合。

然而，複雜的設計帶來了全新的挑戰。設計人員需花上數小時進行設定和模擬。
有成堆的資料等著他們去量測和分析。為此，工程師必須建構可連接多個設
計工具的解決方法。與此同時，無線標準也正快速進化。為了滿足現代科技的 
強烈需求，設計人員需要新的方法。  

電子設計亟需轉型
企業有極大的機會和可能性，可更有效率地在電子產品開發生命週期中進行
設計和模擬，進而縮短產品上市時程。資料移動和工具整合，是目前導致產
品開發大幅延 盪的最大問題。在工作流程中分享資訊，則是設計 和測 試 工
程 師所面臨 的最 大 挑戰。事實上，10 家公司中，有 9 家都需花費數月時間， 
將測試結果與模擬資料進行關聯性比對。

資料關聯性比對之所以如此耗時，主要是因產品開發過程中，使用了林林總
總的不同工具。超過 50% 的設計人員，會使用 5 種以上的工具來進行模擬和
設計。這些軟體工具各自為政，因此設計人員每週需花費數小時的時間編寫
程式，以實現資料共享。幾乎所有企業都須投入大量資源來維護內部工具，
更加突顯了這項整合工作的耗時、耗力程度。設計人員希望找到一套理想的
整合式解決方案，以便共享資料，進而加快完成電子元件的設計。

設計挑戰：
•	 長時間進行複雜的模擬
•	 設計複雜度不斷提高
•	 使用難以整合的設計工具
•	 設計時程表越來越短	
•	 新技術標準不斷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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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ve 設計軟體
Keysight PathWave 設計軟 體包含一系列電子設計自動 化 軟 體工具， 
可縮短工程師在設計與模擬階段所耗費的時間，以加快產品開發腳步。
藉由模型庫和自訂模擬器，工程師可大幅縮短配置時間。PathWave 

還可無縫地整合電路設計、電磁 (EM) 模擬、布局功能，以 及系統級 
建模，進而縮短匯入和匯出設計的時間，並修正因更換工具所產生的 
錯誤，如此可改善資料分析效率，讓工程師能更快執行分析，並及時 
做出設計決策。提升自動化程度，則可減少手動作業。

PathWave 設計軟體為工程師提供全新的工具和軟體增強特性，以大幅 
提升射頻和微波、5G、汽車設計，以及 DDR 記憶體的設計效率、縮短
設計週期，並避免專案時程延宕。

設計模擬的優點
• 分析設計效能
• 在建構設計之前找出錯誤
• 減少重新設計電路板的成本
• 節省工程時間
• 對您的設計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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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ve設計軟體提供：
•	 增強的效能
•	 增強的資料分析
•	 革命性的嶄新設計工作流程
•	 互連的電路和電磁模擬
•	 先進的記憶體設計工具

PathWave設計軟體可加速推展產業中	
5個重要領域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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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與微波電路設計

射頻與微波 
電路設計

現在的射頻與微波設計需要互連並	
封裝更複雜的多晶片模組，使得電子
設計的複雜度日益升高。5G需要更高	
頻率和更寬的調變頻寬。等待進行	
分析的模擬與量測資料量更甚以往。
除了這些耗時的挑戰外，設計人員	
必須承受加快產品上市速度的壓力，	
以維持競爭優勢與領先地位。

頁 5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挑戰 1：設計人員在連接多個軟體工具時遇到困難
設計人 員 通常會使 用一 個以 上的設計軟 體 來 進 行 元 件設計與 模 擬。他 們 經常被 迫 
開發手動的替代方案，讓不同軟體工具能彼此溝通。此外，電磁模擬器和電路模擬器 
並不相同，他們需 將 每種模 擬 分開執行，然 後再將 不同工具的模 擬 結果 進行比 較。 
如此一來，設計人員需耗費大量的時間進行匯入、匯出並檢查錯誤，不僅嚴重影響設計
效率，更使得整體上市時程大幅延宕。

Keysight PathWave 設計軟 體 提 供 設計人 員需要的各種 射頻 和微波 解決 方案，以便 
加快設計工作流程，並且更快、更有效率地推出新產品。

解決方案：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在多個元件上執行電路分析，不但耗時，而且十分困難。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是領先業界的射頻、微波、信號完整性與電源完整性設計平台。PathWave ADS 提供 
多個模型庫、工具套件、設計指南和模擬元件，讓您能信心十足地克服任何設計挑戰。

此 外，PathWave ADS 還 提 供 一 系 列 高 度 整 合 且 簡 單 易 用 的 3D 電 磁 電 路 與 系 統 
模擬器，方便設計人員在單一工具中執行電磁和電路協同模擬。PathWave ADS 結合 
線路圖、布局、電路、電熱協同模擬，以及 3 種搭載積體電路 (IC)、封裝、基板、PCB

和 3D 電磁元件共同設計的全波 3D 電磁技術，大幅提升了設計效率並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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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ve	ADS之	
RFPro的主要優點：
•	 可整合入 PathWave	ADS	
和 Cadence	Virtuoso，	
以便在設計過程中即時	
存取 EM

•	 自動 EM專家設定，保證	
新手和專家都對	EM	結果
充滿信心

•	 快速且正確的分析設定，
可根據需要進行互動式	
電磁和電磁電路協同模擬，
以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	 增強的 MoM 和 FEM模擬
器效能

PathWave	EM	Design 
(EMPro)的主要優點：

•	 3D實體建模環境
•	 可與 PathWave	ADS整合，
以加速完成設計

•	 時域和頻域模擬

解決方案：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的 RFPro

RFPro 是適用於射頻和微波電路設計的新一代電磁模擬器。RFPro 將電磁與電路模擬 
完 美 整合在一起，為 5G 無線、航 太 與國防、汽 車 和 IoT 應 用，帶來 RFIC、MMIC 與 
射頻模組設計革新。它是業界第一個專為射頻/微波電路設計的電磁模擬平台。

藉由與 PathWave ADS 進行無縫整合，RFPro 使得進行電磁分析，就像執行電路模擬
一樣簡單、輕鬆。RFPro 的
專家預 測 設 定，讓 您就像
擁有一 位電磁 模擬專家在
現場進行指導一樣。

解決方案：PathWave EM Design (EMPro)

PathWave EM Design (EMPro) 電磁 模 擬 設計平台可分析 元 件的 3D 電磁 效 應， 例
如高速與射頻 IC 封裝、銲線、天線、晶片上與晶片外內嵌式被動元件和 PCB 互連。 
射頻電路板設計包含 3D 元件和連接器，必須經過分析以提供高頻率。以其他 CAD 工具 
建立的元件和連接器設計可匯入 PathWave EM Design (EMPro)， 並可利用有限元素法
(FEM) 或時域有限差分法 (FDTD) 模擬技術進行模擬。 

高 頻 率 元 件 對 周 遭 PCB 軌 跡 和 導
孔 之 交 互 作 用 十 分 敏 感。 您 可 使 用
PathWave EM Design (EMPro) 建 立
並 模 擬 這 些 3D 元 件， 接 著 運 用 FEM

技術來結合 PathWave ADS 中的電路板
布局，以實現完整的 3D 電磁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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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PathWave 熱設計
高效能 IC 有些區域功率密度非常高，會導致溫度變異過大。PathWave 熱設計是專為 

IC 與晶片堆疊 SiP 而設計的元件級電熱模擬器。可運算晶片的 3D 溫度特性，並將溫度 
分析資料輸入電路模擬器。您的電路模擬器會顯示溫度對電路效能的影響，以協助 
您在將設計交付製造之前，消除不良的溫度效應。藉由提供精確可用的 IC 內部溫 度 
特性曲線，使 用者可發現 精密電 路中的熱 點和過 大的溫 度 變異。PathWave 熱設計 
可與多套 IC 設計工具結合使用，包括 Cadence Virtuoso。

PathWave熱設計的	
主要優點：

•	 大容量：可處理大規模的
類比/混合信號及數位 IC
設計

•	 高準確度：以次微米解析度，
提供準確的元件溫度資料

•	 電熱求解器可與您的電路
模擬器搭配使用，以提供
溫度感知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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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2：射頻電路板設計日益複雜
對射頻元件設計工程師來說，設計具有離散電阻、電感器和電容器的電路，是項艱鉅
的任務。一般的簡易軟體工具，只能計算理想電感器和電容器值。由於真實離散元件
並非理想狀態，因此實際效能不會與理想元件的理論效能相符。真實的離散元件都會
有寄生效應，使其效能受到影響。

因此在考量實際效能時，設計工程師很快就意識到，射頻電路設計的困難度相當高。
若想得到所需的結果，則須在實驗室中進行耗時又困難的反覆試驗與除錯。為了克服
這些挑戰，設計人員在設計包含離散電阻、電感器和電容器的電路時，需要借助可以
讓他們更省時省力的軟體。

解決方案：Keysight PathWave 射頻合成（Genesys）
PathWave 射 頻 合成 (Genesys) 是 一 套 經 濟實惠、準 確易用的射 頻 和微 波 電 路合成 
與 模擬軟 體，專 為電 路板與子系統 設計人 員而量 身打造。這套 軟 體 具有匹配 網 路、 
濾波器、振盪器、混頻器、傳輸線、PLL 和信號路由架構的自動電路合成功能，因此
工程師無需具備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也可快速進行元件設計。

*X 參數是是德科技在美國、歐洲、日本和其他地區的商標和註冊商標。X 參數格式與基本方程式，均對外公開並加有文件記錄。 
如需更詳細資訊，請瀏覽 http://www.Keysight.com/find/eesof-x-parameters-info

PathWave射頻合成
(Genesys)主要優點：

•	 應用範圍最廣泛的射頻	
和微波自動電路合成

•	 完整的射頻系統架構
•	 3D平面電磁模擬
•	 時域和頻域模擬
•	 X參數*非線性電路和	
系統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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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3：射頻與 IC 設計人員需要類似方法和設計工具 
隨著類比和混合信號 RFIC 的複雜性以及效能要求不斷攀升，RFIC 設計人員面臨極
大的挑戰。他們亟需使用合適的工具，來滿足更嚴苛的效能與靈活性要求。此現象帶
來的實際影響，使得設計複雜性大幅上升，因而需要一套全面整合了最佳 EDA 工具，
所有工具都能在單一設計工作流程協力運作的解決方案。過去，IC 和射頻設計人員會
使用各種不同的設計方法和工具來進行設計。隨著 IC 應用逐漸達到數 GHz，矽晶必
須能夠彌平傳統低頻類比設計，與離散射頻設計之間的落差。設計人員需要一套同時
支援 IC 和射頻設計的標準工具。

解決方案：PathWave RFIC 設計 (GoldenGate)

PathWave RFIC 設計 (GoldenGate) 是一套先進的模擬和分析解決方案，讓工程師 
能 在 高 度 整 合 的 Cadence 類 比 設 計 環 境 (ADE) 中， 進 行 整 合 式 混 合 信 號 RFIC 

設計。提供 RFIC 設計人員所需的框架，以便快速模擬電路、驗證規格，並驗證複雜且 
高度整合之元件的製造潛力。設計人員可運用 Monte Carlo 等業界標準技術，並搭配 
使用是德科技獨特的統計不匹配與程序分析功能，來分析電路的可製造性。

PathWave	RFIC	設計
(GoldenGate)主要優點：

•	 一流的射頻電路模擬器
•	 支援進階分析
•	 自動化和可用性
•	 支援射頻至毫米波設計
•	 符合無線標準的設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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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系統設計

射頻系統設計 
解決方案

有三個應用領域，促使系統設計人員使用	
具備複雜射頻與基頻交互作用建模工具
的解決方案，這三個領域分別是：5G	New	
Radio (NR)、航太與國防，以及自動駕駛。
5G	NR發展已快速進入設計階段，而電路	
與系統的協同設計，是讓您一次設計就	
成功的重要關鍵。在航太與國防電子戰	
領域進行創新設計時，您需要更精密的	
信號產生與分析工具，來因應各種發射器
情境。在整合自動駕駛感測器時，您需	
使用新的設計方法，讓汽車雷達能快速	
辨識複雜的駕駛環境並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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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1：5G NR 設計需要透過數位和射頻電路 
來進行端對端系統驗證  
進行 5G NR 部署時，延遲是不能被接受的選項。設計人員必須承受同時進行 5G 技術、
開發、驗證和部署的龐大時間壓力。設計人員若未使用經過驗證的參考 5G NR 基頻庫， 
將 需承 擔不 符 規格 的風 險。5G 的 大 型 陣 列 尺寸、 頻 寬、 頻率、失 真 與調 變 複雜 性 
都會使 風險倍增。如欲避免出現這些挑戰，您需在開發初期，使 用更精密的射頻和 
基頻系統模擬工具。

針對毫米波通訊的無線介面設計，首要問題是波形的選擇。在高載波頻率（如毫米波
頻段）下，發射和接收信號恐因嚴重的硬體缺損而導致失真。對波形設計而言，在存在
硬體缺損的情況下對數個最新波形進行效能評估，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解決方案：PathWave 系統設計 (SystemVue) 的 5G NR 模型庫
5G NR 模型庫是可信賴的參考數位信號處理 (DSP) 建模產品，支援 3GPP 標準制定
的 5G NR 實體層規格。在系統建模初期與原型階段，會以主要 5G 晶片組製造商產品
來交互驗證智慧財產 (IP) 模組。

有了 PathWave 系統設計 (SystemVue)，您可利用電磁軟 體的天 線場型或量測結果，
來存取 整合式 5G NR 基頻 IP、各種以低於 6GHz 和毫米波 頻率運作的射頻收發器 
設計範例，以及相位陣列與波束成形模型。只要透 過單一模擬介面，即可提供最佳
的系統級工程設計環境。

PathWave系統設計
(SystemVue)之 5G	NR	
模型庫的主要優點：

•	 利用單一工具建立基頻、
射頻和天線模型

•	 使用可信賴的演算法	
參考 IP

•	 建模射頻系統架構
•	 執行先進的端對端鏈路	
效能驗證

•	 設定空中傳輸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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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2：汽車雷達設計人員必須進行準確模擬，以確保行車安全  
今天的汽車雷達系統，除了提供主動車距巡航控制與安全警示系統等便利性功能外， 
現在還加入了智慧偵測與防撞系統。汽 車開發商開始更 廣泛使 用高頻率雷達系 統， 
以提供更高的效能、更高的可靠性，以及可對不同物體進行更準確的空間解析的能力，
進而提高汽車對道路潛在危險的應變能力。

由於事關駕駛人與行人的生命安全，因此設計可容許的誤差非常有限。為了確保安全性，
晶片設計人員必須證明他們設計的元件，能夠通過參考系統模擬情境的考驗。該情境
必須考量偵測範圍與準確度，以 及毫米波傳 播、多 GHz 頻 寬與干擾、射頻缺損等。
在有雜波的情況下擷取複雜的移動目標，也是雷達設計人員必須考量的部分。將真實
情境帶進疊代系統模擬，可幫助將技術風險降到最低。

解決方案：PathWave 系統設計 (SystemVue) 的汽車雷達模型庫 
汽車雷達模型庫讓工程師能夠將重要、安全且複雜的情境，整合入可靠的尖端汽車 
雷達設計中。對於成本和時間有限的專案，它是理想的解決方案，可協助工程師儘速
設計並開發方向角 (DOA) 和相位比較等演算法。汽車雷達模型庫還提供完整的雷達
波形產生、信號調變、天線建模、通道模擬和信號處理等多元的工具。使用者只要連接
各種模型，便可建立獨特的汽車雷達模擬情境。 

PathWave系統設計
(SystemVue)之汽車	
雷達模型庫的主要	
優點：

•	 多散射目標物參數化模擬
模型	

•	 情境模擬的參考設計
•	 用於射頻和基頻的協同	
系統模擬工具

•	 頻域和時域模擬
•	 使用 PathWave	ADS、

PathWave向量信號分析
(VSA)和 MATLAB進行	
協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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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數位

高速數位設計 
解決方案

高速數位標準正迅速發展，以跟上 5G、	
物聯網 (IoT)、人工智慧 (AI)、虛擬實境	
(VR)和自動駕駛汽車等新興技術的腳步。	
每一代高速運算標準的變更，都會帶來	
新功能，並提高資料傳輸速率，但新的	
設計挑戰也會伴隨而來。若要實現更高的	
速度，就必須通過高速準確度測試，	
並驗證與最新標準的相符性。

為了全面支援資料中心以便處理暴增的	
流量，新的數位標準進一步提升了傳輸	
速度，但成本壓力並未因而減輕。信號	
與電源完整性工程師必須確保元件能夠	
可靠地運作，而且晶片間的鏈路可提供	
系統所需的誤碼率 (BER)。為了解決 PCB	
的高信號損耗問題，設計人員開始探索	
新的技術，例如複雜的等化訓練和	
多位準信號 (PA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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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1：新標準帶來更高速度與更多考量因素 
設計人員運用新的精密演算法，來改善高速數位設計的信號介面。但即使如此，還是
難以補償晶粒、封裝與 PCB 的寄生效應。對設計可控阻抗傳輸線路的需求因而增加，
其中也包含建模導孔效應以避免發生介面故障。而接地與功率平面中存在信號雜訊，
因此 IC 故障也越來越多。

傳輸線路與導孔轉換會在發射器和接收器間形成高速信號路徑， 這些路徑稱為 PCB 

互連，如果未適當設計，很容易就會破壞鏈路的信號完整性。您可在眼圖中觀察到
信號失真量。眼圖張開相當於最小信號失真，但系統中的損失與反射可能會造成眼圖
閉合，代表信號出現失真。

解決方案：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的通道模擬器
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通 道模擬 器在暫態模擬 (SPICE) 無法依高速 
鏈路設計要求，有效處理低 BER 邊限至波罩量測時，開始受到廣泛使用。此系
統現在仍是業界通道模擬的標準。Keysight W2308EP Channel Simulator Element 

涵蓋各家不同廠商的發射/接收模型。它使用專屬的演算法進行模擬，確保 S 參數模型
經過準確的處理。

PathWave ADS 提供的工具可因應所有前期布局設計探索挑戰。您可使用 Controlled 

Impedance Line Designer 來計算線路阻抗，並使用 Via Designer 將導孔特性建模。
此外，您可利用積 體電 路最佳 化 功能，來實現最佳鏈路效能， 甚至可用整合式時域 
反射計 (TDR) 分析，來了解信號在何處出現衰減。藉由上述工具，您便可將阻抗不匹配
降到最低，並讓邊限得以提升。

PathWave	ADS	的	
Channel	Simulation
主要優點：

•	 完整的晶片對晶片鏈路	
分析

•	 眼圖分析，包括 BER輪廓
和浴缸曲線顯示

•	 等化器支援，可將自動	
分接最佳化

•	 在不同資料速率下，檢查
多個干擾源的交互干擾	
情形

•	 對抖動放大進行修正處理

頁 15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558415-pn-W2308EP/channel-simulator-element?nid=-34333.1187822&cc=US&lc=eng


挑戰 2：記憶體設計日益複雜   
雙倍資料速率 (DDR) 記憶體設計，一 代比一代複雜。與此同時，模擬和測試配置也
日漸複雜，導致模擬與測試設定時間也隨之增加。如此一來，想要將模擬和測試資
料進行關聯性比對變得更為困難，不但降低了設計可信度，還延長了故障排除時間， 
最終錯過了最佳的產品上市時程。

負責設計記憶體系統的硬體設計人員，必須克服時序 和電 壓 邊 限 不 斷 縮 小 的問 題，
並執行一系列複雜的相符 性量測，以確保記憶體能夠可靠地運作。當我們開始改用 

DDR5 以及更新的技術時，隨機抖動問題也變得更加嚴重。設計人員必須確保記憶體
設計能在超低 BER 下通過接收器波罩測試。 

解決方案：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的 
Memory Designer

Memory Designer 讓工程師能夠事半功倍地設定、萃取電磁模型、模擬匯流排，並執
行相符性測試。設計人員可在模擬與硬體驗 證 階段 使 用相 同 的量 測 技 術。Memory 

Designer 可在 PathWave ADS 中，與新的電路圖元件完全整合在一起，讓您能輕鬆
設定控制器、PCB、連接器、接線端子與記憶體。

PathWave	ADS之	
Memory	Designer的	
主要優點：

•	 新的電路圖元件	
•	 更快的設定和參數化	
•	 自動布線連接
•	 DDR匯流排模擬器，	
可分析信號完整性

•	 新的記憶體探棒	
•	 新的頻閃眼圖 (strobed-

eye diagram)和時脈	
偏差量測

•	 自動 DDR5 相符性測試	
套件和報告產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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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3：在合理時間內，完成準確的信號與電源完整性分析
工程師通常使用電磁技術，對高速通道的損耗與耦合進行精確分析。但隨著資料速率
提高，選擇要使用的電磁技術也變成一道難題。全波通用 EM 模擬工具可在高頻率下
提供出色的準確度。使用 3D 電磁技術進行信號完整性分析時，PCB 設計的規模與
複 雜 度， 是 獲 得 準 確 結果 的主 要限制 因 素。 在 密 集 布線 的電路板上手動進行布局 
簡化、對信號網進行切割及網格最佳化需經過數小時的工程設計，才能在合理時間 

（模擬數小時）內獲得準確的結果。設計人員每次只能驗證電路板的一小部分。相較 
之下，混合模擬器的速度就快上許多，並可擴大電路板上的信號網覆蓋範圍；但工程師 
經常有，模擬結果是否符合量測結果的疑慮。此外，設計人員不確定使用簡化的技術，
是否會遺漏哪些電磁效應？

在現代高速系統中，維持電源完整性 (PI) 已成了一大挑戰，主要是因為兩個因素：更高 
的元件整合度和更低的 IC 電源電壓，以及 PCB 越來越小的尺寸。因此，工程師必須 
使用電源完整性-直流 (PI-DC) 模擬器，來考慮配電網路 (PDN) 的實體配置，以及 PCB

板材的特性，例如導孔所需的板材厚度，以獲得真實的電源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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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的 SIPro

SIPro Signal Integrity EM Analysis Element 可為您的高速 PCB 提供信號完整性 (SI)

分析，以協助您評估信號網的損耗和耦合，並萃取可用於 PathWave ADS 暫態與通道
模擬器的電磁準確模型。信號網驅動 (net-driven) 操作介面是 SIPro 和 PIPro 的通用 
功能，可幫助設計人員快速選擇想要模擬的信號網及功率、接地平面與元件，而且無需
耗費任何時間或精力，即可在模擬前手動編輯或操控布局物件。此外，它還可以自動
設定連接埠。利用此工作流程，設計人員只需輕鬆點擊滑鼠（不到 20 次），便可完成
從布局到獲得結果的流程。

PathWave	ADS	之	
SIPro的主要優點：

•	 快速準確地模擬大型的	
複雜 PCB設計

•	 不到 20次的滑鼠點擊，	
即可完成布局

•	 EM網格域最佳化的	
創新發展

•	 完整的通道分析
•	 EM模型萃取	

解決方案：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的 PIPro

PIPro Power Integrity EM Analysis Element 可為您的配電網路 (PDN) 提供電源完整性 
(PI) 分析，包括直流 壓降 分析、交流阻 抗分析，以 及功率平面共 振 分析。PIPro 的電
磁技術特別針對 PI 應用進行調整，因此比通用電磁工具更快、更有效率。PIPro 使用 

PathWave ADS 中的通用設定和分析環境。

PIPro EM 模擬器套件是考慮 PDN 真實實體布局的完美解決方案。透過專用的 PI-DC 

模擬器，設計人員只需幾秒鐘即可獲得視覺畫面，以便清楚查看所選的電源與接地網
的電壓分配。

PathWave	ADS	之	
PIPro的主要優點：

•	 布局、選定的網路、埠	
和元件的	3D	視圖

•	 直流	IR	壓降分析
•	 功率平面共振分析和	

3D	場圖
•	 完整的結果報告（html	
和	docx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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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電子

功率電子 
解決方案

傳統電子產品最重要的任務是處理資料，
相較之下，功率電子產品則是以處理電力	
為主：發電、變電，並且將電力從電源端	
輸送到負載端。這項技術已廣泛用於各個
產業，包括發電和配電、汽車和消費性電子。

減少能源消耗以及 CO2排放量的需求，帶動
了功率電子元件和電源轉換器技術的進步。
可惜目前依賴矽晶功率元件的應用，成為	
提升轉換效率與可靠性的限制。基於碳化矽	
(SiC)和氮化鎵 (GaN)之寬能隙 (WBG)功率
元件的問世，破除了這些限制，使得新設計
能夠大幅躍進。

頁 19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挑戰 1：切換式電源供應器需要以創新思維開發的 EDA 工具
業界對於更高的效率、更高的功率密度，以 及 更低成 本的要求，帶動了切換式電源 
供應器 (SMPS) 的發展。碳化矽 (SiC) 和氮化鎵 (GaN) 等新的半導體材料具有高效能和
高效率等優點，是推動未來發展的首選。然而，隨著 PCB 布局難度增加，這些高效能
材料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使用「虛擬原型」進行布局後分析，是克服這個挑戰的
理想方法，但工程師須具備使用複雜的通用電磁場求解器的專業知識。

為了測試 現 代 切 換 式電源 供 應器的高 di/dt 信號 緣，工程師需要以創新思維開發的
EDA 工具。傳統的布局前 SPICE 無法考慮電 壓 突波和布局寄生 所造 成的 EMI/EMC 

問 題， 因 此已 不 敷 使 用。您需要加入布局後 EMI 電 路協同模 擬 階段的新工作流程， 
才能找出問題並進行修正。

解決方案：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的功率電子元件庫
PathWave ADS 的功率電子元件庫提供專為功率電子打造的元件，包括支援 SMPS 閉環 
反饋調節的元件。例如，脈寬調變器可同時與暫態卷積和諧波平衡模擬器搭配使用。 
利用元件控制台，您也可輕鬆存取功率電子常用的 PathWave ADS 內建元件。

功率電子元件庫為功率電子設計人員提供完整的獨立工作流程，以便加快進行晶片、 
封 裝 與電 路 板 設 計。PathWave ADS 的「 虛 擬 原 型 」可 於 時 域 與 頻 域 中 進 行 模 擬。 
您可將集總 (lumped) 與分散式元件整合在一起。透過 PathWave ADS，您甚至可有效
率地取得週期性穩態解決方案。

PathWave	ADS之	
功率電子元件庫的	
主要優點：

•	 減少昂貴、耗時的電路板
設計

•	 無需建立和測試原型，即
可分析設計效果

•	 完整電源生態系統的端對
端模擬

•	 準確地模擬電磁干擾
•	 擷取邏輯閘的類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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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的 PEPro

PEPro 是適用於 SMPS 設計的新一 代電磁電路協同模擬平台。PEPro 將電磁與電路 
模擬緊密整合在一起，徹底革新了用於發電與輸電、航 太 與國 防、汽 車、資 料中心、
消費性電子產品，以及物聯網應用的電源轉換器設計。

過去，業界只能依賴電磁模擬專家來進行電磁分析。現在，PEPro 提供的預測性專家
設定，將電磁分析變得跟電路模擬一樣的輕鬆簡單。此外，它還提供電壓突波和電磁
干擾 (EMI) 等建模前效果分析。

PathWave	ADS之
PEPro的主要優點：

•	 新的操作介面可簡化	
布局後分析

•	 電磁分析和模擬控制器的
自動最佳化設定

•	 分析、調整並最佳化電磁
電路協同模擬

•	 透過電路激發功能查看	
電流叢聚情形

解決方案：PathWave 元件建模 (IC-CAP) 的功率電子模型
功率電子模型 (Power Electronics Model) 是先進的元件建模軟體工具，可完全滿足對 
離散半導體功率電子元件進行模型萃取的需求。它為元件建模工程師和電路設計工程師 
提供最先進且可客製的軟體環境，以滿足所有建模需要，包括資料圖像化、模擬、最佳化、 
驗證和產生報告。目前的版本針對特定離散功率電子的小型與電路模型，包括 GaN 

高電子遷移率電晶體 (HEMT)、Si/SiC 功率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應電晶體 (MOSFET)，
以及絕緣閘雙極電晶體 (IGBT)，支援簡單、快速且高度準確的自動建模萃取。

PathWave	元件建模
(IC-CAP)之功率電子	
模型的主要優點：

•	 針對 GaN離散和 IC元件	
提供符合產業標準的	
ASM-HEMT模型支援	

•	 自動匯入量測資料（例如
直流、定電壓和 S參數）

•	 快速的資料圖像化
•	 溫度相依建模
•	 報告產生功能
•	 功率電子設計之完整工作	
流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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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建模

元件建模 
解決方案

半導體產業持續面臨必須將產品效能
與良率最大化、縮短上市時間，並且
降低生產成本等種種挑戰。隨著元件
尺寸越來越小，使用準確的模型並	
控制元件處理效能之統計變數，變得
越來越重要。傳統電路的運作頻率，
也已擴展到射頻與微波頻率範圍。	
準確的元件建模，對於實現電路模擬
收斂和準確性至關重要。電路設計人員
需要能夠在直流及射頻和微波頻率	
範圍內，準確預測元件特性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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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以 GaN 技術執行熱效應與複雜電路建模  
氮化鎵 (GaN) 技術具備優異的功率、尺寸和效率優勢，隨著 5G 和雷達應用的需求漸增，
產業開始廣泛使用相關技術。元件尺寸越來越小，但晶片元件數卻越來越多，電路也
因此 朝高頻率方向演進。受到元件電力特性的陷捕和熱效應影響，GaN 元件建模也 
極富挑戰性。設計人員需要軟體工具來執行必要量測，並且萃取 GaN 元件。 

解決方案：PathWave 元件建模 (IC-CAP)
PathWave 元 件建模 (IC-CAP) 是 適 用於半導體 元 件建模的使 用者可程控 通用業界
標準。使 用者可編寫客製萃取例行作業、建立使用者介面對話，並自動化萃取流程。
PathWave 元件建模 (IC-CAP) 可為複合式半導體元件提供最先進的建模技術。

PathWave	元件建模
(IC-CAP) 主要優點：

•	 先進的圖形操作介面 (GUI)	
•	 用於資料後處理的 PEL 和

Python程式設計	
•	 高效率的資料管理	
•	 有多種業界標準模擬器	
可供選擇

•	 13 種強大的最佳化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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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PathWave 模型建構器
PathWave 模型 建構器是完整的矽晶統包式元件建模軟 體。整合了元 件模 擬、模 型 
參數萃取和最佳化。PathWave 模型建構器支援所有常用的小型模型，包括直流、交流
和射頻應用所需的最新 BSIM-CMG、BSIM-IMG 與 BSIM6。利用其開放式介面，您可
自訂最佳化流程、進行元件目標定義，並獲得可定義 GUI 操作的功能。

PathWave	模型建構器
的主要優點：

•	 完整的模型萃取解決方案
•	 預先定義的高電壓元件	
建模樣板

•	 可製造性設計 (DFM)與	
布局元件建模功能

•	 同時將巨集變數和模型	
參數最佳化

解決方案：PathWave 模型 QA

SPICE 模型驗證是元件建模設計流程中的重要步驟，但很難自動執行。PathWave 模型
QA 是符合業界標準的 SPICE 模型簽發 (model signoff) 和驗收測試軟體。使用者可透過
自訂知識檢查例行工作，輕鬆找出模型問題。PathWave 模型 QA 可自動執行比較和記錄，
並運用先進處理技術來確保設計成功。 PathWave	模型 QA的	

主要優點：

•	 整合了多組規則，以確保	
SPICE	模型的準確度

•	 可完全自訂的規則與	
檢查功能

•	 快速量測 QA、模型比較，
以及邊際模型	QA

•	 強大的方程式檢視器

頁 24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https://keysight.com/find/eesof-mbp
https://keysight.com/find/eesof-mqa
https://keysight.com/find/eesof-mqa


解決方案：PathWave WaferPro

PathWave	WaferPro	的
主要優點：

•	 現代化且直覺的操作介面
•	 自動溫度和定位控制
•	 豐富的半導體元件配置庫
•	 透過 Python和其他程式	
語言，自訂驅動程式和測試

•	 晶圓資料對映檢視器

PathWave WaferPro 程控測試軟體可針對電晶體和電路元件等半導體元件執行晶圓級
量測。它還可與各種儀器和晶圓探棒搭配使用。透過此軟體，使用者便可輕鬆快速地
設定並執行自動晶圓級量測。

如需應用說明、影片、白皮書等資源，請瀏覽：
www.keysight.com/find/design-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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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資產最佳化服務是德科技測試資產最佳化服務可即時擷取有效的測試資產
運用與狀況資料，大幅減少資金支出與運作成本。PathWave Asset Advisor 可依
位置、使用者、韌體、軟體版本等，辨識資產的「真實」情況。此為資料導向資產
最佳化計畫的核心，可顯著提高測試投資報酬率。

測試即服務依 據 無 線標 準 與 規 範 進 行 設計 的 挑 戰 越 來越高。是德科技測試即 
服務 (TaaS) 可幫助您克服測試複雜性升高、預算增加，以及技術資源短缺的挑戰。
我們的品質測試實驗室和專家，可讓您率先滿足最新的相符性要求。

技術更新服務不論您是想要轉移到新技術、延長現有系統的壽命，或是開發新的
專案，是德科技都有相對應的解決方案。技術更新服務讓您能夠以經濟有效的方
式，輕鬆更新您現有的資產或是進行舊換新，以獲得可滿足您的新需求的測試設備。

是德科技服務

支援、 提升。縮短產品上市時間，並減少代價高昂的意外停機時間和專案延遲。
KeysightCare 完整的顧客服務，提供各項硬體、軟體及技術支援，遠超出基本 
合約的保固範圍。

KeysightCare 具有下列優點：

• 快速且可預測的回應時間
• 大幅縮短解決問題的時間
• 快速諮詢技術專家並獲得專業知識
• 主動更新
www.keysight.com/find/Keysight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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