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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無線收發器 
以實現突破性的  5G 連接

5G 的大規模部署，有賴於突破性技術、傳輸方式和調變機制的問世。要充分發揮 

5G 效用並進化到未來版本則必須仰賴新一代的收發器設計。

Eridan Communications 是無晶圓半導體科技公司，專精於 5G 通訊裝置與韌體的

開發。該公司的產品支援極靈活的無線通訊系統調諧範圍與通訊協定，同時還可維

持高效率運作。

Eridan 在其 Eridan MIRACLE 收發器中添加了這些功能。MIRACLE 收發器還提供

寬廣的調諧範圍、頻譜效率和電氣效率。它可在任何頻率下，於 UHF/蜂巢式/Wi-Fi 

網域內，透過任何調變類型，為手機或小型基地台提供功率輸出。Eridan 結合使用

省電切換電路和氮化鎵（GaN）電晶體，以建構高效能和高準確度的 MIRACLE 的

收發器。

公司簡介：

• Eridan Communications, Inc.

關鍵問題：

• 設計高效率 5G 收發器

• 以相同的頻寬傳輸更多

資料

解決方案：

• 先進設計系統（ADS）

• 89600 VSA 軟體

結果：

• 收發器元件提供符合 3GPP 

標準的 LTE 上行鏈路，具備 

47 到 52 dB 的 ACLR，並可

維持 50% 的功率效率。

• MIRACLE SM3 以大於 40 dB 

的 SNR 及小於 0.5% 的 EVM 

傳遞 14-bits/symbol、16K 的 

QAM 信號。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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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功率和頻譜的有效利用

隨著使用者更迫切地要求更快的無線資料速率，未來 5G 能否成功，有賴於透過小區段可

用頻譜傳輸大量資料的頻譜和功率效率。5G 競賽已開始白熱化，裝置製造商面臨著在更短

的時間內提供更有效解決方案的壓力。

Eridan Communications 透過一個方法來解決頻譜可用性問題。挑戰 — 設計可增加 50% 功

率效率的 LTE 收發器模組。新的設計需在任何頻率上及 UHF/蜂巢式/Wi-Fi 網域內，透過所

有調變類型，為手機或小型基地台提供功率輸出，並同時支援 5GNR、LTE、W-CDMA、 

EDGE、GSM 等格式。在此架構下，新設計也必須在不犧牲信號品質的情況下，在可用頻

寬中傳輸更多的資料。

解決方案：模擬並分析收發器效能

為了加速設計流程，Eridan 選擇使用是德科技的 5G 相符性模擬軟體和量測工具。該解決

方案包括以下關鍵元件：

• Keysight EEsof EDA 先進設計系統（ADS）

• ADS 諧波平衡元件

• ADS 電路波封元件

• 89600 VSA 軟體

Eridan 設計工程師使用 ADS 軟體來開發基於氮化鎵（GaN）技術的切換式發射器。ADS 的

電路波封元件可有效分析數位調變和射頻暫態激發。ADS 諧波平衡元件則可最佳化穩態非

線性分析。如此一來，Eridan 團隊可快速設定模擬程序，以探索設計理念並預測模組效能

（參見圖 1）。

圖 1：Eridan 團隊使用完整的電路模擬和 EM 分析工具，來全面考量接收器和天線之間的所有動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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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00 VSA 軟體提供向量信號分析功能，方便設計人員以包括 16K QAM 在內的各種調

變機制，完整分析收發器效能。89600 VSA 軟體支援各種是德科技量測儀器，因此 Eridan 

可以比較量測和模擬結果、進行完整的數位調變分析，並精確找出缺損成因（參見圖 2）。

結果：資料容量大幅增加

Eridan 使用 Keysight ADS 和 VSA 軟體，以革命性的頻寬和功率效率，實現先進的功率

收發器模組。MIRACLE 提供了前所未見的系統效能，以及「隨時傳輸任何信號」的靈活

性（參見圖 3）。

圖 2：5G NR/Pre-5G 調變分析程式庫是 89600 VSA 軟體的一部份它可在單次量測中提供時域、

頻域和調變域分析

圖 3：MIRACLE 收發器提供體積輕巧的薄型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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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dan 使用前述軟體來開發基於 GaN 的切換式混頻器調變器（SM3）技術。在重新組合

成一個超高效率寬頻 SM3 調變器之前，其電路架構可單獨放大相位和振幅 。

如此一來，發射器元件能以 47 到 52 dB 的相鄰通道洩漏比（ACLR），提供符合 3GPP 

標準的 LTE 上行鏈路和下行鏈路效能，並維持 50% 的功率效率。

MIRACLE SM3 技術也展現了前所未見的頻譜效率，以大於 40 dB 的信噪比（SNR）、

小於 0.5%（參見圖 4）的誤差向量振幅（EVM），傳遞 14-bits/symbol、16K 的 QAM 

信號，並維持 50% 的功率效率。這意味著單一通道可提供比目前標準信號高出一倍的

資料容量，而且可為未來的 8 bps/Hz 信號，提供高出 75% 的資料容量。

展望未來

MIRACLE 功率收發器模組的軟體射頻架構，使其能夠快速因應新的無線標準對頻率分

配、更寬的頻寬，和日益複雜之調變機制的要求。

為了支援現有及未來的需求，我們的軟體 — ADS、89600 VSA 等，將持續跟上最新潮

流，以符合最新的無線標準規範。我們誓言協助電子工程師在無線通訊世界中，加速

獲得創新洞察力。

圖 4：16K QAM 信號以 84 Mbps 傳遞的關鍵 EVM 效能約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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