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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OM
促进 5G 实施
5G 的推出需要依赖射频
和光学半导体技术、
基站系统架构和网络拓扑
等先进技术。
Doug Carlson, MACOM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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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即将在全球推出 5G 无线基础设施的文

关

章已有很多。预计这将对从移动设备连接

和固定无线服务到运输，工业和娱乐应用甚至之
外等的各方产生全面的变革性影响。通过将比现
在快 10 到 100 倍数据速率结合具有处理未知数据
流量的能力，全球 5G 网络预计将提供几乎即时
的连接，以及看似无限的带宽弹性，这将涵盖包
括人员，自动驾驶汽车，物联网设备，工业系统
和民用基础设施。
在能够开始大规模部署 5G 之前，人们必须
解决令人生畏的技术和监管问题。但是，这些挑
战具有好的方面，它们为运营商提供了一个巨大
的机会，他们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网络基础设施，
在爆炸性的数据增加中实现带宽，功率，管理和
成本效率的持续改进。从而，5G 的全球通信基础
设施将引入全新的，自上而下的视角，从射频和
光学芯片到基站系统架构和网络拓扑结构。
发展 5G 的努力与用于空中交通管制和天气
监视的民用雷达的并行演变并不是巧合。精简和
改进雷达基础设施的努力正在为商业 5G 技术和
部署战略提供信息。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民用
和商业计划的最终目标是相似的 ：创建可扩展，
经济高效且高度集成的天线技术，可实现更快，
更准确和更灵敏的发送和接收功能。对于民用雷
达，这确保了对飞机和天气系统的扩展视野，而
对于 5G，它增加了用户覆盖范围。
在美国，这两项努力都是通过政府资助，跨
机构规划和协调进行支持。其目的是将国家雷达
基础设施整合到一个多功能平台上，同时释放
左图是室内平面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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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OM可扩展的平面阵列（SPAR）平板

宝贵的无线电频谱，以便重新分配到商用 5G 无
线服务中。该计划称为频谱高效国家监视雷达
（SENSR），汇集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国防部（DoD）
和国土安全部（DHS）。

借鉴民用雷达
雷达天线的最新发展之一是引入了基于平板
的平面相控阵雷达，用于空中交通管制和天气跟
踪应用。这一突破为大规模 MIMO（多输入，多
输出）5G 系统的架构和组件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模
板。利用高度集成的天线子系统以及批量的规模
化商业封装和制造技术，可以使与 5G 部署相关
的人员花费很少的时间来构建平面阵列，并且这
些阵列可以灵活地定制和扩展以便部署于广泛的
应用环境之中。这将是传统阵列架构成本的五分
之一，正如针对民用应用的第一代可扩展平面阵
列（SPAR）平板所证明的一样。
由于万向轴旋转，当前一代传统的、机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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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干波束形成能力，因此大规模 MIMO 阵列
中的每个发射和接收元件都可以与其他阵列
协同工作。这在用户方向上非常有益
的并且动态地增加发射功率和接
收器灵敏度，同时减轻来自
其他源的噪声，干扰和反
射。在人口密集的地区，
这种方法克服了带宽和
容 量 的 限 制， 同 时 减
轻了多路径问题。
相干波束形成大
规模 MIMO 的另一个优
点是，通过利用数字相控
阵，它在延迟，宽带性能和
多频带天线的使用方面，可以
完胜传统的固定波束大规模 MIMO
架构。这样的结果就是卓越的频谱效率，
从而成为以更低的实施成本，为更多用户提供
更广泛覆盖区域和更高服务质量的关键。
MACOM的8英寸硅晶圆
可在批量生产中提供成
本效益

纵的空中交通管制雷达的缺点是重复率较慢。平
面相控阵雷达通过使用数百到数千个发射和接收
元件组成的固定阵列进行电子扫描，从而解决了

GaN 和 MMIC 的进展
不仅仅是基站架构和波束成形技术的发展正

这个缺点。此外，平面阵列除了跟踪传统飞机之外，

在帮助 5G 基础设施的部署。半导体和封装技术

还可以很容易地跟踪天气模式和无人驾驶飞机系

也有进步，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引人注目的优势。

统。由于这种普遍性，许多雷达功能都集成到经

对于大规模 MIMO，特别是对于更高频率，

济有效的单一多功能平台中。

天线配置必须紧密集群，从而需要保留可用的

预计 5G 大规模 MIMO 天线将与其基于雷达

PCB 空间。解决这些限制的一种方法是从使用分

的同类采用相似的架构。这意味着发射和接收元

立 IC 和单功能 MMIC 的 5G 基站设计切换到采

件的数量将远远超出当前 MIMO 配置中的 2 到 8

用多功能 MMIC 的设计。

个天线，并且可以任意扩展到 64 到数百个天线。
平面空中交通管制雷达阵列与 5G 基站之间
的相似性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天线架构层。两者都

除了多功能集成提供的节省空间的优势之
外，还可以通过减少单个芯片封装，设计复杂性，
测试和装配工作来降低成本。同时，减少接口数

很 显 然，GaN-on-silicon 比 GaN-on-SiC 更 有 优 势 的 地 方 在 于， 硅 上 具 有
能够集成更多的功能的潜力。多功能集成可以大大节省空间，制作出超小型
MMIC，并且实现在单芯片上 GaN 器件与 CMOS 器件的同质集成。此外，还
可以通过减少单个芯片封装、设计复杂性、测试和装配工作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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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以提高整体的机械可靠性。

这里举例说明以下这些优点，与同类其他开

随着所有这些因素的发挥作用，硅上 GaN

关相比，分立异质结 AlGaAs p-i-n 二极管开关可

（GaN-on-silicon）成为主流的应用恰逢其时。由

将高频插入损耗减半。这一优势可以转化为更高

于具有 8 英寸和 12 英寸晶圆的可扩展性，该技术

频段更可靠的系统性能。

有望提供成本效率，这在可扩展的规模生产水平
上远远超出了碳化硅（SiC）上 GaN（GaN-on-SiC）， 光学的机会
从而极具成本效益，同时还提供了 LDMOS 无法
实现的性能指标。
与 LDMOS 相比，优势显著。功率效率提高

为了应对未来网络数据流量的大幅增加，新
兴的 5G 网络架构预计将更加依赖于从网络骨干
到基带处理以及天线的高速光学互连。这种架构

70% 以上，单位面积功率提高 4 到 6 倍，并且具 （我们称之为从光纤到天线）可以减少铜缆布线，
有更高频率的可扩展性。同时，全面的测试数据

因为新的光纤会部署进入更深层次的网络。

肯定了硅上 GaN 器件符合严格的可靠性要求，并

无线前传是光学半导体和封装技术创新最佳

且可以复制甚至超过 SiC 上 GaN 制造的同类产品

成本结构可能如何改变当今无线网络拓扑结构的

的 RF 性能和可靠性。

一个典型例子，目前这种拓扑结构可以从远程无

硅基氮化镓在硅片级集成更多功能的可能性
方面显然优先于 SiC 上 GaN。这种可能性可以产

线电单元扩展到基带单元。
我们预计新的 100Gbit/s，单波长 PAM-4 DSP

生额外的空间优化，从而实现超紧凑的 MMIC ； 和先进的硅光子技术，将可以为集中式 / 云无线
还可以在单个芯片上实现 GaN 器件和基于 CMOS

接入网络架构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 100G 光互连。

器 件 的 同 质 集 成。 后 者 为 多 功 能 数 字 辅 助 RF

这将大大简化远程无线电单元的设计和维护，其

MMIC 打开了大门，这些 MMIC 可以包含片上数

中处理智能转移到集中管理，维护和冷却的基带

字控制和校准，片上功率分配网络以及更多。

单元，这些将在很远距离为多个远程无线电单元
提供服务。

高性能开关

以前，通用公共无线电接口协议可以简化集

射频开关或者以分立元件或者以前端模块的

中式 / 云无线接入网络架构，但数据传输速度会

形式与 LNA 和控制器集成，将在 5G 无线基站性

低于标准。缩小这一差距的方法是云数据中心采

能中发挥关键作用。有多种基础半导体技术可供

用 100G 连接，这一举措使得 100G 成本结构得到

选择，设计人员需要为所需的系统功能选择最佳

缩减。无线运营商现在已准备好利用 100G 互连

的半导体结，同时密切关注节省宝贵的空间并最

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来实现无线前传，为 5G 数据

大限度地降低功耗和相关成本。插入损耗是一个

流量做好准备，同时实现灵活的集中 / 云无线接

关键的性能指标 ：插入损耗性能每增加十分之一

入网络架构，旨在实现未来的无缝可扩展性。

都可以转换为范围的扩展和用户覆盖的扩大。
对于高功率 5G 天线中的前端发送 / 接收拓

射频和光学半导体技术，基站系统架构和网
络拓扑结构的并行发展，正汇聚一起来推动无线

扑，使用 AlGaAs 和基于异质单片微波 IC（HMIC） 网络行业朝着 5G 连接的道路前进，从而实现更优
的开关技术可以实现极低的插入损耗。这些技术

雅，集成且更具成本效益的无线基础设施。借助

支持高频操作以实现更宽的带宽，可能有助于最

从民用和商用技术领域所汲取的创新技术，系统

大化接收灵敏度和天线覆盖范围，同时保持发送

设计人员和网络架构师已经完全可以为 5G 网络

/ 接收信号的完整性。此外，通过降低功率损耗，

基础设施实现更高水平的功能，性能和设备集成，

这些技术可能实现更低的补偿，从而进一步简化

同时简化从核心到天线的整个网络的数据流。

RF 信号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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