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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DC偏置分接头的1.2GHz巴伦

超低功耗无线微控制器在贸泽开售

MiniRF的MRFXF5713新型高性
能微型巴伦比竞品小65%，可节省偏
置组件、电路板空间，并最大限度减
少了直流问题。凭借400mA的直流电
流、23dB的回波损耗和出色的相位/幅
度匹配，MRFXF5713是任何DOCSIS
推挽式驱动器改善输出的关键部件。

STMicroelectronics（ST）的STM32WB无线微控制器
支持Bluetooth 5.0、ZigBee 3.0和
OpenThread 连接，适用于各种物联
网（IoT）应用，包括可穿戴设备、
家居安防产品、智能照明、健身和医
疗器械、工业以及资产跟踪设备。ST
STM32WB采用ST的低功耗STM32L4
微控制器，并具有丰富的节能外设。
它具有多个节能模式，包括自适应电压调整、13nA关断模式
以及自适应实时加速度计，无需等待即可执行闪存内的代码。
此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2.4 GHz无线电发射器，优化了低功耗
和高射频性能。还具有出色的安全功能，包括公共密钥认证、
客户密钥存储以及椭圆曲线加密引擎。

超低功耗无线MCU
Redpine Signals的RS14100 WiSeMCU系列是儒卓力提供
的首款具有多协议无线子系统的无线
安全MCU。RS14100系列为电池供电
的物联网设备提供了业界最低功耗，
可以同时运行多种协议，包括802.11a/
b/g/n（2.4GHz和5GHz），双模蓝牙5
以及用于Thread和Zigbee的802.15.4。
RS14100系列的片上应用程序管理器
基于具有最高180MHz高效性能和多达
4MB闪存的ARM-Cortex-M4，同时提供多种电源模式，可根
据需要控制操作系统的功耗。这些超低功耗SoC和模块可实现
低于50μA的最低Wi-Fi待机相关功耗，Arm-Cortex-M4可提供
低至15μA/MHz运行功耗。

2kw射频功率LDMOS晶体管

Ampleon基于其成熟的第9代高压LDMOS工艺技术派生
出Advanced Rugged
Technology（ART），
并借此开发出新系列射
频功率器件中的首款产
品。这个新工艺的开发
旨在用于实现极其坚固
的、工作电压高达65V
的晶体管。首款采用该
工艺的产品ART2K0FE是一款2kw的晶体管，其频率响应为0至
650MHz，采用气腔陶瓷封装。其设计能够承受工业、科学和
医疗（ISM）应用中常见的最恶劣的条件，可用于驱动大功率
二氧化碳激光器、等离子发生器和一些MRI系统。ART器件之
所以适用于这些应用，是因为其可以处理65V条件下高达65:1
的驻波比（VSWR）失配，而这在二氧化碳激光器和等离子发
生器工作时可能碰到。

用于5G无线电同步的时钟产品
S i Ti m e 宣 布 量 产 E l i t e P l a t f o r m 温 度 补 偿 型 振 荡 器
（TCXO），满足IEEE 1588
规定的5G/4G+无线电同步
要求，使无线服务提供商能
够对其网络进行升级换代。
5G无线电将部署在室外环境
中，比如路灯柱、建筑物、
交通信号灯上。它将暴露在
高温和温度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因此可能导致无线电无法同步
的现象，从而造成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远程医疗等服务发生
中断。SiTime的MEMS SiT5356/7 Super-TCXO在-40℃到105℃
的温度范围内提供±100ppb的稳定性和±1ppb/℃的频率斜率
（ΔF/ΔT）等业界领先性能。

无线充电解决方案
大联大控股旗下诠鼎推出基于Semtech的LinkCharge 40
的40W无线充电解决方案。
Semtech无线充电产品组合已经
改变了传统的连接性，不仅可以
在任何环境下为符合标准的移动
电话和平板电脑提供无线充电功
能，而且还提供各种无线电源发
送器和接收器平台，适用于直接
和间接充电应用以及标准兼容和
非兼容系统，其丰富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极大的满足了人们对
于持续连接的需求。

5G毫米波半导体晶圆探针测试解决方案

NI与东京电子、FormFactor和Reid-Ashman合作开发的5G
毫米波晶圆探针测试解决方案。可解决与5G毫米波晶圆探针
测试相关的技术挑战，有助于半导体制造商降低5G毫米波IC
的风险、成本和上市所需的时间。毫米波频率的新特性正在挑
战传统探针技术的信号完整性，传统探针技术包括探探针接口
板（PIB）、探针塔和探针板。NI、TEL、FormFactor和ReidAshman合作推出了一种直接的对接探针解决方案，该解决方
案简化了信号路径，改善了毫米波应用所必需的信号完整性，
并且支持顶部和底部负载探针应用。该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要
素是NI半导体测试系统（STS），该系统最近为5G功率放大
器、波束成形器和收发器增加了多站点毫米波测试功能。该解
决方案的一个主要优点是模块化，允许复用软件以及带混合搭
配毫米波无线电头的基带/IF仪器，以解决当前和未来受关注
的毫米波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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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波测试解决方案加速5G商用
NI推出毫米波矢量信号收发仪（VST），以解决5G毫米
波RFIC收发仪和功率放大器带来的测试挑战。NI的毫米波测
试解决方案可以在研发实验室和大批量生产环境中解决这些挑
战。该解决方案可以提供：高质量测量，以满足实验室严格的
技术要求；一种架构，旨在满足毫米波芯片生产测试的特定需
求；统一的软件体验，简化了测量和自动化。NI的解决方案采
用毫米波VST，结合了射频信号发生器、射频信号分析仪和集
成开关，频率高达44 GHz的1 GHz瞬时带宽。除了实验室中现
有的基于PXI的表征系统外，该仪器本身可以集成到NI半导体
测试系统（STS）中，从而在大批量制造应用中进行部署。选
择基于模块化PXI平台的测试仪可帮助采用STS的工程师将新
的测量功能（如5G）快速集成到测试单元中，从而提高成本
效益并降低推迟上市时间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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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效益的nRF9160开发套件

面向毫米波5G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

Nordic Semiconductor
的nRF9160开发套件
（DK）是一款单板硬件
开发平台，提供了全部必
需工具让用户能够评测和
开发基于nRF9160系统级封装（SiP）器件之应用固件。这款
套件支持LTE标准、M1和NB-IoT，并且具有全球兼容性。
nRF9160开发套件包含支持690至960MHz和1710至2200MHz频
段的LTE天线，并且具有内置GPS的nRF9160型款的专用GPS
天线，还有一个用于蓝牙5、蓝牙Mesh和IEEE 802.15.4协议(比
如Thread或Zigbee)的2.4GHz天线。

ADI推出一款面向毫米波5G基础设施的新型解决方案，该
解决方案拥有目前最高的集成度，旨在降低下一代蜂窝网络基
础设施的设计要求和复杂性。此解决方案整合了ADI的先进波
束成形IC、上/下变频（UDC）和其它混合信号电路。新型解
决方案包括16通道ADMV4821双/单极化波束成形IC、16通道
ADMV4801单极化波束成形IC和ADMV1017毫米波UDC。24
至30GHz波束成形+UDC解决方案构成了一个符合3GPP 5G NR
标准的毫米波前端，支持n261、n257和n258频段。高通道密
度，加上支持单极化和双极化部署的能力，极大地增强了针对
多种5G用例的系统灵活性和可重构性，而同类最佳的等效全
向辐射功率则扩展了无线电覆盖范围和密度。

有源器件调制失真表征软件

开源测试自动化平台OpenTAP™

是德科技推出S93070xB调制
失真表征应用软件。该软件作为
是德科技PNA-X矢量网络分析仪
的选件，支持通过单次连接一键
式完成当前的矢量网络分析仪测
量。S93070xB提供了以下关键功
能：更宽的系统动态范围（更低
的本底噪声）使剩余EVM变得极低，可以不受测试系统的限
制，完整地表征器件性能；采用高性能网络分析仪（PNA）校
准技术，提高被测器件（DUT）输入的信号保真度；通过轻松
校准，实现“经过矢量校正的”EVM测量；矢量网络分析仪
（VNA）校准技术确保客户获得一致、可重复的测量结果。

是德科技与诺基亚联合推出开源测试自动化平台
（OpenTAP）。OpenTAP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开源体系结
构，希望增强并推动测试与测量生态系统加速开发自动化解
决方案。自动化解决方案已在5G网络设备制造中取得非常
耀眼的成功。OpenTAP倡导轻松进行自动化测试，这一理
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开发人员不断加入。其核心技术是测试
序列器，参与者将会持续不断地为其添加新的插件和解决方
案，从而加速完成测试开发、增添新功能和优化测试。有了
这些优势以及开放共享核心技术所带来的更大的协作空间，
OpenTAP 极大地鼓舞了开发人员在测试测量和其他领域打造
创新型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信心。当前的测试经常出现脱节，
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自行开发测试，并且占用宝贵的开发
和支持成本。为了寻求突破，是德科技与诺基亚确立了共同
的目标——创造新的规模效益，加快推出自动化测试解决方
案，让被测产品快速进入市场。

矢量网络分析仪
是德科技推出新一代矢量网络分析
仪，该产品具有出色的动态范围、迹线
噪声和温度稳定性，并配备丰富的应用
软件，能够实现可靠和可重复的测量，
支持工程师始终如一地实施全方位器
件表征。新型E5080B、P50xxA系列和
M980xA系列具有极其出色的功能和性
能，分别是台式、USB和PXIe形式。这
些新型分析仪将内置脉冲发生器、调制
器以及频谱分析和时域分析功能融为一
体，无需其他测试硬件即可完整地表征
现代化设备，显著节省测试时间。它们
将帮助客户：简化测试系统，加快对测
试系统的重新配置和校准；减少测试系
统中的部件数量，最大限度地减少维护
和停机成本；简单、方便地自动完成设
置，加快测试速度，提高测试吞吐量；
避免使用额外连接和外部开关时所带来的损耗，提高测试精
度；定制硬件，轻松适应未来的测试要求。

10W Ka波段GaN放大器

Qorvo推出MMIC功率放大器TGA2222，该放大器在3238GHz频段提供超过10瓦饱和功率。这款MMIC产品具有高可
靠性和高效率，支持客户在重要国防应用中实现性能目标，同
时降低成本。以Qorvo超可靠的碳化硅基氮化镓技术为基础，
TGA2222提供16dB大信号增益、25dB小信号增益以及大于
22%的行业领先的功率附加效率。它以更小的芯片提供这种扩
展的RF功率，减少了组件的尺寸、重量和数量，为国防应用
提供简单但强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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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混合信号RF转换器平台
ADI混合信号前端（MxFE™） RF数据转换器平台结合了
高性能模拟和数字信号处理功能，适用于一系列无线设备，例
如4G LTE和5G毫米波无线电。AD9081/2 MxFE平台允许制造
商在与单频段无线电相同的占板面积上安装多频段无线电，使
当今4G LTE基站的通话容量提高3倍。凭借1.2GHz通道带宽，
MxFE平台还支持无线运营商为其蜂窝塔增加更多天线，以满
足新兴5G毫米波的更高无线电密度和数据速率要求。通过将
更多频率转换和滤波处理从模拟域转换到数字域，AD9081/2
为设计人员提供了软件配置能力来定制其无线电。MxFE平台
可满足5G测试和测量设备、宽带有线视频流、多天线相控阵
雷达系统、低地球轨道卫星网络中其他宽带应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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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小基站前端解决方案
Qorvo面向6GHz以下的无线基础设施市场推出新型的高能
效、小基站前端解决方案。该产品显著提高了效率，使基站制
造商能够强化现有的4G LTE基础设施，获得更高带宽、覆盖
率、吞吐量和容量，特别是对于高密度、高流量的地区。新解
决方案包括：频段3 QPA9903功率放大器、频段8 QPA9908功
率放大器，以及QPL9098 4-6GHz旁路超低噪声放大器。功率
放大器提供34%功率附加效率，让主要针对高流量区域的以太
网供电小基站架构得以实现，例如地铁、火车站和体育场，或
者高服务质量的企业内部应用。该功率放大器可以使用DPD算
法轻松线性化，其性能优化之后，支持宽带多载波信号（相对
于单载波20MHz信号）。此外，这种高度可靠的功率放大器可
以处理输出时信号高度不匹配的问题——高达20:1的VSWR。
坚固耐用的封装能够承受多种严苛环境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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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标准无线发射接收线圈

覆盖X频段至Ka频段的矢量信号收发仪

Vishay推出14款行业标
准屏蔽尺寸的新产品：八款
单线圈发射器（Tx）、三款
三线圈发射器（Tx）和三款
单线圈接收器（Rx），扩充
其Qi标准无线充电发射接收
线圈。这些产品可供设计人
员用于手持电池供电设备尺寸最流行的Qi无线充电中。Tx线
圈类型包括A11、A6、MP-A9、MP-A6、MP-A4和MP-A2。
发射线圈额定功率为5W至15W，接收线圈额定功率为3.5W和
5W。线圈符合RoHS标准，工作温度-40℃至+125℃，电感公
差为+10%。所有配置可根据客户的规格要求定制。

NI推出PXIe-5831矢量信号收发仪（VST），进一步解决
了X频段、Ku频段和
Ka频段的雷达和卫星
通信组件和系统的上市
时间挑战。为满足电子
战场和卫星通信等领域不断增长的需求，频谱资源利用日益
紧张，工程师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在更高频段下完成雷达以
及SATCOM系统的原型设计，并对其进行验证和测试。PXIe5831 VST具有模块化毫米波头，并将VST产品家族的频率扩
展至高达44 GHz。它为信号生成和分析提供了1 GHz的瞬时带
宽，并具有高性能FPGA，因此用户可以更快速、更高效地进
行测量、实时信号处理和高速数据传输。

碳化硅基氮化镓射频功率放大器

自适应计算加速平台

能讯半导体交付可用
于5G基站的新款碳化硅
基氮化镓射频功率放大器
D1H27420E1。该产品工作
频率范围2515-2675MHz，
全频段内饱和功率达到
355W，平均输出功率55W
时，其线性增益为13.4dB，
开环线性小于-30dBc，线性效率为51%。D1H27420E1采用非
对称Doherty设计，工作电压48V，封装形式为陶瓷780-4。其
更高的效率减少了电路板上的功率损失，有效的改善了系统的
热设计，非常适合5G通信中的宽带应用。

Xilinx已开始交付Versal™ AI Core和
Versal Prime系列器件。Versal是业界首款自
适应计算加速平台（ACAP），这是一款具
有革命性意义的新型异构计算器件，其功
能远超传统的CPU、GPU和FPGA。ACAP
可在软硬件两个层面随时进行更改，从而
动态地适应数据中心、汽车、5G无线、有线以及国防市场的
广泛应用与工作负载需求。Versal ACAP的体系架构从构建伊
始即可支持软件可编程，拥有高度灵活的、每秒传输速率高达
数兆比特的片上网络（NoC）。NoC无缝集成所有引擎和关键
接口，使得该平台在启动时即可使用平台的各项资源，并且方
便软件开发者、数据科学家和硬件开发者等进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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