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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任务
在为  5G或宽带卫星链路设计复杂的射频前端或完整的射频

系统时，通常会先使用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工具进行链

路仿真，在设计和实现过程中希望将迭代次数降至最低，力

求 “一次通过”

由于新技术变得更加复杂以及需要更大带宽，在仿真过程中

使用真实的目标信号将会给设计带来很大的帮助。理想情况

下，您可以在仿真中使用像误差矢量幅度  (EVM)  等关键性

能指标  (KPI)来评估系统级性能，以便在实际应用中实现高

数据吞吐率。

以往方案中您需要自己考虑如何关联  EDA仿真结果与后续硬

件上使用例如 5G或Wi-Fi这类标准信号或自定义的卫星链路

信号所得到的实测结果。

从EDA仿真到硬件实物验证
将  EDA仿真和硬件实物验证相结合，实现芯片设计的全流程覆盖和“一次通过”。

配置了R&S®VSESIM-VSS插件的 Cadence®VSS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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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Cadence生态环境
在Cadence 的EDA生态环境中，罗德与施瓦茨软件还可与其

他产品一同使用，诸如 Cadence Microwave Office® 电路

设计软件或 Cadence Virtuoso® RFIC 和射频模块设计解决

方案。这也让多个 Cadence 工具软件中使用符合标准的信

号成为可能。

更多信息请参阅
 ► R&S®VSE 矢量信号分析软件 

www.rohde-schwarz.com/product/vse
 ► R&S®WinIQSIM2 模拟软件 

www.rohde-schwarz.com/product/winiqsim2
 ► Cadence® AWR® Visual System Simulator™ (VSS) 
通信和雷达系统设计软件 

www.cadence.com/en_US/home/tools/system-analysis/
rf-microwave-design/awr-vss-software.html

基于线性化后的信号，在 R&S®VSE 中可以得到器件的记忆

多项式模型，也允许自定义多项式阶数和记忆深度。此模型

可用于后续目标系统的实时预失真实现。

Cadence  VSS  软件适用于不同规模的系统级设计，其中部

分硬件可能比其他模块更早面世。对于系统级性能测试，可

将  R&S®VSE  用作  Cadence  VSS  信号链路中任意节点的数

据接收端。通过将获取的波形加载到矢量信号发生器（比

如  R&S®SMW200A），即可先行在可用硬件上测试真实射

频信号。

解决方案
下文方案中我们介绍如何将前期仿真阶段与后期实物阶段很

好联系起来。Cadence AWR Visual System Simulator™ 

(VSS) 通信和雷达系统设计软件用于规划和设计射频系统，

在设计目标系统方案时，Cadence VSS 软件可帮您分析功

能块和子模块（如功率放大器、滤波器和天线匹配）的性能

要求。

通过将Cadence VSS 软件、 R&S®WinIQSIM2 软件的矢量

信号生成功能以及 R&S®VSE软件的矢量信号分析功能三者

相结合，可直接关联设计仿真与后续的硬件测试。该组合方

案使Cadence VSS 软件支持包括5G 、最新 Wi-Fi 和UWB
等所有无线数字标准，可大大提高效率。此外，仿真和硬件

实测中使用的算法完全相同，让您可以直接比较两者结果。

应用

工作于EDA环境时，R&S®VSESIM-VSS将 R&S®WinIQSIM2 
和 R&S®VSE 的所有必要数字标准和模块与 Cadence VSS 
软件相连。R&S®VSESIM-VSS  内置了适配该软件的插

件。R&S®WinIQSIM2 和 R&S®VSE 在 EDA 环境中由数据

源和数据接收端这两个功能块表示。在 Cadence VSS 软件

中，这些功能块作为与罗德与施瓦茨软件的接口，实现软件

和工具之间的桥接。

除了支持符合标准或自定义的信号发生和分析功能

外，R&S®VSESIM-VSS  还提供数字预失真  (DPD)  技术，

在仿真过程即可推算非线性器件（比如含线性化技术的功

率放大器）的性能。原用于罗德与施瓦茨信号分析仪的 

R&S®FSx-K18 放大器表征选件现在已可用于 EDA 环境。

直接  DPD可以预测射频放大器在应用先进的线性化算法后的

性能改善水平。

搭配使用  Cadence  VSS  软件与  R&S®WinIQSIM2  和  R&S®VSE  的软件集成流程

使用   R&S®WinIQSIM2 

软件生成 5G NR 波形

查看DUT  射频链路子模块

使用 R&S®VSE 软件进行矢量信号分析

Cadence  AWR  VSS显示“射频链路”中DUT  的输入端

（红色曲线）频谱和输出端（蓝色曲线）频谱

Cadence VSS 软件中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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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

► 遍及全球

► 立足本地个性化

► 质量过硬

► 长期保障

► 可订制而且非常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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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SO 14001
Certified Quality Management

ISO 9001

关于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电子行业，独立而活跃的国

际性公司，在测试及测量、广播电视与媒体、安全通信、网

络安全、监测与网络测试等领域是全球主要的方案解决供应

商。自成立80多年来，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业务遍布全球，在

超过70个国家设立了专业的服务网络。公司总部在德国慕尼

黑。

罗德与施瓦茨培训

www.training.rohde-schwarz.com

罗德与施瓦茨客户支持

www.rohde-schwarz.com/support 

可持续性的产品设计

	► 环境兼容性和生态足迹 

	► 提高能源效率和低排放

	► 长久性和优化的总体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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