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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为了满足系统芯片(SoC)中通讯收发器中宽带信号处理的要求，选择模拟前端(AFE) IP及其组件(模数转换器
(ADC)、数模转换器(DAC)和锁相环路(PLL))十分复杂。优化各组件性能要求是避免额外功耗(超过指标要求)或
系统性能损失的关键。

AFE IP组件一般从其电气特性方面说明，而系统设计师则用不同的指标体系评价系统性能。因此，系统设计师必
须理解AFE IP组件的电气规格以及它们影响系统总体性能的方式。

这本白皮书描述了一种判断任何指定AFE的电气特性是否适合目标应用的简化方法，如无线或有线连接环境中的
宽带信号收发器、蜂窝通讯和数字电视及无线电广播。此外，这本白皮书还图解说明了一种研究不同组件相对性
能与工作模式之间取舍、从而找到性能、功耗、面积和成本最佳的SoC的方法。

模拟前端
在宽带信号收发器SoC中，AFE把模拟信号转换为需要进一步数字处理的数字域，对于模拟传输过程则刚好相
反。AFE还作为数字SoC与模拟RF收发器芯片之间的模拟通讯接口。

图1表示数字基带新IP中的AFE实例。这个AFE之间包括：

`` 接收路径中的一个或多个双通道(IQ) ADC
`` 发射路径中的一个或多个双通道(IQ) DAC
`` 一个为AFE中所有数据转换器产生取样时钟的 PLL
`` 其他组件，如辅助和内务功能用的通用ADC和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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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数字基带芯片中的AFE

AFE规格挑战
发射信号使用复杂调制方法的通讯系统如正交频分复用(OFDM)， 其对性能的要求通常用误差矢量幅度
(EVM)参数来定义。

OFDM调制是在非理想信道上传递数据使用的一种有效和可靠的方法，这种信道容易衰减和受无线通讯系统中
常见的多路径干扰影响。在OFDM中，数据在多个相隔紧密的正交载波频率上编码，每个载波频率使用正交调幅
(QAM)方案调制。

EVM参数一般用于衡量数字收发器的质量。当收发器发射特定调制信号时，无论信号来源如何，EVM参数是汇集了
影响收发器性能的所有不同组件贡献大小的一个综合性能参数。EVM参数表示星座图中每个QAM符号位置相对于
其理想位置的偏差。图2给出了一个QAM16调制实例。

 
 
 
 
 
 
 
 
 
 
 
 
 

 

图2：QAM16调制实例

图2左侧表示EVM较高的理想星座(每个黑色圆点代表一个符号)。右侧表示EVM较低的真实不完美星座，其中符号
(灰色圆点)在一个较大区域中扩散。如果灰色区域是分离的，那么就能解调。如果它们互相重叠，就会出现解调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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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AFE的电气性能经常通过参照其组件的本征特性来定义，如：

`` ADC和DAC的信噪比(SNR)、谐波失真、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I&Q匹配
`` PLL的相位噪声、长期抖动、频率精度

这些本征特性是针对具体每个组件的，传统上使用单音信号或最多几个音信号获得。所以，调制信号
的特性没有考虑在内。

为了确认AFE(及其组件)性能是否符合具体系统要求，系统设计师必须使用AFE电气规格确定AFE系统级性能(如EVM
贡献)，同时考虑信号特点和很多其他因素。

不幸的是，这种分析十分复杂且难以理解，因为影响它的因素很多。不过，只要作出几个假设，就可以在系统上实现这
种分析的简化方法,而通常高斯噪声源是影响系统性能的主要因素。

对于具有这种特点的系统，总SNR与EVM关系密切：

因此，只要确定AFE对总系统SNR的贡献就足以确认AFE性能是否满足系统要求。

AFE性能贡献
以下部分将讨论一种确定AFE性能对收发器总体SNR性能贡献大小的方法。这种方法考虑了被处理信号的关键特性(
输入信号带宽和振幅、调制方案)和AFE之间的性能(ADC SNR、PLL时钟抖动等)。

尽管这里讨论的方法以ADC(接收)影响为主，但同样适合DAC(发射)。

ADC SNR规格(SNRnyq)是确定AFE对系统EVM贡献的起点。SNRnyq规格(数据转换器本征SNR)是指信
号功率(假设信号是满幅纯正弦波)与ADC所有噪声贡献功率之比。它包括热噪声和在完整ADC奈奎斯特
带上积分的量化噪声。

不过，考虑信号特点，如信号带宽和输入信号振幅以及PLL时钟的贡献，就能改善转换器有效SNR。

输入信号带宽

运用现代频域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解调ADC输出上的信号。不过，通常我们只考虑具有关注带内的信号成分，从而有
效滤除所有带外噪声成分。

提高数据转换器SNR性能的一个简单办法是通过一个更大的频谱分散它产生的总噪声功率，藉此增大转换器采样
率，超过最小奈奎斯特极限。这降低了任何指定频带上的噪声功率密度，从而提高了SNR(当只考虑带内信号时)。如图
3所示，这种方法称过采样。

右侧上的ADC使用的采样率比左侧ADC使用的采样率高，因此落入关注频带内的总噪声(用数字滤波器识别)较小，
而有效转换器SNR较大。

图3：可以通过采样过密和滤除数字域中的信号提高S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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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公式可以看出转换器SNR成为过采样率的函数：

其中OSR为过采样率： 
 

其中Fs是采样频率，BW是信号带宽(单位均为Hz)。例如，采样频率每翻一倍，SNR提高3 dB [1]。

过采样简化了ADC输入上的模拟抗混叠滤波器，或DAC输出上的重建滤波器。这由于信号镜像位于采样频率倍数居
中位置、具有较宽频率区间而容易滤波。

图4表示信号受Fs/2数倍以外频率中其他信道反射信号镜像影响的实例。这些反射(或“混叠”)信号镜像落入带内，因
此无法在数字域滤波。

为了避免这种反射，必须在ADC前面引入抗混叠滤波器，削弱Fs/2以外的任何分量。较高的Fs/2带宽
简化了抗混叠滤波器。

图4：过采样简化了抗混叠滤波器

紫色形状为实际信号，绿色形状是Fs周围信号的反射图像。

输入信号振幅

影响数据转换器本征噪声的主要因素是量化噪声和热噪声，一般假设为具有均匀功率分布的白色噪声。这些噪声分
量的功率通常与信号幅度无关。因此，信号幅度的任何减小(回退)都会导致有效SNR减小。

在通讯系统中，信号经常使用峰均比(PAR)较大的复杂调制方案。为了饱和一个可能导致信号削波、较高失真和带外
功率的ADC，该信号必须回退(衰减)，使得信号峰值落入ADC满幅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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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种分析是有效的，如果是白噪声且在完整频带上具有均匀分布的话。这种近似一般对宽度信号有效。对于接近直流的窄带(
其中1/f噪声分量可能很明显)，SNR的提升会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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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具有较大峰均比的多载波信号的时间域和频率域表示

可能需要额外回退，以防因在不理想信道上传递的正常信号强度变化而导致饱和，或者要考虑在ADC输入前可能尚
未完全过滤的相邻信道的强度。

信号回退的实施量要考虑以下因素：

`` 是否存在没有适当过滤的强带外信号
`` 没有得到收发器自动增益控制补偿的无线电信号的变化
`` 模拟信号链中与制程-电压-温度(PVT)变化有关的增益不准确

以下公式表示SNR下降与信号幅度减小的关系：

 

其中PAR为信号的峰均比(正弦波的峰均比为3 dB)，IBO是额外输入信号回退(单位均为dB)。信号回退等于ADC最大
可接受输入幅度(单位dB)与不饱和ADC情况下的实际信号幅度之差。

因此，数据转换器对系统SNR的综合贡献为：

 
 

其中SNRnyq是符合一般定义的数据转换器SNR(外推到满幅，积分完整奈奎斯特带上的噪声(0 Hz到Fs/2)。

确定PLL时钟抖动的贡献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PLL时钟抖动造成的采样时间不确定性如何也会影响数据转换器SNR性能。

时钟抖动对SNR的贡献用以下公式估算：

其中fin是(单音)输入信号的频率(单位Hz)，σLTJ 是长期抖动[2](单位sec-rms)。

对于OFDM这样的复杂调制信号，采样时钟与每个副载波彼此互调，导致时钟相位噪声与每个副载波的卷积被各自
的频率和幅度放大。图6演示了这种卷积在频率域中的结果。通过对比，量化噪声和热噪声在频域上增加了均匀功率
噪声密度(图6中的蓝色区域)。

 full scale

full scale

peak

back-off

average

frequency (Hz)time (s)

p
ow

er
 s

p
ec

tr
al

 d
en

si
ty

 (d
B

)

am
p

lit
ud

e 
(V

)

[2]长期抖动是时钟信号的综合相位噪声。在频率域中，它可以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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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时钟抖动在OFDM信号中的影响[1]

这种情况下，时钟抖动噪声贡献可以简化为：

 
 

其中BW是信号带宽(单位Hz) [3]。

如果存在强带外干扰，采样时钟相位噪声还会影响系统性能。图7中，调制到带外干扰中的相位噪声进入关注信号带
内部，因此无法被过滤，即使带外干扰本身已在数字域中被过滤掉。

  
 

 
 
 
 
 
 
 
 
 
 
 
 

图7：带外干扰可能影响系统性能[1]

该相位噪声对SNR的贡献可以用以下公式估算(见[1])：

 
 

其中L(f)为时钟的单边带相位噪声功率谱；fint是干扰频率；fBW是关注带宽的频带，IBOint是干扰信号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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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带外干扰，如果没有衰减的话，可能产生严重的系统性能影响，因为：

`` 为避免ADC输入饱和而对该信号强加巨大的回退衰减
`` 为避免SNR下降而强加额外的时钟抖动约束

假设来自PLL时钟抖动和数据正确噪声的SNR贡献在统计学上是独立的，它们对系统SNR的综合作
用可以用 公式表达：

 
 

其他错误来源

现代解调架构一般实现直接的解调方案。在这些架构中，I、Q通道之间的任何增益、相位或偏移失配都会影响总SNR
下降。内置校准算法通常可以把这些影响降低到可管理的水平。出于SNR预算考虑，我们增加~1到2 dBSNR裕量，以
考虑SNR上校准失配的残留影响。

计算AFE性能贡献
以下步骤和公式汇总了确定AFE对系统级SNR总贡献的程序。

步骤1：计算数据转换器对系统SNR的贡献

 
 

步骤2：计算PLL时钟抖动对系统SNR的贡献

 
 

 

步骤3：假设未补偿IQ-不平衡对系统SNR的典型贡献为几个dB

 

步骤4：AFE对总系统SNR的贡献是以下三个贡献之和

 

步骤5：确定AFE对系统级EVM的贡献

 

高性能AFE是其EVM仅对总收发器性能具有边缘影响的AFE。0.5到0.7 dB的影响通常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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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WiFi 802.11ac收发器上的AFE运用这种方法
为了应用这些计算，考虑一个信号使用160 MHz BW进行OFDM调制且每个副载波使用QAM256调制方案调制的传
输系统(与WiFi 802.11ac收发器相似)。此外，考虑零中频解调方案的实现。

这种情况下，在I和Q ADC输入上得到的基带正交调制信号分别有80 MHz的信道带宽。

进一步假设AFE的以下特性：

`` ADC SNR = 62 dB (SNRnyq)
`` ADC采样率 = 160 MSPS (Fs)
`` 时钟长期抖动 = 8 ps-rms (σLTJ)
`` OFDM信号峰均比 = 12 dB (PAR)
`` 信号回退 = 10 dB (IBO)
`` ADC信号BW = 80 MHz (BW)

那么，该AFE的总SNR为：

`` SNRJ = 52.7 dB
`` SNRADC = 43.0 dB
`` SNRtotal = 42.6 dB

此例中，解调QAM256信号的EVM要求在-33.8 dB的数量级上(需要的SNR为33.8 dB)。与需要的SNR之间存在~8.8 
dB的裕量，导致总系统性能的可接受下降只有0.6 dB。

类似的SNRtotal可以用具有以下特性的AFE达到：

`` ADC SNR = 66 dB (SNRnyq)
`` 时钟长期抖动 = 20 ps-rms (σLTJ)

因此，可以用ADC性能抵消时钟抖动来实现相同的目标。 

结论
使用本白皮书中描述的方法，系统设计师可以快速判断任何指定AFE是否满足其目标应用的需要，包括无线或有线连
接环境中的宽带信号收发器、蜂窝通讯和数字电视及无线电广播。使用这种方法，系统设计师可以快速评估系统中
AFE性能的影响并搞清楚它是否符合其SoC要求，从而避免过高的规格和功耗。此外，设计师还能快速评估不同替代
方案和配置的折衷，从而找到适合SoC的最优性能、功耗、面积和成本。

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synopsys.com/IP/AnalogIP/Data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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