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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個微型化之單頻帶功率放大器之多頻帶裝置

MULTI-BAND DEVICE HAVING MULTIPLE MINIATURIZED SINGLE-BAND POWER
AMPLIFIERS
(57)摘要

本發明提供具有多個微型化之單頻帶功率放大器之多頻帶裝置。在一些實施例中，一種功率放 

大器晶粒可包括一半導體基板，及實施於該半導體基板上之複數個功率放大器(PA)。每一 PA可經 

組態以近似地驅動沿著一個別頻帶信號路徑之一下游組件之一特性負載阻抗，以使得每一 PA經定 

尺寸為小於經組態以驅動與該複數個PA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上的一寬頻帶PA。該下游組件 

可包括一輸出濾、波器。

Multi-band device having multiple miniaturized single-band power amplifiers. In some embodiments, 
a power amplifier die can include a semiconductor substrate, and a plurality of power amplifiers (PAs) 
implemented on the semiconductor substrate. Each PA can be configured to drive approximately a 
characteristic load impedance of a downstream component along an individual frequency band signal path, 
such that each PA is sized smaller than a wide band PA configured to drive more than one of the frequency 
bands associated with the plurality of PAs. The downstream component can include an output filter. 

指定代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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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簡單說明：

100 · · •高壓平均功

率追蹤功率放大系統

102 · · •高壓供應系

統/前端功率管理積體

電路組件/高壓組件

104 · · •功率放大器

總成

106 · · •匹配組件/

PI網路

108 · · •雙工器總成

160 · · •升壓DC/

DC轉換器/前端功率

管理積體電路

162a · •輸入節點

162b - •輸入節點

162c · •輸入節點

164a · • DC-阻塞

電容

164b - • DC-阻塞

電容

164c · • DC-阻塞

電容

166a · •抗流圈電

感

166b - •抗流圈電

感

166c · •抗流圈電

感

168a · •功率放大

器

168b - •功率放大

器

168c · •功率放大

器

170a · •電容

170b - •電容

170c · •電容

172a · •匹配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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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

具有多個微型化之單頻帶功率放大器之多頻帶裝置

MULTI-BAND DEVICE HAVING MULTIPLE MINIATURIZED

SINGLE-BAND POWER AMPLIFIERS 

對相關申請案之交叉參考

本申請案主張以下各美國臨時申請案之優先權：2015年2月15日 

申請之名稱為「透過消除匹配網路以降低功率放大器之尺寸 

(REDUCED POWER AMPLIFIER SIZE THROUGH ELIMINATION OF 

MATCHING NETWORK)」之美國臨時申請案第62/116,448號；2015 

年2月15日申請之名稱為「透過消除匹配網路以增加功率放大器之效 

率(ENHANCED POWER AMPLIFIER EFFICIENCY THROUGH 

ELIMINATION OF MATCHING NETWORK)」之美國臨時申請案第 

62/116,449號；2015年2月15日申請之名稱為「具有經由消除頻帶選擇 

切換器所增加的效率的多頻帶功率放大系統(MULTI-BAND POWER 

AMPLIFICATION SYSTEM HAVING ENHANCED EFFICIENCY 

THROUGH ELIMINATION OF BAND SELECTION SWITCH)」之美國 

臨時申請案第62/116,450號；及2015年2月15日申請之名稱為「具有多 

個微型化之單頻帶功率放大器之多頻帶裝置(MULTI-BAND DEVICE

‘ HAVING MULTIPLE MINIATURIZED SINGLE-BAND POWER 

AMPLIFIERS)」之美國臨時申請案第62/116,451號，該等美國臨時申

請案中之每一者的揭示內容藉此明確地以其全文引用之方式併人本文 

中Ο

【技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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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明大體而言係關於用於射頻(RF)應用之功率放大器。

【先前技術】

在射頻(RF)應用中，通常藉由收發器產生待傳輸之RF信號。可 

接著藉由功率放大器(PA)放大此類RF信號，且可將經放大之RF信號 

投送至天線以用於傳輸。

【發明内容】

根據數個實施，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功率放大系統，其包括經組 

態以接收一射頻(RF)信號且放大該射頻(RF)信號之一功率放大器 

(PA)，及耦接至該PA且經組態以調節該經放大之RF信號的一濾波 

器。該PA經進一步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濾波器之一特性負載阻抗。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PA可具有大於約40歐姆之一阻抗。該PA之 

該阻抗可具有約50歐姆之一值。

在一些實施例中，功率放大系統可進一步包括經組態以將一高 

壓(HV)供應提供至該PA之一供應系統=該供應系統可包括經組態以 

基於一電池電壓Vbatt產生該HV供應之一升壓DC/DC轉換器。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PA可包括一異質接面雙極電晶體(HBTP該 

ΗΒΤ可為(例如卜砷化鎵(GaAs)裝置。可將該HV供應作為VCC提供至 

該HBT之一集極。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濾波器可為經組態以在一對應傳輸(Tx)頻帶 

中操作之一Τχ濾波器。該Tx濾波器可為經組態以在該Tx頻帶及一對 

應接收(Rx)頻帶中操作之一雙工器之部分。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濾波器可藉由一輸出路徑耦接至該PA，該 

輸出路徑實質上不含一阻抗變換電路。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功率放大系統可進一步包括一或多個額夕卜 

PA，其中每一PA經組態以用該HV供應操作且放大一對應RF信號。該 

功率放大系統可進一步包括一濾波器，該濾波器耦接至該一或多個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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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PA中之每一者且經組態以調節該對應的經放大之RF信號。該一或 

多個額外PA中之每一者可經進一步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對應濾波器 

之一特性負載阻抗。該一或多個額外濾波器中之每一者可藉由一輸出 

路徑耦接至該對應PA，該輸出路徑實質上不含一阻抗變換電路。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PA及該一或多個額外PA可形成Μ個PA。在

- 一些實施例中，該Μ個ΡΑ可實施於一單一半導體晶粒上。該Μ個ΡΑ可 

. 經組態以在單獨頻帶中操作。該系統在該Μ個ΡΑ與其對應濾波器之間

可實質上不含一頻帶選擇切換器。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功率放大系統可經組態以作為一平均功率

追蹤(APT)系統操作。與具有類似頻帶處置能力但該等PA係在低壓中 

操作之另一功率放大器系統相比較而言，該APT系統可具有一較低損 

失。另一功率放大器系統可為一包絡追蹤(ET)系統。該APT系統可具 

有大於該ET系統之一總效率的一總效率。

在一些教示中，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射頻(RF)模組，其包括經組態 

以接納複數個組件之一封裝基板，及實施於該封裝基板上之一功率放 

大系統。該功率放大系統包括複數個功率放大器(PA)，其中每一PA經 

組態以接收一射頻(RF)信號且放大該射頻(RF)信號。該功率放大系統 

進一步包括一濾波器，該濾波器耦接至經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濾波器 

之一特性負載阻抗的每一PA。

-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PA可經組態以在一高壓(HV)供應模式中 

操作。每一濾波器可藉由一輸出路徑耦接至該對應PA，該輸出路徑 

實質上不含一阻抗變換電路。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RF模組可在該複數個PA與其對應濾波器之 

間實質上不含一頻帶選擇切換器。在一些實施例中，該RF模組可為 

(例如)一前端模組(FEM)。

根據一些實施，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無線裝置，其包括經組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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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射頻(RF)信號之一收發器，及與該收發器通信之一前端模組 

(FEM)。該FEM包括經組態以接納複數個組件之一封裝基板，及實施 

於該封裝基板上之一功率放大系統。該功率放大系統包括複數個功率 

放大器(PA)，其中每一PA經組態以接收一射頻(RF)信號且放大該射頻 

(RF)信號。該功率放大系統進一步包括一濾波器，該濾波器耦接至經 

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濾波器之一特性負載阻抗的每一PA。該無線裝 

置進一步包括與該FEM通信之一天線，其中該天線經組態以傳輸該經 

放大之RF信號。

在一些教示中，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用於處理一射頻(RF)信號之方 

法。該方法包括藉由一功率放大器(PA)放大該RF信號，及將該經放大 

之RF信號投送至一濾波器。該方法進一步包括操作該PA以使得該PA 

近似地驅動該濾波器之一特性阻抗。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PA可具有約50歐姆之一阻抗。在一些實施 

例中，操作該PA可包括對該PA供應一高壓(HV)。

根據數個教示，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功率放大系統，其包括經組 

態以接收一射頻(RF)信號且放大該射頻(RF)信號之一功率放大器 

(PA)。該功率放大系統進一步包括藉由一輸出路徑锅接至該PA之一輸 

出濾波器，該輸出路徑實質上不含一阻抗變換電路。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PA可經進一步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輸出濾 

波器之一特性負載阻抗。經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輸出濾波器之該特性 

負載阻抗的該PA可藉由用一高壓(HV)供應操作之該PA來實現。實質 

上不含一阻抗變換電路之該輸出路徑可在該PA與該輸出濾波器之間 

產生達至少0.5 dB的一損失降低。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PA可具有大於約40歐姆之一阻抗。該PA之 

該阻抗可具有約50歐姆之一值。該PA之該阻抗可導致該PA中的一減 

少之電流耗用。該PA中的該減少之電流耗用可允許將該PA經定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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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小於具有一較低阻抗之另一PA。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功率放大系統可進一步包括經組態以將一

高壓(HV)供應提供至該PA之一供應系統。該供應系統可包括經組態 

以基於一電池電壓Vbatt產生該HV供應之一升壓DC/DC轉換器。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PA可包括一異質接面雙極電晶體(HBT)。該 

HBT可為一砷化鎵(GaAs)裝置。可將該HV供應作為VCC提供至該

. HBT之一集極。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輸出濾波器可為經組態以在一對應Tx頻帶 

中操作之一傳輸(Τχ)濾波器。該Τχ濾波器可為經組態以在該Τχ頻帶及 

—對應接收(Rx)頻帶中操作之一雙工器之部分。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功率放大系統可進一步包括一或多個額外 

PA，其中每一PA經組態以用該HV供應操作且放大一對應RF信號。該 

功率放大系統可進一步包括藉由一輸出路徑耦接至該一或多個額外 

PA中之每一者的一輸出濾波器，該輸出路徑實質上不含一阻抗變換 

電路。該一或多個額外PA中之每一者可經進一步組態以近似地驅動 

該對應輸出濾波器之一特性負載阻抗。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PA及該一或多個額外PA可形成Μ個PA。該 

Μ個ΡΑ可實施於一單一半導體晶粒上。該Μ個ΡΑ可經組態以在單獨頻 

帶中操作。

■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功率放大系統在該Μ個ΡΑ與其對應輸出濾

， 波器之間可實質上不含一頻帶選擇切換器。實質上不含一頻帶選擇切

換器之該功率放大系統可在一給定ΡΑ與該對應輸出濾波器之間產生 

達至少0.3 dB之一損失降低。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功率放大系統可經組態以作為一平均功率 

追蹤(APT)系統操作。與具有類似頻帶處置能力但該等PA係在低壓中 

操作之另一功率放大器系統相比較而言，該APT系統可具有一較低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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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另一功率放大器系統可為一包絡追蹤(ET)系統。該APT系統可具 

有大於該ET系統之一總效率的一總效率。

根據一些實施，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射頻(RF)模組，其包括經組態 

以接納複數個組件之一封裝基板，及實施於該封裝基板上之一功率放 

大系統。該功率放大系統包括複數個功率放大器(PA)，其中每一PA經 

組態以接收一射頻(RF)信號且放大該射頻(RF)信號。該功率放大系統 

進一步包括藉由一輸出路徑耦接至該等PA中之每一者之一輸出濾波 

器，該輸出路徑實質上不含一阻抗變換電路。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PA可經組態以在一高壓(HV)供應模式中 

操作。每一PA可經進一步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對應輸出濾波器之一 

特性負載阻抗。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RF模組可在該複數個PA與其對應輸出濾波 

器之間實質上不含一頻帶選擇切換器。該RF模組可為(例如)一前端模 

組(FEM)。

在一些實施中，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無線裝置，其包括經組態以 

產生一射頻(RF)信號之一收發器，及與該收發器通信之一前端模組 

(FEM)。該FEM包括經組態以接納複數個組件之一封裝基板，及實施 

於該封裝基板上之一功率放大系統。該功率放大系統包括複數個功率 

放大器(PA)，其中每一PA經組態以接收一射頻(RF)信號且放大該射頻 

(RF)信號。該功率放大系統進一步包括藉由一輸出路徑耦接至該等PA 

中之每一者之一輸出濾波器，該輸出路徑實質上不含一阻抗變換電 

路。該無線裝置進一步包括與該FEM通信之一天線，其中該天線經組 

態以傳輸該經放大之RF信號。

在一些教示中，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用於處理一射頻(RF)信號之方 

法。該方法包括藉由一功率放大器(PA)放大該RF信號，且在實質上無 

阻抗變換之情況下將該經放大之RF信號投送至一輸出濾波器。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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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一步包括藉由該輸出濾波器對該經放大之RF信號進行濾波。

在一些實施例中，放大該RF信號可包括操作該PA以使得該PA近

似地驅動該輸出濾波器之一特性阻抗以允許在實質上無該阻抗變換之 

情況下進行該投送。該PA可具有約50歐姆之一阻抗。在一些實施例 

中，操作該PA可包括對該PA供應一高壓(HV)。

根據一些教示，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功率放大系統，其包括複數 

個功率放大器(PA)，其中每一PA經組態以接收一頻帶中之一射頻(RF) 

信號且放大該射頻(RF)信號。該功率放大系統可進一步包括一輸出濾 

波器，該輸出濾波器藉由一單獨輸出路徑耦接至該等PA中之每一 

者，以使得該功率放大系統在該複數個PA與其對應輸出濾波器之間 

實質上不含一頻帶選擇切換器。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等PA中之每一者可經進一步組態以近似地 

驅動該對應輸出濾波器之一特性負載阻抗。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對應 

輸出濾波器之該特性負載阻抗的每一PA可藉由用一高壓(HV)供應操 

作之該PA來實現。實質上不含該頻帶選擇切換器之該功率放大系統 

可在每一PA與該對應輸出濾波器之間產生達至少0.3 dB之一損失降 

低。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PA可具有大於約40歐姆之一阻抗。每一 

PA之該阻抗可具有約50歐姆之一值。每一PA之該阻抗導致該PA中的

- 一減少之電流耗用。每一PA中的該減少之電流耗用可允許將該PA經 

定尺寸為小於具有一較低阻抗之另一PA。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功率放大系統可進一步包括經組態以將一 

高壓(HV)供應提供至每一PA之一供應系統。該供應系統可包括經組 

態以基於一電池電壓Vbatt產生該HV供應之一升壓DC/DC轉換器。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PA可包括一異質接面雙極電晶體(HBT)。 

該HBT可為一砷化鎵(GaAs)裝置。可將該HV供應作為VCC提供至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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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T之一集極。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輸出濾波器可為經組態以在一對應Τχ頻 

帶中操作之一傳輸(Τχ)濾波器。該Τχ濾波器可為經組態以在該Τχ頻帶 

及一對應接收(Rx)頻帶中操作之一雙工器之部分。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輸出濾波器可藉由一輸出路徑耦接至該 

對應PA，該輸出路徑實質上不含一阻抗變換電路。實質上不含一阻 

抗變換電路之每一輸出路徑可在該對應PA與該輸出濾波器之間產生 

達至少0.5 dB的一損失降低。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複數個PA可實施於一單一半導體晶粒上。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功率放大系統可經組態以作為一平均功率追蹤 

(APT)系統操作。與具有類似頻帶處置能力但該等PA係在低壓中操作 

之另一功率放大器系統相比較而言，該APT系統可具有一較低損失。 

另一功率放大器系統可為一包絡追蹤(ET)系統。該APT系統可具有大 

於該ET系統之一總效率的一總效率。

在一些教示中，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射頻(RF)模組，其具有經組態 

以接納複數個組件之一封裝基板，及實施於該封裝基板上之一功率放 

大系統。該功率放大系統包括複數個功率放大器(PA)，其中每一PA經 

組態以接收一頻帶中之一射頻(RF)信號且放大該射頻(RF)信號。該功 

率放大系統進一步包括一輸出濾波器，該輸出濾波器藉由一單獨輸出 

路徑耦接至該等PA中之每一者，以使得該功率放大系統在該複數個 

PA與其對應輸出濾波器之間實質上不含一頻帶選擇切換器 。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PA可經組態以在一高壓(HV)供應模式中 

操作。每一PA可經進一步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對應輸出濾波器之一 

特性負載阻抗。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輸出路徑在該對應PA與一輸出濾波器之 

間可實質上不含一阻抗變換電路。在一些實施例中，該RF模組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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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端模組(FEM)。

根據數個教示，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無線裝置，其包括經組態以 

產生一射頻(RF)信號之一收發器，及與該收發器通信之一前端模組 

(FEM)。該FEM包括經組態以接納複數個組件之一封裝基板，及實施 

於該封裝基板上之一功率放大系統。該功率放大系統包括複數個功率

' 放大器(PA)，其中每一PA經組態以接收一頻帶中之一射頻(RF)信號且 

■ 放大該射頻(RF)信號。該功率放大系統進一步包括一輸出濾波器，該

輸出濾波器藉由一單獨輸出路徑耦接至該等PA中之每一者，以使得 

該功率放大系統在該複數個PA與其對應輸出濾波器之間實質上不含 

一頻帶選擇切換器。該無線裝置進一步包括與該FEM通信之一天線， 

其中該天線經組態以傳輸該經放大之RF信號。

在一些教示中，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用於處理一射頻(RF)信號之方 

法。該方法包括藉由複數個功率放大器(PA)中之一選定功率放大器放 

大該RF信號，其中該RF信號在一頻帶中。該方法進一步包括在實質 

上無一頻帶選擇切換操作之情況下將該經放大之RF信號投送至一輸 

出濾波器。該方法進一步包括藉由該輸出濾波器對該經放大之RF信 

號進行濾波。

在一些實施例中，放大該RF信號可包括操作該所選定PA以使得 

該PA近似地驅動該對應輸出濾波器之一特性阻抗以允許在實質上無 

一阻抗變換之情況下進行該投送。該PA可具有約50歐姆之一阻抗。

在一些實施例中，操作該PA可包括對該PA供應一高壓(HV)。

在一些實施中，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功率放大器晶粒，其包括一 

半導體基板，複數個功率放大器(PA)實施於該半導體基板上。每一PA 

經組態以近似地驅動沿著一個別頻帶信號路徑之一下游組件之一特性 

負載阻抗。每一PA經定尺寸為小於經組態以驅動與該複數個PA相關 

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上的一寬頻帶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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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實施例中，該下游組件可包括一輸出濾波器。該個別頻 

帶信號路徑可為一窄頻帶信號路徑。組態以近似地驅動該對應輸出濾 

波器之該特性負載阻抗的該等PA中之每一者可藉由用一高壓(HV)供 

應操作之該PA來實現。每一PA可具有大於約40歐姆之一阻抗。每一 

PA之該阻抗可具有約50歐姆之一值。每一PA之該阻抗可導致該PA中 

的一減少之電流耗用。每一PA中的該減少之電流耗用可允許將該PA 

經定尺寸為小於具有一較低阻抗之另一PA。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PA可包括一異質接面雙極電晶體(HBT)， 

諸如一神化鎵(GaAs)裝置。該HBT可經組態以經由其集極接收該HV 

供應作為VCC。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等PA可經組態以在一平均功率追蹤(APT)模 

式中操作。與具有類似頻帶處置能力但該等PA係在低壓中操作之另 

一晶粒相比較而言，該APT模式可導致一較低損失。另一晶粒可經組 

態以在一包絡追蹤(ET)模式中操作。該APT模式可產生大於與該ET相 

關聯之一總效率的一總效率。

根據一些實施，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射頻(RF)模組，其包括經組態 

以接納複數個組件之一封裝基板，及實施於該封裝基板上之一功率放 

大系統。該功率放大系統包括實施於一半導體基板上之複數個功率放 

大器(PA)。每一PA經組態以近似地驅動沿著一個別頻帶信號路徑之一 

下游組件之一特性負載阻抗。每一PA經定尺寸為小於經組態以驅動 

與該複數個PA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上的一寬頻帶PA。

在一些實施例中，每一PA可經組態以在一高壓(HV)供應模式中 

操作。在一些實施例中，該下游組件可包括一輸出濾波器。該輸出濾 

波器可藉由一單獨輸出路徑耦接至該對應PA以使得該功率放大系統 

在該複數個PA與其對應輸出濾波器之間實質上不含一頻帶選擇切換 

器。每一輸出路徑在該對應PA與該輸出濾波器之間可實質上不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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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變換電路。該RF模組可為(例如)一前端模組(FEM)。

在一些教示中，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無線裝置，其包括經組態以

產生一射頻(RF)信號之一收發器，及與該收發器通信之一前端模組 

(FEM)。該FEM包括經組態以接納複數個組件之一封裝基板，及實施 

於該封裝基板上之一功率放大系統。該功率放大系統包括實施於一半

' 導體基板上之複數個功率放大器(PA)，其中每一PA經組態以近似地驅

動沿著一個別頻帶信號路徑之一下游組件之一特性負載阻抗。每一 

PA經定尺寸為小於經組態以驅動與該複數個PA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 

者以上的一寬頻帶PA。該無線裝置進一步包括與該FEM通信之一天 

線，其中該天線經組態以傳輸一經放大之RF信號。

在一些實施中，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用於處理一射頻(RF)信號之方 

法。該方法包括藉由複數個功率放大器(PA)中之一選定功率放大器放 

大該RF信號，其中該所選定PA近似地驅動沿著一個別頻帶信號路徑 

之一下游組件之一特性負載阻抗。該所選定PA經定尺寸為小於經組 

態以驅動與該複數個PA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上的一寬頻帶PA。 

該方法進一步包括將該經放大之RF信號投送至該下游組件。

在一些實施例中，該下游組件可包括一輸出濾波器。放大該RF 

信號可包括對該所選定PA供應一高壓(HV)。

根據一些教示，本發明係關於一種用於製造一功率放大器晶粒 

之方法。該方法包括形成或提供一半導體基板，及實施複數個個別頻 

帶信號路徑。該方法進一步包括在該半導體基板上形成複數個功率放 

大器(PA)，其中每一PA經組態以近似地驅動沿著該對應個別頻帶信號 

路徑之一下游組件之一特性負載阻抗。每一PA經定尺寸為小於經組 

態以驅動與該複數個PA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上的一寬頻帶PA。

出於概述本發明之目的，本文中已描述本發明之某些態樣、優 

點及新穎特徵。應理解，根據本發明之任何特定實施例，未必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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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此等優點。因此，可以達成或最佳化如本文所教示之一個優點或 

優點之群組而未必達成如可在本文中教示或建議之其他優點之方式來 

體現或執行本發明。

【圖式簡單說明】

圖1描繪具有放大系統之無線系統或架構。

圖2展示圖1之放大系統可包括具有一或多個功率放大器(PA)之射

頻(RF)放大器總成。

圖3A至圖3E展示可如何組態圖2之每一 PA之非限制性實例。

圖4展示，在一些實施例中，圖2之放大系統可實施為高壓(HV)

功率放大系統。

圖5展示，在一些實施例中，圖4之HV功率放大系統可經組態以 

在平均功率追蹤(APT)模式中操作。

圖6展示實例包絡追蹤(ET)功率放大系統。

圖7展示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實例高壓(HV)平均 

功率追蹤(APT)功率放大系統。

圖8展示HV APT功率放大系統，其可為圖7之HV APT功率放大系 

統之更特定實例。

圖9展示針對在降壓ET、降壓APT及升壓APT組態中操作之功率 

放大器的依據輸出功率而變化之實例效率曲線圖 。

圖10展示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功率放大系統可 

具有類似於標稱狀況的集極效率及功率增加效率(PAE)量變曲線。

圖11展示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功率放大系統可具 

有類似於標稱狀況的線性效能。

圖12展示依據負載電壓而變化之功率放大器負載電流之實例曲 

線圖。

圖13展示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功率放大系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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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或多個有利益處的實例。

圖14展示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功率放大系統可 

產生一或多個有利益處的另一實例。

圖15展示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功率放大系統可 

產生一或多個有利益處的又一實例。

‘ 圖16展示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功率放大系統可

產生一或多個有利益處的又一實例。

圖17展示，在一些實施例中，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 

徵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的一些或全部可實施於一模組中。

圖18描繪具有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有利特徵的實例無線裝

置。

【實施方式】

本文所提供之標題（若存在）僅係為便利起見，且未必影響所主張 

發明之範疇或含義。

前言：

參看圖1，本發明之一或多個特徵大體上係關於具有放大系統52 

之無線系統或架構50。在一些實施例中，放大系統52可實施為一或多 

個裝置，且此（等）裝置可用於無線系統/架構50中。在一些實施例中， 

無線系統/架構50可實施於（例如）攜帶型無線裝置中。本文中描述了此

• 類無線裝置之實例。

圖2展示圖1之放大系統52可包括具有一或多個功率放大器（PA）之 

射頻（RF）放大器總成54。在圖2之實例中，三個PA 60a至60c經描繪為 

形成RF放大器總成54。應理解，亦可實施其他數目個PA。亦應理 

解，本發明之一或多個特徵亦可實施於具有其他類型之RF放大器之 

RF放大器總成中。

在一些實施例中，RF放大器總成54可實施於一或多個半導體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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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上，且此晶粒可包括於諸如功率放大器模組(PAM)或前端模組 

(FEM)之封裝模組中。此類封裝模組通常經組態而安裝於與(例如)攜 

帶型無線裝置相關聯之電路板上。

通常可藉由偏壓系統56來加偏壓於放大系統52中之PA (例如， 

60a至60c)。另外，用於PA之供應電壓通常可藉由供應系統58來提 

供。在一些實施例中，偏壓系統56及供應系統58中之任一者或兩者可 

包括於具有RF放大器總成54之前述封裝模組中。

在一些實施例中，放大系統52可包括匹配網路62。此類匹配網 

路可經組態以為RF放大器總成54提供輸人匹配及/或輸出匹配功能 

性。

出於描述之目的，應理解，圖2之每一PA (60)可以若干種方式來 

實施。圖3A至圖3E展示可如何組態此類PA之非限制性實例。圖3A展 

示具有放大電晶體64之實例PA，其中將輸入RF信號(RF_in)提供至電 

晶體64之基極，且經由電晶體64之集極輸出經放大之RF信號 

(RF_out)。

圖3B展示具有按級配置之複數個放大電晶體(例如，64a、64b)的 

實例PA。輸人RF信號(RF_in)經展示為經提供至第一電晶體64a之基 

極，且來自第一電晶體64a之經放大之RF信號經展示為經由其集極輸 

出。來自第一電晶體64a之經放大之RF信號經展示為經提供至第二電 

晶體64b之基極，且來自第二電晶體64b之經放大之RF信號經展示為 

經由其集極輸出，以藉此產生PA之輸出RF信號(RF_out)。

在一些實施例中，可將圖3B之前述實例PA組態描繪為如圖3C中 

所展示之兩級或兩個以上級。第一級64a可組態為(例如)驅動級；且 

第二級64b可組態為(例如)輸出級。

圖3D展示，在一些實施例中，PA可組態為杜赫(Doherty) PA。此 

類杜赫PA可包括放大電晶體64a、64b，其經組態以分別提供輸入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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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RF_in)之載波放大及峰值放大，以產生經放大之輸出RF信號 

(RF_out)。可藉由分裂器將輸人RF信號分裂成載波部分及峰值部分。 

可藉由組合器組合經放大之載波信號及峰值信號以產生輸出RF信 

號。

圖3E展示，在一些實施例中，可在疊接組態中實施PA。可將輸 

人RF信號(RF_in)提供至作為共發射極裝置操作的第一放大電晶體64a 

之基極。第一放大電晶體64a之輸出可經由其集極提供，且經提供至 

作為共基極裝置操作的第二放大電晶體64b之發射極。第二放大電晶 

體64b之輸出可經由其集極提供，以便產生PA之經放大之輸出RF信號 

(RF_out) °

在圖3A至圖3E之各種實例中，將放大電晶體描述為雙極接面電 

晶體(BJT)，諸如異質接面雙極電晶體(HBT)。應理解，本發明之一或 

多個特徵亦可實施於諸如場效電晶體(FET)之其他類型之電晶體中， 

或與該等其他類型之電晶體一起實施。

圖4展示，在一些實施例中，圖2之放大系統52可實施為高壓 

(HV)功率放大系統100。此類系統可包括HV功率放大器總成54，其經 

組態以包括用於PA (例如，60a至60c)中之一些或全部之HV放大操 

作。如本文所描述，可藉由偏壓系統56來加偏壓於此等PA。在一些 

實施例中，可藉由HV供應系統58來促進前述HV放大操作。在一些實 

施例中，可實施介面系統72以提供HV功率放大器總成54與偏壓系統 

56及HV供應系統58中之任一者或兩者之間的介面功能性。

與HV APT系統有關之實例：

諸如蜂巢式手機之許多無線裝置經組態以支援多個頻帶；且此 

等裝置通常需要功率放大架構及/或使功率放大架構複雜化。然而， 

隨著所支援頻帶之數目增加，功率放大架構之此複雜性可導致傳輸效 

率之降級。效率之此類降級可歸因於(例如)由於組合多個頻帶同時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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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競爭性尺寸及成本目標所招致的增加之損失。

在一些射頻(RF)應用中，攜帶型傳輸解決方案可包括與降壓切換

電源供應器組合之電池電壓(例如，3.8V)功率放大器(PA)。在此類實 

例方法中，最大傳輸功率通常係在3.8V電池電壓下達成，該情形通常 

需要或利用PA内之13:1阻抗變換網路來支援(例如)接近1.5瓦特峰值功 

率位準。

在前述實例中，可藉由在低於電池電壓之電壓下實施降壓電源 

供應器來支援較低傳輸功率位準下之效率改良。可藉由使用RF切換 

器選擇對應於所要頻帶之所要濾波器來完成多頻帶操作。應注意，降 

壓電源供應器、阻抗變換網路及RF切換器中之一些者或全部可造成 

損失，該情形又降低傳輸效率。

一些無線系統可包括實施至降壓供應器中以提供系統效率之增 

加的包絡追蹤(ET)特徵。然而，包絡追蹤可增加降壓切換供應器之成 

本，且亦可顯著地使系統特性化及校準處理程序複雜化。

本文所描述之實例為可顯著地降低損失同時维持或改良尺寸及/ 

或成本之競爭性等級之系統、電路、裝置及方法的實例。圖5展示， 

在一些實施例中，圖4之HV功率放大系統100可經組態以在平均功率 

追蹤(APT)模式中操作。在圖5之實例中，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可 

包括具有經組態以放大一或多個RF信號(RF_In)之一或多個PA的功率 

放大器總成104。可經由具有一或多個匹配電路之匹配組件106將此 

(等)經放大之RF信號投送至具有一或多個雙工器之雙工器總成108。

雙工器可允許進行傳輸(Tx)及接收(Rx)操作之雙工。此等雙工操 

作之Tx部分經描繪為自雙工器總成108輸出一或多個經放大之RF信號 

(RF_Out)以用於經由天線(未展示)傳輸。在圖5之實例中，並未展示 

Rx部分；然而，來自天線之所接收信號可由雙工器總成108接收且經 

輸出至(例如)低雜訊放大器(L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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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在利用雙工器進行之Τχ及Rx操作的上下文中描述各種實 

例，且此等雙工器可促進(例如)分頻雙工(FDD)功能性。應理解，在 

一些實施例中，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HV功率放大系 

統亦可在其他雙工組態中實施，包括(例如)分時雙工(TDD)組態。

在圖5之實例中，HV供應系統102經展示為將一或多個HV供應信 

號提供至功率放大器總成104。本文中更詳細地描述可如何將此 

(等)HV信號提供至對應PA之更特定實例。

在一些實施例中，圖5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可經組態以在 

APT模式中操作且滿足或超過藉由包絡追蹤(ET)實施提供之效能，同 

時维持或降低成本及/或複雜性。在一些實施例中，此類HV APT功率 

放大系統可利用一些PA之高壓能力，諸如碑化鎵(GaAs)異質接面雙極 

電晶體(HBT) PA。應理解，本發明之一或多個特徵亦可藉由其他類型 

之PA來實施。舉例而言，利用具有LDMOS多個疊接級之CMOS裝 

置、矽雙極裝置及GaN/HEMT裝置的放大系統亦可受益於高壓區中之 

操作。

藉由PA之此HV操作，可將一或多個有損組件自放大系統中消 

除，及/或可實現其他有利益處。舉例而言，可消除PA輸出匹配網 

路。在另一實例中，可增加PA供應效率。在又一實例中，可移除一 

些被動組件。本文中更詳細地描述與前述内容有關之實例。

與HV操作相關聯之前述特徵中之一或多者可導致按較小尺寸實 

施一或多個晶粒，藉此允許功率放大系統設計中之更大靈活性。舉例 

而言，可藉由增加之數目個相對較小PA來實施功率放大系統，以藉 

此允許消除諸如頻帶切換器之有損組件。本文中更詳細地描述與頻帶 

切換器之此消除有關的實例。

在一些實施例中，圖5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可經組態以便 

實質上消除或降低與包絡追蹤特性化及/或校準處理程序相關聯之複

CI9271QPA.docx -17-



1634738

雜性。

出於描述之目的，應理解，高壓（HV）可包括高於在攜帶型無線 

裝置中利用之電池電壓的電壓值。舉例而言，HV可大於3.7V或 

4.2V。在一些情形下，HV可包括大於電池電壓且攜帶型無線裝置可 

更有效率地操作所在之電壓值。在一些情形下，HV可包括大於電池 

電壓且小於與給定類型之PA相關聯之擊穿電壓的電壓值。在GaAs 

HBT之實例上下文中，此類撃穿電壓可在15V至25V之範圍内。因 

此，用於GaAs HBT PA之HV可在（例如）3.7V至25V、4.2V至20V、5V 

至15V、6V至14V、7V至13V或8V至12V之範圍內。

圖6及圖7展示包絡追蹤（ET）功率放大系統110 （圖6）與高壓（HV）平 

均功率追蹤（APT）功率放大系統100 （圖7）之間的比較以示範可如何在 

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中實質上消除一些有損組件。出於比較之目 

的，將假定每一功率放大系統經組態以提供用於三個頻帶之放大。然 

而，應理解，可利用更多或更少數目個頻帶。

在圖6之實例中，ET功率放大系統110經展示為包括具有能夠提 

供用於三個頻帶之放大之寬頻帶放大路徑B0的功率放大器總成114。 

放大路徑130可經由共同輸入節點126接收輸入RF信號，且可經由（例 

如）DC-阻塞電容128將此類RF信號投送至一或多個放大級。放大級可 

包括（例如）驅動級132及輸出級134。在一些實施例中，放大級132、 

134可包括（例如）HBT或CMOS放大電晶體。

在圖6之實例中，輸出級134之集極經展示為經由抗流圈電感124 

而被提供來自包絡追蹤（ET）調變器122之供應電壓VCC。ET調變器122 

經描繪為ET調變系統112之部分。藉由此類ET調變器提供之供應電壓 

VCC通常係按動態方式判定，且可具有在（例如）約IV至3V之範圍內的 

值。ET調變器122經展示為基於電池電壓Vbatt產生此類動態VCC電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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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放大路徑130按前述方式操作時，其阻抗Z相對較低（例如，約3 

Ω至5 Ω）;且因此，阻抗變換通常需要與相關聯於下游組件之阻抗匹 

配地發生。在圖6之實例中，接收放大路徑130之輸出的頻帶切換器 

138 （經描繪為頻帶切換器系統118之部分）通常經組態為50 Ω負載。因 

此，且假定藉由放大路徑130呈現之阻抗（Z）為約4 Ω，則需要實施約 

13:1 （50:4）之阻抗變換。在圖6之實例中，此類阻抗變換經展示為藉由 

經描繪為負載變換系統116之部分的輸出匹配網路（OMN） 136來實 

施。

在圖6之實例中，頻帶切換器138經描繪為具有來自放大路徑130 

之輸出（經由OMN 136）的單一輸人，及對應於三個實例頻帶之三個輸 

出。三個雙工器142a至142c經展示為提供用於此等三個頻帶。

三個雙工器142a至142c中之每一者經展示為包括TX及RX濾波器 

（例如，帶通濾波器）。每一TX濾波器經展示為耦接至頻帶切換器138 

以接收對應的經放大及經切換投送之RF信號以用於傳輸。此類RF信 

號經展示為經濾波及經投送至天線埠（ANT）（144a、144b或144c）。每 

一RX濾波器經展示為自對應天線埠（ANT）（144a、144b或144c）接收RX 

信號。此類RX信號經展示為經濾波及經投送至RX組件（例如，LNA） 

以用於進一步處理。

通常需要在給定雙工器與上游（在TX狀況下）或下游（在RX狀況 

下）之組件之間提供阻抗匹配。在圖6之實例中，頻帶切換器138為用 

於雙工器之TX濾波器之此類上游組件。因此，匹配電路140a至140c 

（經描繪為（例如）PI網路120之部分）經展示為實施於頻帶切換器138之 

輸出與各別雙工器142a至142c之間。在一些實施例中，此等匹配電路 

140a至140c中之每一者可實施為（例如）pi-匹配電路。

表1列出用於圖6之ET功率放大系統110之各種組件的插人損失及 

效率之實例值。應理解，所列之各種值為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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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組件 插入損失 效率

三丁調變(112) 不適用 83%
功率放大器總成(114) 不適用 70% 至 75% (PAE)

負載變換(116) 0.5 dB 至 0.7 dB 85% 至 89%
頻帶切換器(118) 0.3 dB至0.5 dB 89% 至 93%

PI (120) 0.3 dB 93%
雙工器(122) 2.0 dB 63%

自表1可見，圖6之ET功率放大系統110包括顯著數目個損失促成 

因素。即使假定系統110之每一組件按其效率上限操作，ET功率放大 

系統 110之總效率亦為約3 1%(0·83χ0.75x0.89x0.93x0.93x0.63)。

在圖7之實例中，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經描繪為經組態以提 

供用於與圖6之實例ET功率放大系統110中之三個頻帶相同的三個頻 

帶之放大。在功率放大器總成104中，可實施三個單獨放大路徑，以 

使得每一放大路徑提供用於其各別頻帶之放大。舉例而言，第一放大 

路徑經展示為包括經由DC-阻塞電容164a接收來自輸人節點162a之RF 

信號的PA 168a。來自PA 168a之經放大之RF信號經展示為經由電容 

170a而投送至下游組件。類似地，第二放大路徑經展示為包括經由 

DC-阻塞電容164b接收來自輸人節點162b之RF信號的PA 168b;且來 

自PA 168b之經放大之RF信號經展示為經由電容170b而投送至下游組 

件。類似地，第三放大路徑經展示為包括經由DC-阻塞電容164c接收 

來自輸人節點162c之RF信號的PA 168c ;且來自PA 168c之經放大之RF 

信號經展示為經由電容170c而投送至下游組件。

在一些實施例中，PA 168a至168c中之一些或全部可包括(例 

如)HBT PA。應理解，本發明之一或多個特徵亦可藉由其他類型之PA 

來實施。舉例而言，可利用可經操作以產生匹配或接近於下游組件之 

阻抗(例如，藉由HV操作及/或經由其他操作參數)的PA來產生如本文 

所描述之益處中之一或多者。

在圖7之實例中，每一PA (168a、168b或168c)經展示為經由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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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電感（166a、166b或166c）而被提供來自升壓DC/DC轉換器160之供應 

電壓VCC。升壓DC/DC轉換器160經描繪為HV系統102之部分。升壓 

DC/DC轉換器160可經組態以供應一範圍之VCC電壓值（例如，約IV至 

10V），包括如本文所描述之HV範圍或值。升壓DC/DC轉換器160經展 

示為基於電池電壓Vbatt產生此類高VCC電壓。

當以前述方式用高VCC電壓（例如，約10V）操作PA 168a至168c 

時，每一PA之阻抗Z相對較高（例如，約40 Ω至50 Ω）;且因此，阻抗 

變換未必與相關聯於下游組件之阻抗匹配。在圖7之實例中，接收對 

應PA （168a、168b或168c）之輸出的雙工器174a至174c中之每一者（經 

描繪為雙工器總成108之部分）通常經組態為50 Ω負載。因此，且假定 

藉由PA （168a、168b或168c）呈現之阻抗（Z）為約50Ω，則不需要阻抗變 

換（諸如，圖6中之負載變換系統116）。

通常需要在給定雙工器與上游（在TX狀況下）或下游（在RX狀況 

下）之組件之間提供阻抗匹配。在圖7之實例中，PA （168a、168b或 

168c）為用於雙工器（174a、174b或174c）之TX濾波器之上游組件。因 

此，匹配電路172a至172c （經描繪為（例如）PI網路106之部分）可實施於 

PA 168a至168c之各別輸出與各別雙工器174a至174c之間。在一些實 

施例中，此等匹配電路172a至172c中之每一者可實施為（例如）pi-匹配 

電路。

在圖7之實例中，PA 168a至168c之HV操作可導致PA 168a至168c 

中之每一者呈現類似於對應雙工器之阻抗之阻抗Z。由於在此類組態 

中不需要阻抗變換，因此不需要阻抗變換器（圖6中之116）。

亦應注意，PA 168a至168c在較高阻抗下之操作可導致PA 168a至 

168c內之低得多之電流位準。此等較低電流位準可允許按顯著降低之 

晶粒尺寸來實施PA 168a至168c。

在一些實施例中，前述特徵中之任一者或兩者（阻抗變換器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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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及降低之PA晶粒尺寸）可提供功率放大架構設計中之額外靈活性。 

舉例而言，藉由前述特徵提供之空間及/或成本節省可允許針對每一 

頻帶實施相對較小之PA （圖7中之168a、168b或168c），藉此移除對頻 

帶切換器系統（例如，圖6中之118）之需要。因此，當與圖6之ET功率 

放大系統110相比較時，可维持或降低與圖7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 

100相關聯之尺寸、成本及/或複雜性，同時顯著降低功率放大系統 

100之總損失。

表2列出用於圖7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之各種組件的插入損 

失及效率之實例值。應理解，所列之各種值為近似值。

表2
組件 插人損失 效率

HV(102) 不適用 93%
功率放大器總成（104） 不適用 80%至 82% (PAE)

PI(106) 0.3 dB 93%
雙工器（108） 2.0 dB 63%

自表2可見，圖7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包括數個損失促成因 

素。然而，當與圖6之ET功率放大系統110及表1相比較時，在圖7之 

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中不存在兩個顯著損失促成因素（負載變換 

（116）及頻帶切換器（118））。展示：此等損失促成因素之消除在圖7之 

實例中之傳輸路徑及表2中移除約1 dB。

亦參考表2，若假定系統100之每一組件在其效率上限下操作（如 

在表1之實例中），則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之總效率為約45% 

（0.93x0.82x0.93x0.63）。即使假定每一組件在其效率下限下操作，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之總效率亦為約44% （0.93x0.80x0.93x0.63）。可 

見，在任一狀況下，圖7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之總效率顯著高 

於圖6之ET功率放大系統110的總效率（約31%）。

參看圖6及圖7，可注意數個特徵。應注意，DC/DC升壓式轉換器 

（圖7中之160）之使用可允許消除可用於PA系統中之一或多個其他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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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器。舉例而言，當經操作從而產生HV供應電壓(例如，10VDC) 

時，可在無諧波終端之情況下產生1瓦特(10ν)2/(2χ50Ω)之射頻功率。

應進一步注意，與作為3 Ω負載驅動之ΡΑ (例如，圖6)相比較， 

作為50 Ω負載驅動之ΡΑ (例如，圖7)產生每一歐姆之顯著較低損失。 

舉例而言，當在3 Ω下驅動ΡΑ時，0.1 Ω之等效串聯電阻(ESR)具有約 

0.14 dB之插人損失，而對於在50 Ω下驅動之PA，0.1 Ω之ESR具有約 

0.008 dB之插人損失。因此，3 Ω PA可具有約4.2 dB (0.14 dBx30)之 

總插人損失，而50 Ω PA可具有約4.0 dB(0.008 dBx500)之總插人損 

失，該值仍小於3 Ω PA之總插入損失。

應進一步注意，50 Ω PA可具有顯著高於3 Ω PA之增益。舉例而 

言，增益可近似為GMxRu ;若GM對於兩種狀況類似，則較高值50 Ω 

產生較高增益。

圖8展示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其可為圖7之HV APT功率放 

大系統100之更特定實例。在圖8之實例中，功率放大器總成可包括低 

頻帶(L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中頻帶(MB)功率放大器總成200，及 

高頻帶(HB)功率放大器總成210，其中此等總成中之PA中之一些或全 

部能夠在如本文所描述之高壓下操作。功率放大器總成亦可包括並不 

在高壓下操作之其他PA。舉例而言，2G功率放大器總成220及功率放 

大器總成230、232可在較低電壓下操作。

. 在圖8之實例中，可將前述高壓自(例如)前端功率管理積體電路

(FE-PMIC) 160提供至LB、MB及H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200、210。 

在一些實施例中，此類FE-PMIC可包括如本文所描述之DC/DC升壓式 

轉換器(例如，圖7中之160)。

FE-PMIC 160可接收電池電壓Vbatt且產生高壓輸出182作為用於 

LB、MB及H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200、210之供應電壓(VCC)。在 

一些實施例中，此類高壓VCC可具有約10V之值，其中最大電流為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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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mA。應理解，亦可利用此高壓VCC及/或最大電流之其他值。

FE-PMIC 160亦可產生其他輸出。舉例而言，輸出184可提供用 

於與LB、MB及H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200、210相關聯之PA以及用 

於2G功率放大器總成220之偏壓信號。在一些實施例中，此類偏壓信 

號可具有約4V之值，其中最大電流為約50 mA。應理解，亦可利用此 

偏壓信號及/或最大電流之其他值。

在圖8之實例中，FE-PMIC 160可為本文中參看圖7描述之HV系 

統102之部分。FE-PMIC 160可包括一或多個介面節點180。此等介面 

節點可用以促進（例如）對FE-PMIC 160之控制。

在圖8之實例中，用於2G功率放大器總成220之供應電壓VCC經 

展示為實質上直接自電池電壓Vbatt而提供（例如，線路186）。此Vbatt 

亦經展示為提供用於與LB、MB及H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200、210 

相關聯之各種切換器之操作電壓。在一些實施例中，此Vbatt可具有 

約2.5V至4.5V之範圍內之值。應理解，亦可利用此Vbatt之其他值。

在圖8之實例中，用於功率放大器總成230、232之供應電壓VCC 

可自DC/DC切換調節器234來提供。

參看圖8，L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經展示為包括用於八個實例頻 

帶B27、B28A、B28B、B20、B8、B26、B17及B13之單獨PA。每一 

PA經展示為將其經放大之RF信號提供至對應雙工器。如本文所描 

述，此等八個PA可耦接至其各別雙工器，而其間無頻帶選擇切換 

器。

L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經進一步展示為包括及/或耦接至輸人切 

換器192及輸出切換器196。輸入切換器192經展示為包括兩個輸人節 

點194a、194b，及對應於八個PA之八個輸出節點。在輸人切換器192 

中，兩個輸入節點194a、194b經展示為可切換至一共同節點，該共同 

節點耦接至用於切換至八個輸出節點中之一者之另一共同節點。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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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節點之間的耦接可包括一放大元件。

輸出切換器196經展示為包括對應於八個雙工器之八個輸人節

點，及兩個輸出節點198a、198b。輸出切換器196可進一步包括用於 

接收2G功率放大器總成220之輸出及功率放大器總成230之輸出的輸 

入。

應理解，L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可包括頻帶之不同組合。

參看圖8，MB功率放大器總成200經展示為包括用於四個實例頻 

帶BI、B25、B3及B4之單獨PA。每一PA經展示為將其經放大之RF信 

號提供至對應雙工器。如本文所描述，此等四個PA可耦接至其各別 

雙工器，而其間無頻帶選擇切換器。

MB功率放大器總成200經進一步展示為包括及/或耦接至輸人切 

換器202及輸出切換器206。輸人切換器202經展示為包括輸人節點 

204，及對應於四個PA之四個輸出節點。在輸人切換器202中，輸入 

節點204經展示為耦接至一共同節點以用於切換至四個輸出節點中之 

一者。此等節點之間的耦接可包括一放大元件。

輸出切換器206經展示為包括對應於四個雙工器之四個輸入節 

點，及輸出節點208。輸出切換器206可進一步包括用於接收2G功率 

放大器總成220之輸出的輸人。

應理解，MB功率放大器總成200可包括頻帶之不同組合。

參看圖8，HB功率放大器總成210經展示為包括用於兩個實例頻 

帶B7及B20之單獨PA。每一PA經展示為將其經放大之RF信號提供至 

對應雙工器。·如本文所描述，此等兩個PA可耦接至其各別雙工器， 

而其間無頻帶選擇切換器。

HB功率放大器總成210經進一步展示為包括及/或耦接至輸人切 

換器212及輸出切換器216。輸入切換器212經展示為包括輸人節點 

214，及對應於兩個PA之兩個輸出節點。在輸入切換器212中，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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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214經展示為耦接至一共同節點以用於切換至兩個輸出節點中之 

一者。此等節點之間的耦接可包括一放大元件。

輸出切換器216經展示為包括對應於兩個雙工器之兩個輸人節 

點，及輸出節點218。輸出切換器216可進一步包括用於接收功率放大 

器總成232之輸出的輸入。

應理解，HB功率放大器總成210可包括頻帶之不同組合。

在圖8之實例中，LB、MB及H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200、210 

之PA可實施為一或多個晶粒。舉例而言，此等PA可實施於單一HBT 

（例如，GaAs）晶粒上、對應於LB、MB及HB功率放大器總成190、 

200、210之單獨HBT晶粒上，或其某一組合。

在圖8之實例中，輸入切換器192、202、212中之每一者可經組 

態以提供如本文所描述之切換功能性，以及促進達成如本文所描述之 

偏壓功能性。在一些實施例中，切換器192、196、202、206、212、 

216可實施於（例如）單一絕緣體上矽（SOI）晶粒上、對應於各種官能基 

之單獨晶粒上，或其某一組合。

圖9展示針對在78%降壓ET、97%降壓APT及87%升壓APT組態中 

操作之功率放大器的依據輸出功率而變化之實例效率曲線圖。應注 

意，所有三個實例組態產生輸出功率之高達約15 dBm之類似有效效 

率量變曲線。在超出此類輸出位準之情況下，可見，與97%降壓APT 

及78%降壓ET組態兩者相比較，87%升壓APT組態具有顯著較高之效 

率值。此類升壓APT組態可實施於圖7及圖8之實例HV APT功率放大 

系統中之任一者或兩者中。

圖10展示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的功率放大系統（例 

如，圖8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可具有類似於標稱狀況之集極效 

率及功率增加效率（PAE）量變曲線。舉例而言，與圖8之HV APT功率 

放大系統相關聯之集極效率曲線圖（依據輸出功率而變化）經展示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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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各別標稱集極效率之量變曲線實質上相同之量變曲線。類似地， 

與圖8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相關聯之PAE曲線圖(依據輸出功率而變 

化)經展示為具有與各別標稱PAE之量變曲線實質上相同之量變曲線。

圖11展示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的功率放大系統(例 

如，圖8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100)可具有類似於標稱狀況之線性效 

能(例如，鄰近頻道洩漏比(ACLR))。舉例而言，與圖8之HV APT功率 

放大系統相關聯的ACLR曲線圖(依據輸出功率而變化)經展示為具有 

與較高輸出功率值(例如，高於29 dBm)下之各別標稱ACLR之量變曲 

線實質上相同的量變曲線。

圖12展示針對指示為「R99」及「50RB LTE」之功率放大器組態 

的依據負載電壓而變化之功率放大器負載電流之實例曲線圖。假定： 

對於功率放大器組態，需要40 mA之相對較低電流條件。舉例而言， 

40 mA之此類電流可起因於自供應電流(圖12中之負載電流)中減去固 

定偏壓電流及靜態電流。對於圖12中之50RB LTE實例，針對功率放 

大器組態，約104 mA之負載電流可產生此類較低電流(40 mA)條件。 

104 mA之此類負載電流對應於約9.5V之負載電壓(VCC)，如藉由點 

250指示。因此，可見，對於功率放大器而言，如本文所描述之高壓 

功率放大器操作組態可產生相對較低之電流條件。

有利特徵之實例：

圖13至圖16展示可在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中獲得的有利益處之實例。如本文所描述，圖13展 

示，在一些實施例中，功率放大系統100可包括經組態以在輸人節點 

260處接收射頻(RF)信號(RF_in)之功率放大器(PA)。可對此類PA提供 

供應電壓Vcc，且此類供應電壓可包括如本文所描述之高壓(HV)值。 

可輸出經放大之RF信號作為RF_out，且將其投送至一濾波器，該濾 

波器經組態以調節經放大之RF信號且在輸出節點262處產生經濾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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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可操作PA（例如，在HV模式中）從而近似地在濾波器之特性負 

載阻抗下驅動該PA。濾波器之此類特性負載阻抗可為（例如）約50歐 

姆。

在一些實施例中，可在平均功率追蹤（APT） PA系統中實施前述組 

態以便產生一或多個有利特徵。舉例而言，可實現不太複雜之供應組 

態、降低之損失，及改良之效率。在另一實例中，前述PA、具有前 

述功率放大系統100之晶粒及/或具有前述功率放大系統100之模組可 

按降低尺寸之裝置來實施。在一些實施例中，可至少部分歸因於功率 

放大系統中之PA之輸出匹配網路（OMN）中的一些或全部之消除而實現 

此降低尺寸之裝置。

圖14展示功率放大系統100之實例，其中與PA相關聯之輸出匹配 

網路（OMN）（在本文中亦被稱作阻抗變換電路）實施上在PA與濾波器之 

間消除。在圖14之實例中，PA、其供應電壓Vcc及濾波器可按類似於 

圖14之實例之方式來組態及操作。此類PA組態可包括如本文所描述 

之HV操作模式。

在圖14之實例中，功率放大系統100中之一些或全部可實施於諸 

如PA晶粒或PA模組之裝置270上。藉由OMN之前述消除，可降低與裝 

置270相關聯之尺寸（例如，dlxd2）。另外，亦可藉由OMN之消除而實 

現諸如降低之損失及改良之效率的其他有利特徵。

圖15展示經組態以處理用於複數個頻帶之RF信號之功率放大系 

統100的實例。此等頻帶可為（例如）頻帶A及頻帶B，應理解，可針對 

功率放大系統100實施其他數目個頻帶。

在圖15之實例中，每一頻帶經展示為使其與一單獨放大路徑相 

關聯。在每一放大路徑中，其PA、供應電壓Vcc及濾波器可按類似於 

圖14之實例之方式來組態及操作。此類PA組態可包括如本文所描述 

之HV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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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15之實例中，具有其自身專用放大路徑之每一頻帶可允許 

消除頻帶選擇切換器。因此，具有功率放大系統100中之一些或全部 

之裝置270 （諸如，PA晶粒或PA模組）可具有降低之尺寸（例如， 

d3xd4）。另外，亦可藉由頻帶選擇切換器之消除實現諸如降低之損失 

及改良之效率的其他有利特徵。

圖16展示經組態以處理用於複數個頻帶之RF信號之功率放大系 

統100的實例，其類似於圖15之實例。在圖16之實例中，複數個放大 

路徑中之一些或全部中之每一者可實質上不含輸出匹配網路 

（OMN）（在本文中亦被稱作阻抗變換電路），其類似於圖14之實例。因 

此，具有功率放大系統100中之一些或全部之裝置270 （諸如，PA晶粒 

或PA模組）可具有降低之尺寸（例如，d5xd6）。另外，亦可藉由頻帶選 

擇切換器及一些或全部OMN之消除而實現諸如降低之損失及改良之 

效率的其他有利特徵。

在圖15及圖16之實例中，可在其上實施其各別功率放大系統100 

之裝置270可為（例如）具有半導體基板之功率放大器晶粒。該複數個 

PA可如所展示般並行地實施於半導體基板上，且每一PA可經組態以 

驅動一個別窄頻帶信號路徑。因此，每一PA可經定尺寸為小於能夠 

驅動與該複數個PA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上的一寬頻帶PA。如本 

文所描述，此等微型化之單頻帶PA的使用可產生數個合乎需要之特 

徵。

產品之實例：

圖17展示，在一些實施例中，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 

徵之HV APT功率放大系統的一些或全部可實施於一模組中。此類模 

組可為（例如）前端模組（FEM）。在圖17之實例中，模組300可包括封裝 

基板302，且數個組件可安裝於此類封裝基板上。舉例而言，FE- 

PMIC組件102、功率放大器總成104、匹配組件106及雙工器總成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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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安裝及/或實施於封裝基板302上及/或封裝基板302内。諸如數個 

SMT裝置304及一天線切換器模組(ASM) 306之其他組件亦可安裝於封 

裝基板302上。儘管所有各組件經描繪為佈置於封裝基板302上，但應 

理解，一些組件可實施於其他組件之上或之下。

在一些實施中，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之功率放大 

系統可包括於諸如無線裝置之RF裝置中。此類功率放大系統可在無 

線裝置中實施為一或多個電路、實施為一或多個晶粒、實施為一或多 

個封裝模組，或以其任何組合實施。在一些實施例中，此類無線裝置 

可包括(例如)蜂巢式電話、智慧型電話、具有或不具有電話功能性之 

手持型無線裝置、無線平板電腦等，

圖18描繪具有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有利特徵的實例無線裝置 

400。在具有如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的模組之上下文中，大體 

上可藉由虛線框300描繪此類模組，且可將此類模組實施為(例如)前 

端模組(FEM)。

參看圖18，功率放大器(PA) 420可自收發器410接收其各別RF信 

號，該收發器410可經組態及操作以產生待放大及傳輸之RF信號，且 

處理所接收信號。收發器410經展示為與基頻子系統408互動，該基頻 

子系統408經組態以提供適於使用者之資料及/或語音信號與適於收發 

器410之RF信號之間的轉換。收發器410亦可與經組態以管理用於無 

線裝置400之操作之功率的功率管理組件406通信。此功率管理亦可控 

制基頻子系統408及模組300之操作。

基頻子系統408經展示為連接至使用者介面402，以促進將語音 

及/或資料之各種輸入及輸出提供至使用者及自使用者接收該等輸人 

及輸出。基頻子系統408亦可連接至經組態以儲存資料及/或指令之記 

憶體404，以促進進行無線裝置之操作，及/或提供對用於使用者之資 

訊的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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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例無線裝置400中，PA 420之輸出經展示為匹配（經由各別匹 

配電路422）且經投送至其各別雙工器424。在一些實施例中，匹配電 

路422可類似於本文中參看圖7所描述之實例匹配電路172a至172c。亦 

如本文中參看圖7所描述，當在HV模式中藉由HV供應操作PA 420 

時，可在無阻抗變換之情況下（例如，藉由圖6中之負載變換116）將PA 

420之輸出投送至其各別雙工器424。可經由天線切換器414將此等經 

放大及經濾波之信號投送至天線416以用於傳輸。在一些實施例中， 

雙工器424可允許使用共同天線（例如，416）同時執行傳輸及接收操 

作。在圖18中，所接收信號經展示為經由雙工器424而投送至可包括 

（例如）一或多個低雜訊放大器（LNA）之「Rx」路徑。

在圖18之實例中，可藉由HV組件102來提供用於PA 420之前述 

HV供應。此類HV組件可包括（例如）如本文所描述之升壓DC/DC轉換 

器。

數個其他無線裝置組態可利用本文所描述之一或多個特徵。舉 

例而言，無線裝置並不需要為多頻帶裝置。在另一實例中，無線裝置 

可包括諸如分集天線之額外天線及諸如Wi-Fi、藍芽及GPS之額外連 

接性特徵。

如本文所描述，本發明之一或多個特徵在實施於諸如涉及圖18 

之無線裝置之系統的系統中時可提供數個優點。舉例而言，可經由輸 

出損失之消除或降低而達成顯著電流耗用減少。在另一實例中，針對 

功率放大系統及/或無線裝置，可實現材料計數之更低之費用。在又 

一實例中，每一所支援頻帶之獨立最佳化或所要組態可歸因於（例如） 

用於其各別頻帶之單獨PA而達成。在又一實例中，最大或增加之輸 

出功率之最佳化或所要組態可經由（例如）升壓供應電壓系統而達成。 

在又一實例中，可利用數個不同的電池技術，此係因為最大或增加之 

功率未必受電池電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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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藉由如本文所描述之各種蜂巢式頻帶實施本發明之一或多個 

特徵。此等頻帶之實例列於表3中。應理解，可將該等頻帶中之至少 

一些頻帶劃分成子頻帶。亦應理解，可藉由並不具有諸如表3之實例 

的名稱之頻率範圍實施本發明之一或多個特徵。

表3
頻帶 模式 Tx頻率範圍(MHz) Rx頻率範圍(MHz)

B1 FDD 1,920至 1,980 2，110至2,170
B2 FDD 1,850至 l，910 1，930至1，990
B3 FDD 1,710至 1，785 1,805至 1，880
B4 FDD 1,710至 1，755 2,110至2,155
B5 FDD 824至849 869至894
B6 FDD 830至840 875至885
B7 FDD 2,500至2,570 2,620至2,690
B8 FDD 880至915 925至960
B9 FDD 1,749.9至 1，784.9 1，844.9至 1,879.9
B10 FDD 1，710至 1，770 2,110至2，170
B11 FDD 1,427.9至 1,447.9 1，475.9至 1,495.9
B12 FDD 699至716 729至746
B13 FDD 777至787 746至756
B14 FDD 788至798 758至768
B15 FDD 1，900至 1，920 2,600至2,620
B16 FDD 2,010至2,025 2,585至2,600
B17 FDD 704至716 734至746
B18 FDD 815至830 860至875
B19 FDD 830至845 875至890
B20 FDD 832至862 791至821
B21 FDD 1,447.9至1,462.9 1,495.9至 1,510.9
B22 FDD 3,410 至3,490 3,510$3,590
B23 FDD 2,000至2,020 2,180$2,200
B24 FDD 1,626.5至 1,660.5 1，525至 1，559
B25 FDD 1，850至 1,915 1，930至 1，995
B26 FDD 814至849 859至894
B27 FDD 807至824 852至869
B28 FDD 703至748 758至803
B29 FDD 不適用 716至728
B30 FDD 2,305至 2,315 2,350至2,360
B31 FDD 452.5至457.5 462.5至467.5
B33 TDD 1，900至 1,920 1,900至 1，920
B34 TDD 2,010至2,025 2,010至2,025
B35 TDD 1，850至 1，910 1,850至 1,910
B36 TDD 1，930至 1,990 1，930至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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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 TDD l，910至 l，930 l，910至 1,930
B38 TDD 2,570^2,620 2,570至2,620
B39 TDD l，88O 至 1,920 1,880至 1,920
B40 TDD 2,300至2,400 2,300至2,400
B41 TDD 2,496至2,690 2,496至2,690
B42 TDD 3,400至 3,600 3,400至 3,600
B43 TDD 3,600$3,800 3,600至 3,800
B44 TDD 703至803 703至803

在本文中之描述中，參考各種形式之阻抗。舉例而言，PA有時 

被稱作驅動諸如濾波器之下游組件之負載阻抗。在另一實例中，PA 

有時被稱作具有阻抗值。出於描述之目的，應理解，可互換地使用 

PA之此等阻抗相關參考物。另外，PA之阻抗可包括其如可見於PA之 

輸出側上的輸出阻抗。因此，經組態以驅動下游組件之負載阻抗之此

類PA可包括具有與下游組件之負載阻抗近似相同的輸出阻抗之PA。

除非上下文另外清楚地要求，否則貫穿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 

圍，詞「包含」及其類似者應以包括性意義解釋，而非排他性或窮盡 

性意義解釋；換言之，以「包括（但不限於）」之意義來解釋。如本文 

大體上使用之詞「耦接」係指可直接連接或藉助於一或多個中間元件 

連接之兩個或兩個以上元件。另外，當用於本申請案中時，詞「本文 

中」、「上文」、「下文」及類似意義之詞應指本申請案整體而非本申請 

案之任何特定部分。在上下文准許之情況下，使用單數或複數數目進 

行之上述【實施方式】中之詞亦可分別包括複數或單數數目。參考兩 

個或兩個以上項目之清單之詞「或」，該詞涵蓋該詞之所有以下解 

釋：清單中之項目中之任一者、清單中之所有項目，及清單中之項目 

的任何組合。

本發明之實施例之上述詳細描述並不意欲為窮盡的或將本發明 

限於上文所揭示之精確形式。熟習相關技術者將認識到，雖然上文出 

於說明性目的而描述本發明之特定實施例及實例，但在本發明之範疇 

內，各種等效修改係有可能的。舉例而言，雖然以給定次序呈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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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或區塊，但替代實施例可以不同次序執行具有步驟之常式，或使 

用具有區塊之系統，且可刪除、移動、增加、細分、組合及/或修改 

一些處理程序或區塊。可以多種不同方式實施此等處理程序或區塊中 

之每一者。又，雖然有時將處理程序或區塊展示為連續執行，但此等 

處理程序或區塊可改為並行地執行，或可在不同時間執行。

本文所提供之本發明之教示可應用於其他系統，未必為上文所 

描述之系統。可組合上文所描述之各種實施例之元件及動作以提供其 

他實施例。

雖然已描述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但此等實施例僅藉助於實例 

呈現，且並不意欲限制本發明之範疇。實際上，本文所描述之新穎方 

法及系統可以多種其他形式體現；此外，在不脫離本發明之精神之情 

況下，可對本文所描述之方法及系統的形式做出各種省略、取代及改 

變。隨附申請專利範圍及其等效物意欲涵蓋將屬於本發明之範疇及精 

神内之此等形式或修改。

【符號說明】

50 無線系統或架構

52 放大系統

54 射頻放大器總成/高壓功率放大器總成

56 偏壓系統

58 高壓供應系统

60a 功率放大器

60b 功率放大器

60c 功率放大器

62 匹配網路

64 放大電晶體

64a 第一放大電晶體/第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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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b 第二放大電晶體/第二級

72 介面系統

100 高壓平均功率追蹤功率放大系統

102 高壓供應系統/前端功率管理積體電路組件/高壓組件

104 功率放大器總成

106 匹配組件/PI網路

108 雙工器總成

110 包絡追蹤功率放大系統

112 包絡追蹤調變系統

114 功率放大器總成

116 負載變換系統

118 頻帶切換器系統

120 PI網路

122 包絡追蹤調變器

124 抗流圈電感

126 共同輸人節點

128 DC-阻塞電容

130 寬頻帶放大路徑

132 驅動級/放大級

134 輸出級/放大級

136 輸出匹配網路

138 頻帶切換器

140a 匹配電路

140b 匹配電路

140c 匹配電路

142a 雙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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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b 雙工器

142c 雙工器

144a 天線埠

144b 天線埠

144c 天線埠

160 升壓DC/DC轉換器/前端功率管理積體電路

162a 輸入節點

162b 輸入節點

162c 輸入節點

164a DC-阻塞電容

164b DC-阻塞電容

164c DC-阻塞電容

166a 抗流圈電感

166b 抗流圈電感

166c 抗流圈電感

168a 功率放大器

168b 功率放大器

168c 功率放大器

170a 電容

170b 電容

170c 電容

172a 匹配電路

172b 匹配電路

172c 匹配電路

174a 雙工器

174b 雙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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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c 雙工器

180 介面節點

182 高壓輸出

184 輸出

186 線路

190 低頻帶功率放大器紹H成

192 輸人切換器

194a 輸入節點

194b 輸人節點

196 輸出切換器

198a 輸出節點

198b 輸出節點

200 中頻帶功率放大器銘誠

202 輸入切換器

204 輸入節點

206 輸出切換器

208 輸出節點

210 高頻帶功率放大器紐 成

212 輸入切換器

214 輸入節點

216 輸出切換器

218 輸出節點

220 2G功率放大器總成

230 功率放大器總成

232 功率放大器總成

234 DC/DC切換調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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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點

260 輸入節點

262 輸出節點

270 裝置

300 模組/虛線框

302 封裝基板

304 表面黏著裝置

306 天線切換器模組

400 無線裝置

402 使用者介面

404 記憶體

406 功率管理組件

408 基頻子系統

410 收發器

414 天線切換器

416 天線

420 功率放大器

422 匹配電路

424 雙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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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738 發明摘要
公告本

※申請案號：104132230
※申請日：104/09/30 ※IPC 分類：H03F3/789(2006.01)

H03F3/20 (2006.01)
H04B 1/44 (2006.01)

【發明名稱】

具有多個微型化之單頻帶功率放大器之多頻帶裝置

MULTI-BAND DEVICE HAVING MULTIPLE MINIATURIZED

SINGLE-BAND POWER AMPLIFIERS

【中文】

本發明提供具有多個微型化之單頻帶功率放大器之多頻帶裝 

置。在一些實施例中，一種功率放大器晶粒可包括一半導體基板，及 

實施於該半導體基板上之複數個功率放大器(PA)。每一PA可經組態以 

近似地驅動沿著一個別頻帶信號路徑之一下游組件之一特性負載阻 

抗，以使得每一PA經定尺寸為小於經組態以驅動與該複數個PA相關 

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上的一寬頻帶PA。該下游組件可包括一輸出濾 

波器。

【英文】

Multi-band device having multiple miniaturized single-band power 
amplifiers. In some embodiments, a power amplifier die can include a 
semiconductor substrate, and a plurality of power amplifiers (PAs) 
implemented on the semiconductor substrate. Each PA can be configured to 

drive approximately a characteristic load impedance of a downstream 
component along an individual frequency band signal path, such that each PA 

is sized smaller than a wide band PA configured to drive more than one of the 

frequency bands associated with the plurality of PAs. The downstream 
component can include an output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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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極效率及功率增加效率對輸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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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放大器負載電流對vcc ,無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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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7）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0 高壓平均功率追蹤功率放大系統

102 高壓供應系統/前端功率管理積體電路組件/高壓組件

104 功率放大器總成

106 匹配組件/PI網路

108 雙工器總成

160 升壓DC/DC轉換器/前端功率管理積體電路

162a 輸入節點

162b 輸入節點

162c 輸入節點

164a DC-阻塞電容

164b DC-阻塞電容

164c DC-阻塞電容

166a 抗流圈電感

166b 抗流圈電感

166c 抗流圈電感

168a 功率放大器

168b 功率放大器

168c 功率故大器

170a 電容

170b 電容

170c 電容

172a 匹配電路

172b 匹配電路

C1927I0PA.doc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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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c 匹配電路

174a 雙工器

174b 雙工器

174c 雙工器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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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功率放大器晶粒，其包含：

一半導體基板；及

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器，其實施於該半導體基板上，每一 

窄頻帶功率放大器經組態以在一高壓中以一平均功率追蹤模式 

操作且可耦接至與一各別頻帶相關聯之一輸出濾波器，每一窄 

頻帶功率放大器經定尺寸為小於一寬頻帶功率放大器，該寬頻 

帶功率放大器經組態以與該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器相關聯之 

頻帶中之一者以上操作。

2. 如請求項1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每一窄頻帶功率放大器經組 

態以近似地驅動該對應輸出濾波器之一特性負載阻抗。

3. 如請求項2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每一窄頻帶功率放大器具有 

約大於40歐姆之一阻抗。

4. 如請求項3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每一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之該 

阻抗具有約50歐姆之一值。

5. 如請求項3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每一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之該 

阻抗導致該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中的一減少之電流耗用。

6. 如請求項5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每一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中的 

該減少之電流耗用允許將該窄頻帶功率放大器經定尺寸為小於 

具有一較低阻抗之另一窄頻帶功率放大器。

7. 如請求項2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每一窄頻帶功率放大器包括 

一異質接面雙極電晶體。

8. 如請求項7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該異質接面雙極電晶體為一 

砷化鎵裝置。

9. 如請求項7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該異質接面雙極電晶體經組

C192710PBX20170809C.docx -1

104132230 表單编號A0202 1063252037-0



1634738 106年08月09日修正

態以經由其集極接收該高壓供應作為VCC。

10. 如請求項1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與具有類似頻帶處置能力但 

該等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係在低壓中操作之另一功率放大器晶粒 

相比較而言，該等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之該平均功率追蹤模式的 

組態導致一較低損失。

11. 如請求項10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該另一晶粒經組態以在一 

包絡追蹤模式中操作。

12. 如請求項11之功率放大器晶粒，其中該等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之該 

平均功率追蹤模式的組態提供之總效率係大於與該包絡追蹤模 

式相關聯之該等窄頻帶功率放大器相關聯之一總效率。

13. 一種射頻模組，其包含：

一封裝基板，其經組態以接納複數個組件；及

一功率放大系統，其實施於該封裝基板上且包括實施於一半

導體基板上之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器，每一窄頻帶功率放大 

器經組態以在一高壓中以一平均功率追蹤模式操作且可耦接至 

與一各別頻帶相關聯之一輸出濾波器，每一窄頻帶功率放大器 

經定尺寸為小於一寬頻帶功率放大器，該寬頻帶功率放大器經 

組態以與該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器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 

上操作。

14. 如請求項13之射頻模組，其中該輸出濾波器藉由一單獨輸出路 

徑耦接至該對應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以使得該功率放大系統在 

該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器與其對應輸出濾波器之間實質上不 

含一頻帶選擇切換器。

15. 如請求項14之射頻模組，其中每一輸出濾波器係藉由實質上不 

含一阻抗變換電路的一路徑耦接至該對應窄頻帶功率放大器。

16. 如請求項15之射頻模組，其中該射頻模組為一前端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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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種無線裝置，其包含：

一收發器，其經組態以產生一射頻信號；

一前端模組，其與該收發器通信及具有一功率放大系統，該 

功率放大系統包括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器，每一窄頻帶功率 

放大器經組態以在一高壓中以一平均功率追蹤模式操作且可耦 

接至與一各別頻帶相關聯之一輸出濾波器，每一窄頻帶功率放 

大器經定尺寸為小於一寬頻帶功率放大器，該寬頻帶功率放大 

器經組態以與該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器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 

者以上操作；及

一天線，其與該前端模組通信且經組態以藉由該前端模組來 

操作一經放大之射頻信號之傳輸。

18. 一種用於處理一射頻信號之方法，該方法包含：

藉由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中之一所選定功率放大器放大 

該射頻信號，該所選定窄頻帶功率放大器以在一高壓中以一平 

均功率追蹤模式操作且可耦接至與一各別頻帶相關聯之一輸出 

濾波器，該所選定窄頻帶功率放大器經定尺寸為小於一寬頻帶 

功率放大器，該寬頻帶功率放大器經組態以與該複數個窄頻帶 

功率放大器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上操作；及

將該經放大之射頻信號投送至該下游組件。

19. 如請求項18之方法，其中該下游組件包括一輸出濾波器。

20. 一種用於製造一功率放大器晶粒之方法，該方法包含：

形成或提供一半導體基板；

實施複數個個別頻帶信號路徑；及

形成以在一高壓中以一平均功率追蹤模式操作且可耦接至與 

一各別頻帶相關聯之一輸出濾波器的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 

器，每一窄頻帶功率放大器經定尺寸為小於一寬頻帶功率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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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該寬頻帶功率放大器經組態以與該複數個窄頻帶功率放大 

器相關聯之頻帶中之一者以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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