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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5G微波/毫米波放大器的PCB材料 

 

全球范围数以万计的语音连接和难以想象的数据文件需求，表明了第五代（5G）无线通信网络出现的

必然性。5G时代即将到来，它的应用需要为包括功率放大器（PA）在内的许多不同类型的高频电路提

供合适的电路材料。5G代表了当前无线技术中的最新和最值得关注的技术，它可以在许多不同的频率

上工作，如6GHz及以下频率，以及毫米波频率（通常为30GHz及以上）;而且它还需要接收来自地面

基站和轨道卫星的网络接入。因此从选择电路板材料开始，其设计和制造都将会面临挑战，但是，通

过对机械和电气性能要求的仔细考量，仍可以选择相应的高频电路材料，无论工作频率高低，都能使

5G功率放大器的设计和开发成为可能。 

理想情况下，都希望找到某一种电路材料可以适用于所有频率的功率放大器应用。然而，不同频率的

放大器具有不同的设计要求，并且放大器需要选用具有不同特性的电路材料，从而适应不同的频率。

例如，插入损耗或损耗因子可能或多或少地取决于电路材料的类型。每种电路材料都会有一定程度的

损耗，而损耗通常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在5G使用的低频微波频段，某一给定的电路材料的损耗

性能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增益较高；但在毫米波频率范围内就变得不可接受，这是因为毫米波

频段下输出功率将显著变小，过高的损耗会导致信号功率电平较弱而无法接受。能在微波频率下用于

高功率和PA增益值低损耗电路材料并不是毫米波频率下PA的最佳材料选择。 

对介电常数（Dk）这一关键电路材料参数的设计需求，在6GHz及以下的5G微波频率上，与用于5G网

络的短距离回传中的毫米波频率上截然不同。为每个频段寻找最佳电路材料时，就需要了解哪个Dk值

最适合于这两个不同频率范围。然后找到具有这些Dk值的电路材料，并兼顾材料的其他材料属性，从

而设计并制造出优异、高性能、高频率的功率放大器。 

无论是用于微波频率还是毫米波频率，用于功率放大器的电路材料都必须能够支持功放管实现阻抗匹

配。阻抗匹配对于低功率放大器中的有源器件（如驱动器放大器，甚至是低噪声放大器（LNA））也

是必需的。适合于完成阻抗匹配网络的电路材料应能够使电路的阻抗变化保持为最小，这通常需要材

料具有非常严格厚度控制（厚度没有变化）；非常严格的导体宽度控制，如微带传输线，以保持相同

的阻抗；还需要严格控制电路材料的铜箔厚度；以及严格控制电路材料的Dk值，尤其是其在不同温度

环境下的Dk。尽管具有严格控制的Dk值的电路材料可以帮助将高频传输线的阻抗变化保持在狭窄范围

内容（例如3.50±0.05，±0.05或更低的Dk值公差的电路材料通常被认为是具有严格控制Dk值的材

料），这也的确是功率放大器电路的阻抗匹配所需要的，但材料厚度的变化对阻抗匹配中阻抗的一致

性则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随着频率的增加，信号波长随之减小，电路也随之更小。许多用于微波和毫米波频率的功率放大器电

路设计，例如Doherty放大器，都依靠四分之一波长的传输线电路结构进行阻抗变换。这一结构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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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就是一个关于电路厚度的函数。如果电路材料的厚度没有被严格控制，那么就很容易看到传输线和

电路结构的阻抗是随着材料厚度的变化而变化。通常，±10％或更小的厚度变化范围是被认为进行了

材料厚度严格控制的。 

 

PCB热管理 

无论是在微波频率还是在毫米波频率下，PA电路的性能都会因受温度变化的影响而产生变化，这个变

化既来自于环境温度，也来自于PA自身的有源器件所产生的热量（如功率晶体管或IC）。在寻找适用

于5G应用的微波和毫米波功率放大器的电路材料时，寻找能够进行有效热管理的电路材料对于降低功

率放大器的性能变化至关重要，因为其自身有源器件会产生大量热量而使温度上升。 评估材料的热性

能时，有两种电路材料参数特别有用：分别是导热系数和介电常数热稳定系数（TCDk）。 

 

高导热性能材料可以有效地将热量从在PCB上的任何发热有源器件（例如PA的功率晶体管）中通过热

流带走。 持续的热流不仅能消除热量对晶体管可靠性产生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热引起

的PA的性能变化。0.5 W / m·K或更高的导热系数对于PCB材料来说可认为是性能优良的材料。 

 

TCDk是电路材料的基本属性，用于表征该材料的Dk值如何受温度变化的影响。理想情况下，材料的

TCDk为0 ppm /ºC，Dk值不受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但实际的电路材料在温度变化下，DK值会出现一

些改变。一般而言，TCDk小于| 50 | ppm /ºC时被认为是性能很好的材料，此时Dk随温度的变化很

小。在5G系统中，对于需要用到较为准确的四分之一波长线的放大器和其他电路来说，低的TCDk值

的电路材料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电路的性能差异。 

与低频功率放大器和电路相比，毫米波功率放大器及电路的信号波长更短，电路通常需要更薄的PCB

材料，并且其厚度仍需要保持严格的公差。对于电路材料相关的其他特性带来的影响，如铜表面粗糙

度，较薄的电路材料甚至比较厚的电路材料更敏感。铜表面粗糙度会导致电路传输线损耗和相位变化

等，因此在5G微波和毫米波功率放大器中的小波长、高频率电路应用来说，选定的材料的铜箔表面粗

糙度都应该尽可能小。 

为了提供5G放大器所需特性的电路材料，这里列举了来自罗杰斯公司(www.rogerscorp.com)的两种不

同厚度和特性的材料作为不同频率范围应用示例。例如，对于6GHz及以下频率的5G 功率放大器，厚

度为20mil和30mil的陶瓷填充的电路材料，RO4385™是较好的选择。它是低成本、高性价比的电路材

料，能在较宽温度范围内保持一致的性能。 它们在10GHz时的z轴(厚度方向)介电常数Dk是3.48，公差

严格控制在±0.05内。并且可使用标准环氧树脂/玻璃（FR-4）工艺进行加工制造，非常适用于低频段

5G功放的应用中。 

http://www.rogerscorp.com/


5 

 

对于毫米波频率下的5G功率放大器，厚度为5mil和10mil的RO3003™层压板就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RO3003™材料是由陶瓷所填充的PTFE(聚四氟乙烯)材料。它在10 GHz时的Z轴(厚度方向)的介电常数

是3.0，公差在±0.04以内。它具有极低的损耗特性，有助于毫米波频段功率放大器电路中获得最大的

增益，也非常适用于未来5G无线网络的信号回传的各种毫米波频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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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层 PCB 技术的微带缺陷地结构减小电路的辐射损耗 

约翰•孔罗德 

罗杰斯公司，钱德勒，亚利桑那州 

采用缺陷地结构的多层电路设计可增强滤波器性能且不必担心其泄漏和隔离。 

微带缺陷地结构（DGS）多年来一直是高频电路设计的一种方法，同时也被广泛用于带状线和共

面波导电路。虽然 DGS 电路的设计方法对诸如天线和滤波器等基于射频/微波的谐振器的电路性

能和小型化有所帮助，但该技术也会受到低隔离度和过多的电磁（EM）辐射等严重缺陷的限制。

基于 DGS 的电路会向外辐射电磁能量，从而产生电磁干扰。其缺乏足够的隔离度也会导致与相邻

的射频/微波元件和电路出现设计中本不希望出现的相互干扰作用。幸运的是，由于多层电路结构

在现代射频/微波电路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多，所以使用多层结构中而可以几乎不需要考虑辐射或

隔离的设计和制造微带 DGS 电路成为可能。文章中就将使用一些现成的商业电路材料和通过低通

滤波器（LPF）的设计来演示这种设计方法。 

 

DGS 概述 

理解 DGS 的最简单的方法可通过对比来理解。传统的信号地平面被视为一个没有任何间隔或中断

的连续结构，诸如微带线之类的传输线的接地平面的电特性就是连续性。通过有目的地在地平面

形成缺陷或不连续就是缺陷地结构。例如在接地面上蚀刻一个隔离开口，传输线的射频特性就会

被改变。这是因为在这个 DGS 的范围内，电容和电感发生显著的变化。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微带传输线的地平面上刻蚀的 H 形结构（见图 1）。图 1a 所示的微带结构有

两层。暗橙色表示顶层（信号层）上的线路，浅橙色表示底层（接地层）上的地平面。H 形的微

带缺陷地结构会产生如图 1b 所示的一个带阻或带限的特性曲线，该响应类似于一阶巴特沃斯低通

滤波器（LPF）的响应。DGS 这种可以产生的窄带带阻响应，有时可被用于滤波器设计中以改善

滤波器的阻带部分中的阻带特性。如后续的低通滤波器设计可以看到，微带 DGS 的有效使用不仅

改善了滤波器的阻带响应，而且极大地改善了滤波器的杂散谐波响应。 

实际上，DGS 可以提高许多射频/微波电路的性能，包括低通滤波器（LPF），带通滤波器

（BPF），贴片天线和其它谐振电路。IEEE 中能够搜索到很多有关 DGS 应用的相关论文。DGS 结

构也可用来减小电路尺寸，并实现慢波效应的能力。 

 

克服 DGS 的辐射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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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射频/微波电路的复杂性和集成度的不断提高，多层电路结构在设计中被广泛采用。多层

印刷电路板可以制作成多种形状和不同的尺寸。包含微带缺陷地结构的多层印刷电路板（PCB）

的合适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消除电磁辐射和隔离。 

为了简单起见，以三层的多层印刷电路板为例，来展示减小 DGS 辐射和隔离的方法，如图 2 所

示。该图中的多层板电路具有两种不同的电路材料，其介电常数分别为εr1和εr2。对于理想的

DGS，底层材料的介电常数εr2越低越好，如等于空气中的介电常数的值 1.0。在多层 PCB 结构中

设计空气腔是可能的，但电路的加工比较难且成本较高。一个折中的办法是使用一种介电常数εr2

值很低的电路材料，而这种材料的强度足以承受 PCB 的制造工艺。本文稍后将会解释使用不同εr

值的材料的好处。4,5 

最上面的两层是微带和它的缺陷地平面。它们可能表现为接地的共面波导传输线，但如果是松耦

合，即为微带线。使用贯穿所有三层的电镀孔（通孔）的接地平面能确保电路上下接地平面可靠

接地，并且也给在第二层上的微带（缺陷）地平面提供了一个适当连接。这个掩埋式的接地对于

微带线和 DGS 的性能优化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只具有两层的传统微带 DGS 结构，含有 DGS 开口

结构的地面可以向附近的环境辐射能量。然而，在图 2 所示的三层结构中，由于三层的接地结构

与其重复的接地过孔，辐射的能量被禁锢在电路中。 

 

图 1 图(a)为其地平面上蚀刻的 H 形 DGS 微带传输线的俯视图 

图(b)为此结构的 S21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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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层微带 DGS 的 PCB 横截面，用于实现无辐射和高隔离。 

 

微带阶梯阻抗低通滤波器 

下面通过微带阶梯阻抗结构来实际验证使用微带 DGS 结构的 LPF 滤波器克服辐射或隔离问题有

效性。阶梯阻抗电路由低阻抗和高阻抗部分级联并不断重复而组成。如果设计得当，这些低阻抗

和高阻抗部分在滤波器的不同部分将会产生电容和电感值，从而实现低通滤波器的功能。 

采用微带阶梯阻抗的形式时，高阻抗部分和低阻抗部分之间的差异会影响滤波器的杂散谐波性

能。高阻值和低阻值之间的较大差异会导致较少的杂散谐波含量和更优的阻带隔离; 然而，可以实

现的阻抗范围是有限的。例如，如果低阻抗电路元件的线路过宽，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谐振，从而

使滤波器性能恶化。一般规定这个结构的范围应不大于λ/ 8 的频率。相反，高阻抗使得导体宽度

过窄而难以蚀刻加工。一个普遍规律是，最小微带导线的宽度应在 4 mils 以上，以提供给 PCB 加

工商一个可以实现且可重复制作的电路设计。 

为了实现高阻抗，采用 DGS 结构的电路设计可以增加电路阻抗而也不会导致导体宽度变窄而无法

制造。这种设计就是在窄的导体下方的接地面上蚀刻出一个开口。蚀刻的开口增加了该区域的介

质厚度，从而使得阻抗值增加。 

DGS 技术也可用于增强滤波器阻带性能、减少杂散谐波响应。当杂散谐波在阻带响应的频率范围

内，或者在必须改善滤波器阻带的频率范围内，就可以使用 DGS 技术。一般来说，为了在不降低

其它滤波器性能参数的情况下有效抑制滤波器的杂散谐波响应，可以在已知的谐波或杂散响应的

频率范围内设计窄带带阻响应。然而对于 DGS 来说, 在所需频率范围内最好使用宽带阻带响应。 

为了更好地说明 DGS 电路技术在提高高频滤波器性能方面的优势，我们以研究 DGS 对微带阶梯

阻抗低通滤波器的影响来说明。同样，在加工具体电路之前，我们先对电路进行电磁建模仿真，

然后进行电路加工制造，最后用实际加工的电路进行测试来看电路性能的改善。为了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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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S 效应，滤波器使用高低不同的εr值的电路材料的特定组合，以展示电路材料的选择是如何影

响微带 DGS 结构的性能的。 

 

 

 

 

 

 

 

图 3-(a) 传统的微带阶梯阻抗低通滤波器，图 3-(b) 具有相同设计但在第二层中具有 DGS 开口的电路，用以实现高阻抗

电路特征。 

 

 

图 4 优化的 DGS 带阻特性的原型微带传输线，在 8.4 GHz 的频率下，可提供良好的通带回波损耗和较高的抑制能力。 

 

 

 

图 5 最终的微带缺陷地结构 LPF 电路设计，其包括 8.4 GHz 频率下用以增强抑制能力的传输线 DGS 结构。 

 

滤波器的设计与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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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LPF 设计是基于切比雪夫（Chebyshev）传递函数，带内纹波 0.1 dB、3 dB 的截止频率在 2.2 

GHz。我们同时也设计和加工制造了两种形式的滤波器用以对比：第一种作为参考，没有 DGS 的

设计；第二种设计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但是采用两种不同的 DGS 设计方法，并且使用高低不同

的εr值的电路材料的特定组合，构成了三层微带 DGS 电路的多层结构。用于本研究的高εr材料是

来自罗杰斯公司的 8mil 的 RO4360G2™ 层压材料，其设计 Dk 值为 6.4，如图 2 中的εr1。 

 

 

 

 

 

 

 

 

 

 

 

 

 

图 6 -(a) 图 3a 中没有 DGS 设计的 S21 响应； 

图 6 -(b) 图 3a 中的 LPF 电路的 S21 响应。 

 

低εr电路材料也是来自罗杰斯公司的 22mil 的 2929 粘合材料，其设计 Dk 值为 2.9，也就是如图

2 中的εr2。这种材料组合的微带阶梯阻抗 DGS 设计的好处是对于使用高εr材料实现低阻抗部分，

而用低的εr材料来实现高阻抗电路。当在第二层的接地面中形成蚀刻开口以构建高阻抗电路特征

时，该电路的表现像是基于更厚的材料的特性; 此时这个较厚的介质是由两种不同εr值的材料组合

而成，其设计 Dk 值分别为 6.4 和 2.9。考虑到两种材料的厚度，它们组合后得到的复合设计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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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约为 3.4。这种较厚的、低的εr值复合介质用于形成的阻抗比单独使用 8mil 的介质可以有更高

阻抗的电路特征。 

图 3a 是第一种 LPF 电路设计的俯视图，无 DGS 结构，而图 3b 是在第二层中有 DGS 开口，完全

相同性能的电路设计。将顶层（第一层，信号层）表示为暗橙色，将第二层（中间的微带接地

层）表示为浅橙色。在电路的周围有许多重复的接地过孔（以白点表示），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中

间的接地平面，顶层和底层始终良好的接地。底层（第三层，以白色显示）位于微带中间接地层

（第二层）的下方。如果图 3b 是一个只有两层的微带缺陷地结构，那么白色区域就代表能量可

能辐射到外界的路径。由于底层（第三层）的存在，辐射能量将被大大降低。 

为了展示这种 DGS 设计方法的一些好处，假定在 8.4GHz 时需要足够好的抑制性能。为了在 LPF

中实现这种性能，我们先仿真了一个简单的微带传输线，在其第二层上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微带开

口作为 DGS 缺陷地，目的是在 8.4 GHz 时实现宽带带阻功能。为了改善 8.4 GHz 时的隔离度，

图 4 中的微带线 DGS 电路结构也被包含在滤波器的最终设计中，用于滤波器的 50Ω馈线。该模

型经过优化后，可在低通滤波器的通带上，也就是 0Hz 到 2.2GHz，实现最佳回波损耗。图 5 所

示就是包含所有特性的最终的 DGS LPF 设计。 

 

性能表现 

对比滤波器的响应特性，如图 6 所示。图 6a 中显示了没有 DGS 特性的 LPF 电路特性，而图 6b 

中是有 DGS 设计的 LPF 电路的 S21 响应。可能已经注意到，带有 DGS 的滤波器电路的 3dB 截止

频率与设计目标约有偏差。对于参考滤波器电路(即没有 DGS 的电路) 的 3dB 截止频率在

2.243GHz 处（图 6a 中的标记 3），而具有 DGS 的滤波器电路的 3dB 截止频率在 2.604GHz 处

（图 6b 中标记 3）。 

比较两个滤波器的 S21 响应，最显著的差异出现在 3dB 截止点以外的阻带中。对于没有 DGS 的

参考滤波器电路，标记 4 和 5 表示了由不必要的谐振所导致阻带较差的性能。标记 4 的频率位于

高阻抗导体的中段相关的谐振峰处。该处的谐振是由于电路中间的高阻抗、窄导体段，它的λ/ 2

长度约在 5.47GHz 处，从而产生驻波导致谐振。而标记 5 是大约 3f0 处的杂散谐波，其中 f0 是

3dB 截止频率。 

对于包含微带缺陷地结构的 LPF 电路来说，高阻抗部分的物理长度会变短，由于介质厚度不同，

且介电常数也不同（复合介电常数，εr1 为 6.4 和εr2 2.9），该区域中的波长是不同的。此外，

DGS 开口产生的慢波效应，使电路长度更短。由于这些差异，使得在 DGS 结构中消除了在

5.47GHz 处的λ/ 2 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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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f0 处产生的寄生谐波是微带阶梯阻抗滤波器产生的固有谐波产物。众所周知，如果阶梯阻抗

电路特征的高---低阻抗具有更宽的范围，这种寄生谐波便可得到显著的抑制。对于不包含 DGS

结构的电路，在 3f0（标记 5，6.671GHz）处的抑制度仅为 8.6dB；而具有 DGS 结构的电路，在

3f0 处（图 6b 中的标记 4）的抑制度达到了 55.1dB。还要注意的是，带有 DGS 结构的滤波器在

8.4 GHz 时的阻带性能也得到了改善。在图 6b 中标记 4 和 5 之间的 8.4GHz 附近达到了几乎约

90dB 的高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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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电磁仿真软件中模拟铜箔表面粗糙度对电路的影响 

 

铜是用于射频/微波印刷线路板的优良导体。它是设计诸如微带线、带状线等低损耗传输线的基础，然

而，不同的电路材料上，甚至同一张材料的不同区域，铜箔表面的粗糙度也可能不同，从而影响到高

频性能。在理想情况下，为了在线路板上和线路板之间提供一致的信号传输特性，线路板上的铜箔应

光滑且良好一致的。但实际上任何覆铜层压线路板的铜箔表面都具有一定的粗糙度，可能会影响线路

板的最终性能。 

幸运的是，最新的电磁仿真软件允许用户定义添加线路板材料的关键特性，如介电常数（Dk）和铜箔

表面粗糙度等参数。在电路设计和性能仿真过程中，可以使模拟仿真的结果与实际电路的测量结果非

常一致，即使铜箔表面粗糙度在整个线路板存在一定产生变化的电路。 

 

了解介电常数 

当在商业电磁仿真软件中对电路进行建模仿真时，为了充分考虑线路板材料铜箔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了解铜箔表面粗糙度如何影响高频电路的性能，以及Dk与材料的铜箔表面粗糙度之间的关系，是很重

要的。事实上，线路板材料的电路的Dk值会受到铜箔表面粗糙度因素的影响，在电磁仿真软件中把这

种电路的Dk值通常称为设计Dk(Design Dk)值。 

例如，依据铜箔表面粗糙度的变化，导致在该材料上加工制成的电路相位响应会产生不可预期的变

化。在某些高频应用条件下（因信号有更小的波长）这种变化会更加显著，例如，目前在汽车高级驾

驶辅助系统（ADAS）应用中的电子安全系统，以及被规划用于第五代（5G）移动无线通信网络中的

高速短程数据链路等应用的毫米波频段。 

设计Dk值与频率相关，通常把10GHz频率下的值作为设计Dk值，不同频率下的其Dk值可能不同。设计

Dk是从微带传输线电路的测试中得到的，是材料的z轴（厚度）方向的Dk值。 

一些电磁仿真软件仅使用z轴方向的设计Dk值进行仿真，而另一些电磁仿真软件可能同时需要线路板

材料的z轴和x-y平面Dk的值。当要考虑电路的各向异性参数时，通常需要在软件中输入材料x-y平面的

Dk值。 

 

使用哪个介电常数? 

线路板材料的设计Dk值对于电路电磁仿真的准确性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了解线路板材料制造商对某一

特定材料的设计Dk值的测试方法很有帮助，材料的设计Dk是通过使用微带差分相位长度测试方法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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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以通过在严格的环境受控条件下测量得到线路板材料的Dk值，但是也有许多Dk测试方法仍基于

现有的电路。例如，微带环谐振器法和微带差分相位长度法。在精确的测试条件（频率）下，电路的

性能测量揭示了有关线路板材料的特性，这有助于确定其Dk值。不过，电路中的任何变化，例如导体

蚀刻和镀铜厚度，都会导致材料Dk值测量的不准确性。当使用多层电路（例如基于带状线的电路）来

确定材料的Dk时，其他的一些变量也可能导致线路板材料的Dk值的测量不准确。例如，多层板内层的

厚度变化，或者用于连接的粘合材料的Dk可能与芯板材料的Dk不同等。因此，为了在仿真软件中准确

的仿真结果，在确定线路板材料的Dk或最终设计Dk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罗杰斯公司的线路板材料都会提供设计Dk值，测试方法是基于微带传输线电路的方法来确定材料的Dk

值。这些设计Dk值明确标示在线路板材料数据表中，这个Dk值不包括铜箔表面粗糙度的影响。然而，

MWI-2018软件工具上可以获得包括铜箔粗糙度影响、更多更详细的材料设计Dk的信息，对于在商业

电磁仿真软件中对电路建模非常有用。MWI-2018可以从Rogers技术支持中心

www.rogerscorp.com/techub网站免费下载。 

Rogers的MWI-2018软件可以通过各种选项显示每种线路板材料的设计Dk值。一种选择是Bulk Dk，其

只考虑材料自身而不考虑铜箔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这种设计Dk值用在仿真软件具有可以计算电路上铜

箔粗糙度带来的相位响应影响的能力，不需要一个“预加载”的设计Dk值。而有的仿真软件没有内嵌这

种仿真器时，就需要选择含有铜箔表面粗糙度的影响的另外的设计Dk值。 

目前很多的商业电磁仿真软件都可进行铜箔表面粗糙度对相位响应的影响的电路建模。例如，来自

ANSYS的HFSS电磁仿真软件，来自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的CST Studio套件，以及来自

Sonnet Software的 Sonnet电磁仿真软件等。ANSYS HFSS软件能够预测电路中铜箔表面粗糙度引起的

电路相位效应（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篇博客却给出了相反的说法在这予以纠正）。这些电磁仿真软

件已经可以计算出铜箔表面粗糙度对电路相位性能的影响，因此并且不需要额外的数据或不包含铜箔

粗糙度影响的设计Dk值，Bulk Dk。 

对于无法预测铜箔表面粗糙度影响的仿真软件，就应使用含有铜箔粗糙度影响的设计Dk而不是“Bulk 

Dk”，这些值可以在包含罗杰斯所有材料设计Dk的MWI-2018工具软件中找到。仿真时候选择不同的

Dk值会影响仿真结果的准确性。对于能够计算材料铜箔表面粗糙度对电路相位响应影响的仿真软件，

就应该选择Bulk Dk值，因为仿真软件已经考虑了铜箔带来的这些相位效应。如果再选用含有铜箔粗糙

度影响的设计Dk值，那么电路仿真中就两次考虑了铜箔粗糙度带来的影响，造成仿真的不准确。 

http://www.rogerscorp.com/tec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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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面向5G应用的PCB板电镀通孔性能 

约翰•孔罗德 

罗杰斯公司，钱德勒，亚利桑那州 

5G无线网络因覆盖了较宽的频带，对工作于毫米波频率下5G电路的线路板材料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本文探讨了用于PCB材料顶层铜箔与底层铜箔之间传输信号的金属化过孔内壁的表面粗糙度对材料的

最终射频性能的影响。 

第五代无线网络被誉为是实现现代通信的最重要的技术成就之一，5G技术既使用低于6GHz的信号频

率，也有用于短距离回传，高速数据链路的毫米波频率。在如此宽频率范围内的电路需要使用特殊的

线路板材料，而罗杰斯公司的RO4730G3™电路板材料就成为许多电路设计工程师的选择，因为它具

有从射频到毫米波频率的出色性能。然而，这种层压板材料与传统的电路材料的存在一个差别是材料

使用了中空微球作为介质的填充材料，这个差异引起了一些电路设计者的担忧。 

由于微球的存在，电路加工结构的外观——例如从一个导电层到另一个导电层的金属化过孔（PTH）

——看起来比没有采用这种特殊介质填料的传统的线路板材料，制作形成的金属化过孔要更加粗糙。

可能看起来是这样的，又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担忧，毕竟因为采用中空微球填料的线路板在做金属化

过孔时孔壁非常的粗糙。但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射频频率下，还是对5G无线网络的毫米波频

率下，中空微球填料对金属化过孔的影响纯粹是表面外观上的，它并不会影响电路的性能或金属化过

孔的可靠性。 

 

比较不同的金属化过孔 

所有电路金属化过孔的孔壁表面的纹理均会有不同的细微区别，即使在比较同一电路板的孔壁表面的

粗糙度时也是如此。由于钻孔过程涉及多个因素，金属化过孔的孔壁表面会因孔而异。在具有微球填

料的材料中，钻头可能会影响微球填料，也可能不会，从而导致了差异的产生。当钻头撞击并破碎空

心球体时，该过孔的铜镀层将沿着破碎的球体的轮廓生长，孔壁表面将不再光滑和平坦。图1显示了

电路线路板中微球填料的存在如何影响该电路材料形成金属化过孔时导致的表面粗糙度的增加。我们

很自然地会质疑，与金属化过孔更光滑表面的传统电路材料相比，这种粗糙度是否会导致电路的电气

性能或可靠性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随着5G无线网络中宽频率范围的高频电路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了解具有空心微球填料的线路板材料

中金属化过孔表面粗糙度是否对电路性能有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传统的线路板材料中没有这种

填料。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比较了来自罗杰斯公司的具有玻璃增强和微球填料的20.7mil厚的

RO4730G3™线路板材料和没有玻璃增强、具有更小且非空心填料的20mil厚的RO3003G2材料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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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孔壁的不同是否会带来影响。为了测试孔壁表面粗糙度是否有影响，我们开发了许多不同的测试电

路来比较线路板上的金属化过孔在5G宽的频率范围的情况。 

测试电路都基于微带传输线结构，在电路中间有一个通孔，用作从介质基板材料的顶部铜层到底部铜

层的导体和信号过渡。测试电路的长度基本都为2英寸左右。我们也使用了其他的一些高频传输线技

术作为参考，来评估金属化过孔孔壁表面粗糙度是否存在影响，包括没有信号通孔的8英寸和2英寸长

的微带电路，以及8英寸和2英寸长的没有通孔的接地共面波导（GCPW）电路。为了确保测量时的一

致性，测试使用了相同的两个2.4毫米的同轴连接器用于所有电路的测试。且测试连接器总是以同样的

方式连接到VNA的测试端口，以保持相位一致性。 

习惯于研究如图1所示的印刷电路板（PCB）显微图像的设计人员可能会担心金属化过孔的粗糙度会带

来影响，尤其是在5G电路的高频频率下。一般来说，对于不使用微球填充的传统高频电路材料来说，

粗糙的孔壁表面可能意味着在制造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问题，并可能会影响到过孔的可靠性。但对于空

心微球填充的电路材料，形成表面粗糙的金属化过孔是正常的，这并不代表其性能差。为了证明这种

电路材料中的粗糙的金属化过孔不会影响过孔可靠性和电性能，我们将新材料（较粗糙的金属化过

孔）与更传统的电路材料（更光滑的金属化过孔）进行研究比较，来消除将这种材料用于5G无线网络

电路设计和其它任何应用到毫米波频率范围的电路产生的任何疑虑。 

 

图1. 与没有微球填料的电路材料相比，使用空心微球填料的RO4730G3电路材料可能形成粗糙孔壁表面的金属化过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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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评估金属化过孔及其孔壁表面对高频电路性能的影响之前，对RO4730G3电路板及其微球填料

进行了广泛的评估，以充分了解它们在不同工作条件下的特性。进行了包括10层高加速热冲击

（HATS）/ 金属化过孔（PTH）可靠性、双面PTH可靠性、双面PTH-PTH导电阳极丝（CAF）电阻、

平面-平面CAF电阻、MOT和表面–表面贴装（SMT）测试、绝缘电阻，金属化过孔质量等一系列的材

料测试研究。所有测试表明，材料及其微球填料在行业标准测试条件下毫无问题地通过了这些测试。

有关这些研究测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罗杰斯公司官网的技术支持中心 

http://www.rogerscorp.com/techub。 本文的重点是介绍在射频、微波和毫米波频率下使用该材料

是否可能产生的问题。 

事实上，在对这种线路板材料及其微球填料进行的多项研究测试中，其中我们利用两种具有不同金属

化过孔壁特征的材料，研究金属化过孔壁表面粗糙度变化对RF性能带来的各种影响对比。研究测试基

于一种特殊设计的微带传输线电路，分别在顶层和底层都有微带线电路，中间介质是介质材料，通过

金属化过孔实现顶层到底层的微带线的连接。这些测试旨在为5G应用提供非常有意义的数据参考，因

此测试电路在100 MHz至40 GHz范围内都具有良好的射频性能。 

在该研究测试中使用的两种材料的介电常数（Dk，或εr）都非常接近，其值都在3附近。两种材料也

选用具有相同厚度的材料，均为20mil。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其中一个可以制作孔壁表面光滑的金

属化过孔，而另一个制作得到的金属化过孔壁表面较为粗糙。可以制作形成光滑金属化过孔壁表面的

材料是罗杰斯公司的RO3003G2™线路板材料，而具有玻璃增强材料和空心微球填料的RO4730G3™

线路板制作得到的金属化过孔壁表面较为粗糙。 

电路金属化过孔壁表面的纹理差别通常被认为是电路制造的问题，而不是材料的问题。但是，一些材

料特性可以使金属化过孔壁表面得到优化，包括电路材料填料类型、填料尺寸、玻璃增强和树脂类型

等。作为RO4730G3™线路板及其空心微球填料（粗糙的金属化过孔壁表面），比较的RO3003G2™

线路板材料是没有玻璃增强材料的，且填料颗粒也非常的小。假设二者均采用最佳PCB加工方法，后

者将会有非常平滑的金属化过孔壁表面。如图2所示，是RO3003G2™线路板可形成的非常光滑的金属

化过孔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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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显微图像显示了在20mil厚的RO3003G2电路材料中形成的表面光滑的金属化过孔孔壁。 

 

对于相同厚度的这两个电路材料，图1和2中所示的两种材料的金属化过孔的表面粗糙度的差异是非常

显而易见的。观察两个图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金属化过孔的较高表面粗糙度是否意味着其在

射频性能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对于测试电路，微带传输线电路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比较光滑和粗糙的

金属化过孔壁表面对射频性能的影响，因为与其他高频传输线结构相比，微带线的加工制造过程中的

一些变化对射频性能的影响较小。 

为了使40GHz下的不同电路材料中的金属化过孔提供有意义的结果，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优化这

些微带电路。其中之一是从射频测试连接器向PCB微带线的信号过渡就是一个大的设计挑战。通常情

况下，在20mil厚的电路板上的微带传输线的信号过渡上很难得到回波较好的特性，特别是频率在

25GHz以上的传输线。对于宽带微带电路，小于15dB或更好的回波损耗通常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通孔过渡是另一个重要的需要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在毫米波频率下较难实现从某一层到另一线路层的

低损耗过渡。一般来说，在20mil厚电路材料上很难实现高于20GHz的微带线通孔过渡的良好性能。

但是考虑到上述困难，本研究的微带先测试电路，其设计的目标是频率达到40GHz时也会得到良好的

效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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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这些电路是用于评估金属化过孔孔壁表面粗糙度对高频下RF性能的影响的电路设计，左图是标准的微带传输线，

右边是具有金属化过孔的微带线电路。 

 

图3左侧所示的“标准”微带线电路是通过接地共面波导（GCPW）结构来实现信号过渡转换的微带

电路。电路的主体由微带传输线构成，GCPW结构在电路的末端用于同轴（2.4毫米）连接器到微带的

过渡转换（Southwest  Microwave公司的型号＃1492-04A-5）。图3右侧电路就是用于本研究的测

试电路的顶层和底层电路。它们是松耦合的接地共面波导，中间是金属化过孔，提供从顶层到底层电

路的过渡连接。测试电路的长度为2英寸，松耦合的接地共面波导传输线电路将具有与微带传输线电

路非常相似的射频性能。松耦合在较高频率下具有良好的性能，非常适合40GHz下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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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这是网络分析仪测试得到的不同电路且具有不同壁表面纹理的金属化过孔的S参数的示例，分别包括频域和时域。 

 

图4是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的频域和时域的结果图。图右下角的回波损耗(S11和S22)的两个标记分别

表示了不同频率下的回波损耗值。标记2位于40.7GHz处，是该测试电路具有良好回波损耗的最高频

率。反射波S22的阻抗显示在图右上角，反射波S11的阻抗显示在图左下角。如S11的标记所示，在通

孔转换中的阻抗值，标记1,2和3，电路具有大约48Ω的阻抗。在通孔过渡区域中可观测到较小的阻抗

变化，阻抗变化小于2Ω，对电路的RF性能几乎没有影响。从这些测试结果，电路可被认为从顶层到

底层信号具有的良好的通孔过渡，同时，它还具有到40GHz的良好插入损耗性能（如图左上角所

示）。 

在同一块大的PCB板上加工制作了许多相同设计的电路，以便更好地理解由正常的材料变化以及PCB

制造工艺引起的变化进而导致射频性能的变化。我们同时加工了两块大的PCB板（板1和板2），上面

包含多个多个测试电路，且这两个大板来自于相同且更大面积的同一块电路材料。 

更大大板的材料原始尺寸为24×18英寸，被切割成两个尺寸均为12×18英寸的板子，因来自同一个大

板因此两个12×18的电路上可以保持材料的一致性。在选取的两种20mil RO3003G2和20.7mil 

RO4730G3材料的微带线测试电路的制作中，采用了完全相同的电路加工制作工艺和流程以减小加工

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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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的对比 

通过对电路材料的研究测试，得到了大量的测试数据，包括了每个测试电路的：插入损耗，回波损

耗，阻抗，群延迟和相位角（如图4所示）等。直通测量被用作确定金属化过孔对电路性能的影响的

方法。同时也测量得到了电路的阻抗，但并不被认为阻抗是反映金属化过孔对射频性能影响的最佳指

标。微带线电路（或松散耦合的接地共面波导）的阻抗依次受介质厚度、导体宽度、铜厚变化和介质

Dk等参数的影响。与金属化过孔孔壁表面的带来的影响相比，金属化过孔过渡区域中的阻抗将受这些

变量的影响更大。出于上述原因，虽然收集到了阻抗数据，但阻抗并未用于金属化过孔孔壁表面对射

频性能的影响的判断。 

S21的相位角是被用作金属化过孔孔壁表面变化而引起的电路射频变化的度量，因为沿微带传输线的

导体表面粗糙度将通过该传输线影响信号的相位角1,2。直通测量对有转换通孔的射频信号路径较为敏

感。为验证测试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在其中一个测试电路上进行的重复性研究发现，在39GHz时测

量的S21相位角的标准差是小于±1.2度。我们在测试中使用的S21相位角是S21的展开的相位角，它是

-180至+180度相位角的绝对值总和。采用这种方法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提高分辨率，因为即使对于

5G应用中达到39GHz的频率，对非展开相位变化分辨率也不太灵敏。但是，对于Dk约为3的线路板材

料上的2英寸长的微带传输线，39 GHz下的展开相位角范围将可达到数千度，因此测试电路和测量方

案可提供合适的相位分辨率。 

虽然金属化过孔孔壁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很宽泛，但在这里依旧可以分享一些结果。例如，图5显示了

在同一块板上制作的设计相同的六个不同电路的数据，并与作为参考的没有通孔过渡的微带传输线进

行比较。图5还可以看出在第二块板上制作的设计相同的六个不同电路的数据（这两个电路板最初是

从同一块24×18的材料上切割得到的）。测试结果是基于20mil RO3003G2，其具有平滑金属化过孔

孔壁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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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S21展开的相位角测量是含有金属化过孔的2英寸长的微带传输线电路。线路板材料为厚度20mil的RO3003G2，

其可得到非常光滑的金属化过孔壁表面。 

 

图5中的电路ID可以显示电路来自哪个12×18英寸的大板，以及该板上的电路ID编号。例如，P1 C4来

自板1，电路编号为4号。电路彼此之间互相远离并均匀地分别在12×18英寸的板上，以保持一致性。

某些变化是可以事先预料到的，因为它们对相位角的差异非常敏感。某些变化是由于PCB制造过程而

造成的，而不是金属化过孔壁粗糙度的原因，包括导体宽度的变化，镀铜厚度的变化和钻孔质量的变

化。此外，金属化过孔周围的缝隙由于PCB的正常制造公差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同样，每个板上的微

小材料变化，如Dk值的微小变化，也可能导致相位的变化。考虑到图5所示的测试值，在39 GHz时相

位数据的可重复性标准差小于±1.2度，这是非常好的。 

虽然不是测量中的一个因素，RO4730G3TM 电路材料的 Dk 公差保持在±0.05 范围内被认为是非常好

的性能表现。然而在更高的频率下，即使轻微的 Dk 变化有时也是很明显的影响。例如，在 39 GHz

时，0.05 的 Dk 偏移将导致大约为 15.3 度的相位角变化。对于±0.05 的公差或 0.10 的总 Dk 偏移，

由于电路材料 Dk 变化，在 39GHz 时的相位角可能会移动多达 30.6 度。当考虑图 5 中的相位角变化

数时，这个数值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但由于作为这些金属化过孔评估的电路材料板都来自于相同的

原始大板，因此由于 Dk 变化导致的该研究中的相位角变化将很小。图 6 提供了具有光滑金属化过孔

孔壁的电路（来自图 5 的 RO3003G2TM 的重复测试数据）和具有粗糙金属化过孔孔壁

（RO4730G3TM）的电路的比较结果。 

 

图 6.比较了在三个关键的 5G 频率下，不同线路板上制作的微带传输线电路的相位角差异统计情况。 左边的数据是光

滑的金属化过孔孔壁表面电路的测试结果，而右边的数据是粗糙的金属化过孔孔壁表面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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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都尽量减少材料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如板 1 和 2 都取自同一个大板确

保材料 Dk 差异最小。因此相位角的变化和出现的任何差异主要是受到电路制造过程的影响。当对同

一块板的电路进行结果的分析时，此时相位角的差异来自于 PCB 加工制造和材料变化的影响都最小，

因为同一块板是完全同时进行的加工。正因为如此，在同一块板上研究多个电路可以很好地了解微带

线电路的金属化过孔质量。PCB 制造过程也可能导致比预想更为粗糙的金属化过孔孔壁表面。如图 6

所示，每一块板上的 S21 展开相角上都有一定的变化，但当比较两种不同材料上的电路相位变化时，

这种变化实际并不显著。

 

图 7.RO4730G3 材料的从顶层到底层线路的金属化过孔孔壁（较为粗糙）的表面特征和 3 个毫米波频率下相位测量结

果。 

显然，通过观测显微照片，用于顶层线路与底层线路相连接的金属化过孔的表面壁可能会呈现出很大

的不同。例如，图 2 显示的 ID 为 P1/C1 是在 20mil 厚的 RO3003G2 材料上制作的电路金属化过

孔，它就有非常光滑的金属化过孔孔壁。图 7 ID 为 P2/C6 的电路金属化过孔的外观，是在厚度为

20.7mil 的 RO4730G3 线路板材料上的过孔，这种材料上的金属化过孔壁表面相对就要粗糙一些。仅

从外观上看，可能会有一些担心是否这种金属化过孔孔壁表面粗糙度会对射频性能带来影响。但正如

上述几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粗糙和光滑的金属化过孔侧壁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至少对于在 40 

GHz 下的这些测试电路上，完全不用担心它们对射频/微波/毫米波性能的会带来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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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列的信息只是对平滑金属化过孔和粗糙的金属化过孔的电路材料研究中收集的

数据的一小部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金属化过孔壁表面粗糙度对射频及毫米波频率性能的影响很

小。如需获得更多相关的信息，通过与罗杰斯公司的当地代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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