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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YCC04-08117C1是一款作用于 X 波段的高性

能7 x7 QFN规格封装的7位核心芯片。包括一个移相

器、一个衰减器、T/R 开关以及放大器。移相器的串

联至并联转换、衰减器和开关控制极大地简化了此设

备的接口连接。

YCC04-08117C1的额定相位移动范围为0至360°，

其增益调整范围为25 dB。频率覆盖范围为9 到

10GHz，可用于雷达、通信和仪表应用。

管芯采用PHEMT工艺而制。

关键技术指标

工作频率: 9GHz到10GHz

典型增益: 6dB@ 9.5GHz

相位误差均方根≈ 4°@9.5GHz

幅度误差均方根 ≈ 0.2dB @ 9.5GHz

接收通道P1dB≈ +8dBm @ 9.5GHzTX模式

噪声系数≈ 8dB @9.5GHzRX 模式

总功耗≈ 1W

封装尺寸： 7x7mm, 44导线

CMOS 电平兼容串行接口

应用领域

通信

雷达

仪器仪表

7

X波段核心芯片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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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值

温度=+25°C,除非有其它说明

符号 参数 条件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VD1,VD2A,VD2B,VD3 放大器漏极电源 0 +6 V
VDD1 数字正电源 0 +6 V
VDD2 数字正电源2 0 +3 V
VSS 数字负电源 -6 0 V
VG 调制脉冲放大器和低噪放发栅极偏电压 -5 0 V
PIN 射频端口输入功率 +15 dBm
Tamb 环境温度 -40 +85 °C
Tj 结温 +150 °C
Tstg 储存温度 -55 +150 °C

操作条件

温度=+25°C，除非有其它说明

符号 参数 条件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VD1,VD2A,VD2B,VD3 放大器漏极电源 0 +5 V
VDD1 数字正电源 0 +5 V
VDD2 数字正电源2 0 +2.5 V
VSS 数字负电源 -5 0 V
VG 调制脉冲放大器和低噪放栅极偏电压 -3 0 V
PIN 射频端口输入功率 +15 dBm
Tamb 环境温度 -40 +85 °C

热特性

符号 参数 值 单位

Rth(j-a) 结到外部环境热阻(Ta= 25 °C) 35 °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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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特性

温度=+25°C

符号 参数 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VD1 Rx模式低噪放电源电压 5 V
ID1 Rx模式低噪放电源电流 VG=-3 V 45 mA
VD2A MPA1漏极电源电压 5 V
ID2A MPA1电源电流 VG=-3 V 45 mA
VD2B MPA2漏极电源电压 5 V
ID2B MPA2电源电流 VG=-3 V 45 mA
VD3 Tx模式调制脉冲放大器漏极电源电压 5 V
ID3 Tx模式调制脉冲放大器电源电压 VG=-3 V 45 mA
VDD1 数字电路楼及电源电压 5 V
IDD1 数字电路电源电流 1 mA
VDD2 数字电路楼及电源电压 2.5 V
IDD2 数字电路电源电流 13 mA
VSS 数字电路负极电源电压 -5 V
ISS 数字电路负极电源电流 5 mA
VG 调制脉冲放大器和低噪放栅极偏电压 -3 V
IG 调制脉冲放大器和低噪放栅极偏电流 2.5 mA

• 偏光电路时，应先打开VG，再打开VD1，VD2A，VD2B和VD3。

• 为保持衰减和相移设置，须保持稳定的数字电源电压。

• 在 RX 模式下使用电路，可关闭VD3。在TX 模式下使用电路，则可关闭VD1。

• 在 RX 和TX 模式下，须打开VD2A和VD2B。



YCC04-08117C1
数据手册

射频特性

温度=+25°C，在9.5 GHz和典型电源电压下实现典型射频性能

符号 参数 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9.5GHz下射频性能，除非另有说明

BW 带宽 9 10 GHz
GRX RX模式下的增益 4 6 dB
GTX TX模式下的增益 4 6 dB
NFRX RX模式下的噪声系数 8 10 dB
NFRX TX模式下的噪声系数 16 20 dB
S11,S22 RX反射系数 RXIN/RXOUT -6/-10 dB
S33,S44 TX反射系数 TXIN/TXOUT -7/-7 dB
ATTRange 衰减范围 25 dB

ATTerror(RMS) 64 衰减状态下的衰减误差均方根ReferencePhaseState 0.2 0.5 dB

ATTvariation(RMS) 64 相位状态下的衰减变化均方

根

ReferenceAttenuation
State 0.9 1.2 dB

PHRange 相位范围 -360 °
PHerror(RMS) 64 相位状态下的相位误差均方根 ReferenceAttenuation

State 4 6 °

PHvariation(RMS) 64 相位状态下的相位变化均方根ReferencePhaseState 4 6 °

RXP1dB 接收通道1dB压缩点 NoAttenuation 0 +2 dBm
TXP1dB 接收通道1dB 压缩点 NoAttenuation +5 +8 dBm
Tswitch 开关时间 100 ns
Rate 串行数据速率 20 > 230 Mbps

注释:均方根值是指误差均方根，如下所示：

xi指测量值与理论值的差，指N xi的平均值，σxi指 xi的标准方差。

注意 :本产品是高性能的射频器件，不当的操作会损害本产品。所有的操作必须符合标准的 ESD

保护标准。更 多 保 护 措 施 请 查 阅 益丰公司文件“OM-CI-MV/001/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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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在片测试 – 增益& P1dB

在温度为 25°C 和典型电源电压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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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在片测试 – 衰减器&移相器

在温度为 25°C 和典型电源电压下测试。



YCC04-08117C1
数据手册



YCC04-08117C1
数据手册

模具在片测试– 衰减误差

在温度为 25°C 和典型电源电压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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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在片测试–移相误差

在温度为 25°C 和典型电源电压下测试



YCC04-08117C1
数据手册

数据

9.5GHz 频率下相位移动和衰减数值

比特编号 描述 基准状态 理论值

B0 移相器B6 低 -175°
B1 移相器B5 低 -81°
B2 移相器B4 低 -53°
B3 不使用 始终低 不可用

B4 移相器B3 低 -31°
B5 移相器B2 低 -16°
B6 移相器B1 低 -12°
B7 移相器B0 低 -6°
B8 发送 / 接收 高：发送 / 低：接收 不可用

B9 衰减器B0 低 0.4 dB
B10 衰减器B1 低 0.6 dB
B11 衰减器B6 低 11.6 dB
B12 衰减器B5 低 6.3 dB
B13 衰减器B2 低 1.1 dB
B14 衰减器B4 低 3.4 dB
B15 衰减器B3 低 2 dB

数字接口 (CMOS标准逻辑兼容)

状态 最小电压值 最大电压值

低 0V 1V
高 +3V +5V

时序图

 在CLK下降沿对数据进行采样。

 载入所有比特，CLK处于不活动状态时，LE起作用。

 在尾端（共计17CLK 脉冲）无明显数据时，需要一个额外的 CLK 脉冲。

 数据得到传送，衰减器、移相器、开关位置在高级LE上得到改变。



YCC04-08117C1
数据手册

注释：

为了确保保持良好的性能和稳定性，QFN 封装的中心接地焊盘适当地连接到地面至关重要。

注意 :本产品是高性能的射频器件，不当的操作会损害本产品；所有的操作必须符合标准的 ESD

保护标准。更 多 保 护 措 施 请 查 阅 益丰公司文件“OM-CI-MV/001/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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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外形

类型 描述 终端 基音(mm) 封装尺寸
(mm)

QFN 四方扁平无引线，散热片外露 44 0.5 7x7x0.85

详情询问益丰

注意 :本产品是高性能的射频器件，不当的操作会损害本产品；所有的操作必须符合标准的 ESD

保护标准。更 多 保 护 措 施 请 查 阅 益丰公司文件“OM-CI-MV/001/ PG”。

定义

极限值定义

极限值是根据绝对最大定额值系统(IEC60134) 而得。压力高于一个或多个极限值，会造成对该产品的永

久性损坏。这些是压力额定值，并且以这些额定值或者其它任何高于规定额定值的条件去操作设备将得不到任

何保证。长时间的极限值操作可能会影响产品的可靠性。

使用方法

在此描述的产品的使用方法仅起说明作用。益丰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这些使用方法将适用于没有进一步

测试或修正的指定用途。

免责声明

生命保障应用

在合理预期范围内，这些产品的故障会导致人身伤害，因此在其设计时并非用于生命保障设备、装置或系

统。

若益丰的客户在生命保障类应用中使用或销售这些产品，应自担风险，并同意全部赔偿此类应用给益丰公

司造成的任何损失。

修改权限

益丰公司持有对产品做出修改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修改包括改善其设计或性能的电路、标准电池和软

件。益丰公司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不在任何专利、版权、或侵权下转让许可或权利，也

不会做出任何陈述或保证：这些产品不受专利、版权或侵权限制。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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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8 61962718 & 61962728 四川益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sales@chinafirstholdings.com
传真：028 61962738 成都市蜀源路 1号华府金沙 1栋 7楼 网址：www.yifengelectronics.com

订购信息

类属型 封装类型 版本 排序类型 描述

YCC04-08117C1 7x7mmQFN C2 7位X 波段核心芯片

文件历史记录：版本 1.1，最新更新2016年4月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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