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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议程 

ADI与客户之间在线交流的愿景 

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Signal Chain Designer™ BETA) 
 全新的在线设计方式； 

 高级的在线设计环境，易于产品选型及提炼解决方案； 

 访问经过验证的产品组合和应用电路； 

最新的创新型工程设计工具——三种方法验证 

 模拟滤波器向导2.0测试版(Analog Filter Wizard™ V2.0 BETA) 

现有工程设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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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和寻找解决方案 
每一步都经过验证 
 

从传感器端访问 

从处理器端访问 直接访问产品页面 

客户遇到的 

设计挑战 

通过  

信号链设计器 TM 

来简化 

相关资料 

电子商务 

硬件评估 

参考电路 

工具和仿真 



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 
综合考查，自信选择 

 

 



提供便捷的产品和参考设计搜索与选型 

集中实现ADI完整产品组合的访问 

在信号链中联系上下级选择器件 

连线形成功能框图，提供电路的高
层次预览 

元件分类及参数选型表，用于查找
所需器件 

 

信号链设计器(Signal 

Chain Designer™) 



信号链设计器(Signal 

Chain Designer™) 

集成式解决方案 
聚焦200款经过测试验证的电路 

轻松找到子系统参考设计方案 

使用220个经测试验证电路来 
优化当前的设计方案 

 180个参考电路 

 45款经实测验证的放大器
/SAR ADC组合电路 

申请样片、订购评估或参考硬
件，快速在实现验证 



信号链设计器   (Signal 

Chain Designer™) 

集成全新的工程设计工具 

全新的工程设计工具 

 模拟滤波器向导测试版 

 现代化、可在浏览器内运行、
易于使用、功能强大 

 直接从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启
动 

 集中管理信号链和设计仿真 

现有工程设计工具的链接  

 例如，ADIsimOpAmp和
ADIsimADC 

 



信号链设计器(Signal 

Chain Designer™) 

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技术支持 

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信号链设
计器的相关支持： 

 直接向信号链设计器团队发送
电子邮件 

 scd@analog.com 

 联系客户支持中心 

 China.support@analog.com 

 在中文技术论坛
(EngineerZone™)的SCD社区
中发起讨论 

 ez.analog.com 

 

mailto:scd@analog.com
mailto:scd@analog.com
mailto:China.support@analog.com


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  
保存、下载、分享 

通过MyAnalog.com集中管理
信号链、仿真结果和验证数据 

下载文档（zip文件） 

 应用笔记、电路笔记、数据手
册等 

与同事和ADI的工程师共享设计 

信号链设计器(Signal 

Chain Designer™) 



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 可以提供设计的 
物料清单及在线购买 

生成物料清单 

 来自关键供应商的产品详情、
库存、价格信息 

实测验证 

 申请样片或直接从ADI购买器
件与硬件Demo进行快速验证 

 

信号链设计器(Signal 

Chain Designer™) 



可通过www.analog.com访问 

主页 

 

 

 

 

 

产品类别页面 

产品页面 

参考电路  

 

参数搜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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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演示 

浏览倾斜测量参考电路 

 添加隔离 

从头设计信号链 

 选择放大器、ADC 

 添加有源滤波器设计级 
 

与同事分享设计 

下载设计以便离线查看 

将设计保存至MyAna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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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weet上@我们！@ADI_News #ADIDC13 

前往展室，参观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和 
工程设计工具演示 

机上实操演示： 

 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 

 模拟滤波器向导测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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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反馈 
 

赢取Analog Discovery套件 

 获取信号链设计器试用版 www.analog.com/scd 

 通过完成此在线调查， 提交反馈 （调查由SurveyMonkey发起）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X5RT63V - 将它带到演示展台处 

 所有提供反馈的参与者都将有机会赢取Analog Discovery套件 

有没有能让信号链设计器变得很棒的特性？  

 请告诉我们： scd@analog.com 

 在此参与讨论： 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工具督导小组 

 对信号链和工程设计工具感兴趣？ 

 您想协助设定ADI工具的发展方向吗？ 

 您想成为第一个试用新特性的用户吗？ 

 加入工具督导小组 

 发送电子邮件至 scd@analog.com 以表达您的意愿 

 

 

 

http://www.analog.com/scd
http://www.analog.com/scd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X5RT63V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X5RT63V
mailto:scd@analog.com
mailto:scd@analog.com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mailto:scd@analog.com


在Tweet上@我们！@ADI_News #ADIDC13 

信号链设计器  
在线演示1 直接开始全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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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链设计器  
在线演示1 直接开始全新设计 

 



在Tweet上@我们！@ADI_News #ADIDC13 

信号链设计器  
在线演示2 基于已有参考电路提炼解决方案 

 



在Tweet上@我们！@ADI_News #ADIDC13 

信号链设计器  
在线演示2 基于已有参考电路提炼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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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链设计器  
在线演示2 基于已有参考电路提炼解决方案 

 



最新的工程设计工具——三种方法验证 

设计工具基于电路的数学模型和实际运算放大器性能 

设计工具将生成完整的网络列表，作为输出 

设计工具针对每种配置都有评估板 

在线工程设计工具计算 

仿真结果 

硬件测量结果 



模拟滤波器向导测试版 

采用实际放大器设计低通、高通或带通滤波器 

 超过330款放大器可供选择 

采用已选放大器实时仿真滤波器性能 

针对功耗（Power Dissipation）、噪声（Noise）或电压范围（Vltage 
Range）优化 

检查电阻和电容容差对滤波器性能的影响  

在MyAnalog.com上保存设计 

将设计、原理图、结果数据下载到用户电脑中 

与同事分享，讨论 

订购评估板并在工作台上试用 

 基于设计解决方案生成定制BOM 



模拟滤波器向导测试版演示 

设计带通滤波器 

设置关键性能值 

牺牲响应性能，换取级数 

优化设计 

检查元器件容差对性能的影响 

查看滤波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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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 Filter Wizard 2.0 

 

http://search.analog.com/search/default.aspx?query=Analog Filter Wizard 2.0&local=en
http://search.analog.com/search/default.aspx?query=Analog Filter Wizard 2.0&local=en


在Tweet上@我们！@ADI_News #ADIDC13 

滤波器设计向导 
在线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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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设计向导 
在线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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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设计向导 
在线演示 

 



现有工程设计工具简介 

超过70种工程设计工具 

 从设计计算器到行为建模再到DSP开发 

 www.analog.com/tools 

工程设计工具的小示例 

 ADIsimPower™产生完整的功率设计，针对设计目标而优化 

 麦克风 波束成形 仿真工具 

 在搭建硬件之前，仿真两个麦克风端射或宽边麦克风阵列的方向和频率响应 

 ADI元器件评估器 

 全功能、免费SPICE仿真环境 

下列工具的简介：  

 ADIsimOpAmp™ 

 ADIsimADC™ 

 ADIsimDDS™ 

http://www.analog.com/tools
http://www.analog.com/tools
http://designtools.analog.com/dtpowerweb/dtpowermain.aspx
http://wiki.analog.com/resources/tools-software/microphone/beamforming-simulation-tool
http://wiki.analog.com/resources/tools-software/microphone/beamforming-simulation-tool
http://wiki.analog.com/resources/tools-software/microphone/beamforming-simulation-tool
http://www.analog.com/en/amplifier-linear-tools/multisim/topic.html
http://www.analog.com/en/amplifier-linear-tools/multisim/topic.html
http://www.analog.com/en/amplifier-linear-tools/multisim/topic.html


ADIsimOpAmp™ 运放电路参数评估工具 

使用参数数据模拟所选放大器的行为 

选型、评估以及解决电压反馈型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评估放大器规格 

 带宽、压摆率、输入/输出范围、增益误差、负载电流、稳定性问题和直流误差  

 

http://designtools.analog.com/dtAPETWeb/dtAPETMain.aspx  

http://designtools.analog.com/dtAPETWeb/dtAPETMain.aspx


ADIsimADC™精确模拟高速ADC 

精确模拟典型性能特性  

 重现与静态和动态特性有关的错误， 
包括交流线性度和时钟抖动 

特性 

 高级的在线产品选型工具 

 改变各种输入幅度和频率 

 单音或双音FFT分析 

 幅度和频率扫描 

验证所选的产品是否符合 
设计要求 



ADIsimADC™ 精确模拟高速ADC 

 

 

 

 

 

 

 

 

http://designtools.analog.com/dtSimADCWeb/dtSimADCMain.aspx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iles/application_notes/AN_737.pdf 

 

http://designtools.analog.com/dtSimADCWeb/dtSimADCMain.aspx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application_notes/AN_737.pdf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application_notes/AN_737.pdf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application_notes/AN_737.pdf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application_notes/AN_737.pdf


ADIsimDDS™ 

帮助用户选择和评估直接数字频率合成(DDS)产品 

允许用户  

 选择器件 

 根据所需输出决定输入配置设置 

 评估后处理滤波器对输出的影响 

 

http://designtools.analog.com/dtDDSWeb/dtDDSMain.aspx  

http://designtools.analog.com/dtDDSWeb/dtDDSMain.aspx


在Tweet上@我们！@ADI_News #ADIDC13 

内容回顾 

ADI在线客户互动愿景 

现有工程设计工具简介 

最新的创新型工程设计工具——三种方法验证 

 模拟滤波器向导测试版 

信号链设计器测试版 
 全新的在线设计方式 

 高级解决方案选择和设计环境 

 访问经过验证的产品组合和应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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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weet上@我们！@ADI_News #ADIDC13 

本研讨会涉及的设计资源 

设计工具和资源：  

 

 

 

 

 

通过EngineerZone中文支持社区在线提交技术问题并交换意见  

 在主页上选择一个技术领域： 

 ez.analog.com  

 点击此处访问设计会议社区： 

 www.analog.com/DC13community  

 点击此处访问信号链设计器社区： 

 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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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URL 

信号链设计器 产品选型和寻找解决
方案 

www.analog.com/signalchaindesigner 

模拟滤波器向导 有源滤波器设计向导 www.analog.com/designtools/en/filterwizard/ 

所有工程设计工具 所有工程设计工具列
表 

www.analog.com/tools 

 

http://ez.analog.com/welcome
http://www.analog.com/DC13community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signal-chain-designer
http://www.analog.com/signalchaindesigner
http://www.analog.com/signalchaindesigner
http://www.analog.com/designtools/en/filterwizard/
http://www.analog.com/designtools/en/filterwizard/
http://www.analog.com/tools
http://www.analog.com/tools


谢谢！ 

ADI中国地区技术支持热线：4006 100 006 

ADI中国地区技术支持信箱：china.support@analog.com 

ADI中文技术论坛：ezchina.analog.com 

ADI样片申请网址：http://www.analog.com/zh/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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