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數位設計的 4 個考量
成功實現



高速數位標準正迅速發展，以因應 5G、物聯網、人工智慧、虛擬實境，以及 
自動駕駛汽車等新興技術，對高速資料傳輸的需求。每一代高速運算標準的 
更迭，都帶來新的信令功能、更快的資料傳輸速率，以及更小的設計邊限。然而，
隨著速度大幅提升，工程師卻面臨著新的設計挑戰。因此，您需要準確度更高
的模擬、新的軟體工具，以及更有效率的工作流程。

身為硬體工程師，您的工作是設計、驗證、製造和測試電子產品。在產業趨勢
急速變化的今天，您必須採用全新的設計方法，以解決印刷電路板 (PCB) 高速
信號品質下降，甚至於產品故障的問題。其後果可能是專案延遲、預算超支，
或商譽嚴重受損等風險。

想要避免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就需要新的設計工具，以及可連接多個專業 
領域的全方位設計方法。如此一來，您可根據各種不同的介面標準進行設計，
但設計和驗證時間不會因而延長。請閱讀此電子書，了解成功實現完整高速 
數位設計的 4 個重要考量。

隨著複雜性增加， 
全方位設計變得更重要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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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完整性（象徵電子信號的品質）與我們身邊所有事物息息相關。在數位 
通訊通道中，信號完整性分析是指，對穿過 PCB 導線、導孔、連接器和其他 
元 件的電子 信號 進 行 研究。信號 完 整 性問 題會 對數位設計造 成 嚴 重破 壞， 
包括效能減損、良率下降，甚至是現場故障情形。我們通常一直到設計和測試
週期的後期，才會發現這些代價高昂的問題。

模擬 PCB 信號完整性的最佳時間點，是布局後、製造前。隨著數位設計的速度 
不斷提高，進行完整的模擬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且現在有更多因素，會導致 
信號完整性問題。經常出現的問題包括：互連裝置的反射（阻抗不匹配）、導線
之間的電磁耦合，以及接地問題等。這些問題如不加以解決，可能會導致信號
失真和衰減。

從長遠效益來看，進行信號完整性分析和模擬，可減少後期設計失敗的風險，
並可協助您將設計邊限最大化，進而節省時間和金錢。

考量 1

信號完整性問題會導致效能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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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實現數位通道信號完整性的 3 個步驟。
理想狀況下，從繪製電路圖，到電路板通過最終測試的每個環節，您都應該將
信號完整性納入考量。藉由以模擬方式測試您的創新設計，是驗證通道信號 
完整性的最佳方法。為此，請遵循以下 3 個步驟：

第 1 步：使用眼圖來模擬通道

信號會從發射器穿過 PCB 傳送到接收器。在傳播過程中，導線、連接器和纜線
都會產生干擾，信號的振幅和時序將因而惡化。透過眼圖，您可確認信號到達
接收器時的品質。

如果眼圖閉合，代表信號有完整性問題。

時間，psec

 如果眼圖張開，則信號品質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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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找到導致信號品質惡化的問題根源

發現信號完整性問題後，您可透過 2 項主要分析，來確定數位設計的問題根源。

混合模式 S 參數
混合模式 S 參數可為您提供有關通道頻率響應的資訊。

時域反射
時域反射使用反射波形來提供通道相關資訊， 包括空間和時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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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看差動插入損耗圖，您將看到線性響應，例如在 18 GHz 附近出現下降，
代表在該頻率上，某個元件有信號完整性問題。

注意到 1.0 nsec 的下降嗎？代表通道中的這個時間點有信號完整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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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嗎？ 
是德科技學苑課程：維持設計的信號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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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解決設計問題

找出導致信號完整性問題的根源後，您需考慮可針對設計進行哪些修改。

一個常見的問題根源是導孔殘段的長度。導孔可在多個 PCB 層之間提供電子
連接，而導孔殘段是連接器中用不到的部分，會導致信號品質顯著下降。進行 
背鑽（back drilling，亦即使 用鑽頭去除不需要的殘段）有助於大幅改善信號 
完整性。

完成設計修正後，請務必再次模擬通道，確保您的眼圖是張開的。

導孔殘段 
長度

https://learn.keysight.com/learn/course/66/designing-for-signal-integrity


電源完整性
考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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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預測電源完整性是成功關鍵
考量 2

如果等到完成產品設計，才發現無法通過相符性測試，您將付出高昂的代價。 
首先，藉由新增濾波器和電容器來修改設計，會提高製造成本。而且重新設計
還會拖延產品上市時間，導致營收下滑。在設計階段儘早了解並減輕潛在的 
電源問題，可以讓您贏在起跑點。

進行電源完整性分析的目的是，確保電路板上的驅動器和接收器，都能獲得 
正常運作所需的電壓和電流。為確保電源完整性，您需避免設計出現直流壓降 

（電流流經電源層與接地層的電阻時所出現的電壓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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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了解設計細節至關重要
以下 3 項要求，使得電源完整性挑戰變得更嚴苛，並提高了出現直流壓降的機率。

1. 更高的元件整合度 – 更高的整合度有助於實現更密集的布線，進而
提高電源網路的電流密度，但同時也會造成更大的直流壓降。

2. 更低的電源電壓 – 1 V 的 10% 容差度，要比 1.2 V 的 10% 容差度 
更嚴格，因此會出現更大的壓降。

3. 更小的外觀尺寸 – 隨著 PCB 尺寸變小， 可容納更寬電源平面的 
空間也變得更小， 進而導致直流壓降。

您不能等到完成布局後，再來執行電源完整性分析。因此，早期了解設計細節，
是在高速數位電路板上成功供電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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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了解電源完整性的 2 項關鍵分析
早期模擬和分析，有助於確保電路板的電源完整性。請務必將這 2 項分析， 
視為整體高速數位設計流程的一部分。

分析 1：直流壓降
在整個 PCB 上分配電源時，如果 壓降過 大，則負載 端之電 壓可能無法因應 
必要元件規格的要求。直流壓降分析可確保 PCB 導線和平面，能夠符合電源 
供應器的要求。

而且這項分析功能，可顯示選定之電源網路和接地網路的電壓分布狀態。您還 
可利用此分析來檢視電流密度，以了解如何全面改善您的設計。請務必查看 
電源供應器穩壓器模組及其導孔的位置。此外，您需考慮電流被迫流經導孔 
周圍孔洞 (void) 之狹窄路徑的問題。

分析 2：交流阻抗
您必須同時從直流 (DC) 和交流 (AC) 的角度來考慮電源完整性，兩者一樣重要。
PDN 中有多個積體電路可當作汲極，每個電路各自以不同的頻率開啟和關閉，
這就是交流。去耦合電容器是儲存局部電荷，並將電流變化的影響降到最低的
必要元件。

透過交流阻抗分析，您可確定將交流效應降到最低所需的去耦合電容器數量。
由於電路板上空間有限，使用數量剛剛好的去耦合電容器，可節省製造成本。
最佳的數位設計將使用最少的去耦合電容器，同時仍可確保絕佳的穩定度。

電壓分布

電流分布

回到平面圖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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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平坦的阻抗設計
過去，電源完整性工程師常使 用目標阻抗，來確定設計在特定頻率範圍內能 
獲得充足的電源。而目標阻抗是 PDN 的最高阻抗極限值。如果目標阻抗低於此
極限值，則設計工程師可確定不會有電源完整性問題。

然而，對當今的高速數位電路板而言，光考慮目標阻抗是不夠的。您還須考慮
會影響電路板的其他雜訊源。從直流到最高頻率元件，PDN 阻抗必須是平坦的，
而且不能僅低於目標阻抗。為確保平坦的阻抗，您可在低頻時使用電源供應器
的反饋迴路，在中頻和高頻時使用去耦合電容器。此外，您需採取「最佳阻尼」
設計，以避免出現漣波，並針對大電流需求提供快速的趨穩時間。平坦阻抗法
可同時因應這 2 項要求。

 
配電網路只需出現一個突波，就會遭受破壞。因此，您必須在布局之前進行平坦阻抗 
最佳化處理，以便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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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阻抗最佳化 
進行平坦阻抗最佳化時，您須使用最少的電容器來實現平坦阻抗，並同時避免
可能導致異常電壓突波的高共振。減少電容器的數量，也有助於減少銲點的 
數量，進而提高可靠性。將阻抗最佳化後，您可改善效能、降低成本，並提高
可靠性。

因此，完整的電源完整性工作流程應結合直流壓降和交流阻抗分析，以及平坦
阻抗設計。藉由解決進行這些分析所發現的問題，您可支援從發電到負載供電
的整個電源完整性生態系統。

想了解更多嗎？
請觀看是德科技電源完整性系列影片：

影片：最佳化去耦合電容器

影片：找出電力傳輸雜訊問題

影片：選擇 VRM

影片：對電容器和電感器進行量測、建模和模擬

影片：直流對直流轉換器建模和模擬

封裝/晶粒
去耦合

VRM 控制

1E1

1

1E-1

1E-2

1E-3
1E2 1E3 1E4 1E5 1E6 1E7 1E8 1E9 6E9

封裝針腳上的頻域阻抗

阻
抗

 (Ω) 

頻率 (Hz)

平坦的 PDN 
去耦合

目標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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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X_l-aJzVYq8
https://youtu.be/oL6qjhJH_m4
https://youtu.be/ejAApIv1cR8
https://youtu.be/N4K3y4I4sKA
https://youtu.be/CNyi4XU9xpY


熱效應
考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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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板變得越來越熱
設計人員必須在更小的空間中，納入更多的元件，以實現更高的效能。這使得 
功率密度不斷升高，並導致溫度大幅升高，對導體和電介質都會造成嚴重破壞。
電壓或環境因素導致溫度升高，會影響設計的熱和電子特性，並造成更大的
損耗、不穩定的系統性能，甚至導致裝置故障。

此外，過了一段時間，高溫還會帶來可靠性問題。在高溫循環下，導孔筒會 
變得容易脆裂。溫度升高是長期困擾 PCB 設計人員的一個因素，但當今高速 
數位 設計 電 路 板 的 要求， 已 遠 遠 超 過 傳 統 PCB 熱管 理 流 程 所能 處 理 的。 
消除高溫效應，對 PCB 效能和可靠性，甚至對重量、應用規模、成本和功率
要求等，都有重大的影響。

在處理熱效應問題時，請先問自己 2 個問題：

1. 熱源在哪裡？

2. 高溫如何流向周圍環境？

考量 3

熱效應

熱源 環境熱傳遞

T-T0= R • QS

T0 [K]
R [K/W]

QS [W]

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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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源在哪裡？

您可透過一種或多種機制進行散熱，包括輻射、對流和傳導。在決定以何種 
方式管理系統和元件的溫度時，請務必考慮這三點。

1. 輻射 – 透過電磁波傳播熱能

2. 對流 – 透過流體轉換熱能

3. 傳導 – 在 2 個直接接觸的物體之間傳遞熱能

哪個導孔的溫度較高？

我們很難判斷導孔是否過小，使得電流難以通過。而溫度是否上升，取決於與
導孔相連的導線寬度，而導線的電阻，會隨溫度升高而增加，使得我們很難以
手動計算方式來推估導孔的最終溫度。為此，在進行設計時，您必須針對所有
熱效應進行模擬分析，以便確定最終導孔溫度。

測試您的假設 – 您覺得如何？
在相同環境條件下，以下 2 個相同的導孔，您覺得哪個導孔的溫度比較高？ 

• 導線寬度為 3 mm 的導孔 A

• 導線寬度為 1 mm 的導孔 B

導線對導孔溫度的影響有多大？

T0

R

QS
T

熱源
對流 

對流 

輻射

環境
傳導

追蹤 1mm PEC

追蹤 3mm PEC

via A

via B

導孔 10 mil
銅鍍層 50 um

过孔 10 mil
銅鍍層 50 um

汲入 10A
耗散=0

VRM 1V
耗散=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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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熱分析可更準確地預測溫度

答案：導孔 B
導線寬度越窄，溫度越高。根據電熱分析結果，導孔 B 的溫度為 42 °C，導孔 

A 為 36 °C。

為什麼？
連接到導孔 A 的金屬導線線徑較寬，可提高散熱效率。但其實真正的原因很 
複雜。導線溫度每改變 10°C，電阻值就會改變 4%，導孔溫度也會隨之升高。
因此您需使用電熱模擬器來計算溫度。

以下是個簡化的範例。在高速數位電路板上，熱散逸和傳遞是極複雜的過程。
電路板的冷卻特性與許多因素息息相關，包括可用的金屬、材料特性、元件 
密度和放置位置、冷卻元件和環境條件等。所有這些因素是相互關聯的。電熱
分析是唯一可準確預測熱效應並防止過熱的方法。

想了解更多嗎？ 
影片：如何在 ADS 中設定電熱模擬

PWR 2

直流電熱溫度 (°C)

27 32 3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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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qTlMOL9gM


系統分析
考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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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_Probe
Eye_afterEQ

EyeDiff_Probe
Eye_beforeEQ

VAR
VAR3
DataRate_Gbps=28
BW_GHz=40

DataFileList

DataFileList
SParameter
FileName[1]=“a_�aling_channel.s4p”

Tx_Diff
Tx_Diff1
BitRate=DataRate_Gbps Gbps
Vhight=0.5V
Vlow=-0.5V
RiseFailTime=Src_1090_RiseTime_risec nsec
Mode=Maximal Length lF SR
ExcludeLoad-yes
EQMode=None

SnP
SnP1
File=SParameter.FileName

Rx_Diff
Rx_Diff
ExcludeLoad=no
EnableFFE=yes
NumPreCursor=numPreCursor
NumPostCursor=numPostCursor
NumDFETap=numPostCursor

+

RxTx
–

+

–

待測通道 電
壓
(V)

時間，psec

系統分析
考量 4

透過通道模擬提高設計自信度
在創造新的顛覆性技術之前，您必須先克服各種艱鉅的技術挑戰。當暫態模擬
(SPICE) 不再能夠滿足現代高速數位電路板的需求，通道模擬就成了最佳選擇。

通 道模擬可快 速分析高速串列和並聯通訊 鏈 路中的通 道。在典型的情境中， 
通 道模擬器可在幾分鐘內處理 數百萬位元的碼型，以便準確分析眼圖特性， 
包括密度、寬度、高度、浴缸和誤碼率 (BER) 輪廓。通道模擬器還可針對符際 
干擾、隨機 抖動、串擾、編碼、等化，以 及高速 數位設計人 員 感興 趣的其他 
效應，進行模擬。

藉由執行通道模擬，您可確信您的高速數位電路板設計，將符合所有規格要求。
如此一來，您可將複雜系統的 PCB 互連和等化功能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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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進行通道模擬的 2 個應用
應用 1：400 gigabit 乙太網路

使用者對集中式資料互連網路的需求不斷升高，推動了乙太網路的技術突破與
創新。400G 乙太網路便是最好的例子，它象徵著 PCB 電子介面的顛覆性技術 
突破。不歸零 (NRZ) 和四階脈衝振幅調變 (PAM4)，是兩種可實現 400G 的調
變技術。PAM4 雖可大幅提高資料傳輸速率，但卻非常容易受到雜訊的干擾， 
因為它們將 4 個信號位準打包成 2 個振幅擺盪。

您可透 過 IBIS-AMI（輸入/輸出緩 衝區資訊規格演算法建模介面）模型，有效 
處理更高的資料傳輸速率。利用 IBIS-AMI 模型，您可準確地分析發射器和接
收器的效能，並提供有助於實現可攜性、IP 保護、互通性和快速模擬的模型。 
如果您打算使 用供應商提供的 IBIS-AMI 模型，那麼您一定要進行通 道模擬， 

否則您就無法準確地模擬具有抖動、等化、時脈和資料復原的複雜信號鏈路。
藉由執行完整的通道模擬，您將因阻抗變化而產生的符際干擾降到最低，特別
是在電流通過導孔時。

想了解更多嗎？ 
網路研討會：實現 400G 設計 - 避開 56 Gbaud PAM4 的陷阱 
影片：更快建立 DDR5/LPDDr5 AMI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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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2：雙倍資料速率記憶體

雙倍資料速率 (DDR) 記憶體的設計，一 代比一 代更複雜。與此同時，模擬和 
測試配置也日漸複雜，導致模擬與測試設定時間也隨之增加。如此一來，想要 
將模 擬和測試 資料進行關聯 性比 對 變 得更為困難，不但降 低了設計可信度， 
還延長了故障排除時間，最終錯過了最佳的產品上市時程。

負責設計記憶體系統的工程師，必須因應時序和電壓邊限不斷縮小的挑戰，並
同時執行各種複雜的相符性量測，以確保產品能夠可靠地運作。最新的 DDR5 

和 LPDDR5 標準特別強調隨機抖動測試的重要性。設計人員必須確定他們的 
記憶體設計，能夠在超低 BER 下，通過接收器波罩測試。

通道模擬可提升您的自信度，讓您能針對 DDR5 及更高版本的設計複雜性進行
建模。隨著邊限縮小，記憶體設計能夠容忍的誤差空間也越來越小。通道模擬
可快速計算各種極端狀況。

想了解更多嗎？ 
網路研討會：因應 DDR4 和更高的標準規範進行設計 
影片：使用 PathWave ADS Memory Designer 和 SIPro 進行 DDR 模擬 

影片：在 DDR5 速度下避免故障的 3 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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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高速數位設計的一項重大挑戰是，多個不同專業領域的工作流程最後必須串連 
在一起。本文分享的 4 個考量，已成為整體高速 數位設計的一部分。但 如果 
沒有一個可將不同工程師的結果串連在一起的工作流程，他們很難有效地將 
高速數位設計最佳化。是德科技的整合式設計和模擬軟體提供高速數位工作 
流程，可實現快速、準確且最佳化的設計。

不論您選擇以何種方式進行高速數位設計，有一點非常顯而易見。使用正確的
設計工具，並利用本電子書提出的 4 個考量，來有效進行整體設計，可以讓您
快速邁向成功之道。

更多資訊
了解 Keysight PathWave 先進設計系統 (ADS) 如何協助您執行完整的
高速數位設計。如需免費試用，請至是德科技網站。

深入了解高速數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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