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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 PCIe Gen3 通道
擁有高信號品質

確保 PCIe Gen3 通道擁

有高信號品質
隨著現今高速輸入 / 輸出 (I/

O) 匯流排資料速率的提升，傳輸

通道更加難以維持穩定可靠的信

號品質。造成這個挑戰的原因之

一，便是匯流排信號線所引起的

寄生效應。過去 10 年來，電氣信

號線的資料速率已經從 1 Gbps 迅

速提高至 25 Gbps 以上，以因應

現代網路應用和高容量儲存裝置

對於更高 I/O 頻寬的需求。

晶片產業還導入串列 / 解串

器 (SerDes)，利用高速序列資料

鏈路將並列資料轉換成串列資料，

以更高速率進行傳輸。時至今日，

千兆赫級的串列 / 解串器成為高

階運算裝置在晶片

間和電路板間使用的領先資

料傳輸技術。PCI Express (PCIe)

是一種高速串列互連協定，可克

服許多傳統並列匯流排的限制、 

解決日益成長的頻寬需求，並提

供更高效能。其採用晶片間點對

點串列連接，以提供高度擴展性，

同時在軟體層維持與傳統 PCI 的

相容性。雖然設計人員可因此受

惠，但這也帶來許多全新挑戰，

為確保高品質的信號呈現，信號

完整性分析和相符性測試絕不可

或缺。

挑戰所在：PCIe 3.0 介

面
PCIe 是由週邊元件互連專

業組織 (PCI-SIG) 所維護和開發

的產業標準，會員公司負責制定

與維護標準化方法，建立週邊元

件的資料傳輸機制。第三代 PCI 

Express 標準 (PCIe Gen3) 規定使

用高速差動 I/O信號線，以高達8.0 

Gbps 資料速率進行傳輸，目前已

廣泛應用於電腦和伺服器中。

圖 1 顯示一個常見的 PCIe 

Gen3 鏈路。一般而言，通道可能

簡短直觀，例如驅動器和接收器

間只用數英寸的信號線，但也可

能漫長複雜。PCIe 3.0 通道可由

1 到 32 個通道組成。PCIe 標準根

據多種通道寬度來定義連接器，

包 括 x1、x4、x8、x12、x16 及

x32 ( 其中 x 表示通道 )。

工程師面臨的挑戰在於，

PCIe 採用的 8 Gbps 串列鏈路會

因各式各樣的物理現象而受到影

響。這些現象包括交互干擾，因

為阻抗不連續性發生信號反射所

引起的抖動、符際干擾 (ISI)，以

及因為傳輸線不平衡所引起的模

式轉換。上述現象都可能導致大

型系統中過度的電磁干擾 (EMI)。

解決挑戰
克服這個挑戰，需使用 PCIe

介面模擬方法。透過模擬，可確

保設計滿足介面規格，包括眼圖

特性、誤碼率 (BER) 是否小於指

圖 1：常見的 8 通道 PCIe Gen3 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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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最大值。

隨著串列通道資料速率不斷

提升，可採用 IBIS-AMI 模型作為

SI 模擬方法，以考量各種不同的

通道參數。IBIS-AMI 為串列 / 解

串器的實體層 (PHY) 建模標準，

屬於 IBIS 5.0 規格的一部分，可針

對數千兆位元 (Multi-Gigabit) 串列

介面，實現快速、準確且統計顯著

的電路模擬。

一般來說，使用 IBIS-AMI 5.0

發射器和接收器模型來進行時域暫

態模擬，可進一步結合有損通道參

數，來產生接收端眼圖。接著根據

PCIe 3.0 的要求，將模擬結果與所

接收到的眼圖遮罩進行比較。如果

模擬眼圖的振幅和抖動在眼圖開度

規格範圍內，即可實現優於規格的

誤碼率 ( 通常為 12-17)。透過模擬

來進行 SI 分析和相符性測試，將

能優化 PCIe Gen3 的通道表現，

符合 PCI-SIG 的規格。

其中，適用於 PCIe 介面的模

擬方法包含：

–通道模擬

本文介紹的分析方法涉及暫

態模擬，通道長度取決於通道損耗

量和反射信號強度。PCIe 模擬是

於 8 Gbps(UI=125 ps) 下，在發射

端 (Tx) 和接收端 (Rx) 採用 IBIS-

AMI 模型來執行，包括 Tx 抖動和

6 英寸通道長度。然而在 8Gbps

下，利用有效長度的信號線、決策

回饋等化器 (DFE) 和前饋等化器

(FFE) 時，IBIS 規格無法充分表現

Tx和Rx電路。因此，IBIS-AMI (演

算法建模介面 ) 即是為了克服此問

題所制定出來的 IBIS 延伸標準。

–抖動

在串列通訊系統中，時脈嵌

入在發送資料中，所以接收端需利

用時脈資料回復 (CDR) 電路來還

原時脈。電路是否正確鎖定資料，

主要取決於資料與時脈的對齊情

形。抖動是影響位元錯誤數的重要

因素，可分為隨機抖動 (Random 

Jitter) 和定量性抖動 (Deterministic 

Jitter)。為準確估計誤碼率的大小，

這兩種抖動都必須在模擬過程中考

慮進來。

–等化

PCIe 3.0 規格包括在發射端

及 / 或接收端執行等化處理的規

範。其目的是為了減輕符元干擾的

影響，將誤碼率降到最低。等化過

圖 2：PCIe 3.0 技術結合發射器與接收器等化功能。

圖 3：解加強和預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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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信號會通過濾波器，其頻率響

應等於通道的逆頻率響應。透過高

增益來提升較高頻率的信號內容，

對抗高頻信號衰減。換句話說，等

化器為可根據實體通道 ( 圖 2)，在

運行時自動決定係數的自調適濾波

器。

–解加強和預擊

PCIe 使用傳輸解加強技術，

補償通道在高頻時的損耗。解加強

波形以兩種電壓位準 Vshelf (Va)

和 Vswing (Vb) 來加以定義。圖

3 顯示二進位輸入流施加至 3-tap 

FIR 濾波器時的輸出信號。請注

意，輸出結果是在輸入位流的極性

反轉前後，各取一個不同的值。對

應這些事件，PCIe 3.0 規格定義全

新術語，如表 1 所述。電壓 Va、

Vb、Vc、Vd 分別對應於解加強、

平坦位準、預擊，和最大增強事

件。

PCIe 信號完整性分析
進行 SI 分析時，首先以電磁

(EM) 求解器來模擬 PCIe 連接器、

八通道資料匯流排和晶片封裝。然

後萃取 S 參數資料。獲取資料後，

需針對連接器的阻抗匹配、反射、

衰減、阻抗不匹配、傳播延遲、交

互干擾和對齊形狀等重要的 SI 特

性進行分析。接下來，這些資料會

被重新組合並產生位元率 8 

Gbps的偽隨機位元序列 (PRBS)。

本文中用於分析的高速數

位 (HSD) 電路板，是 12 層高速

FPGA 數位電路板。通道網路中的

雜訊主要會影響到系統的抖動特

性。這會導致信號品質下降。針對

水平和垂直過渡區域，例如晶片

封裝和印刷電路板的焊線、導孔

陣列、焊球和印刷電路板，可透

過產生 3D 模型來進行信號完整性

(SI) 和電源完整性 (PI) 模擬。利用

SIPro 對 PCIe 3.0 八通道資料匯流

排萃取電磁模擬資料。

透過假性隨機位元序列隨機

資料輸入，得到的完整通道暫態分

析結果如圖 4 所示。在先進設計系

統 (ADS) 軟體中進行通道配置，

匯入連接器、八資料通道和晶片封

裝的電磁萃取資料。從眼圖可觀察

到，信號經長程傳輸，並通過連接

器後發生路徑衰減。輸入信號是 8 

Gbps 的 PRBS-11 串列資料。

PCIe 相符性測試
相符性扮演著重要角色，以

確保產品之間可順利地交互操作，

並可檢驗 PCIe 通道是否與 PCIe

規格相符。表 2 中列出了不同的相

符性測試參數。

表 1：不同的等化功能用語。

圖 4：完整通道的暫態模擬設置和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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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器電氣信號 — Tx
信號完整性

為充分進行特性評估，需根

據 PCI-SIG 規格，量測 PCIe 發射

器的單位區間 (UI) 時間、電壓、 

眼圖遮罩、抖動、閒置時間和通道

偏斜。大部分規格都需要量測 250

個以上連續單位區間。為能夠進行

準確量測，應從

發射器的 Tx 輸

出端直接連接

到其輸入端，藉

此確保量測到

為最低雜訊。圖

5 顯示發射器轉

態位元的眼圖和抖動量測。

接收器電氣信號 — 等

化技術
接收器必須進行靈敏度和抖

動容忍度測試。測試方法包括在裝

置 Rx 輸入端提供激發信號，並透

過 Tx 引腳監測裝置響應。將量測

到的眼圖結合眼圖遮罩以便進行相

符性測試。

如圖 6 所示，未進行等化前，

眼圖為閉合狀態。但在套用 Rx 等

化技術後，眼圖開口開啟並且符

合 PCIe 規格。等化技術的概念，

是使用其他位元的電壓位準，來校

正當前位元的電壓位準。因為通道

的頻率相依損耗引起符元干擾，接

收信號的眼圖完全閉合，導致信號

嚴重失真，無法還原時脈和資料。

採用決策回饋等化器 (DFE) 後，

等化信號的眼圖開口順利開啟，且

資料中心的垂直眼圖開度約為 368 

mV。這個值大到足以讓決策電路

在合格的誤碼率下運行，正確地回

復數位資料。

Tx 等化設定與預設測試
PCIe 3.0 規格明確記載需預

設 10 組相符性碼型。進入相符性

模式時，可使用一連串 100 MHz

時脈脈衝，循環執行各種相符性碼

型的設定，進行抖動、電壓和時序

量測。相符性測試用來確保待測物

(DUT) 可產生所有預設及等化位

準，以便滿足規格要求。圖 7 顯示

各種預設值下的波形。

表 2：PCIe 規格列出的不同相符性測試參數。

圖 5：PCIe 3.0 Tx 模擬︰眼圖和波形。

圖 6：(a) 未套用等化技術及 (b) 套用前饋等化 (FFE) 技術的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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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確保 PCIe Gen3 串列通道維

持高信號品質，對於高速序列介面

能否能確實提升效能非常重要。藉

由信號完整性分析和相符性測試，

配合 IBIS-AMI 模型的模擬方法，

可幫助您達成所需的目標效能。透

過這些工具與本文介紹的方法，工

程師即可根據 PCIe-SIG 規格，直

接準確地將通道性能最佳化。

圖 7：不同預設值的波形。

Gartner 公布 2017 年全球前十大半導體客戶：三星、蘋果穩居冠亞

國 際 研 究 暨 顧 問

機 構 Gartner 表 示，

2017 年半導體晶片前兩

大買家仍然是三星電子

(Samsung Electronics) 和

蘋果 (Apple)，佔全球市場

19.5%，兩家合計共消費

價值818億美元的半導體，

較 2016 年增加超過 200

億美元。

Gartner 首席研究分

析師山路正恆表示：「三

星電子與蘋果不僅持續佔

據冠亞軍寶座，在 2017 年

半導體整體支出的占比方

面也大幅增加。兩間公司自 2011 年以來便一直穩居前兩名的位置，持續對整個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及價格趨勢發揮極大

影響力。」

2016 年排名前十大的企業當中，有八家仍名列 2017 年前十大半導體買家之列；其中，前五大買家三星、蘋果、

戴爾 (Dell)、聯想 (Lenovo) 與華為排名都維持不變 ( 見表 )。LG 電子重返前十大榜單，位居第九名；Western Digital 則

是首度進榜，2017 年半導體支出增加 17 億美元。vivo 手機的母公司步步高電子 (BBK Electronics) 上升一位至第六名，

半導體支出增加 57 億美元。

DRAM 和 NAND Flash 價格大幅上漲，對 2017 年半導體買家排行有很大的影響。大部分 OEM 廠商，甚至包括大

廠在內，都無法避免 2017 年間記憶體晶片缺貨和記憶體價格上漲的影響。缺貨的狀況不只發生在記憶體 IC 市場，甚至

延燒到其他半導體晶片市場，例如微控制器和分離式元件，還有被動元件市場。另一方面，成功的 OEM 廠商則是以自

家專用的矽晶片解決方案，為旗下產品提供市場差異化特色。OEM 廠商的專用晶片支出增加，對商用晶片廠商未來的

成長形成一大風險。

此外，前十大 OEM 廠商的支出占整體半導體市場的比例大幅增加，已從十年前的 31%，上升到 2017 年的

40%。Gartner 預測這股趨勢將會延續，到了 2021 年，前十大 OEM 廠商占全球半導體總支出將超過 45%。

2016 年 2017 年 企業 2016 年 2017 年 2017 年 2017-2016 
排名 排名    市占率 (%) 成長率 (%)
1 1 三星電子 31,426 43,108 10.3 37.2
2 2 蘋果 30,390 38,754 9.2 27.5
3 3 戴爾 13,544 15,702 3.7 15.9
4 4 聯想 13,384 14,671 3.5 9.6
5 5 華為 10,792 14,259 3.4 32.1
7 6 步步高電子 6,411 12,103 2.9 88.8
6 7 惠普公司 8,906 9,971 2.4 12.0
8 8 慧與科技 (HPE) 6,124 7,199 1.7 17.5
11 9 LG 電子 5,162 6,537 1.6 26.6 
13 10 Western Digital 4,470 6,210 1.5 38.9
  其他 212,906 251,206 59.9 18.0
  總計 343,514 419,720 100.0 22.2

表：全球半導體設計總體有效市場前十大企業初估排名                        ( 單位：百萬美元 )

總體有效市場 = total available market (TAM)                                   資料來源：Gartner (2018 年 1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