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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2021，展望集成电路的未来

新冠的阴霾仍未散去，2021

年，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在“缺

货”和“疫情”的大背景下跌宕起

伏。疫情的反复无常，后摩尔时代

技术和模式创新空前活跃、加之技

术民族主义抬头和地缘政治愈加复

杂，也让半导体产业在愈加受重视

的同时，也越来越难以预测。

据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

最新数据显示，10 月份全球半导

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24% 至 488 亿

美元，环比增长 1.1%。SIA 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John Neuffer 表

示：“10 月份全球半导体需求仍然

很高，所有主要区域市场的销售额

都同比大幅增长。预计芯片年销售

额和出货量将在 2021 年创下历史

新高，2022 年有望实现温和的年

度增长。”

从 2021 年 Q3 开始，全球半导

体缺货的态势从全线紧张，开始逐

步转入结构性缓解的阶段，部分通

用型芯片产品供给变多，部分产品

价格开启下跌通道，代理商也由囤

转抛。然而从产能端来看，先进工

艺和部分依赖 8 寸特殊工艺的产能

仍然排队严重，尤其是对于中小企

业而言，赶不上班车和涨价的情况

仍然存在。

倘若新冠疫情仍然得不到控

制，而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产生

了其他变数，依然会导致 2022 年

供给不足。与此同时，重大灾祸、

限电缺水等等天灾人祸可能会干扰

制造商的扩产计划，美国对于关键

设备出口的许可迟迟不松口，也会

影响生产。元宇宙、双碳等新经济

新政策，以及变化莫测的地缘政治

都是不稳定的因素。以上种种，都

可能影响全球供应链体系，可谓牵

一发而动全身。

纵观 2021 年资本市场，主要

受到追捧的半导体细分领域包括：

GPU、DPU 等与数据中心场景强结

合的高性能专用处理器，由全球缺

芯而获得资本市场关注的车规级

MCU、ADAS、激光 / 毫米波雷达等

关键芯片、由新能源汽车和碳中

和概念带来的 SiC、GaN 等功率半

导体从衬底材料到器件制造的全

产业链，以及 WIFI6、SAW 滤波器

等满足新一代通信国产化需求的

产品。可以说是受到产能影响以

及技术发展的共同作用，导致了

此番局面。

而 国 产 半 导 体 企 业，也 在

2021 年，取得了一些突破。篇幅

有限，我们简单聊一聊 EDA 和最

近非常火热的 GPU。

御三家在 EDA 领域长期领先，

与国内的 EDA 企业仍有一定距离。

作为芯片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国

产 EDA 的崛起是极为重要的。

9 月 2 日，证监会发布创业版

上市审议会议结果，北京华大九

天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

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

批露要求。华大九天成为名副其

实的国产 EDA 第一股。

华大九天的上市，对于国产

EDA 行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意

义。对于提升国内 EDA 工具的整

体实力，增强国内 EDA 企业的研

发动力，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作

用。

华大九天此次发行，计划募集

资金 25.51 亿元，主要用于投资

电路仿真及数字分析优化 EDA 工

具升级项目、模拟设计及验证 EDA

工具升级项目、面向特定类型芯

片设计的 EDA 工具开发项目、数

字设计综合及验证 EDA 工具开发

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这也符合

华 大 九 天 一 贯 对 研 发 的 注 重。

2018 年 -2020 年，华大九天研发

投入分别占营业收入的 44.22%、

52.5% 和 49.81%。

国内 EDA 软件公司主要有华大

九天、国微集团、芯华章、博达

微电子、芯禾科技、概伦电子等。

今年以来，国内三大 EDA 领先厂

商：华大九天、概论电子、芯愿

景先后提交上市申请，可谓是相

互追赶，也为国内 EDA 的长远发

展植下一棵树苗。

2021 年，国内的 GPU 领域也

颇为火热。然而在当下的环境里，

GPU 市场主要被英特尔、英伟达、

AMD 等厂商垄断，市场高度集中。

据 JPR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第二季度，在全球独立 GPU 市场

中，英伟达独占 83% 的市场，AMD

则占据 17% 的份额；在 PC GPU 市

场中，英特尔占比超过 68%，英伟

达与 AMD 次之。

在中国市场中，三大巨头自然

也是分走了大部分蛋糕，作为全

球 GPU 市场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英伟达、AMD 在中国大陆收入占

比分别为 23.3%、23.9%，可以说

是赚得盆满钵满。这样被动的局

面，也是亟需改变的。

11 月 26 日，芯动科技正式发

布了自己的 GPU 芯片——“风华 1

号”，并通过现场多项 4K 级重度

渲染演示，揭开了这款集众多自

主技术创新、备受瞩目的国产 GPU

的神秘面纱。

“风华 1 号”的发布实现了国

产 5G 数据中心服务器 GPU 和 4K

桌面 GPU 这两大应用场景从 0 到 1

的突破。“风华 1 号”显卡实现了

多项第一，如第一款渲染能力达

到 5T-10T FLOPS 的国产 GPU 显

卡，第 一 款 图 形 API 达 到

OpenGL4.0 以上，并能实际演示

4.0 benchmark 的 GPU，还 是 第

一款支持多路渲染 + 编解码 +AI

服务，硬件虚拟化和 Chiplet 可

延展的国产 GPU 等。

近年来，国产 GPU 厂商相继发

布产品进展，也有 GPU 厂商陆续

获得大笔融资。数家国产企业切

入这个赛道，增强了国内 GPU 的

研发实力。

2022 年，可以预料的是，我

国的半导体产业仍然会面临诸多

困难和挑战，只有把好方向，苦

练内功，我们才能在技术领域不

断突破，走出卡脖子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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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芯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牛芯半导体是一家高科技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在主流先

进工艺布局SerDes、DDR等中高端接口IP，产品广泛应用于5G通

信、Al运算、智慧终端、网络交换、基站芯片、云计算、服务器、

存 储 等 领 域 ， 累 计 服 务 客 户 超 过 100家 。 牛 芯 半 导 体 与 五 大

Foundry厂合作，拥有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已申请多项专利。

团队以满足中高端核心IP国产化需求为己任、长期专注于接口

IP相关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和持续创新，平均工作经验十年以

上，有丰富的工业芯片设计及量产经验，致力于为芯片国产化提

供优质的IP产品和相关服务。

COMPANY 
              PROFILE公司介绍

公司总部：深圳·河套深港合作区

上海分公司：浦东软件园

北京子公司：博雅国际大厦

PRODUCT 
              PROFILE产品介绍

牛芯半导体基于先进工艺布局中高端

SerDes/DDR IP, 工艺覆盖180nm~7nm，

产品包括：

SerDes IP

  25/28/32G Combo SerDes 

  PCIE 5.0/4.0/3.0/2.0

  Rapid IO 4.0/3.1/2.2 

  SATA/SAS 3.0

  JESD204B/204C 

  USB3.1

  56G Ethernet

  LVDS

DDR IP

  DDR3/4/5

  LPDDR2/3/4/5

Turnkey Solution

具备7nm及以上后端设计服务能力，核心团

队拥有20年以上量产芯片设计经验，可提供

从Spec导入到量产的一站式定制化芯片解

决方案。

联系我们

电话：0755-86168226                       

邮箱:  sales@newsem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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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已从每年翻一番缩短到每三个月翻一番。深度神经网络（DNN）模型容量的

不断提升，表明从自然语言处理到图像处理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改进——深

度神经网络是诸如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实时应用的关键技术。例如， 

Facebook 的研究表明，准确率与模型大小的比率呈线性增长，通过在更大

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准确率甚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在许多前沿领域，模型大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摩尔定律，用于一些

应用的万亿参数模型正在考虑之中。虽然很少有生产系统会达到同样的极端

情况，但在这些示例中，参数数量对性能的影响将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连锁反

应。模型大小的增长给实施者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完全依靠芯片扩展路线

图，就需要其他解决方案来满足对模型容量增加部分的需求，而且成本要与

部署规模相适应。这种增长要求采用定制化的架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

可用晶体管的性能。

图 1：模型大小的增长速度（来源：Linley Group）

人工智能的演进需要高适应性的推理平台
模型大小不断增长给现有架构带来了挑战
Achronix

Parameters (log scale)：参数（对数刻度）

Image-processing models：图像处理模型

Language-processing models：语言处理模型

随着参数数量快速增长，深度

学习架构也在快速演进。当深度神

经网络继续广泛使用传统卷积、全

连接层和池化层的组合时，市场上

也出现了其它结构，诸如自然语言

处理（NLP）中的自注意力网络。它

们仍然需要高速矩阵和面向张量的

算法，但是存储访问模式的变化可

能会给图形处理器（GPU）和当前现

有的加速器带来麻烦。

结构上的变化意味着诸如每秒

万亿次操作（TOps）等常用指标的

相关性在降低。通常情况下，处理

引擎无法达到其峰值 TOps 分数，

因为如果不改变模型的处理方式，

存储和数据传输基础设施就无法提

供足够的吞吐量。例如，批处理输

入样本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因为它

通常可以提高许多架构上可用的并

行性。但是，批处理增加了响应的

延迟，这在实时推理应用中通常是

不可接受的。

数值灵活性是实现高吞吐量的一
种途径

提高推理性能的一种途径是使

计算的数值分辨率去适应各个独立

层的需求，这也代表了与架构的快

速演进相适应。一般来说，与训练

所需的精度相比，许多深度学习模

型在推理过程中可以接受明显的精度损失和增加的量化误差，

而训练通常使用标准或双精度浮点算法进行。这些格式能够在

非常宽的动态范围内支持高精度数值。这一特性在训练中很重

要，因为训练中常见的反向传播算法需要在每次传递时对许多

权重进行细微更改，以确保收敛。

通常来说，浮点运算需要大量的硬件支持才能实现高分辨

率数据类型的低延迟处理，它们最初被开发用来支持高性能计

算机上的科学应用，完全支持它所需的开销并不是一个主要问

题。

许多推理部署都将模型转换为使用定点运算操作，这大大

降低了精度。在这些情况下，对准确性的影响通常是最小的。

事实上，有些层可以转换为使用极其有限的数值范围，甚至二

进制或三进制数值也都是可行的选择。

然而，整数运算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有些滤波

器和数据层就需要高动态范围。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整数硬件

可能需要以 24 位或 32 位字长来处理数据，这将比 8 位或 

16 位的整数数据类型消耗更多的资源，这些数据类型很容易

在典型的单指令多数据（SIMD）加速器中得到支持。

一种折衷方案是使用窄浮点格式，例如适合 16 位字长的

格式。这种选择可以实现更大的并行性，但它并没有克服大多

数浮点数据类型固有的性能障碍。问题在于，在每次计算后，

浮点格式的两部分都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尾数的最高有效位没

有显式存储。因此，指数的大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移位操

作来调整，以确保隐含的前导“1”始终存在。这种规范化操

作的好处是任何单个数值都只有一种表示形式，这对于用户应

用程序中的软件兼容性很重要。然而，对于许多信号处理和人

工智能推理常规运算来说，这是不必要的。

这些操作的大部分硬件开销都可以通过在每次计算后无需

标准化尾数和调整指数来避免。这是块浮点算法所采用的方

法，这种数据格式已被用于标准定点数字信号处理（DSP），以

提高其在移动设备的音频处理算法、数字用户线路（DSL）调

制解调器和雷达系统上的性能。

mantissa：尾数

block exponent：块指数

使用块浮点算法，无需将尾数左对齐。用于一系列计算的

数据元素可以共享相同的指数，这一变化简化了执行通道的设

计。对占据相似动态范围的数值进行四舍五入造

成的精度损失可被降到最小。在设计时就要为每

个计算块选择合适的范围。在计算块完成后，退

出函数就可以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和标准化处

理，以便在需要时将它们用作常规的浮点值。

支持块浮点格式是机器学习处理器（MLP）的

功能之一。Achronix 的 Speedster®7t FPGA 器件

和 Speedcore™ eFPGA 架构提供了这种高度灵活的

算术逻辑单元。机器学习处理器针对人工智能应

用所需的点积和类似矩阵运算进行了优化。相比

传统浮点，这些机器学习处理器对块浮点的支持

提供了实质性的改进。16 位块浮点运算的吞吐量

是传统的半精度浮点运算的 8 倍，使其与 8 位整

数运算的速度一样快，与仅以整数形式的运算相

比，有功功耗仅增加了 15％。

另一种可能很重要的数据类型是 TensorFloat 

32（TF32）格式，与标准精度格式相比，该格式的

精度有所降低，但保持了较高的动态范围。TF32

也缺乏块指数处理的优化吞吐量，但对于一些应

用是有用的，在这些应用中，使用 TensorFlow 和

类似环境所创建的模型的易于移植性是很重要

的。Speedster7t FPGA 中机器学习处理器所具有

的高度灵活性使得使用 24 位浮点模式来处理

TF32 算法成为可能。此外，机器学习处理器的高

度可配置性意味着可以支持一个全新的、块浮点

版本的 TF32，其中四个样本共享同一个指数。机

器学习处理器支持的块浮点 TF32，其密度是传统

TF32 的两倍。

Wireless：无线

AI/ML：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Input Values：输入值

Input Layer：输入层

Hidden Layer 1：隐藏层 1

Hidden Layer 2：隐藏层 2

Output Layer：输出层

处理灵活性优化了算法支持
虽然机器学习处理器能够支持多种数据类

型，这对于推理应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

成为 FPGA 架构的一部分，它的强大

功能才能释放出来。可轻松定义不

同互连结构的能力使 FPGA 从大多数

架构中脱颖而出。在 FPGA 中同时定

义互连和算术逻辑的能力简化了构

建一种平衡架构的过程。设计人员

不仅能够为自定义数据类型构建直

接支持，还可以去定义最合适的互

连结构，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处理

引擎。可重编程的特性进一步提供

了应对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能力。

通过修改 FPGA 的逻辑可以轻松支持

自定义层中数据流的变化。

FPGA 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可以轻

松地在优化的嵌入式计算引擎和由

查找表单元实现的可编程逻辑之间

切换功能。一些功能可以很好地映

射 到 嵌 入 式 计 算 引 擎 上，例 如

Speedster7t MLP。又如，较高精度

的算法最好分配给机器学习处理器

（MLP），因为增加的位宽会导致功

能单元的大小呈指数增长，这些功

能单元是用来实现诸如高速乘法之

类的功能。

较低精度的整数运算通常可以

有效地分配给 FPGA 架构中常见的查

找表（LUT）。设计人员可以选择使

用简单的位串行乘法器电路来实现

高延迟、高并行性的逻辑阵列。或

者，他们可以通过构建进位保存和

超前进位的加法器等结构来为每个

功能分配更多的逻辑，这些结构通

常用来实现低延迟的乘法器。通过

Speedster7t FPGA 器 件 中 独 特 的

LUT 配置增强了对高速算法的支持，

其中 LUT 提供了一种实现 Booth 编

码的高效机制，这是一种节省面积

的乘法方法。

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位宽，

实现整数乘法器所需的 LUT 数量可

以减半。随着机器学习中的隐私和

安全性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应

对措施可能是在模型中部署同态加

密形式。这些协议通常涉及非常适

合于 LUT 实现的模式和位域操作，

有助于巩固 FPGA 作为人工智能未来

验证技术的地位。

数据传输是吞吐量的关键
为了在机器学习环境中充分利

用数值自定义，周围的架构也同样

重要。在越来越不规范的图形表示

中，能随时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传

输数据是可编程硬件的一个关键优

势。但是，并非所有的 FPGA 架构都

是一样的。

传统 FPGA 架构的一个问题是，

它们是从早期应用演变而来的；但

在早期应用中，其主要功能是实现

接口和控制电路逻辑。随着时间的

推移，由于这些器件为蜂窝移动通

信基站制造商提供了一种从愈发昂

贵的 ASIC 中转移出来的方法，FPGA

架构结合了 DSP 模块来处理滤波和

信道估计功能。原则上，这些 DSP

模块都可以处理人工智能功能。但

是，这些模块最初设计主要是用于

处理一维有限冲激响应（1D FIR）

滤波器，这些滤波器使用一个相对

简单的通道通过处理单元传输数

据，一系列固定系数在该通道中被

应用于连续的样本流。

传统的处理器架构对卷积层的

支持相对简单，而对其他的则更为

复杂。例如，全连接层需要将一层

中每个神经元的输出应用到下一层

的所有神经元上。其结果是，算术

逻辑单元之间的数据流比传统 DSP

应用中的要复杂得多，并且在吞吐

量较高的情况下，会给互连带来更

大的压力。

尽管诸如 DSP 内核之类的处理

引擎可以在每个周期中生成一个结

果，但 FPGA 内部的布线限制可能导

致无法足够快速地将数据传递给

它。通常，对于专为许多传统 FPGA

设计的、通信系统中常见的 1D FIR

滤波器来说，拥塞不是问题。每个

滤波阶段所产生的结果都可以轻松

地传递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张量

操作所需的更高的互连以及机器学

习应用较低的数据局部性，使得互

连对于任何实现而言都更加重要。

Memory Cascade Out：存 储 级

联输出

Operand Cascade in：操 作 数

级联

Register File：寄存器文件

Fracturable：可分割

Adder/Accumulator：加法器 /

累加器

Memory Cascade in：存储级联

机器学习中的数据局部性问题

需要注意多层级的互连设计。由于

在最有效的模型中参数数量庞大，

片外数据存储通常是必需的。关键

要求是可以在需要时以低延迟传输

数据的机制，并使用靠近处理引擎

的高效便笺式存储器，以最有效地

利用预取以及其他使用可预测访问

模式的策略，来确保数据在合适的

时间可用。

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有以

下三项用于数据传输的创新：

·优化的存储层次结构

·高效的本地布线技术

· 一个用于片内和片外数据传

输的高速二维片上网络（2D NoC）

传统的 FPGA 通常具有分布在整

个逻辑架构上的片上 RAM 块，这些

RAM 块被放置在距离处理引擎有一定

距离的地方。对于典型的 FPGA 设计

来说，这种选择是一种有效的架构，

但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它带来了额

外 的 和 不 必 要 的 布 线 开 销。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每个机器学习

处理器（MLP）都与一个 72kb 的双

端口块 RAM（BRAM72k）和一个较小

的 2kb 的双端口逻辑 RAM（LRAM2k）

相关联，其中 LRAM2k 可以作为一个

紧密耦合的寄存器文件。

可以通过 FPGA 布线资源分别访

问机器学习处理器（MLP）及其相关

联的存储器。但是，如果一个存储

器正在驱动关联的 MLP，则它可以使

用直接连接，从而卸载 FPGA 布线资

源并提供高带宽连接。

在人工智能应用中，BRAM 可以

作为一个存储器，用于存储那些预

计不会在每个周期中发生变化的

值，诸如神经元权重和激活值。

LRAM 更适合存储只有短期数据局部

性的临时值，诸如输入样本的短通

道以及用于张量收缩和池化活动的

累积值。

该架构考虑到需要能够将大型

复杂的层划分为可并行操作的段，

并为每个段提供临时数据值。BRAM

和 LRAM 都具有级联连接功能，可轻

松支持机器学习加速器中常用的脉

动阵列的构建。

MLP 可以从逻辑阵列、共享数据

的级联路径以及关联的 BRAM72k 和

LRAM2k 逐周期驱动。这种安排能够

构建复杂的调度机制和数据处理通

道，使 MLP 持续得到数据支持，同

时支持神经元之间尽可能广泛的连

接模式。为 MLP 持续提供数据是提

高有效 TOps 算力的关键。

MLP 的输出具有同样的灵活性，

能够创建脉动阵列和更复杂的布线拓

扑，从而为深度学习模型中可能需要

的每种类型的层提供优化的架构。

Multiplier / multiplicand 

fractions after converting 

inputs to have the same expo-

nent：将输入转换为具有相同指数后

的乘数 /被乘数分数

Multiplier block exponent：

乘数块指数

Multiplicand block expo-

nent：被乘数块指数

Integer Multiply / Add 

Tree：整数乘法 /加法树：

Convert to Floating Point：

转换为浮点

Floating Point Accumula-

tion：浮点累加

R o u n d  t o  d e s i r e d  

precision：四舍五入到所需精度

Speedster7t 架构中的 2D NoC

提供了从逻辑阵列的可编程逻辑到

位于 I/O 环中的高速接口子系统的

高带宽连接，用于连接到片外资源。

它们包括用于高速存储访问的 GDDR6

和诸如 PCIe Gen5 和 400G 以太网等

片内互连协议。这种结构支持构建

高度并行化的架构，以及基于中央

FPGA 的高度数据优化的加速器。

通过将高密度数据包路由到分

布在整个逻辑阵列上的数百个接入

点，2D NoC 使得大幅增加 FPGA 上的

可用带宽成为可能。传统的 FPGA 必

须使用数千个单独编程的布线路径

来实现相同的吞吐量，而这样做会

大量吃掉本地的互连资源。通过网

络接入点将千兆数据传输到本地区

域，2D NoC 缓解了布线问题，同时

支持轻松而快速地将数据传入和传

出MLP和基于LUT的定制化处理器。

相关的资源节省是相当可观

的——一个采用传统 FPGA 软逻辑实

现的 2D NoC 具有 64 个 NoC 接入点

（NAP），每个接入点提供一个运行

频率为 400MHz 的 128 位接口，将消

耗 390kLUT。相比之下，Speedster 

7t1500 器件中的硬 2D NoC 具有 80

个 NAP，不消耗任何 FPGA 软逻辑，

并且提供了更高的带宽。

使用 2D NoC 还有其他的一些优

势。由于相邻区域之间互连拥塞程

度较低，因此逻辑设计更易于布局。

因为无需从相邻区域分配资源来实

现高带宽路径的控制逻辑，因此设

计也更加有规律。另一个好处是极

大地简化了局部性重新配置——NAP

支持单个区域成为有效的独立单

元，这些单元可以根据应用的需要

进行交换导入和导出。这种可重配

置的方法反过来又支持需要在特定

时间使用的不同模型，或者支持片

上微调或定期对模型进行再训练这

样的架构。

结论
随着模型增大和结构上变得更

加复杂，FPGA 正成为一种越来越具

吸引力的基础器件来构建高效、低

延迟 AI 推理解决方案，而这要归功

于其对多种数值数据类型和数据导

向功能的支持。但是，仅仅将传统

的 FPGA 应用于机器学习中是远远不

够的。机器学习以数据为中心的特

性需要一种平衡的架构，以确保性

能不受人为限制。考虑到机器学习

的特点，以及不仅是现在，而且在

其 未 来 的 开 发 需 求，Achronix 

Speedster7t FPGA 为 AI 推理提供了

理想的基础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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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已从每年翻一番缩短到每三个月翻一番。深度神经网络（DNN）模型容量的

不断提升，表明从自然语言处理到图像处理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改进——深

度神经网络是诸如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实时应用的关键技术。例如，

Facebook 的研究表明，准确率与模型大小的比率呈线性增长，通过在更大

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准确率甚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在许多前沿领域，模型大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摩尔定律，用于一些

应用的万亿参数模型正在考虑之中。虽然很少有生产系统会达到同样的极端

情况，但在这些示例中，参数数量对性能的影响将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连锁反

应。模型大小的增长给实施者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完全依靠芯片扩展路线

图，就需要其他解决方案来满足对模型容量增加部分的需求，而且成本要与

部署规模相适应。这种增长要求采用定制化的架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

可用晶体管的性能。

Parameters (log scale)：参数（对数刻度）

Image-processing models：图像处理模型

Language-processing models：语言处理模型

随着参数数量快速增长，深度

学习架构也在快速演进。当深度神

经网络继续广泛使用传统卷积、全

连接层和池化层的组合时，市场上

也出现了其它结构，诸如自然语言

处理（NLP）中的自注意力网络。它

们仍然需要高速矩阵和面向张量的

算法，但是存储访问模式的变化可

能会给图形处理器（GPU）和当前现

有的加速器带来麻烦。

结构上的变化意味着诸如每秒

万亿次操作（TOps）等常用指标的

相关性在降低。通常情况下，处理

引擎无法达到其峰值 TOps 分数，因

为如果不改变模型的处理方式，存

储和数据传输基础设施就无法提供

足够的吞吐量。例如，批处理输入

样本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因为它通

常可以提高许多架构上可用的并行

性。但是，批处理增加了响应的延

迟，这在实时推理应用中通常是不

可接受的。

数值灵活性是实现高吞吐量的一

种途径

提高推理性能的一种途径是使

计算的数值分辨率去适应各个独立

层的需求，这也代表了与架构的快

速演进相适应。一般来说，与训练

所需的精度相比，许多深度学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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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已从每年翻一番缩短到每三个月翻一番。深度神经网络（DNN）模型容量的

不断提升，表明从自然语言处理到图像处理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改进——深

度神经网络是诸如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实时应用的关键技术。例如， 

Facebook 的研究表明，准确率与模型大小的比率呈线性增长，通过在更大

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准确率甚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在许多前沿领域，模型大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摩尔定律，用于一些

应用的万亿参数模型正在考虑之中。虽然很少有生产系统会达到同样的极端

情况，但在这些示例中，参数数量对性能的影响将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连锁反

应。模型大小的增长给实施者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完全依靠芯片扩展路线

图，就需要其他解决方案来满足对模型容量增加部分的需求，而且成本要与

部署规模相适应。这种增长要求采用定制化的架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

可用晶体管的性能。

图 2：块浮点计算示例

图 3：机器学习处理器（MLP）的结构

Parameters (log scale)：参数（对数刻度）

Image-processing models：图像处理模型

Language-processing models：语言处理模型

随着参数数量快速增长，深度

学习架构也在快速演进。当深度神

经网络继续广泛使用传统卷积、全

连接层和池化层的组合时，市场上

也出现了其它结构，诸如自然语言

处理（NLP）中的自注意力网络。它

们仍然需要高速矩阵和面向张量的

算法，但是存储访问模式的变化可

能会给图形处理器（GPU）和当前现

有的加速器带来麻烦。

结构上的变化意味着诸如每秒

万亿次操作（TOps）等常用指标的

相关性在降低。通常情况下，处理

引擎无法达到其峰值 TOps 分数，

因为如果不改变模型的处理方式，

存储和数据传输基础设施就无法提

供足够的吞吐量。例如，批处理输

入样本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因为它

通常可以提高许多架构上可用的并

行性。但是，批处理增加了响应的

延迟，这在实时推理应用中通常是

不可接受的。

数值灵活性是实现高吞吐量的一
种途径

提高推理性能的一种途径是使

计算的数值分辨率去适应各个独立

层的需求，这也代表了与架构的快

速演进相适应。一般来说，与训练

所需的精度相比，许多深度学习模

型在推理过程中可以接受明显的精度损失和增加的量化误差，

而训练通常使用标准或双精度浮点算法进行。这些格式能够在

非常宽的动态范围内支持高精度数值。这一特性在训练中很重

要，因为训练中常见的反向传播算法需要在每次传递时对许多

权重进行细微更改，以确保收敛。

通常来说，浮点运算需要大量的硬件支持才能实现高分辨

率数据类型的低延迟处理，它们最初被开发用来支持高性能计

算机上的科学应用，完全支持它所需的开销并不是一个主要问

题。

许多推理部署都将模型转换为使用定点运算操作，这大大

降低了精度。在这些情况下，对准确性的影响通常是最小的。

事实上，有些层可以转换为使用极其有限的数值范围，甚至二

进制或三进制数值也都是可行的选择。

然而，整数运算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有些滤波

器和数据层就需要高动态范围。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整数硬件

可能需要以 24 位或 32 位字长来处理数据，这将比 8 位或 

16 位的整数数据类型消耗更多的资源，这些数据类型很容易

在典型的单指令多数据（SIMD）加速器中得到支持。

一种折衷方案是使用窄浮点格式，例如适合 16 位字长的

格式。这种选择可以实现更大的并行性，但它并没有克服大多

数浮点数据类型固有的性能障碍。问题在于，在每次计算后，

浮点格式的两部分都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尾数的最高有效位没

有显式存储。因此，指数的大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移位操

作来调整，以确保隐含的前导“1”始终存在。这种规范化操

作的好处是任何单个数值都只有一种表示形式，这对于用户应

用程序中的软件兼容性很重要。然而，对于许多信号处理和人

工智能推理常规运算来说，这是不必要的。

这些操作的大部分硬件开销都可以通过在每次计算后无需

标准化尾数和调整指数来避免。这是块浮点算法所采用的方

法，这种数据格式已被用于标准定点数字信号处理（DSP），以

提高其在移动设备的音频处理算法、数字用户线路（DSL）调

制解调器和雷达系统上的性能。

mantissa：尾数

block exponent：块指数

使用块浮点算法，无需将尾数左对齐。用于一系列计算的

数据元素可以共享相同的指数，这一变化简化了执行通道的设

计。对占据相似动态范围的数值进行四舍五入造

成的精度损失可被降到最小。在设计时就要为每

个计算块选择合适的范围。在计算块完成后，退

出函数就可以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和标准化处

理，以便在需要时将它们用作常规的浮点值。

支持块浮点格式是机器学习处理器（MLP）的

功能之一。Achronix 的 Speedster®7t FPGA 器件

和 Speedcore™ eFPGA 架构提供了这种高度灵活的

算术逻辑单元。机器学习处理器针对人工智能应

用所需的点积和类似矩阵运算进行了优化。相比

传统浮点，这些机器学习处理器对块浮点的支持

提供了实质性的改进。16 位块浮点运算的吞吐量

是传统的半精度浮点运算的 8 倍，使其与 8 位整

数运算的速度一样快，与仅以整数形式的运算相

比，有功功耗仅增加了 15％。

另一种可能很重要的数据类型是 TensorFloat 

32（TF32）格式，与标准精度格式相比，该格式的

精度有所降低，但保持了较高的动态范围。TF32

也缺乏块指数处理的优化吞吐量，但对于一些应

用是有用的，在这些应用中，使用 TensorFlow 和

类似环境所创建的模型的易于移植性是很重要

的。Speedster7t FPGA 中机器学习处理器所具有

的高度灵活性使得使用 24 位浮点模式来处理

TF32 算法成为可能。此外，机器学习处理器的高

度可配置性意味着可以支持一个全新的、块浮点

版本的 TF32，其中四个样本共享同一个指数。机

器学习处理器支持的块浮点 TF32，其密度是传统

TF32 的两倍。

Wireless：无线

AI/ML：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Input Values：输入值

Input Layer：输入层

Hidden Layer 1：隐藏层 1

Hidden Layer 2：隐藏层 2

Output Layer：输出层

处理灵活性优化了算法支持
虽然机器学习处理器能够支持多种数据类

型，这对于推理应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

成为 FPGA 架构的一部分，它的强大

功能才能释放出来。可轻松定义不

同互连结构的能力使 FPGA 从大多数

架构中脱颖而出。在 FPGA 中同时定

义互连和算术逻辑的能力简化了构

建一种平衡架构的过程。设计人员

不仅能够为自定义数据类型构建直

接支持，还可以去定义最合适的互

连结构，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处理

引擎。可重编程的特性进一步提供

了应对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能力。

通过修改 FPGA 的逻辑可以轻松支持

自定义层中数据流的变化。

FPGA 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可以轻

松地在优化的嵌入式计算引擎和由

查找表单元实现的可编程逻辑之间

切换功能。一些功能可以很好地映

射 到 嵌 入 式 计 算 引 擎 上，例 如

Speedster7t MLP。又如，较高精度

的算法最好分配给机器学习处理器

（MLP），因为增加的位宽会导致功

能单元的大小呈指数增长，这些功

能单元是用来实现诸如高速乘法之

类的功能。

较低精度的整数运算通常可以

有效地分配给 FPGA 架构中常见的查

找表（LUT）。设计人员可以选择使

用简单的位串行乘法器电路来实现

高延迟、高并行性的逻辑阵列。或

者，他们可以通过构建进位保存和

超前进位的加法器等结构来为每个

功能分配更多的逻辑，这些结构通

常用来实现低延迟的乘法器。通过

Speedster7t FPGA 器 件 中 独 特 的

LUT 配置增强了对高速算法的支持，

其中 LUT 提供了一种实现 Booth 编

码的高效机制，这是一种节省面积

的乘法方法。

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位宽，

实现整数乘法器所需的 LUT 数量可

以减半。随着机器学习中的隐私和

安全性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应

对措施可能是在模型中部署同态加

密形式。这些协议通常涉及非常适

合于 LUT 实现的模式和位域操作，

有助于巩固 FPGA 作为人工智能未来

验证技术的地位。

数据传输是吞吐量的关键
为了在机器学习环境中充分利

用数值自定义，周围的架构也同样

重要。在越来越不规范的图形表示

中，能随时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传

输数据是可编程硬件的一个关键优

势。但是，并非所有的 FPGA 架构都

是一样的。

传统 FPGA 架构的一个问题是，

它们是从早期应用演变而来的；但

在早期应用中，其主要功能是实现

接口和控制电路逻辑。随着时间的

推移，由于这些器件为蜂窝移动通

信基站制造商提供了一种从愈发昂

贵的 ASIC 中转移出来的方法，FPGA

架构结合了 DSP 模块来处理滤波和

信道估计功能。原则上，这些 DSP

模块都可以处理人工智能功能。但

是，这些模块最初设计主要是用于

处理一维有限冲激响应（1D FIR）

滤波器，这些滤波器使用一个相对

简单的通道通过处理单元传输数

据，一系列固定系数在该通道中被

应用于连续的样本流。

传统的处理器架构对卷积层的

支持相对简单，而对其他的则更为

复杂。例如，全连接层需要将一层

中每个神经元的输出应用到下一层

的所有神经元上。其结果是，算术

逻辑单元之间的数据流比传统 DSP

应用中的要复杂得多，并且在吞吐

量较高的情况下，会给互连带来更

大的压力。

尽管诸如 DSP 内核之类的处理

引擎可以在每个周期中生成一个结

果，但 FPGA 内部的布线限制可能导

致无法足够快速地将数据传递给

它。通常，对于专为许多传统 FPGA

设计的、通信系统中常见的 1D FIR

滤波器来说，拥塞不是问题。每个

滤波阶段所产生的结果都可以轻松

地传递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张量

操作所需的更高的互连以及机器学

习应用较低的数据局部性，使得互

连对于任何实现而言都更加重要。

Memory Cascade Out：存 储 级

联输出

Operand Cascade in：操 作 数

级联

Register File：寄存器文件

Fracturable：可分割

Adder/Accumulator：加法器 /

累加器

Memory Cascade in：存储级联

机器学习中的数据局部性问题

需要注意多层级的互连设计。由于

在最有效的模型中参数数量庞大，

片外数据存储通常是必需的。关键

要求是可以在需要时以低延迟传输

数据的机制，并使用靠近处理引擎

的高效便笺式存储器，以最有效地

利用预取以及其他使用可预测访问

模式的策略，来确保数据在合适的

时间可用。

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有以

下三项用于数据传输的创新：

·优化的存储层次结构

·高效的本地布线技术

· 一个用于片内和片外数据传

输的高速二维片上网络（2D NoC）

传统的 FPGA 通常具有分布在整

个逻辑架构上的片上 RAM 块，这些

RAM 块被放置在距离处理引擎有一定

距离的地方。对于典型的 FPGA 设计

来说，这种选择是一种有效的架构，

但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它带来了额

外 的 和 不 必 要 的 布 线 开 销。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每个机器学习

处理器（MLP）都与一个 72kb 的双

端口块 RAM（BRAM72k）和一个较小

的 2kb 的双端口逻辑 RAM（LRAM2k）

相关联，其中 LRAM2k 可以作为一个

紧密耦合的寄存器文件。

可以通过 FPGA 布线资源分别访

问机器学习处理器（MLP）及其相关

联的存储器。但是，如果一个存储

器正在驱动关联的 MLP，则它可以使

用直接连接，从而卸载 FPGA 布线资

源并提供高带宽连接。

在人工智能应用中，BRAM 可以

作为一个存储器，用于存储那些预

计不会在每个周期中发生变化的

值，诸如神经元权重和激活值。

LRAM 更适合存储只有短期数据局部

性的临时值，诸如输入样本的短通

道以及用于张量收缩和池化活动的

累积值。

该架构考虑到需要能够将大型

复杂的层划分为可并行操作的段，

并为每个段提供临时数据值。BRAM

和 LRAM 都具有级联连接功能，可轻

松支持机器学习加速器中常用的脉

动阵列的构建。

MLP 可以从逻辑阵列、共享数据

的级联路径以及关联的 BRAM72k 和

LRAM2k 逐周期驱动。这种安排能够

构建复杂的调度机制和数据处理通

道，使 MLP 持续得到数据支持，同

时支持神经元之间尽可能广泛的连

接模式。为 MLP 持续提供数据是提

高有效 TOps 算力的关键。

MLP 的输出具有同样的灵活性，

能够创建脉动阵列和更复杂的布线拓

扑，从而为深度学习模型中可能需要

的每种类型的层提供优化的架构。

Multiplier / multiplicand 

fractions after converting 

inputs to have the same expo-

nent：将输入转换为具有相同指数后

的乘数 /被乘数分数

Multiplier block exponent：

乘数块指数

Multiplicand block expo-

nent：被乘数块指数

Integer Multiply / Add 

Tree：整数乘法 /加法树：

Convert to Floating Point：

转换为浮点

Floating Point Accumula-

tion：浮点累加

R o u n d  t o  d e s i r e d  

precision：四舍五入到所需精度

Speedster7t 架构中的 2D NoC

提供了从逻辑阵列的可编程逻辑到

位于 I/O 环中的高速接口子系统的

高带宽连接，用于连接到片外资源。

它们包括用于高速存储访问的 GDDR6

和诸如 PCIe Gen5 和 400G 以太网等

片内互连协议。这种结构支持构建

高度并行化的架构，以及基于中央

FPGA 的高度数据优化的加速器。

通过将高密度数据包路由到分

布在整个逻辑阵列上的数百个接入

点，2D NoC 使得大幅增加 FPGA 上的

可用带宽成为可能。传统的 FPGA 必

须使用数千个单独编程的布线路径

来实现相同的吞吐量，而这样做会

大量吃掉本地的互连资源。通过网

络接入点将千兆数据传输到本地区

域，2D NoC 缓解了布线问题，同时

支持轻松而快速地将数据传入和传

出MLP和基于LUT的定制化处理器。

相关的资源节省是相当可观

的——一个采用传统 FPGA 软逻辑实

现的 2D NoC 具有 64 个 NoC 接入点

（NAP），每个接入点提供一个运行

频率为 400MHz 的 128 位接口，将消

耗 390kLUT。相比之下，Speedster 

7t1500 器件中的硬 2D NoC 具有 80

个 NAP，不消耗任何 FPGA 软逻辑，

并且提供了更高的带宽。

使用 2D NoC 还有其他的一些优

势。由于相邻区域之间互连拥塞程

度较低，因此逻辑设计更易于布局。

因为无需从相邻区域分配资源来实

现高带宽路径的控制逻辑，因此设

计也更加有规律。另一个好处是极

大地简化了局部性重新配置——NAP

支持单个区域成为有效的独立单

元，这些单元可以根据应用的需要

进行交换导入和导出。这种可重配

置的方法反过来又支持需要在特定

时间使用的不同模型，或者支持片

上微调或定期对模型进行再训练这

样的架构。

结论
随着模型增大和结构上变得更

加复杂，FPGA 正成为一种越来越具

吸引力的基础器件来构建高效、低

延迟 AI 推理解决方案，而这要归功

于其对多种数值数据类型和数据导

向功能的支持。但是，仅仅将传统

的 FPGA 应用于机器学习中是远远不

够的。机器学习以数据为中心的特

性需要一种平衡的架构，以确保性

能不受人为限制。考虑到机器学习

的特点，以及不仅是现在，而且在

其 未 来 的 开 发 需 求，Achronix 

Speedster7t FPGA 为 AI 推理提供了

理想的基础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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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推理过程中可以接受明显的精度损失和增加的量化误差，

而训练通常使用标准或双精度浮点算法进行。这些格式能够在

非常宽的动态范围内支持高精度数值。这一特性在训练中很重

要，因为训练中常见的反向传播算法需要在每次传递时对许多

权重进行细微更改，以确保收敛。

通常来说，浮点运算需要大量的硬件支持才能实现高分辨

率数据类型的低延迟处理，它们最初被开发用来支持高性能计

算机上的科学应用，完全支持它所需的开销并不是一个主要问

题。

许多推理部署都将模型转换为使用定点运算操作，这大大

降低了精度。在这些情况下，对准确性的影响通常是最小的。

事实上，有些层可以转换为使用极其有限的数值范围，甚至二

进制或三进制数值也都是可行的选择。

然而，整数运算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有些滤波

器和数据层就需要高动态范围。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整数硬件

可能需要以 24 位或 32 位字长来处理数据，这将比 8 位或 16

位的整数数据类型消耗更多的资源，这些数据类型很容易在典

型的单指令多数据（SIMD）加速器中得到支持。

一种折衷方案是使用窄浮点格式，例如适合 16 位字长的

格式。这种选择可以实现更大的并行性，但它并没有克服大多

数浮点数据类型固有的性能障碍。问题在于，在每次计算后，

浮点格式的两部分都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尾数的最高有效位没

有显式存储。因此，指数的大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移位操

作来调整，以确保隐含的前导“1”始终存在。这种规范化操

作的好处是任何单个数值都只有一种表示形式，这对于用户应

用程序中的软件兼容性很重要。然而，对于许多信号处理和人

工智能推理常规运算来说，这是不必要的。

这些操作的大部分硬件开销都可以通过在每次计算后无需

标准化尾数和调整指数来避免。这是块浮点算法所采用的方

法，这种数据格式已被用于标准定点数字信号处理（DSP），以

提高其在移动设备的音频处理算法、数字用户线路（DSL）调

制解调器和雷达系统上的性能。

mantissa：尾数

block exponent：块指数

使用块浮点算法，无需将尾数左对齐。用于一系列计算的

数据元素可以共享相同的指数，这一变化简化了执行通道的设

计。对占据相似动态范围的数值进行四舍五入造

成的精度损失可被降到最小。在设计时就要为每

个计算块选择合适的范围。在计算块完成后，退

出函数就可以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和标准化处

理，以便在需要时将它们用作常规的浮点值。

支持块浮点格式是机器学习处理器（MLP）的

功能之一。Achronix 的 Speedster®7t FPGA 器件

和 Speedcore™ eFPGA 架构提供了这种高度灵活的

算术逻辑单元。机器学习处理器针对人工智能应

用所需的点积和类似矩阵运算进行了优化。相比

传统浮点，这些机器学习处理器对块浮点的支持

提供了实质性的改进。16 位块浮点运算的吞吐量

是传统的半精度浮点运算的 8 倍，使其与 8 位整

数运算的速度一样快，与仅以整数形式的运算相

比，有功功耗仅增加了 15％。

另一种可能很重要的数据类型是 TensorFloat 

32（TF32）格式，与标准精度格式相比，该格式的

精度有所降低，但保持了较高的动态范围。TF32

也缺乏块指数处理的优化吞吐量，但对于一些应

用是有用的，在这些应用中，使用 TensorFlow 和

类似环境所创建的模型的易于移植性是很重要

的。Speedster7t FPGA 中机器学习处理器所具有

的高度灵活性使得使用 24 位浮点模式来处理

TF32 算法成为可能。此外，机器学习处理器的高

度可配置性意味着可以支持一个全新的、块浮点

版本的 TF32，其中四个样本共享同一个指数。机

器学习处理器支持的块浮点 TF32，其密度是传统

TF32 的两倍。

Wireless：无线

AI/ML：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Input Values：输入值

Input Layer：输入层

Hidden Layer 1：隐藏层 1

Hidden Layer 2：隐藏层 2

Output Layer：输出层

处理灵活性优化了算法支持

虽然机器学习处理器能够支持多种数据类

型，这对于推理应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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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已从每年翻一番缩短到每三个月翻一番。深度神经网络（DNN）模型容量的

不断提升，表明从自然语言处理到图像处理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改进——深

度神经网络是诸如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实时应用的关键技术。例如， 

Facebook 的研究表明，准确率与模型大小的比率呈线性增长，通过在更大

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准确率甚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在许多前沿领域，模型大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摩尔定律，用于一些

应用的万亿参数模型正在考虑之中。虽然很少有生产系统会达到同样的极端

情况，但在这些示例中，参数数量对性能的影响将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连锁反

应。模型大小的增长给实施者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完全依靠芯片扩展路线

图，就需要其他解决方案来满足对模型容量增加部分的需求，而且成本要与

部署规模相适应。这种增长要求采用定制化的架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

可用晶体管的性能。

图 4：滤波器和人工智能数据流

Parameters (log scale)：参数（对数刻度）

Image-processing models：图像处理模型

Language-processing models：语言处理模型

随着参数数量快速增长，深度

学习架构也在快速演进。当深度神

经网络继续广泛使用传统卷积、全

连接层和池化层的组合时，市场上

也出现了其它结构，诸如自然语言

处理（NLP）中的自注意力网络。它

们仍然需要高速矩阵和面向张量的

算法，但是存储访问模式的变化可

能会给图形处理器（GPU）和当前现

有的加速器带来麻烦。

结构上的变化意味着诸如每秒

万亿次操作（TOps）等常用指标的

相关性在降低。通常情况下，处理

引擎无法达到其峰值 TOps 分数，

因为如果不改变模型的处理方式，

存储和数据传输基础设施就无法提

供足够的吞吐量。例如，批处理输

入样本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因为它

通常可以提高许多架构上可用的并

行性。但是，批处理增加了响应的

延迟，这在实时推理应用中通常是

不可接受的。

数值灵活性是实现高吞吐量的一
种途径

提高推理性能的一种途径是使

计算的数值分辨率去适应各个独立

层的需求，这也代表了与架构的快

速演进相适应。一般来说，与训练

所需的精度相比，许多深度学习模

型在推理过程中可以接受明显的精度损失和增加的量化误差，

而训练通常使用标准或双精度浮点算法进行。这些格式能够在

非常宽的动态范围内支持高精度数值。这一特性在训练中很重

要，因为训练中常见的反向传播算法需要在每次传递时对许多

权重进行细微更改，以确保收敛。

通常来说，浮点运算需要大量的硬件支持才能实现高分辨

率数据类型的低延迟处理，它们最初被开发用来支持高性能计

算机上的科学应用，完全支持它所需的开销并不是一个主要问

题。

许多推理部署都将模型转换为使用定点运算操作，这大大

降低了精度。在这些情况下，对准确性的影响通常是最小的。

事实上，有些层可以转换为使用极其有限的数值范围，甚至二

进制或三进制数值也都是可行的选择。

然而，整数运算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有些滤波

器和数据层就需要高动态范围。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整数硬件

可能需要以 24 位或 32 位字长来处理数据，这将比 8 位或 

16 位的整数数据类型消耗更多的资源，这些数据类型很容易

在典型的单指令多数据（SIMD）加速器中得到支持。

一种折衷方案是使用窄浮点格式，例如适合 16 位字长的

格式。这种选择可以实现更大的并行性，但它并没有克服大多

数浮点数据类型固有的性能障碍。问题在于，在每次计算后，

浮点格式的两部分都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尾数的最高有效位没

有显式存储。因此，指数的大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移位操

作来调整，以确保隐含的前导“1”始终存在。这种规范化操

作的好处是任何单个数值都只有一种表示形式，这对于用户应

用程序中的软件兼容性很重要。然而，对于许多信号处理和人

工智能推理常规运算来说，这是不必要的。

这些操作的大部分硬件开销都可以通过在每次计算后无需

标准化尾数和调整指数来避免。这是块浮点算法所采用的方

法，这种数据格式已被用于标准定点数字信号处理（DSP），以

提高其在移动设备的音频处理算法、数字用户线路（DSL）调

制解调器和雷达系统上的性能。

mantissa：尾数

block exponent：块指数

使用块浮点算法，无需将尾数左对齐。用于一系列计算的

数据元素可以共享相同的指数，这一变化简化了执行通道的设

计。对占据相似动态范围的数值进行四舍五入造

成的精度损失可被降到最小。在设计时就要为每

个计算块选择合适的范围。在计算块完成后，退

出函数就可以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和标准化处

理，以便在需要时将它们用作常规的浮点值。

支持块浮点格式是机器学习处理器（MLP）的

功能之一。Achronix 的 Speedster®7t FPGA 器件

和 Speedcore™ eFPGA 架构提供了这种高度灵活的

算术逻辑单元。机器学习处理器针对人工智能应

用所需的点积和类似矩阵运算进行了优化。相比

传统浮点，这些机器学习处理器对块浮点的支持

提供了实质性的改进。16 位块浮点运算的吞吐量

是传统的半精度浮点运算的 8 倍，使其与 8 位整

数运算的速度一样快，与仅以整数形式的运算相

比，有功功耗仅增加了 15％。

另一种可能很重要的数据类型是 TensorFloat 

32（TF32）格式，与标准精度格式相比，该格式的

精度有所降低，但保持了较高的动态范围。TF32

也缺乏块指数处理的优化吞吐量，但对于一些应

用是有用的，在这些应用中，使用 TensorFlow 和

类似环境所创建的模型的易于移植性是很重要

的。Speedster7t FPGA 中机器学习处理器所具有

的高度灵活性使得使用 24 位浮点模式来处理

TF32 算法成为可能。此外，机器学习处理器的高

度可配置性意味着可以支持一个全新的、块浮点

版本的 TF32，其中四个样本共享同一个指数。机

器学习处理器支持的块浮点 TF32，其密度是传统

TF32 的两倍。

Wireless：无线

AI/ML：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Input Values：输入值

Input Layer：输入层

Hidden Layer 1：隐藏层 1

Hidden Layer 2：隐藏层 2

Output Layer：输出层

处理灵活性优化了算法支持
虽然机器学习处理器能够支持多种数据类

型，这对于推理应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

成为 FPGA 架构的一部分，它的强大

功能才能释放出来。可轻松定义不

同互连结构的能力使 FPGA 从大多数

架构中脱颖而出。在 FPGA 中同时定

义互连和算术逻辑的能力简化了构

建一种平衡架构的过程。设计人员

不仅能够为自定义数据类型构建直

接支持，还可以去定义最合适的互

连结构，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处理

引擎。可重编程的特性进一步提供

了应对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能力。

通过修改 FPGA 的逻辑可以轻松支持

自定义层中数据流的变化。

FPGA 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可以轻

松地在优化的嵌入式计算引擎和由

查找表单元实现的可编程逻辑之间

切换功能。一些功能可以很好地映

射 到 嵌 入 式 计 算 引 擎 上，例 如

Speedster7t MLP。又如，较高精度

的算法最好分配给机器学习处理器

（MLP），因为增加的位宽会导致功

能单元的大小呈指数增长，这些功

能单元是用来实现诸如高速乘法之

类的功能。

较低精度的整数运算通常可以

有效地分配给 FPGA 架构中常见的查

找表（LUT）。设计人员可以选择使

用简单的位串行乘法器电路来实现

高延迟、高并行性的逻辑阵列。或

者，他们可以通过构建进位保存和

超前进位的加法器等结构来为每个

功能分配更多的逻辑，这些结构通

常用来实现低延迟的乘法器。通过

Speedster7t FPGA 器 件 中 独 特 的

LUT 配置增强了对高速算法的支持，

其中 LUT 提供了一种实现 Booth 编

码的高效机制，这是一种节省面积

的乘法方法。

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位宽，

实现整数乘法器所需的 LUT 数量可

以减半。随着机器学习中的隐私和

安全性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应

对措施可能是在模型中部署同态加

密形式。这些协议通常涉及非常适

合于 LUT 实现的模式和位域操作，

有助于巩固 FPGA 作为人工智能未来

验证技术的地位。

数据传输是吞吐量的关键
为了在机器学习环境中充分利

用数值自定义，周围的架构也同样

重要。在越来越不规范的图形表示

中，能随时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传

输数据是可编程硬件的一个关键优

势。但是，并非所有的 FPGA 架构都

是一样的。

传统 FPGA 架构的一个问题是，

它们是从早期应用演变而来的；但

在早期应用中，其主要功能是实现

接口和控制电路逻辑。随着时间的

推移，由于这些器件为蜂窝移动通

信基站制造商提供了一种从愈发昂

贵的 ASIC 中转移出来的方法，FPGA

架构结合了 DSP 模块来处理滤波和

信道估计功能。原则上，这些 DSP

模块都可以处理人工智能功能。但

是，这些模块最初设计主要是用于

处理一维有限冲激响应（1D FIR）

滤波器，这些滤波器使用一个相对

简单的通道通过处理单元传输数

据，一系列固定系数在该通道中被

应用于连续的样本流。

传统的处理器架构对卷积层的

支持相对简单，而对其他的则更为

复杂。例如，全连接层需要将一层

中每个神经元的输出应用到下一层

的所有神经元上。其结果是，算术

逻辑单元之间的数据流比传统 DSP

应用中的要复杂得多，并且在吞吐

量较高的情况下，会给互连带来更

大的压力。

尽管诸如 DSP 内核之类的处理

引擎可以在每个周期中生成一个结

果，但 FPGA 内部的布线限制可能导

致无法足够快速地将数据传递给

它。通常，对于专为许多传统 FPGA

设计的、通信系统中常见的 1D FIR

滤波器来说，拥塞不是问题。每个

滤波阶段所产生的结果都可以轻松

地传递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张量

操作所需的更高的互连以及机器学

习应用较低的数据局部性，使得互

连对于任何实现而言都更加重要。

Memory Cascade Out：存 储 级

联输出

Operand Cascade in：操 作 数

级联

Register File：寄存器文件

Fracturable：可分割

Adder/Accumulator：加法器 /

累加器

Memory Cascade in：存储级联

机器学习中的数据局部性问题

需要注意多层级的互连设计。由于

在最有效的模型中参数数量庞大，

片外数据存储通常是必需的。关键

要求是可以在需要时以低延迟传输

数据的机制，并使用靠近处理引擎

的高效便笺式存储器，以最有效地

利用预取以及其他使用可预测访问

模式的策略，来确保数据在合适的

时间可用。

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有以

下三项用于数据传输的创新：

·优化的存储层次结构

·高效的本地布线技术

· 一个用于片内和片外数据传

输的高速二维片上网络（2D NoC）

传统的 FPGA 通常具有分布在整

个逻辑架构上的片上 RAM 块，这些

RAM 块被放置在距离处理引擎有一定

距离的地方。对于典型的 FPGA 设计

来说，这种选择是一种有效的架构，

但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它带来了额

外 的 和 不 必 要 的 布 线 开 销。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每个机器学习

处理器（MLP）都与一个 72kb 的双

端口块 RAM（BRAM72k）和一个较小

的 2kb 的双端口逻辑 RAM（LRAM2k）

相关联，其中 LRAM2k 可以作为一个

紧密耦合的寄存器文件。

可以通过 FPGA 布线资源分别访

问机器学习处理器（MLP）及其相关

联的存储器。但是，如果一个存储

器正在驱动关联的 MLP，则它可以使

用直接连接，从而卸载 FPGA 布线资

源并提供高带宽连接。

在人工智能应用中，BRAM 可以

作为一个存储器，用于存储那些预

计不会在每个周期中发生变化的

值，诸如神经元权重和激活值。

LRAM 更适合存储只有短期数据局部

性的临时值，诸如输入样本的短通

道以及用于张量收缩和池化活动的

累积值。

该架构考虑到需要能够将大型

复杂的层划分为可并行操作的段，

并为每个段提供临时数据值。BRAM

和 LRAM 都具有级联连接功能，可轻

松支持机器学习加速器中常用的脉

动阵列的构建。

MLP 可以从逻辑阵列、共享数据

的级联路径以及关联的 BRAM72k 和

LRAM2k 逐周期驱动。这种安排能够

构建复杂的调度机制和数据处理通

道，使 MLP 持续得到数据支持，同

时支持神经元之间尽可能广泛的连

接模式。为 MLP 持续提供数据是提

高有效 TOps 算力的关键。

MLP 的输出具有同样的灵活性，

能够创建脉动阵列和更复杂的布线拓

扑，从而为深度学习模型中可能需要

的每种类型的层提供优化的架构。

Multiplier / multiplicand 

fractions after converting 

inputs to have the same expo-

nent：将输入转换为具有相同指数后

的乘数 /被乘数分数

Multiplier block exponent：

乘数块指数

Multiplicand block expo-

nent：被乘数块指数

Integer Multiply / Add 

Tree：整数乘法 /加法树：

Convert to Floating Point：

转换为浮点

Floating Point Accumula-

tion：浮点累加

R o u n d  t o  d e s i r e d  

precision：四舍五入到所需精度

Speedster7t 架构中的 2D NoC

提供了从逻辑阵列的可编程逻辑到

位于 I/O 环中的高速接口子系统的

高带宽连接，用于连接到片外资源。

它们包括用于高速存储访问的 GDDR6

和诸如 PCIe Gen5 和 400G 以太网等

片内互连协议。这种结构支持构建

高度并行化的架构，以及基于中央

FPGA 的高度数据优化的加速器。

通过将高密度数据包路由到分

布在整个逻辑阵列上的数百个接入

点，2D NoC 使得大幅增加 FPGA 上的

可用带宽成为可能。传统的 FPGA 必

须使用数千个单独编程的布线路径

来实现相同的吞吐量，而这样做会

大量吃掉本地的互连资源。通过网

络接入点将千兆数据传输到本地区

域，2D NoC 缓解了布线问题，同时

支持轻松而快速地将数据传入和传

出MLP和基于LUT的定制化处理器。

相关的资源节省是相当可观

的——一个采用传统 FPGA 软逻辑实

现的 2D NoC 具有 64 个 NoC 接入点

（NAP），每个接入点提供一个运行

频率为 400MHz 的 128 位接口，将消

耗 390kLUT。相比之下，Speedster 

7t1500 器件中的硬 2D NoC 具有 80

个 NAP，不消耗任何 FPGA 软逻辑，

并且提供了更高的带宽。

使用 2D NoC 还有其他的一些优

势。由于相邻区域之间互连拥塞程

度较低，因此逻辑设计更易于布局。

因为无需从相邻区域分配资源来实

现高带宽路径的控制逻辑，因此设

计也更加有规律。另一个好处是极

大地简化了局部性重新配置——NAP

支持单个区域成为有效的独立单

元，这些单元可以根据应用的需要

进行交换导入和导出。这种可重配

置的方法反过来又支持需要在特定

时间使用的不同模型，或者支持片

上微调或定期对模型进行再训练这

样的架构。

结论
随着模型增大和结构上变得更

加复杂，FPGA 正成为一种越来越具

吸引力的基础器件来构建高效、低

延迟 AI 推理解决方案，而这要归功

于其对多种数值数据类型和数据导

向功能的支持。但是，仅仅将传统

的 FPGA 应用于机器学习中是远远不

够的。机器学习以数据为中心的特

性需要一种平衡的架构，以确保性

能不受人为限制。考虑到机器学习

的特点，以及不仅是现在，而且在

其 未 来 的 开 发 需 求，Achronix 

Speedster7t FPGA 为 AI 推理提供了

理想的基础器件。

封
面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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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 FPGA 架构的一部分，它的强大

功能才能释放出来。可轻松定义不

同互连结构的能力使 FPGA 从大多数

架构中脱颖而出。在 FPGA 中同时定

义互连和算术逻辑的能力简化了构

建一种平衡架构的过程。设计人员

不仅能够为自定义数据类型构建直

接支持，还可以去定义最合适的互

连结构，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处理

引擎。可重编程的特性进一步提供

了应对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能力。

通过修改 FPGA 的逻辑可以轻松支持

自定义层中数据流的变化。

FPGA 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可以轻

松地在优化的嵌入式计算引擎和由

查找表单元实现的可编程逻辑之间

切换功能。一些功能可以很好地映

射 到 嵌 入 式 计 算 引 擎 上，例 如

Speedster7t MLP。又如，较高精度

的算法最好分配给机器学习处理器

（MLP），因为增加的位宽会导致功

能单元的大小呈指数增长，这些功

能单元是用来实现诸如高速乘法之

类的功能。

较低精度的整数运算通常可以

有效地分配给 FPGA 架构中常见的查

找表（LUT）。设计人员可以选择使

用简单的位串行乘法器电路来实现

高延迟、高并行性的逻辑阵列。或

者，他们可以通过构建进位保存和

超前进位的加法器等结构来为每个

功能分配更多的逻辑，这些结构通

常用来实现低延迟的乘法器。通过

Speedster7t FPGA 器 件 中 独 特 的

LUT 配置增强了对高速算法的支持，

其中 LUT 提供了一种实现 Booth 编

码的高效机制，这是一种节省面积

的乘法方法。

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位宽，

实现整数乘法器所需的 LUT 数量可

以减半。随着机器学习中的隐私和

安全性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应

对措施可能是在模型中部署同态加

密形式。这些协议通常涉及非常适

合于 LUT 实现的模式和位域操作，

有助于巩固 FPGA 作为人工智能未来

验证技术的地位。

数据传输是吞吐量的关键

为了在机器学习环境中充分利

用数值自定义，周围的架构也同样

重要。在越来越不规范的图形表示

中，能随时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传

输数据是可编程硬件的一个关键优

势。但是，并非所有的 FPGA 架构都

是一样的。

传统 FPGA 架构的一个问题是，

它们是从早期应用演变而来的；但

在早期应用中，其主要功能是实现

接口和控制电路逻辑。随着时间的

推移，由于这些器件为蜂窝移动通

信基站制造商提供了一种从愈发昂

贵的 ASIC 中转移出来的方法，FPGA

架构结合了 DSP 模块来处理滤波和

信道估计功能。原则上，这些 DSP

模块都可以处理人工智能功能。但

是，这些模块最初设计主要是用于

处理一维有限冲激响应（1D FIR）

滤波器，这些滤波器使用一个相对

简单的通道通过处理单元传输数

据，一系列固定系数在该通道中被

应用于连续的样本流。

传统的处理器架构对卷积层的

支持相对简单，而对其他的则更为

复杂。例如，全连接层需要将一层

中每个神经元的输出应用到下一层

的所有神经元上。其结果是，算术

逻辑单元之间的数据流比传统 DSP

应用中的要复杂得多，并且在吞吐

量较高的情况下，会给互连带来更

大的压力。

尽管诸如 DSP 内核之类的处理

引擎可以在每个周期中生成一个结

果，但 FPGA 内部的布线限制可能导

致无法足够快速地将数据传递给

它。通常，对于专为许多传统 FPGA

设计的、通信系统中常见的 1D FIR

滤波器来说，拥塞不是问题。每个

滤波阶段所产生的结果都可以轻松

地传递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张量

操作所需的更高的互连以及机器学

习应用较低的数据局部性，使得互

连对于任何实现而言都更加重要。

Memory Cascade Out：存 储 级

联输出

Operand Cascade in：操 作 数

级联

Register File：寄存器文件

Fracturable：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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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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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中的数据局部性问题

需要注意多层级的互连设计。由于

在最有效的模型中参数数量庞大，

片外数据存储通常是必需的。关键

要求是可以在需要时以低延迟传输

数据的机制，并使用靠近处理引擎

的高效便笺式存储器，以最有效地

利用预取以及其他使用可预测访问

模式的策略，来确保数据在合适的

时间可用。

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有以

下三项用于数据传输的创新：

·优化的存储层次结构

·高效的本地布线技术

· 一个用于片内和片外数据传

输的高速二维片上网络（2D NoC）

传统的 FPGA 通常具有分布在整



深度学习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已从每年翻一番缩短到每三个月翻一番。深度神经网络（DNN）模型容量的

不断提升，表明从自然语言处理到图像处理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改进——深

度神经网络是诸如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实时应用的关键技术。例如， 

Facebook 的研究表明，准确率与模型大小的比率呈线性增长，通过在更大

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准确率甚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在许多前沿领域，模型大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摩尔定律，用于一些

应用的万亿参数模型正在考虑之中。虽然很少有生产系统会达到同样的极端

情况，但在这些示例中，参数数量对性能的影响将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连锁反

应。模型大小的增长给实施者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完全依靠芯片扩展路线

图，就需要其他解决方案来满足对模型容量增加部分的需求，而且成本要与

部署规模相适应。这种增长要求采用定制化的架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

可用晶体管的性能。

Parameters (log scale)：参数（对数刻度）

Image-processing models：图像处理模型

Language-processing models：语言处理模型

随着参数数量快速增长，深度

学习架构也在快速演进。当深度神

经网络继续广泛使用传统卷积、全

连接层和池化层的组合时，市场上

也出现了其它结构，诸如自然语言

处理（NLP）中的自注意力网络。它

们仍然需要高速矩阵和面向张量的

算法，但是存储访问模式的变化可

能会给图形处理器（GPU）和当前现

有的加速器带来麻烦。

结构上的变化意味着诸如每秒

万亿次操作（TOps）等常用指标的

相关性在降低。通常情况下，处理

引擎无法达到其峰值 TOps 分数，

因为如果不改变模型的处理方式，

存储和数据传输基础设施就无法提

供足够的吞吐量。例如，批处理输

入样本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因为它

通常可以提高许多架构上可用的并

行性。但是，批处理增加了响应的

延迟，这在实时推理应用中通常是

不可接受的。

数值灵活性是实现高吞吐量的一
种途径

提高推理性能的一种途径是使

计算的数值分辨率去适应各个独立

层的需求，这也代表了与架构的快

速演进相适应。一般来说，与训练

所需的精度相比，许多深度学习模

型在推理过程中可以接受明显的精度损失和增加的量化误差，

而训练通常使用标准或双精度浮点算法进行。这些格式能够在

非常宽的动态范围内支持高精度数值。这一特性在训练中很重

要，因为训练中常见的反向传播算法需要在每次传递时对许多

权重进行细微更改，以确保收敛。

通常来说，浮点运算需要大量的硬件支持才能实现高分辨

率数据类型的低延迟处理，它们最初被开发用来支持高性能计

算机上的科学应用，完全支持它所需的开销并不是一个主要问

题。

许多推理部署都将模型转换为使用定点运算操作，这大大

降低了精度。在这些情况下，对准确性的影响通常是最小的。

事实上，有些层可以转换为使用极其有限的数值范围，甚至二

进制或三进制数值也都是可行的选择。

然而，整数运算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有些滤波

器和数据层就需要高动态范围。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整数硬件

可能需要以 24 位或 32 位字长来处理数据，这将比 8 位或 

16 位的整数数据类型消耗更多的资源，这些数据类型很容易

在典型的单指令多数据（SIMD）加速器中得到支持。

一种折衷方案是使用窄浮点格式，例如适合 16 位字长的

格式。这种选择可以实现更大的并行性，但它并没有克服大多

数浮点数据类型固有的性能障碍。问题在于，在每次计算后，

浮点格式的两部分都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尾数的最高有效位没

有显式存储。因此，指数的大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移位操

作来调整，以确保隐含的前导“1”始终存在。这种规范化操

作的好处是任何单个数值都只有一种表示形式，这对于用户应

用程序中的软件兼容性很重要。然而，对于许多信号处理和人

工智能推理常规运算来说，这是不必要的。

这些操作的大部分硬件开销都可以通过在每次计算后无需

标准化尾数和调整指数来避免。这是块浮点算法所采用的方

法，这种数据格式已被用于标准定点数字信号处理（DSP），以

提高其在移动设备的音频处理算法、数字用户线路（DSL）调

制解调器和雷达系统上的性能。

mantissa：尾数

block exponent：块指数

使用块浮点算法，无需将尾数左对齐。用于一系列计算的

数据元素可以共享相同的指数，这一变化简化了执行通道的设

计。对占据相似动态范围的数值进行四舍五入造

成的精度损失可被降到最小。在设计时就要为每

个计算块选择合适的范围。在计算块完成后，退

出函数就可以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和标准化处

理，以便在需要时将它们用作常规的浮点值。

支持块浮点格式是机器学习处理器（MLP）的

功能之一。Achronix 的 Speedster®7t FPGA 器件

和 Speedcore™ eFPGA 架构提供了这种高度灵活的

算术逻辑单元。机器学习处理器针对人工智能应

用所需的点积和类似矩阵运算进行了优化。相比

传统浮点，这些机器学习处理器对块浮点的支持

提供了实质性的改进。16 位块浮点运算的吞吐量

是传统的半精度浮点运算的 8 倍，使其与 8 位整

数运算的速度一样快，与仅以整数形式的运算相

比，有功功耗仅增加了 15％。

另一种可能很重要的数据类型是 TensorFloat 

32（TF32）格式，与标准精度格式相比，该格式的

精度有所降低，但保持了较高的动态范围。TF32

也缺乏块指数处理的优化吞吐量，但对于一些应

用是有用的，在这些应用中，使用 TensorFlow 和

类似环境所创建的模型的易于移植性是很重要

的。Speedster7t FPGA 中机器学习处理器所具有

的高度灵活性使得使用 24 位浮点模式来处理

TF32 算法成为可能。此外，机器学习处理器的高

度可配置性意味着可以支持一个全新的、块浮点

版本的 TF32，其中四个样本共享同一个指数。机

器学习处理器支持的块浮点 TF32，其密度是传统

TF32 的两倍。

Wireless：无线

AI/ML：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Input Values：输入值

Input Layer：输入层

Hidden Layer 1：隐藏层 1

Hidden Layer 2：隐藏层 2

Output Layer：输出层

处理灵活性优化了算法支持
虽然机器学习处理器能够支持多种数据类

型，这对于推理应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

成为 FPGA 架构的一部分，它的强大

功能才能释放出来。可轻松定义不

同互连结构的能力使 FPGA 从大多数

架构中脱颖而出。在 FPGA 中同时定

义互连和算术逻辑的能力简化了构

建一种平衡架构的过程。设计人员

不仅能够为自定义数据类型构建直

接支持，还可以去定义最合适的互

连结构，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处理

引擎。可重编程的特性进一步提供

了应对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能力。

通过修改 FPGA 的逻辑可以轻松支持

自定义层中数据流的变化。

FPGA 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可以轻

松地在优化的嵌入式计算引擎和由

查找表单元实现的可编程逻辑之间

切换功能。一些功能可以很好地映

射 到 嵌 入 式 计 算 引 擎 上，例 如

Speedster7t MLP。又如，较高精度

的算法最好分配给机器学习处理器

（MLP），因为增加的位宽会导致功

能单元的大小呈指数增长，这些功

能单元是用来实现诸如高速乘法之

类的功能。

较低精度的整数运算通常可以

有效地分配给 FPGA 架构中常见的查

找表（LUT）。设计人员可以选择使

用简单的位串行乘法器电路来实现

高延迟、高并行性的逻辑阵列。或

者，他们可以通过构建进位保存和

超前进位的加法器等结构来为每个

功能分配更多的逻辑，这些结构通

常用来实现低延迟的乘法器。通过

Speedster7t FPGA 器 件 中 独 特 的

LUT 配置增强了对高速算法的支持，

其中 LUT 提供了一种实现 Booth 编

码的高效机制，这是一种节省面积

的乘法方法。

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位宽，

实现整数乘法器所需的 LUT 数量可

以减半。随着机器学习中的隐私和

安全性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应

对措施可能是在模型中部署同态加

密形式。这些协议通常涉及非常适

合于 LUT 实现的模式和位域操作，

有助于巩固 FPGA 作为人工智能未来

验证技术的地位。

数据传输是吞吐量的关键
为了在机器学习环境中充分利

用数值自定义，周围的架构也同样

重要。在越来越不规范的图形表示

中，能随时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传

输数据是可编程硬件的一个关键优

势。但是，并非所有的 FPGA 架构都

是一样的。

传统 FPGA 架构的一个问题是，

它们是从早期应用演变而来的；但

在早期应用中，其主要功能是实现

接口和控制电路逻辑。随着时间的

推移，由于这些器件为蜂窝移动通

信基站制造商提供了一种从愈发昂

贵的 ASIC 中转移出来的方法，FPGA

架构结合了 DSP 模块来处理滤波和

信道估计功能。原则上，这些 DSP

模块都可以处理人工智能功能。但

是，这些模块最初设计主要是用于

处理一维有限冲激响应（1D FIR）

滤波器，这些滤波器使用一个相对

简单的通道通过处理单元传输数

据，一系列固定系数在该通道中被

应用于连续的样本流。

传统的处理器架构对卷积层的

支持相对简单，而对其他的则更为

复杂。例如，全连接层需要将一层

中每个神经元的输出应用到下一层

的所有神经元上。其结果是，算术

逻辑单元之间的数据流比传统 DSP

应用中的要复杂得多，并且在吞吐

量较高的情况下，会给互连带来更

大的压力。

尽管诸如 DSP 内核之类的处理

引擎可以在每个周期中生成一个结

果，但 FPGA 内部的布线限制可能导

致无法足够快速地将数据传递给

它。通常，对于专为许多传统 FPGA

设计的、通信系统中常见的 1D FIR

滤波器来说，拥塞不是问题。每个

滤波阶段所产生的结果都可以轻松

地传递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张量

操作所需的更高的互连以及机器学

习应用较低的数据局部性，使得互

连对于任何实现而言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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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输出

Operand Cascade in：操 作 数

级联

Register File：寄存器文件

Fracturable：可分割

Adder/Accumulator：加法器 /

累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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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中的数据局部性问题

需要注意多层级的互连设计。由于

在最有效的模型中参数数量庞大，

片外数据存储通常是必需的。关键

要求是可以在需要时以低延迟传输

数据的机制，并使用靠近处理引擎

的高效便笺式存储器，以最有效地

利用预取以及其他使用可预测访问

模式的策略，来确保数据在合适的

时间可用。

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有以

下三项用于数据传输的创新：

·优化的存储层次结构

·高效的本地布线技术

· 一个用于片内和片外数据传

输的高速二维片上网络（2D NoC）

传统的 FPGA 通常具有分布在整

个逻辑架构上的片上 RAM 块，这些

RAM 块被放置在距离处理引擎有一定

距离的地方。对于典型的 FPGA 设计

来说，这种选择是一种有效的架构，

但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它带来了额

外 的 和 不 必 要 的 布 线 开 销。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每个机器学习

处理器（MLP）都与一个 72kb 的双

端口块 RAM（BRAM72k）和一个较小

的 2kb 的双端口逻辑 RAM（LRAM2k）

相关联，其中 LRAM2k 可以作为一个

紧密耦合的寄存器文件。

可以通过 FPGA 布线资源分别访

问机器学习处理器（MLP）及其相关

联的存储器。但是，如果一个存储

器正在驱动关联的 MLP，则它可以使

用直接连接，从而卸载 FPGA 布线资

源并提供高带宽连接。

在人工智能应用中，BRAM 可以

作为一个存储器，用于存储那些预

计不会在每个周期中发生变化的

值，诸如神经元权重和激活值。

LRAM 更适合存储只有短期数据局部

性的临时值，诸如输入样本的短通

道以及用于张量收缩和池化活动的

累积值。

该架构考虑到需要能够将大型

复杂的层划分为可并行操作的段，

并为每个段提供临时数据值。BRAM

和 LRAM 都具有级联连接功能，可轻

松支持机器学习加速器中常用的脉

动阵列的构建。

MLP 可以从逻辑阵列、共享数据

的级联路径以及关联的 BRAM72k 和

LRAM2k 逐周期驱动。这种安排能够

构建复杂的调度机制和数据处理通

道，使 MLP 持续得到数据支持，同

时支持神经元之间尽可能广泛的连

接模式。为 MLP 持续提供数据是提

高有效 TOps 算力的关键。

MLP 的输出具有同样的灵活性，

能够创建脉动阵列和更复杂的布线拓

扑，从而为深度学习模型中可能需要

的每种类型的层提供优化的架构。

Multiplier / multiplicand 

fractions after converting 

inputs to have the same expo-

nent：将输入转换为具有相同指数后

的乘数 /被乘数分数

Multiplier block exponent：

乘数块指数

Multiplicand block expo-

nent：被乘数块指数

Integer Multiply / Add 

Tree：整数乘法 /加法树：

Convert to Floating Point：

转换为浮点

Floating Point Accumula-

tion：浮点累加

R o u n d  t o  d e s i r e d  

precision：四舍五入到所需精度

Speedster7t 架构中的 2D NoC

提供了从逻辑阵列的可编程逻辑到

位于 I/O 环中的高速接口子系统的

高带宽连接，用于连接到片外资源。

它们包括用于高速存储访问的 GDDR6

和诸如 PCIe Gen5 和 400G 以太网等

片内互连协议。这种结构支持构建

高度并行化的架构，以及基于中央

FPGA 的高度数据优化的加速器。

通过将高密度数据包路由到分

布在整个逻辑阵列上的数百个接入

点，2D NoC 使得大幅增加 FPGA 上的

可用带宽成为可能。传统的 FPGA 必

须使用数千个单独编程的布线路径

来实现相同的吞吐量，而这样做会

大量吃掉本地的互连资源。通过网

络接入点将千兆数据传输到本地区

域，2D NoC 缓解了布线问题，同时

支持轻松而快速地将数据传入和传

出MLP和基于LUT的定制化处理器。

相关的资源节省是相当可观

的——一个采用传统 FPGA 软逻辑实

现的 2D NoC 具有 64 个 NoC 接入点

（NAP），每个接入点提供一个运行

频率为 400MHz 的 128 位接口，将消

耗 390kLUT。相比之下，Speedster 

7t1500 器件中的硬 2D NoC 具有 80

个 NAP，不消耗任何 FPGA 软逻辑，

并且提供了更高的带宽。

使用 2D NoC 还有其他的一些优

势。由于相邻区域之间互连拥塞程

度较低，因此逻辑设计更易于布局。

因为无需从相邻区域分配资源来实

现高带宽路径的控制逻辑，因此设

计也更加有规律。另一个好处是极

大地简化了局部性重新配置——NAP

支持单个区域成为有效的独立单

元，这些单元可以根据应用的需要

进行交换导入和导出。这种可重配

置的方法反过来又支持需要在特定

时间使用的不同模型，或者支持片

上微调或定期对模型进行再训练这

样的架构。

结论
随着模型增大和结构上变得更

加复杂，FPGA 正成为一种越来越具

吸引力的基础器件来构建高效、低

延迟 AI 推理解决方案，而这要归功

于其对多种数值数据类型和数据导

向功能的支持。但是，仅仅将传统

的 FPGA 应用于机器学习中是远远不

够的。机器学习以数据为中心的特

性需要一种平衡的架构，以确保性

能不受人为限制。考虑到机器学习

的特点，以及不仅是现在，而且在

其 未 来 的 开 发 需 求，Achronix 

Speedster7t FPGA 为 AI 推理提供了

理想的基础器件。

SILICON-PROVEN IP PORTFOLIO:

• Power Quencher® 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s (LDOs)
• FlexSUPPLY® Switched-Capacitor-Based DC-DC Switching 

Converters
• Inductor-Based DC-DC Switching Converters
• ACCUREF® Voltage References
• Wireless Chargers
• Voltage, Temperature, & Clock Monitors to protect against 

hardware attacks
• Data Converters (ADC and DAC)
• Oscillators & Comparators
• Current Monitors & Power Switches

®

VIDATRONIC’S VALUE

LOWER OVERALL COST

FASTER TIME  TO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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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已从每年翻一番缩短到每三个月翻一番。深度神经网络（DNN）模型容量的

不断提升，表明从自然语言处理到图像处理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改进——深

度神经网络是诸如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实时应用的关键技术。例如， 

Facebook 的研究表明，准确率与模型大小的比率呈线性增长，通过在更大

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准确率甚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在许多前沿领域，模型大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摩尔定律，用于一些

应用的万亿参数模型正在考虑之中。虽然很少有生产系统会达到同样的极端

情况，但在这些示例中，参数数量对性能的影响将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连锁反

应。模型大小的增长给实施者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完全依靠芯片扩展路线

图，就需要其他解决方案来满足对模型容量增加部分的需求，而且成本要与

部署规模相适应。这种增长要求采用定制化的架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

可用晶体管的性能。

图 5：具有存储和级联连接功能的MLP

图 6：具有端点和 I/O块的NoC

Parameters (log scale)：参数（对数刻度）

Image-processing models：图像处理模型

Language-processing models：语言处理模型

随着参数数量快速增长，深度

学习架构也在快速演进。当深度神

经网络继续广泛使用传统卷积、全

连接层和池化层的组合时，市场上

也出现了其它结构，诸如自然语言

处理（NLP）中的自注意力网络。它

们仍然需要高速矩阵和面向张量的

算法，但是存储访问模式的变化可

能会给图形处理器（GPU）和当前现

有的加速器带来麻烦。

结构上的变化意味着诸如每秒

万亿次操作（TOps）等常用指标的

相关性在降低。通常情况下，处理

引擎无法达到其峰值 TOps 分数，

因为如果不改变模型的处理方式，

存储和数据传输基础设施就无法提

供足够的吞吐量。例如，批处理输

入样本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因为它

通常可以提高许多架构上可用的并

行性。但是，批处理增加了响应的

延迟，这在实时推理应用中通常是

不可接受的。

数值灵活性是实现高吞吐量的一
种途径

提高推理性能的一种途径是使

计算的数值分辨率去适应各个独立

层的需求，这也代表了与架构的快

速演进相适应。一般来说，与训练

所需的精度相比，许多深度学习模

型在推理过程中可以接受明显的精度损失和增加的量化误差，

而训练通常使用标准或双精度浮点算法进行。这些格式能够在

非常宽的动态范围内支持高精度数值。这一特性在训练中很重

要，因为训练中常见的反向传播算法需要在每次传递时对许多

权重进行细微更改，以确保收敛。

通常来说，浮点运算需要大量的硬件支持才能实现高分辨

率数据类型的低延迟处理，它们最初被开发用来支持高性能计

算机上的科学应用，完全支持它所需的开销并不是一个主要问

题。

许多推理部署都将模型转换为使用定点运算操作，这大大

降低了精度。在这些情况下，对准确性的影响通常是最小的。

事实上，有些层可以转换为使用极其有限的数值范围，甚至二

进制或三进制数值也都是可行的选择。

然而，整数运算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有些滤波

器和数据层就需要高动态范围。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整数硬件

可能需要以 24 位或 32 位字长来处理数据，这将比 8 位或 

16 位的整数数据类型消耗更多的资源，这些数据类型很容易

在典型的单指令多数据（SIMD）加速器中得到支持。

一种折衷方案是使用窄浮点格式，例如适合 16 位字长的

格式。这种选择可以实现更大的并行性，但它并没有克服大多

数浮点数据类型固有的性能障碍。问题在于，在每次计算后，

浮点格式的两部分都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尾数的最高有效位没

有显式存储。因此，指数的大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移位操

作来调整，以确保隐含的前导“1”始终存在。这种规范化操

作的好处是任何单个数值都只有一种表示形式，这对于用户应

用程序中的软件兼容性很重要。然而，对于许多信号处理和人

工智能推理常规运算来说，这是不必要的。

这些操作的大部分硬件开销都可以通过在每次计算后无需

标准化尾数和调整指数来避免。这是块浮点算法所采用的方

法，这种数据格式已被用于标准定点数字信号处理（DSP），以

提高其在移动设备的音频处理算法、数字用户线路（DSL）调

制解调器和雷达系统上的性能。

mantissa：尾数

block exponent：块指数

使用块浮点算法，无需将尾数左对齐。用于一系列计算的

数据元素可以共享相同的指数，这一变化简化了执行通道的设

计。对占据相似动态范围的数值进行四舍五入造

成的精度损失可被降到最小。在设计时就要为每

个计算块选择合适的范围。在计算块完成后，退

出函数就可以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和标准化处

理，以便在需要时将它们用作常规的浮点值。

支持块浮点格式是机器学习处理器（MLP）的

功能之一。Achronix 的 Speedster®7t FPGA 器件

和 Speedcore™ eFPGA 架构提供了这种高度灵活的

算术逻辑单元。机器学习处理器针对人工智能应

用所需的点积和类似矩阵运算进行了优化。相比

传统浮点，这些机器学习处理器对块浮点的支持

提供了实质性的改进。16 位块浮点运算的吞吐量

是传统的半精度浮点运算的 8 倍，使其与 8 位整

数运算的速度一样快，与仅以整数形式的运算相

比，有功功耗仅增加了 15％。

另一种可能很重要的数据类型是 TensorFloat 

32（TF32）格式，与标准精度格式相比，该格式的

精度有所降低，但保持了较高的动态范围。TF32

也缺乏块指数处理的优化吞吐量，但对于一些应

用是有用的，在这些应用中，使用 TensorFlow 和

类似环境所创建的模型的易于移植性是很重要

的。Speedster7t FPGA 中机器学习处理器所具有

的高度灵活性使得使用 24 位浮点模式来处理

TF32 算法成为可能。此外，机器学习处理器的高

度可配置性意味着可以支持一个全新的、块浮点

版本的 TF32，其中四个样本共享同一个指数。机

器学习处理器支持的块浮点 TF32，其密度是传统

TF32 的两倍。

Wireless：无线

AI/ML：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Input Values：输入值

Input Layer：输入层

Hidden Layer 1：隐藏层 1

Hidden Layer 2：隐藏层 2

Output Layer：输出层

处理灵活性优化了算法支持
虽然机器学习处理器能够支持多种数据类

型，这对于推理应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

成为 FPGA 架构的一部分，它的强大

功能才能释放出来。可轻松定义不

同互连结构的能力使 FPGA 从大多数

架构中脱颖而出。在 FPGA 中同时定

义互连和算术逻辑的能力简化了构

建一种平衡架构的过程。设计人员

不仅能够为自定义数据类型构建直

接支持，还可以去定义最合适的互

连结构，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处理

引擎。可重编程的特性进一步提供

了应对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能力。

通过修改 FPGA 的逻辑可以轻松支持

自定义层中数据流的变化。

FPGA 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可以轻

松地在优化的嵌入式计算引擎和由

查找表单元实现的可编程逻辑之间

切换功能。一些功能可以很好地映

射 到 嵌 入 式 计 算 引 擎 上，例 如

Speedster7t MLP。又如，较高精度

的算法最好分配给机器学习处理器

（MLP），因为增加的位宽会导致功

能单元的大小呈指数增长，这些功

能单元是用来实现诸如高速乘法之

类的功能。

较低精度的整数运算通常可以

有效地分配给 FPGA 架构中常见的查

找表（LUT）。设计人员可以选择使

用简单的位串行乘法器电路来实现

高延迟、高并行性的逻辑阵列。或

者，他们可以通过构建进位保存和

超前进位的加法器等结构来为每个

功能分配更多的逻辑，这些结构通

常用来实现低延迟的乘法器。通过

Speedster7t FPGA 器 件 中 独 特 的

LUT 配置增强了对高速算法的支持，

其中 LUT 提供了一种实现 Booth 编

码的高效机制，这是一种节省面积

的乘法方法。

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位宽，

实现整数乘法器所需的 LUT 数量可

以减半。随着机器学习中的隐私和

安全性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应

对措施可能是在模型中部署同态加

密形式。这些协议通常涉及非常适

合于 LUT 实现的模式和位域操作，

有助于巩固 FPGA 作为人工智能未来

验证技术的地位。

数据传输是吞吐量的关键
为了在机器学习环境中充分利

用数值自定义，周围的架构也同样

重要。在越来越不规范的图形表示

中，能随时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传

输数据是可编程硬件的一个关键优

势。但是，并非所有的 FPGA 架构都

是一样的。

传统 FPGA 架构的一个问题是，

它们是从早期应用演变而来的；但

在早期应用中，其主要功能是实现

接口和控制电路逻辑。随着时间的

推移，由于这些器件为蜂窝移动通

信基站制造商提供了一种从愈发昂

贵的 ASIC 中转移出来的方法，FPGA

架构结合了 DSP 模块来处理滤波和

信道估计功能。原则上，这些 DSP

模块都可以处理人工智能功能。但

是，这些模块最初设计主要是用于

处理一维有限冲激响应（1D FIR）

滤波器，这些滤波器使用一个相对

简单的通道通过处理单元传输数

据，一系列固定系数在该通道中被

应用于连续的样本流。

传统的处理器架构对卷积层的

支持相对简单，而对其他的则更为

复杂。例如，全连接层需要将一层

中每个神经元的输出应用到下一层

的所有神经元上。其结果是，算术

逻辑单元之间的数据流比传统 DSP

应用中的要复杂得多，并且在吞吐

量较高的情况下，会给互连带来更

大的压力。

尽管诸如 DSP 内核之类的处理

引擎可以在每个周期中生成一个结

果，但 FPGA 内部的布线限制可能导

致无法足够快速地将数据传递给

它。通常，对于专为许多传统 FPGA

设计的、通信系统中常见的 1D FIR

滤波器来说，拥塞不是问题。每个

滤波阶段所产生的结果都可以轻松

地传递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张量

操作所需的更高的互连以及机器学

习应用较低的数据局部性，使得互

连对于任何实现而言都更加重要。

Memory Cascade Out：存 储 级

联输出

Operand Cascade in：操 作 数

级联

Register File：寄存器文件

Fracturable：可分割

Adder/Accumulator：加法器 /

累加器

Memory Cascade in：存储级联

机器学习中的数据局部性问题

需要注意多层级的互连设计。由于

在最有效的模型中参数数量庞大，

片外数据存储通常是必需的。关键

要求是可以在需要时以低延迟传输

数据的机制，并使用靠近处理引擎

的高效便笺式存储器，以最有效地

利用预取以及其他使用可预测访问

模式的策略，来确保数据在合适的

时间可用。

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有以

下三项用于数据传输的创新：

·优化的存储层次结构

·高效的本地布线技术

· 一个用于片内和片外数据传

输的高速二维片上网络（2D NoC）

传统的 FPGA 通常具有分布在整

个逻辑架构上的片上 RAM 块，这些

RAM 块被放置在距离处理引擎有一定

距离的地方。对于典型的 FPGA 设计

来说，这种选择是一种有效的架构，

但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它带来了额

外 的 和 不 必 要 的 布 线 开 销。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每个机器学习

处理器（MLP）都与一个 72kb 的双

端口块 RAM（BRAM72k）和一个较小

的 2kb 的双端口逻辑 RAM（LRAM2k）

相关联，其中 LRAM2k 可以作为一个

紧密耦合的寄存器文件。

可以通过 FPGA 布线资源分别访

问机器学习处理器（MLP）及其相关

联的存储器。但是，如果一个存储

器正在驱动关联的 MLP，则它可以使

用直接连接，从而卸载 FPGA 布线资

源并提供高带宽连接。

在人工智能应用中，BRAM 可以

作为一个存储器，用于存储那些预

计不会在每个周期中发生变化的

值，诸如神经元权重和激活值。

LRAM 更适合存储只有短期数据局部

性的临时值，诸如输入样本的短通

道以及用于张量收缩和池化活动的

累积值。

该架构考虑到需要能够将大型

复杂的层划分为可并行操作的段，

并为每个段提供临时数据值。BRAM

和 LRAM 都具有级联连接功能，可轻

松支持机器学习加速器中常用的脉

动阵列的构建。

MLP 可以从逻辑阵列、共享数据

的级联路径以及关联的 BRAM72k 和

LRAM2k 逐周期驱动。这种安排能够

构建复杂的调度机制和数据处理通

道，使 MLP 持续得到数据支持，同

时支持神经元之间尽可能广泛的连

接模式。为 MLP 持续提供数据是提

高有效 TOps 算力的关键。

MLP 的输出具有同样的灵活性，

能够创建脉动阵列和更复杂的布线拓

扑，从而为深度学习模型中可能需要

的每种类型的层提供优化的架构。

Multiplier / multiplicand 

fractions after converting 

inputs to have the same expo-

nent：将输入转换为具有相同指数后

的乘数 /被乘数分数

Multiplier block exponent：

乘数块指数

Multiplicand block expo-

nent：被乘数块指数

Integer Multiply / Add 

Tree：整数乘法 /加法树：

Convert to Floating Point：

转换为浮点

Floating Point Accumula-

tion：浮点累加

R o u n d  t o  d e s i r e d  

precision：四舍五入到所需精度

Speedster7t 架构中的 2D NoC

提供了从逻辑阵列的可编程逻辑到

位于 I/O 环中的高速接口子系统的

高带宽连接，用于连接到片外资源。

它们包括用于高速存储访问的 GDDR6

和诸如 PCIe Gen5 和 400G 以太网等

片内互连协议。这种结构支持构建

高度并行化的架构，以及基于中央

FPGA 的高度数据优化的加速器。

通过将高密度数据包路由到分

布在整个逻辑阵列上的数百个接入

点，2D NoC 使得大幅增加 FPGA 上的

可用带宽成为可能。传统的 FPGA 必

须使用数千个单独编程的布线路径

来实现相同的吞吐量，而这样做会

大量吃掉本地的互连资源。通过网

络接入点将千兆数据传输到本地区

域，2D NoC 缓解了布线问题，同时

支持轻松而快速地将数据传入和传

出MLP和基于LUT的定制化处理器。

相关的资源节省是相当可观

的——一个采用传统 FPGA 软逻辑实

现的 2D NoC 具有 64 个 NoC 接入点

（NAP），每个接入点提供一个运行

频率为 400MHz 的 128 位接口，将消

耗 390kLUT。相比之下，Speedster 

7t1500 器件中的硬 2D NoC 具有 80

个 NAP，不消耗任何 FPGA 软逻辑，

并且提供了更高的带宽。

使用 2D NoC 还有其他的一些优

势。由于相邻区域之间互连拥塞程

度较低，因此逻辑设计更易于布局。

因为无需从相邻区域分配资源来实

现高带宽路径的控制逻辑，因此设

计也更加有规律。另一个好处是极

大地简化了局部性重新配置——NAP

支持单个区域成为有效的独立单

元，这些单元可以根据应用的需要

进行交换导入和导出。这种可重配

置的方法反过来又支持需要在特定

时间使用的不同模型，或者支持片

上微调或定期对模型进行再训练这

样的架构。

结论
随着模型增大和结构上变得更

加复杂，FPGA 正成为一种越来越具

吸引力的基础器件来构建高效、低

延迟 AI 推理解决方案，而这要归功

于其对多种数值数据类型和数据导

向功能的支持。但是，仅仅将传统

的 FPGA 应用于机器学习中是远远不

够的。机器学习以数据为中心的特

性需要一种平衡的架构，以确保性

能不受人为限制。考虑到机器学习

的特点，以及不仅是现在，而且在

其 未 来 的 开 发 需 求，Achronix 

Speedster7t FPGA 为 AI 推理提供了

理想的基础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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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已从每年翻一番缩短到每三个月翻一番。深度神经网络（DNN）模型容量的

不断提升，表明从自然语言处理到图像处理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改进——深

度神经网络是诸如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实时应用的关键技术。例如， 

Facebook 的研究表明，准确率与模型大小的比率呈线性增长，通过在更大

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准确率甚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在许多前沿领域，模型大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摩尔定律，用于一些

应用的万亿参数模型正在考虑之中。虽然很少有生产系统会达到同样的极端

情况，但在这些示例中，参数数量对性能的影响将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连锁反

应。模型大小的增长给实施者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完全依靠芯片扩展路线

图，就需要其他解决方案来满足对模型容量增加部分的需求，而且成本要与

部署规模相适应。这种增长要求采用定制化的架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

可用晶体管的性能。

Parameters (log scale)：参数（对数刻度）

Image-processing models：图像处理模型

Language-processing models：语言处理模型

随着参数数量快速增长，深度

学习架构也在快速演进。当深度神

经网络继续广泛使用传统卷积、全

连接层和池化层的组合时，市场上

也出现了其它结构，诸如自然语言

处理（NLP）中的自注意力网络。它

们仍然需要高速矩阵和面向张量的

算法，但是存储访问模式的变化可

能会给图形处理器（GPU）和当前现

有的加速器带来麻烦。

结构上的变化意味着诸如每秒

万亿次操作（TOps）等常用指标的

相关性在降低。通常情况下，处理

引擎无法达到其峰值 TOps 分数，

因为如果不改变模型的处理方式，

存储和数据传输基础设施就无法提

供足够的吞吐量。例如，批处理输

入样本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因为它

通常可以提高许多架构上可用的并

行性。但是，批处理增加了响应的

延迟，这在实时推理应用中通常是

不可接受的。

数值灵活性是实现高吞吐量的一
种途径

提高推理性能的一种途径是使

计算的数值分辨率去适应各个独立

层的需求，这也代表了与架构的快

速演进相适应。一般来说，与训练

所需的精度相比，许多深度学习模

型在推理过程中可以接受明显的精度损失和增加的量化误差，

而训练通常使用标准或双精度浮点算法进行。这些格式能够在

非常宽的动态范围内支持高精度数值。这一特性在训练中很重

要，因为训练中常见的反向传播算法需要在每次传递时对许多

权重进行细微更改，以确保收敛。

通常来说，浮点运算需要大量的硬件支持才能实现高分辨

率数据类型的低延迟处理，它们最初被开发用来支持高性能计

算机上的科学应用，完全支持它所需的开销并不是一个主要问

题。

许多推理部署都将模型转换为使用定点运算操作，这大大

降低了精度。在这些情况下，对准确性的影响通常是最小的。

事实上，有些层可以转换为使用极其有限的数值范围，甚至二

进制或三进制数值也都是可行的选择。

然而，整数运算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有些滤波

器和数据层就需要高动态范围。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整数硬件

可能需要以 24 位或 32 位字长来处理数据，这将比 8 位或 

16 位的整数数据类型消耗更多的资源，这些数据类型很容易

在典型的单指令多数据（SIMD）加速器中得到支持。

一种折衷方案是使用窄浮点格式，例如适合 16 位字长的

格式。这种选择可以实现更大的并行性，但它并没有克服大多

数浮点数据类型固有的性能障碍。问题在于，在每次计算后，

浮点格式的两部分都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尾数的最高有效位没

有显式存储。因此，指数的大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移位操

作来调整，以确保隐含的前导“1”始终存在。这种规范化操

作的好处是任何单个数值都只有一种表示形式，这对于用户应

用程序中的软件兼容性很重要。然而，对于许多信号处理和人

工智能推理常规运算来说，这是不必要的。

这些操作的大部分硬件开销都可以通过在每次计算后无需

标准化尾数和调整指数来避免。这是块浮点算法所采用的方

法，这种数据格式已被用于标准定点数字信号处理（DSP），以

提高其在移动设备的音频处理算法、数字用户线路（DSL）调

制解调器和雷达系统上的性能。

mantissa：尾数

block exponent：块指数

使用块浮点算法，无需将尾数左对齐。用于一系列计算的

数据元素可以共享相同的指数，这一变化简化了执行通道的设

计。对占据相似动态范围的数值进行四舍五入造

成的精度损失可被降到最小。在设计时就要为每

个计算块选择合适的范围。在计算块完成后，退

出函数就可以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和标准化处

理，以便在需要时将它们用作常规的浮点值。

支持块浮点格式是机器学习处理器（MLP）的

功能之一。Achronix 的 Speedster®7t FPGA 器件

和 Speedcore™ eFPGA 架构提供了这种高度灵活的

算术逻辑单元。机器学习处理器针对人工智能应

用所需的点积和类似矩阵运算进行了优化。相比

传统浮点，这些机器学习处理器对块浮点的支持

提供了实质性的改进。16 位块浮点运算的吞吐量

是传统的半精度浮点运算的 8 倍，使其与 8 位整

数运算的速度一样快，与仅以整数形式的运算相

比，有功功耗仅增加了 15％。

另一种可能很重要的数据类型是 TensorFloat 

32（TF32）格式，与标准精度格式相比，该格式的

精度有所降低，但保持了较高的动态范围。TF32

也缺乏块指数处理的优化吞吐量，但对于一些应

用是有用的，在这些应用中，使用 TensorFlow 和

类似环境所创建的模型的易于移植性是很重要

的。Speedster7t FPGA 中机器学习处理器所具有

的高度灵活性使得使用 24 位浮点模式来处理

TF32 算法成为可能。此外，机器学习处理器的高

度可配置性意味着可以支持一个全新的、块浮点

版本的 TF32，其中四个样本共享同一个指数。机

器学习处理器支持的块浮点 TF32，其密度是传统

TF32 的两倍。

Wireless：无线

AI/ML：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Input Values：输入值

Input Layer：输入层

Hidden Layer 1：隐藏层 1

Hidden Layer 2：隐藏层 2

Output Layer：输出层

处理灵活性优化了算法支持
虽然机器学习处理器能够支持多种数据类

型，这对于推理应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

成为 FPGA 架构的一部分，它的强大

功能才能释放出来。可轻松定义不

同互连结构的能力使 FPGA 从大多数

架构中脱颖而出。在 FPGA 中同时定

义互连和算术逻辑的能力简化了构

建一种平衡架构的过程。设计人员

不仅能够为自定义数据类型构建直

接支持，还可以去定义最合适的互

连结构，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处理

引擎。可重编程的特性进一步提供

了应对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能力。

通过修改 FPGA 的逻辑可以轻松支持

自定义层中数据流的变化。

FPGA 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可以轻

松地在优化的嵌入式计算引擎和由

查找表单元实现的可编程逻辑之间

切换功能。一些功能可以很好地映

射 到 嵌 入 式 计 算 引 擎 上，例 如

Speedster7t MLP。又如，较高精度

的算法最好分配给机器学习处理器

（MLP），因为增加的位宽会导致功

能单元的大小呈指数增长，这些功

能单元是用来实现诸如高速乘法之

类的功能。

较低精度的整数运算通常可以

有效地分配给 FPGA 架构中常见的查

找表（LUT）。设计人员可以选择使

用简单的位串行乘法器电路来实现

高延迟、高并行性的逻辑阵列。或

者，他们可以通过构建进位保存和

超前进位的加法器等结构来为每个

功能分配更多的逻辑，这些结构通

常用来实现低延迟的乘法器。通过

Speedster7t FPGA 器 件 中 独 特 的

LUT 配置增强了对高速算法的支持，

其中 LUT 提供了一种实现 Booth 编

码的高效机制，这是一种节省面积

的乘法方法。

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位宽，

实现整数乘法器所需的 LUT 数量可

以减半。随着机器学习中的隐私和

安全性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应

对措施可能是在模型中部署同态加

密形式。这些协议通常涉及非常适

合于 LUT 实现的模式和位域操作，

有助于巩固 FPGA 作为人工智能未来

验证技术的地位。

数据传输是吞吐量的关键
为了在机器学习环境中充分利

用数值自定义，周围的架构也同样

重要。在越来越不规范的图形表示

中，能随时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传

输数据是可编程硬件的一个关键优

势。但是，并非所有的 FPGA 架构都

是一样的。

传统 FPGA 架构的一个问题是，

它们是从早期应用演变而来的；但

在早期应用中，其主要功能是实现

接口和控制电路逻辑。随着时间的

推移，由于这些器件为蜂窝移动通

信基站制造商提供了一种从愈发昂

贵的 ASIC 中转移出来的方法，FPGA

架构结合了 DSP 模块来处理滤波和

信道估计功能。原则上，这些 DSP

模块都可以处理人工智能功能。但

是，这些模块最初设计主要是用于

处理一维有限冲激响应（1D FIR）

滤波器，这些滤波器使用一个相对

简单的通道通过处理单元传输数

据，一系列固定系数在该通道中被

应用于连续的样本流。

传统的处理器架构对卷积层的

支持相对简单，而对其他的则更为

复杂。例如，全连接层需要将一层

中每个神经元的输出应用到下一层

的所有神经元上。其结果是，算术

逻辑单元之间的数据流比传统 DSP

应用中的要复杂得多，并且在吞吐

量较高的情况下，会给互连带来更

大的压力。

尽管诸如 DSP 内核之类的处理

引擎可以在每个周期中生成一个结

果，但 FPGA 内部的布线限制可能导

致无法足够快速地将数据传递给

它。通常，对于专为许多传统 FPGA

设计的、通信系统中常见的 1D FIR

滤波器来说，拥塞不是问题。每个

滤波阶段所产生的结果都可以轻松

地传递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张量

操作所需的更高的互连以及机器学

习应用较低的数据局部性，使得互

连对于任何实现而言都更加重要。

Memory Cascade Out：存 储 级

联输出

Operand Cascade in：操 作 数

级联

Register File：寄存器文件

Fracturable：可分割

Adder/Accumulator：加法器 /

累加器

Memory Cascade in：存储级联

机器学习中的数据局部性问题

需要注意多层级的互连设计。由于

在最有效的模型中参数数量庞大，

片外数据存储通常是必需的。关键

要求是可以在需要时以低延迟传输

数据的机制，并使用靠近处理引擎

的高效便笺式存储器，以最有效地

利用预取以及其他使用可预测访问

模式的策略，来确保数据在合适的

时间可用。

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有以

下三项用于数据传输的创新：

·优化的存储层次结构

·高效的本地布线技术

· 一个用于片内和片外数据传

输的高速二维片上网络（2D NoC）

传统的 FPGA 通常具有分布在整

个逻辑架构上的片上 RAM 块，这些

RAM 块被放置在距离处理引擎有一定

距离的地方。对于典型的 FPGA 设计

来说，这种选择是一种有效的架构，

但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它带来了额

外 的 和 不 必 要 的 布 线 开 销。在

Speedster7t 架构中，每个机器学习

处理器（MLP）都与一个 72kb 的双

端口块 RAM（BRAM72k）和一个较小

的 2kb 的双端口逻辑 RAM（LRAM2k）

相关联，其中 LRAM2k 可以作为一个

紧密耦合的寄存器文件。

可以通过 FPGA 布线资源分别访

问机器学习处理器（MLP）及其相关

联的存储器。但是，如果一个存储

器正在驱动关联的 MLP，则它可以使

用直接连接，从而卸载 FPGA 布线资

源并提供高带宽连接。

在人工智能应用中，BRAM 可以

作为一个存储器，用于存储那些预

计不会在每个周期中发生变化的

值，诸如神经元权重和激活值。

LRAM 更适合存储只有短期数据局部

性的临时值，诸如输入样本的短通

道以及用于张量收缩和池化活动的

累积值。

该架构考虑到需要能够将大型

复杂的层划分为可并行操作的段，

并为每个段提供临时数据值。BRAM

和 LRAM 都具有级联连接功能，可轻

松支持机器学习加速器中常用的脉

动阵列的构建。

MLP 可以从逻辑阵列、共享数据

的级联路径以及关联的 BRAM72k 和

LRAM2k 逐周期驱动。这种安排能够

构建复杂的调度机制和数据处理通

道，使 MLP 持续得到数据支持，同

时支持神经元之间尽可能广泛的连

接模式。为 MLP 持续提供数据是提

高有效 TOps 算力的关键。

MLP 的输出具有同样的灵活性，

能够创建脉动阵列和更复杂的布线拓

扑，从而为深度学习模型中可能需要

的每种类型的层提供优化的架构。

Multiplier / multiplicand 

fractions after converting 

inputs to have the same expo-

nent：将输入转换为具有相同指数后

的乘数 /被乘数分数

Multiplier block exponent：

乘数块指数

Multiplicand block expo-

nent：被乘数块指数

Integer Multiply / Add 

Tree：整数乘法 /加法树：

Convert to Floating Point：

转换为浮点

Floating Point Accumula-

tion：浮点累加

R o u n d  t o  d e s i r e d  

precision：四舍五入到所需精度

Speedster7t 架构中的 2D NoC

提供了从逻辑阵列的可编程逻辑到

位于 I/O 环中的高速接口子系统的

高带宽连接，用于连接到片外资源。

它们包括用于高速存储访问的 GDDR6

和诸如 PCIe Gen5 和 400G 以太网等

片内互连协议。这种结构支持构建

高度并行化的架构，以及基于中央

FPGA 的高度数据优化的加速器。

通过将高密度数据包路由到分

布在整个逻辑阵列上的数百个接入

点，2D NoC 使得大幅增加 FPGA 上的

可用带宽成为可能。传统的 FPGA 必

须使用数千个单独编程的布线路径

来实现相同的吞吐量，而这样做会

大量吃掉本地的互连资源。通过网

络接入点将千兆数据传输到本地区

域，2D NoC 缓解了布线问题，同时

支持轻松而快速地将数据传入和传

出MLP和基于LUT的定制化处理器。

相关的资源节省是相当可观

的——一个采用传统 FPGA 软逻辑实

现的 2D NoC 具有 64 个 NoC 接入点

（NAP），每个接入点提供一个运行

频率为 400MHz 的 128 位接口，将消

耗 390kLUT。相比之下，Speedster 

7t1500 器件中的硬 2D NoC 具有 80

个 NAP，不消耗任何 FPGA 软逻辑，

并且提供了更高的带宽。

使用 2D NoC 还有其他的一些优

势。由于相邻区域之间互连拥塞程

度较低，因此逻辑设计更易于布局。

因为无需从相邻区域分配资源来实

现高带宽路径的控制逻辑，因此设

计也更加有规律。另一个好处是极

大地简化了局部性重新配置——NAP

支持单个区域成为有效的独立单

元，这些单元可以根据应用的需要

进行交换导入和导出。这种可重配

置的方法反过来又支持需要在特定

时间使用的不同模型，或者支持片

上微调或定期对模型进行再训练这

样的架构。

结论
随着模型增大和结构上变得更

加复杂，FPGA 正成为一种越来越具

吸引力的基础器件来构建高效、低

延迟 AI 推理解决方案，而这要归功

于其对多种数值数据类型和数据导

向功能的支持。但是，仅仅将传统

的 FPGA 应用于机器学习中是远远不

够的。机器学习以数据为中心的特

性需要一种平衡的架构，以确保性

能不受人为限制。考虑到机器学习

的特点，以及不仅是现在，而且在

其 未 来 的 开 发 需 求，Achronix 

Speedster7t FPGA 为 AI 推理提供了

理想的基础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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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每个模拟 IC 电路中都可以找到电流镜，以提

供偏置电流、电流舵和有源负载。它们旨在将流过参考分

支的电流复制（或镜像）到一个或多个镜像分支。电流镜

应用如此广泛，它们可能是模拟IC电路最重要的单一模

块，而且往往是电路设计和布局的第一部分。

让我们来看看MOS电流镜使用的一个典型例子。 致谢
作者感谢Naiqian Ren和Mark Murphy在撰写本文时

提供的有用见解。

参考资料
“应用笔记AN-282：采样数据系统基本原理。”ADI

公司

驱动精密转换器：选择基准电压源和放大器。ADI公

司

Kester, Walt.“MT-021教程：ADC架构II：逐次逼

近型ADC。”ADI公司，2009年。

Σ-Δ ADC指南。ADI公司

Shaikh、Wasim和Srikanth Nittala。“轻松构建交

流和直流数据采集信号链。”模拟对话，第54卷第3期，

2020年8月。

作者简介
Abhilasha Kawle是ADI公司线性和精密技术部的高

级模拟设计工程师，工作地点在印度班加罗尔。她于

2007年毕业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理工学院，获得电子设计

与技术硕士学位。

Wasim Shaikh于2015年加入ADI公司，在精密转换器

部门担任应用工程师，工作地点在印度班加罗尔。Wasim

于2003年获得普钠大学学士学位。

器件氧化物厚度的变化

沟道厚度的变化
在上面的电路中，电流镜是它下面差分对的有源电流

负载。在这种类型的电路中，M3和M4上的负载必须是精确

平衡的。通过M1和M2的电流的任何不匹配都会使电路发生

偏移，导致性能不佳，电路不符合规格。这种电路和它的

变体在模拟电路中反复出现。

绘制M1和M2的匹配器件的电路原理图是很容易的，但

在转化为硅时却很难实现。MOSFET工艺的变化意味着不能

保证两个器件充分匹配。整个芯片在掺杂/注入浓度、氧

化层厚度和许多其他原因方面的变化导致了器件的不匹

配。

当电流流经工作中的MOSFET时，它的沟道深度会随着

沟道的长度而变化（在饱和时导致夹断）(在饱和状态下

造成夹层)。这种效应和注入方向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器件

性能方面产生了额外的变化。

光学效应意味着“相同”的器件实际上具有不同的尺

寸，并且在40纳米以下的工艺节点上，布局依赖效应

（LDE）意味着器件的相对位置会影响其性能。

LDE的一个例子是阱邻近效应。器件与阱边缘的距离

会影响器件的Vt（阈值电压）。原因是注入的离子会在用

于定义阱的光刻胶侧壁散射，从而使 Vt 增加了几毫伏，

甚至几十毫伏。（Faricelli, 2010）

电路工程师和版图工程师在匹配电流镜器件时意识

到了这些问题。一种方法是使用Pelgrom定律，使器件更

大(Pelgrom et al, 1999)，这改善了Vt匹配和噪声性

能，但代价是增加面积和减少带宽。另一个是在几何上

匹配器件。

绘制电流镜器件时候，应使每个器件的几何形状尽

可能地匹配。设计师通常避免用不同的参数化来匹配器

件。例如，4微米的宽度与2 x 2微米的宽度匹配。虽然在

纸面上它们仍然是匹配的，即总宽度相同，但在实践

中，这将导致一个非常糟糕的匹配。为了达到良好的匹

配，器件应该以相同的方式旋转，包括离子注入方向在

内的几种工艺效应会改变不同方向器件的特性。

另一种共质心点模式被称为最大化分散。在这种模

式中，两个器件仍然放在一个共质中心模式中，但也是交

错的。这也可以进一步改善器件的匹配，因为它可以帮助

平衡一些LDE效应，然而这确实使布线更加复杂，增加了

设计面积。

对于较大的器件，通常将电流镜子布置成两行，以

适应可用的空间或通过将器件靠得更近来改善匹配，以减

少电流镜上可能的变化。上图中左侧的中心对称更易于布

线。右侧的“交叉四边形”图案用于进一步提高对任何方

向跨芯片变化的容忍度，但布线更复杂，因为它需要布线

在中心交叉处。

如前所述，通过器件的电流方向也很重要。围绕对

称线翻转电流方向是很常见的。在上面的案例中，每个

MOSFET的源极都被高亮显示，你可以看到它们是围绕图像

中心对称的。这简化了布线过程，使其更容易实现对称

布线，但这可能是以牺牲器件匹配为代价的，因为上面

讨论了通道厚度效应。

在模拟布局中通常没有 "正确 "的答案。所有的模拟

布局必然是多种竞争性要求的妥协；匹配、隔离、设计

面积和长宽比、布线等等。电路工程师和版图设计师利

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为他们的设计选择正确的折衷方

案。Pulsic的Animate Preview以一种智能的方式从所有

讨论的技术中自动选择，在几秒钟内创建设计的布局预

览，减少设计迭代。

References:
J.V.Faricelli,“Layout-dependent proximity effects 

in deep nanoscale CMOS,” IEEE Custom Integrated 

Circuits Conference 2010, San Jose, CA, USA, 

2010, pp. 1-8, doi: 10.1109/CICC.2010.5617407.

Pelgrom, M.J.M. & Tuinhout, Hans & Vertregt, 

Maarten. (1999). Transistor matching in analog 

CMOS applications. Technical Digest – 

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915 – 

918. 10.1109/IEDM.1998.746503.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Mark Waller. Director 

of User Enablement at Pulsic.

确保电流镜的两个分支有相同的参数化器件是至关

重要的。同样，紧挨着每个器件的布局也需要匹配，例

如，与其他器件和防护环的接近程度等。

下一个策略是对称性，将每个器件分成多个较小的

器件，并将它们放置在对称线的两侧。参考器件通常被

放置在中心，其他器件围绕它分割。在具有多个偏置器

件的电流镜中，将参考器件置于中心更为重要，因为工

程师需要匹配多个MOSFET，但在简单的电流镜中这也是

常见做法。

这种共质心设计风格通过平均工艺变化的影响来改

善匹配。

将电流镜器件拆分成更多的数量，每个具有更小的

宽度也可以改善匹配，因为在更多数量的器件上“平均

化”了工艺变化和光学效应。

在上图中，你可以看到同样的电流镜，但每个器件

的宽度只有5u，而不是20u，每个器件的总宽度和以前一

样，但器件之间的整体匹配会更好。

模拟版图中的电流镜
Pulsic      作者：Mark W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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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每个模拟 IC 电路中都可以找到电流镜，以提

供偏置电流、电流舵和有源负载。它们旨在将流过参考分

支的电流复制（或镜像）到一个或多个镜像分支。电流镜

应用如此广泛，它们可能是模拟IC电路最重要的单一模

块，而且往往是电路设计和布局的第一部分。

让我们来看看MOS电流镜使用的一个典型例子。

匹配的布局与左侧高亮的参考器件

致谢
作者感谢Naiqian Ren和Mark Murphy在撰写本文时

提供的有用见解。

参考资料
“应用笔记AN-282：采样数据系统基本原理。”ADI

公司

驱动精密转换器：选择基准电压源和放大器。ADI公

司

Kester, Walt.“MT-021教程：ADC架构II：逐次逼

近型ADC。”ADI公司，2009年。

Σ-Δ ADC指南。ADI公司

Shaikh、Wasim和Srikanth Nittala。“轻松构建交

流和直流数据采集信号链。”模拟对话，第54卷第3期，

2020年8月。

作者简介
Abhilasha Kawle是ADI公司线性和精密技术部的高

级模拟设计工程师，工作地点在印度班加罗尔。她于

2007年毕业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理工学院，获得电子设计

与技术硕士学位。

Wasim Shaikh于2015年加入ADI公司，在精密转换器

部门担任应用工程师，工作地点在印度班加罗尔。Wasim

于2003年获得普钠大学学士学位。

阱邻近效应

Vt 如何随距阱边缘距离变化的图示

具有更多器件的共质心设计

共质心设计可以平衡工艺变化的影响

以参考器件为中心的共质心布局

在上面的电路中，电流镜是它下面差分对的有源电流

负载。在这种类型的电路中，M3和M4上的负载必须是精确

平衡的。通过M1和M2的电流的任何不匹配都会使电路发生

偏移，导致性能不佳，电路不符合规格。这种电路和它的

变体在模拟电路中反复出现。

绘制M1和M2的匹配器件的电路原理图是很容易的，但

在转化为硅时却很难实现。MOSFET工艺的变化意味着不能

保证两个器件充分匹配。整个芯片在掺杂/注入浓度、氧

化层厚度和许多其他原因方面的变化导致了器件的不匹

配。

当电流流经工作中的MOSFET时，它的沟道深度会随着

沟道的长度而变化（在饱和时导致夹断）(在饱和状态下

造成夹层)。这种效应和注入方向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器件

性能方面产生了额外的变化。

光学效应意味着“相同”的器件实际上具有不同的尺

寸，并且在40纳米以下的工艺节点上，布局依赖效应

（LDE）意味着器件的相对位置会影响其性能。

LDE的一个例子是阱邻近效应。器件与阱边缘的距离

会影响器件的Vt（阈值电压）。原因是注入的离子会在用

于定义阱的光刻胶侧壁散射，从而使 Vt 增加了几毫伏，

甚至几十毫伏。（Faricelli, 2010）

电路工程师和版图工程师在匹配电流镜器件时意识

到了这些问题。一种方法是使用Pelgrom定律，使器件更

大(Pelgrom et al, 1999)，这改善了Vt匹配和噪声性

能，但代价是增加面积和减少带宽。另一个是在几何上

匹配器件。

绘制电流镜器件时候，应使每个器件的几何形状尽

可能地匹配。设计师通常避免用不同的参数化来匹配器

件。例如，4微米的宽度与2 x 2微米的宽度匹配。虽然在

纸面上它们仍然是匹配的，即总宽度相同，但在实践

中，这将导致一个非常糟糕的匹配。为了达到良好的匹

配，器件应该以相同的方式旋转，包括离子注入方向在

内的几种工艺效应会改变不同方向器件的特性。

另一种共质心点模式被称为最大化分散。在这种模

式中，两个器件仍然放在一个共质中心模式中，但也是交

错的。这也可以进一步改善器件的匹配，因为它可以帮助

平衡一些LDE效应，然而这确实使布线更加复杂，增加了

设计面积。

对于较大的器件，通常将电流镜子布置成两行，以

适应可用的空间或通过将器件靠得更近来改善匹配，以减

少电流镜上可能的变化。上图中左侧的中心对称更易于布

线。右侧的“交叉四边形”图案用于进一步提高对任何方

向跨芯片变化的容忍度，但布线更复杂，因为它需要布线

在中心交叉处。

如前所述，通过器件的电流方向也很重要。围绕对

称线翻转电流方向是很常见的。在上面的案例中，每个

MOSFET的源极都被高亮显示，你可以看到它们是围绕图像

中心对称的。这简化了布线过程，使其更容易实现对称

布线，但这可能是以牺牲器件匹配为代价的，因为上面

讨论了通道厚度效应。

在模拟布局中通常没有 "正确 "的答案。所有的模拟

布局必然是多种竞争性要求的妥协；匹配、隔离、设计

面积和长宽比、布线等等。电路工程师和版图设计师利

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为他们的设计选择正确的折衷方

案。Pulsic的Animate Preview以一种智能的方式从所有

讨论的技术中自动选择，在几秒钟内创建设计的布局预

览，减少设计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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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电流镜的两个分支有相同的参数化器件是至关

重要的。同样，紧挨着每个器件的布局也需要匹配，例

如，与其他器件和防护环的接近程度等。

下一个策略是对称性，将每个器件分成多个较小的

器件，并将它们放置在对称线的两侧。参考器件通常被

放置在中心，其他器件围绕它分割。在具有多个偏置器

件的电流镜中，将参考器件置于中心更为重要，因为工

程师需要匹配多个MOSFET，但在简单的电流镜中这也是

常见做法。

这种共质心设计风格通过平均工艺变化的影响来改

善匹配。

将电流镜器件拆分成更多的数量，每个具有更小的

宽度也可以改善匹配，因为在更多数量的器件上“平均

化”了工艺变化和光学效应。

在上图中，你可以看到同样的电流镜，但每个器件

的宽度只有5u，而不是20u，每个器件的总宽度和以前一

样，但器件之间的整体匹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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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每个模拟 IC 电路中都可以找到电流镜，以提

供偏置电流、电流舵和有源负载。它们旨在将流过参考分

支的电流复制（或镜像）到一个或多个镜像分支。电流镜

应用如此广泛，它们可能是模拟IC电路最重要的单一模

块，而且往往是电路设计和布局的第一部分。

让我们来看看MOS电流镜使用的一个典型例子。 致谢
作者感谢Naiqian Ren和Mark Murphy在撰写本文时

提供的有用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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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电路中，电流镜是它下面差分对的有源电流

负载。在这种类型的电路中，M3和M4上的负载必须是精确

平衡的。通过M1和M2的电流的任何不匹配都会使电路发生

偏移，导致性能不佳，电路不符合规格。这种电路和它的

变体在模拟电路中反复出现。

绘制M1和M2的匹配器件的电路原理图是很容易的，但

在转化为硅时却很难实现。MOSFET工艺的变化意味着不能

保证两个器件充分匹配。整个芯片在掺杂/注入浓度、氧

化层厚度和许多其他原因方面的变化导致了器件的不匹

配。

当电流流经工作中的MOSFET时，它的沟道深度会随着

沟道的长度而变化（在饱和时导致夹断）(在饱和状态下

造成夹层)。这种效应和注入方向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器件

性能方面产生了额外的变化。

光学效应意味着“相同”的器件实际上具有不同的尺

寸，并且在40纳米以下的工艺节点上，布局依赖效应

（LDE）意味着器件的相对位置会影响其性能。

LDE的一个例子是阱邻近效应。器件与阱边缘的距离

会影响器件的Vt（阈值电压）。原因是注入的离子会在用

于定义阱的光刻胶侧壁散射，从而使 Vt 增加了几毫伏，

甚至几十毫伏。（Faricell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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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些问题。一种方法是使用Pelgrom定律，使器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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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代价是增加面积和减少带宽。另一个是在几何上

匹配器件。

绘制电流镜器件时候，应使每个器件的几何形状尽

可能地匹配。设计师通常避免用不同的参数化来匹配器

件。例如，4微米的宽度与2 x 2微米的宽度匹配。虽然在

纸面上它们仍然是匹配的，即总宽度相同，但在实践

中，这将导致一个非常糟糕的匹配。为了达到良好的匹

配，器件应该以相同的方式旋转，包括离子注入方向在

内的几种工艺效应会改变不同方向器件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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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两个器件仍然放在一个共质中心模式中，但也是交

错的。这也可以进一步改善器件的匹配，因为它可以帮助

平衡一些LDE效应，然而这确实使布线更加复杂，增加了

设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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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较大的器件，通常将电流镜子布置成两行，以

适应可用的空间或通过将器件靠得更近来改善匹配，以减

少电流镜上可能的变化。上图中左侧的中心对称更易于布

线。右侧的“交叉四边形”图案用于进一步提高对任何方

向跨芯片变化的容忍度，但布线更复杂，因为它需要布线

在中心交叉处。

如前所述，通过器件的电流方向也很重要。围绕对

称线翻转电流方向是很常见的。在上面的案例中，每个

MOSFET的源极都被高亮显示，你可以看到它们是围绕图像

中心对称的。这简化了布线过程，使其更容易实现对称

布线，但这可能是以牺牲器件匹配为代价的，因为上面

讨论了通道厚度效应。

在模拟布局中通常没有 "正确 "的答案。所有的模拟

布局必然是多种竞争性要求的妥协；匹配、隔离、设计

面积和长宽比、布线等等。电路工程师和版图设计师利

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为他们的设计选择正确的折衷方

案。Pulsic的Animate Preview以一种智能的方式从所有

讨论的技术中自动选择，在几秒钟内创建设计的布局预

览，减少设计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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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电流镜的两个分支有相同的参数化器件是至关

重要的。同样，紧挨着每个器件的布局也需要匹配，例

如，与其他器件和防护环的接近程度等。

下一个策略是对称性，将每个器件分成多个较小的

器件，并将它们放置在对称线的两侧。参考器件通常被

放置在中心，其他器件围绕它分割。在具有多个偏置器

件的电流镜中，将参考器件置于中心更为重要，因为工

程师需要匹配多个MOSFET，但在简单的电流镜中这也是

常见做法。

这种共质心设计风格通过平均工艺变化的影响来改

善匹配。

将电流镜器件拆分成更多的数量，每个具有更小的

宽度也可以改善匹配，因为在更多数量的器件上“平均

化”了工艺变化和光学效应。

在上图中，你可以看到同样的电流镜，但每个器件

的宽度只有5u，而不是20u，每个器件的总宽度和以前一

样，但器件之间的整体匹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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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IP 网络传输

如果您的公司正在传输和分发高质量的音频和视

频，您可能会意识到商用以太网/IP技术正在迅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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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您依然担心安全性，比如在具有严格的

安全要求和规则的公司中工作，那么以下问题可能会使

您彻夜难眠：

1）安装实施AV over IP后是否会破坏企业网络中严

格安全措施设置？

2）通过IP网络发送视频和音频能否抵御黑客访问

敏感或机密资料？

是否需要重新开始计划安全和实施安全？

鉴此，如果您的设备上具备了最新的安全IP解决方

案，并且支持现场实时升级，那么您的安全性在现在及

未来已经得到涵盖。本文主要介绍Silex Insight公司

基于视频和安全的双重需求开发的VIPER技术及其完整

解决方案。

Silex Insight 公司是视听领域具有独特性和广泛

认可度的专业供应商，可为企业和制造商提供基于AV 

over IP的发送器/接收器板卡（名为VIPER），同时提

供最新的安全IP核并支持现场更新。应该看到，Silex 

Insight除了提供基于IP网络的AV传输解决方案之外，

还是嵌入式系统安全IP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先的独立供应

商。

1.VIPER 板卡介绍
当Silex Insight的工程师意识到对基于IP网络传

输视音频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时，他们立即开始思考在安

全方面的影响，设计需要安全的即插即用的影音设备，

这些设备可以轻松添加到高度安全的网络中。

其中，VIPER板就是在IP网络上传输高质量音频和

视频的完美解决方案，是一种具有速度、质量、安全性

和灵活性的独特解决方案。

VIPER板卡的主要特点：
（1）非常适合大多数高质量视频编解码器，并在

IP网络传输60fps的音频/视频时速度仅5ms的端到端超

低延迟。如图2所示，发送和接收电路板卡已准备就

绪，可降低系统的开发成本。另外Viper在1Gb、2.5Gb

或10Gb以太网电缆上具有高达4K/UHD的高清效果。视频

压缩后，HDMI视频可以通过以太网传输。

图 2：VIPER 板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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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VIPER 支持一系列扩展的安全功能，包

括加密视频流，加密管理通信流，对管理系统的访问控

制以及与视听数字版权的兼容性。其关键在于设计中的

五大举措：一是可靠的视听内容加密和端到端的保护，

二是访问权限受保护的管理和配置，三是受保护的设

备，四是基于安全硬件的密钥和安全性，五是始终保持

最新状态。具体阐述如下：

一、可靠的视听内容加密和端到端的保护
（1）基于高级加密（AES）标准完成VIPER的设

计。图5显示了不安全网络存在的风险，它警示我们在

编码器和解码器之间，当AV码流在IP网络上传播时需要

用加密算法来保护音频和视频不被窃听和未经授权的披

露，即保护机密。

然而，如果您依然担心安全性，比如在具有严格的

安全要求和规则的公司中工作，那么以下问题可能会使

您彻夜难眠：

1）安装实施AV over IP后是否会破坏企业网络中严

格安全措施设置？

2）通过IP网络发送视频和音频能否抵御黑客访问

敏感或机密资料？

是否需要重新开始计划安全和实施安全？

鉴此，如果您的设备上具备了最新的安全IP解决方

案，并且支持现场实时升级，那么您的安全性在现在及

未来已经得到涵盖。本文主要介绍Silex Insight公司

基于视频和安全的双重需求开发的VIPER技术及其完整

解决方案。

Silex Insight 公司是视听领域具有独特性和广泛

认可度的专业供应商，可为企业和制造商提供基于AV 

over IP的发送器/接收器板卡（名为VIPER），同时提

供最新的安全IP核并支持现场更新。应该看到，Silex 

Insight除了提供基于IP网络的AV传输解决方案之外，

还是嵌入式系统安全IP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先的独立供应

商。

1.VIPER 板卡介绍
当Silex Insight的工程师意识到对基于IP网络传

输视音频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时，他们立即开始思考在安

全方面的影响，设计需要安全的即插即用的影音设备，

这些设备可以轻松添加到高度安全的网络中。

其中，VIPER板就是在IP网络上传输高质量音频和

视频的完美解决方案，是一种具有速度、质量、安全性

和灵活性的独特解决方案。

VIPER板卡的主要特点：
（1）非常适合大多数高质量视频编解码器，并在

IP网络传输60fps的音频/视频时速度仅5ms的端到端超

低延迟。如图2所示，发送和接收电路板卡已准备就

绪，可降低系统的开发成本。另外Viper在1Gb、2.5Gb

或10Gb以太网电缆上具有高达4K/UHD的高清效果。视频

压缩后，HDMI视频可以通过以太网传输。

图 3：IP 网络拓扑

图 4：VIPER 示意图

图 5：不安全网络示意图

（2）VIPER电路板卡可同时作为发送器和接收器使

用（也称为编码器和解码器）。如图3所示，在典型的

专业AV设置中，集成在服务器中的一块板卡将对AV流进

行编码并将其传输到IP网络上，而在接收端，一个或多

个板卡将接收和解码该AV流到目标设备或应用中。今天

AV over IP已经被广泛应用，比如：

·控制室和指挥中心

·多媒体及图形后期制作

·医学成像

·商店和商场部署的数字标牌

·教育

·广播室

·企业视频分享和培训

（3）对于高质量的AV码流，相关的传输过程都必

须保证互不干扰，以最小的延迟和高品质的情况下完成

AV码流传输。VIPER能够通过高度集成的SoC（片上系

统）实现这一目标，在该系统中，视频/音频路劲在芯

片的硬件结构中进行实施处理，这样就可以从主处理器

上卸载下来，而主处理器则负责处理所有控制和配置工

作。

2. 安全应该从基础做起
安全管理的通常要求：一是连接到网络的所有设备

都具有必要的安全功能和配置，来确保整个网络安全。

因此，随着视音频系统与企业数据网络集成到了一起，

所有连接设备都需要符合公司的安全策略和标准，如果

没有应具备的安全配置，或者所谓的安全只是打了个补

丁，则AV设备可能会给攻击者提供一个攻击界面和入侵

机会，从而对企业的IT系统和数据进行攻击。二是，视

音频系统本身经常携带关键数据及信息，因此更需要确

保这些信息的安全。

应该看到，未经授权访问AV系统可能会影响安全性

的三个方面：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为此，安全应

该从基础的VIPER板卡及其解决方案做起。

鉴于VIPER的设计旨在确保严格的安全性，所以它

也可以被集成到已经安全的环境中，而不会带来安全漏

洞。无论是您要传输机密或敏感的AV材料，还是您已经

有一个高度安全的网络并希望用来传输相关资料，您都

可以如图4所示那样对VIPER开箱即用的安全性非常放

心。

图6显示了安全网络示意图。也就是在VIPER的设计

中，这是根据高级加密（AES）标准完成的（AES-CTR模

式），这是目前最广泛被接受和使用的加密标准，为了

确保安全性，加密密钥的长度为256位。除了视频，

VIPER还将对其他相关码流进行AES加密，比如音频、

US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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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您依然担心安全性，比如在具有严格的

安全要求和规则的公司中工作，那么以下问题可能会使

您彻夜难眠：

1）安装实施AV over IP后是否会破坏企业网络中严

格安全措施设置？

2）通过IP网络发送视频和音频能否抵御黑客访问

敏感或机密资料？

是否需要重新开始计划安全和实施安全？

鉴此，如果您的设备上具备了最新的安全IP解决方

案，并且支持现场实时升级，那么您的安全性在现在及

未来已经得到涵盖。本文主要介绍Silex Insight公司

基于视频和安全的双重需求开发的VIPER技术及其完整

解决方案。

Silex Insight 公司是视听领域具有独特性和广泛

认可度的专业供应商，可为企业和制造商提供基于AV 

over IP的发送器/接收器板卡（名为VIPER），同时提

供最新的安全IP核并支持现场更新。应该看到，Silex 

Insight除了提供基于IP网络的AV传输解决方案之外，

还是嵌入式系统安全IP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先的独立供应

商。

1.VIPER 板卡介绍
当Silex Insight的工程师意识到对基于IP网络传

输视音频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时，他们立即开始思考在安

全方面的影响，设计需要安全的即插即用的影音设备，

这些设备可以轻松添加到高度安全的网络中。

其中，VIPER板就是在IP网络上传输高质量音频和

视频的完美解决方案，是一种具有速度、质量、安全性

和灵活性的独特解决方案。

VIPER板卡的主要特点：
（1）非常适合大多数高质量视频编解码器，并在

IP网络传输60fps的音频/视频时速度仅5ms的端到端超

低延迟。如图2所示，发送和接收电路板卡已准备就

绪，可降低系统的开发成本。另外Viper在1Gb、2.5Gb

或10Gb以太网电缆上具有高达4K/UHD的高清效果。视频

压缩后，HDMI视频可以通过以太网传输。

图 7：数字内容保护的作用

图 8：受保护的VIPER

图 6：安全网络示意图

（2）为了让客户更加放心，Silex Insight AES加密已

经通过了CMVP认证。

CMVP (Cryptographic Module Validation 

Program) 

是美国和加拿大针对加密模块的联合安全认证程序，这

个认证适用于那些希望其产品获得美国政府和个别受监

管行业（如金融、医疗保健机构等）收集、存储、转

让、共享和传播敏感信息的供应商使用。

（3）VIPER 已经具备FIPS 140-2 认证条件,这是美国

政府用于批准密码模块的主要计算机安全标准

IP网络处于视频源(摄像机、服务器)和视频码流目

标(例如显示器)之间，自然地，我们希望保护添加在源

的内容。为此，VIPER支持高速数字视频接口从HDMI到

HDMI的高带宽数字内容保护(即HDCP1.4和2.2)。如图7

所示，HDCP标准旨在防止未经授权的数字内容被复制或

播放，并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二、访问权限受保护的管理和配置
为防止黑客入侵VIPER，并劫持或篡改其配置，所

有访问均受到严格保护。主要表现：

（1）仅可通过HTTPS（基于TLS的安全

HTTP）访问的Web界面来远程配置

VIPER，从而只能通过SSH连接访问第二

个命令界面。这样，管理通过公司或公

共网络连接与板卡的通信不会被拦截，

并且可以保护AV码流的机密性和完整

性。

（2）根据用户角色，仅将访问权限授

予经过严格身份验证的用户，如此只有

被授权的管理员和应用程序才能获得访

问权限。

（3）VIPER支持802.1x网络访问协议，

可提供将板卡连接到特定LAN的身份验证

机制。

（4）VIPER支持VLAN（802.1Q），以虚

拟的方式将传输AV信号的网络与其他公

共或企业网络隔离开，这意味着视频码

流和控制码流可以在不同的VLAN上发

送。

总的来说，杜绝外部非加密访问导致的黑客窃取AV

素材或网络数据，高品质AV素材码流可以通过IP网络进

行端到端的安全传输。

三、受保护的设备
下一层保护涉及VIPER板卡本身，在网络中，您真

的可以信任VIPER就是它所描述的样子吗？所运行的软

件是正确的、未被更改的，并且密钥是正确的吗？

在VIPER中，设备的真实性不是由软件保证的，而

是由安全的硬件元素保证的。主要表现：

（1）可以将安全元素视为为主板其余部分提供一

系列强化安全服务的硬件保险库，其中一个安全保护就

是固件的代码和数据保护，并仅允许通过安全启动过程

对其进行访问。

（2）为了保障安全性，安全硬件元素还可以检测

到试图对设备进行物理篡改，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

自动删除机密信息。

总之，在VIPER中，设备的合法性不是通过软件来

保证，而是通过安全硬件来保证

四、基于安全硬件的密钥
安全硬件元素的主要功能是存储和管理设备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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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您依然担心安全性，比如在具有严格的

安全要求和规则的公司中工作，那么以下问题可能会使

您彻夜难眠：

1）安装实施AV over IP后是否会破坏企业网络中严

格安全措施设置？

2）通过IP网络发送视频和音频能否抵御黑客访问

敏感或机密资料？

是否需要重新开始计划安全和实施安全？

鉴此，如果您的设备上具备了最新的安全IP解决方

案，并且支持现场实时升级，那么您的安全性在现在及

未来已经得到涵盖。本文主要介绍Silex Insight公司

基于视频和安全的双重需求开发的VIPER技术及其完整

解决方案。

Silex Insight 公司是视听领域具有独特性和广泛

认可度的专业供应商，可为企业和制造商提供基于AV 

over IP的发送器/接收器板卡（名为VIPER），同时提

供最新的安全IP核并支持现场更新。应该看到，Silex 

Insight除了提供基于IP网络的AV传输解决方案之外，

还是嵌入式系统安全IP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先的独立供应

商。

1.VIPER 板卡介绍
当Silex Insight的工程师意识到对基于IP网络传

输视音频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时，他们立即开始思考在安

全方面的影响，设计需要安全的即插即用的影音设备，

这些设备可以轻松添加到高度安全的网络中。

其中，VIPER板就是在IP网络上传输高质量音频和

视频的完美解决方案，是一种具有速度、质量、安全性

和灵活性的独特解决方案。

VIPER板卡的主要特点：
（1）非常适合大多数高质量视频编解码器，并在

IP网络传输60fps的音频/视频时速度仅5ms的端到端超

低延迟。如图2所示，发送和接收电路板卡已准备就

绪，可降低系统的开发成本。另外Viper在1Gb、2.5Gb

或10Gb以太网电缆上具有高达4K/UHD的高清效果。视频

压缩后，HDMI视频可以通过以太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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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您依然担心安全性，比如在具有严格的

安全要求和规则的公司中工作，那么以下问题可能会使

您彻夜难眠：

1）安装实施AV over IP后是否会破坏企业网络中严

格安全措施设置？

2）通过IP网络发送视频和音频能否抵御黑客访问

敏感或机密资料？

是否需要重新开始计划安全和实施安全？

鉴此，如果您的设备上具备了最新的安全IP解决方

案，并且支持现场实时升级，那么您的安全性在现在及

未来已经得到涵盖。本文主要介绍Silex Insight公司

基于视频和安全的双重需求开发的VIPER技术及其完整

解决方案。

Silex Insight 公司是视听领域具有独特性和广泛

认可度的专业供应商，可为企业和制造商提供基于AV 

over IP的发送器/接收器板卡（名为VIPER），同时提

供最新的安全IP核并支持现场更新。应该看到，Silex 

Insight除了提供基于IP网络的AV传输解决方案之外，

还是嵌入式系统安全IP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先的独立供应

商。

1.VIPER 板卡介绍
当Silex Insight的工程师意识到对基于IP网络传

输视音频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时，他们立即开始思考在安

全方面的影响，设计需要安全的即插即用的影音设备，

这些设备可以轻松添加到高度安全的网络中。

其中，VIPER板就是在IP网络上传输高质量音频和

视频的完美解决方案，是一种具有速度、质量、安全性

和灵活性的独特解决方案。

VIPER板卡的主要特点：
（1）非常适合大多数高质量视频编解码器，并在

IP网络传输60fps的音频/视频时速度仅5ms的端到端超

低延迟。如图2所示，发送和接收电路板卡已准备就

绪，可降低系统的开发成本。另外Viper在1Gb、2.5Gb

或10Gb以太网电缆上具有高达4K/UHD的高清效果。视频

压缩后，HDMI视频可以通过以太网传输。

和证书，从安全启动到压缩AV素材的加密，所有安全功能都依赖于密钥的安

全性。其中包括电路板的唯一签名证书，以便可以通过非对称密码进行身份

验证。

五、安全性始终保持最新状态
黑客一直在寻找漏洞，并试图利用这些漏洞来访问设备。因此，重要的

是您的供应商必须不断为其安全措施提供升级和修复支持.主要表现：

(1) Silex Insight在现场更新方面享有盛誉，板卡的固件升级非常轻松，

确保您的部署始终运行最新的安全程序。

如图9所示，在许多添加了加密的应用程序中（在主处理器的软件中不

断运行），加密计算将降低数据速率并可能带来明显的延迟。同样，由于加

密过程正在与处理器上的其他过程竞争，因此造成的延迟是不可预测的。

图 9：软硬件执行示意图

针对上述问题，VIPER是基于SoC FPGA构建的，这是一个由专用IP模块

组装而成的可重新编程的硬件平台。因此，VIPER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在

VIPER上，加密将以最快的速度在专用硬件核中运行，而不会给视频传输带

来明显的延迟。甚至密码也可能基于硬件：硬件真随机数生成器（TRNG）可

以用于生成真正随机的密钥值，即具有最高级别的熵。

VIPER的所有组件都是自主设计并开发的，已在许多安全要求严格的项

目中得到了验证。此外，Silex Insight的模块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可以

满足要求并避免尺寸过大/过小，这使得VIPER物有所值。

（2）可选项:客户定制化。

我们理解标准产品可能无法满足不同客户的所有要求，因此，我们可以

针对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服务，并在需要时配置专用的解决方案。

尤其是，我们所有解决方案的基础是一个全面的硬件IP库，该库涵盖了

最高的安全性和性能标准，其中包括FIPS认证的现成组件。基于我们自主研

发所有的IP模块，我们拥有提供定制且并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所需的所有专

家。

3. 总结
Silex Insight公司基于视频和安全的双重需求，其VIPER板卡提供了独

特的技术，凭借高质量的安全性和视频压缩功能，可以让客户更放心使用，

即使在最严格的环境中，VIPER的模块化体系结构也可以协助您构建专用的

一流解决方案。此外，Silex Insight团队将为您提供技术支持。若想了解

有关VIPER如何帮助您充分利用AV over IP的所有优势而又不影响安全性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关于Silex Insight
Silex Insight是全球领先的

安全IP独立供应商之一，提供嵌

入式系统安全IP解决方案，以及

AVoIP /视频IP编解码器的定制OEM

解决方案，Silex Insight的安全

平台和解决方案包括易于集成的

灵活高性能加密引擎，和eSecure 

IP独立模块，可为所有平台提供完整

的安全解决方案。针对AVoIP/VVdeo 

IP编解码器的定制OEM解决方案，

Silex Insight提供高端图像和视频

压缩解决方案，用于通过IP分发

低延迟的4K HDR视频，开发在比利

时总部进行。有关其完整的安全

IP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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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您依然担心安全性，比如在具有严格的

安全要求和规则的公司中工作，那么以下问题可能会使

您彻夜难眠：

1）安装实施AV over IP后是否会破坏企业网络中严

格安全措施设置？

2）通过IP网络发送视频和音频能否抵御黑客访问

敏感或机密资料？

是否需要重新开始计划安全和实施安全？

鉴此，如果您的设备上具备了最新的安全IP解决方

案，并且支持现场实时升级，那么您的安全性在现在及

未来已经得到涵盖。本文主要介绍Silex Insight公司

基于视频和安全的双重需求开发的VIPER技术及其完整

解决方案。

Silex Insight 公司是视听领域具有独特性和广泛

认可度的专业供应商，可为企业和制造商提供基于AV 

over IP的发送器/接收器板卡（名为VIPER），同时提

供最新的安全IP核并支持现场更新。应该看到，Silex 

Insight除了提供基于IP网络的AV传输解决方案之外，

还是嵌入式系统安全IP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先的独立供应

商。

1.VIPER 板卡介绍
当Silex Insight的工程师意识到对基于IP网络传

输视音频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时，他们立即开始思考在安

全方面的影响，设计需要安全的即插即用的影音设备，

这些设备可以轻松添加到高度安全的网络中。

其中，VIPER板就是在IP网络上传输高质量音频和

视频的完美解决方案，是一种具有速度、质量、安全性

和灵活性的独特解决方案。

VIPER板卡的主要特点：
（1）非常适合大多数高质量视频编解码器，并在

IP网络传输60fps的音频/视频时速度仅5ms的端到端超

低延迟。如图2所示，发送和接收电路板卡已准备就

绪，可降低系统的开发成本。另外Viper在1Gb、2.5Gb

或10Gb以太网电缆上具有高达4K/UHD的高清效果。视频

压缩后，HDMI视频可以通过以太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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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仪器仪表：电生理学、血

液分析、心电图(EKG/ECG)

防务应用：声纳、遥测

测试和测量：音频测试、硬件

循环、电能质量分析

由ADC处理的模拟输入信号可以

是带有电压、电流输出的传感器信

号，也可以是带宽范围从直流到几百

kHz的反馈控制环路信号。ADC数字输

出格式和速率取决于以下数字控制器

所需的应用和后处理。一般而言，信

号链设计人员遵循奈奎斯特采样准

则，将数字控制器的ADC输出数据速

率(ODR)设置为至少是输入频率的两

倍。大多数ADC允许基于相关信号频

带灵活地调整输出数据速率。

较低的微控制器或DSP。精密ADC的

应用和市场很广泛：

工业仪器仪表：振动分析、温

度/压力/应力/流量测量、动态信号

分析、声学分析

图 1. 精密 ADC信号链示例

摘要
精密信号链设计人员面临着满

足中等带宽应用中噪声性能要求的

挑战，最后往往要在噪声性能和精

度之间做出权衡。缩短上市时间并

在第一时间完成正确的设计则进一

步增加了压力。持续时间Σ-Δ 

(CTSD) ADC本身具有架构优势，简化

了信号链设计，从而缩减了解决方

案尺寸，有助于客户缩短终端产品

的上市时间。为了说明CTSD ADC本身

的架构优势及其如何适用于各种精

密中等带宽应用，我们将深入分析

信号链设计，让设计人员了解CTSD

技术的关键优势，并探索AD4134 精

密ADC易于设计的特性。

简介
在许多数字处理应用和算法

中，在过去的20年里，日益要求所

有转换器技术都具有更高的分辨率

和精度。通过使用外部数字控制

器，借助平均和优化的滤波方案等

软件技术可提取并提供更精确的结

果，从而提高ADC受限的分辨率/精

度。为了减少数字微控制器或DSP的

大量后处理工作，设计人员可使用

高性能精密ADC。这将减少数字方面

的优化时间，也可以考虑使用成本

对于目前可用的ADC，在ADC可

与输入信号交互前涉及到几个信号

调理阶段。具有严格要求的信号调

理电路需要围绕特定和单独的ADC技

术进行设计和定制，确保能够实现

ADC数据手册的性能。选择ADC后，

信号链设计人员的工作并没有结

束。通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来设计外设并进行调整。ADI公司的

设计仿真工具和模型库可为设计人

员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应对设

计挑战。

新方法：利用CTSD架构简化设计
之旅

CTSD架构主要用于音频和高速

ADC，现在针对精密应用量身定制，

可实现高精度，同时利用其独特信

号链简化特性。利用此架构可以减

轻设计外设的工作量。图2显示了如

何通过使用这种新的解决方案来实

现高通道密度，将当前ADC信号链简

化并缩减56%，图中只是其中的一小

部分。

为了说明CTSD ADC技术如何简化

信号链设计，本文重点介绍一般应

用的现有信号链中涉及的一些关键

挑战，并演示了CTSD ADC如何缓解这

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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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进精密ADC信号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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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具有 ADI 易于使用的新CTSD ADC的小尺寸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首先介绍现有信号链中涉及的几个设计步骤，第

一个任务是选择适合目标应用的正确ADC。

第1步：选择ADC
除了应用所需的最终数字输出的分辨率和精度外，从广泛的

可用范围中选择合适的ADC时，信号带宽、ODR、信号类型和要处

理的范围也是重要考虑因素。一般而言，在大多数应用中，数字

控制器要求使用算法来处理输入信号的幅度、相位或频率。

为了准确地测量前面的任何一个因素，需要尽量减小数字化

过程中增加的误差。表1中详细列出了主要误差及其相应的测量术

语，数据转换基本指南中提供了进一步详细说明。

表1.ADC误差和性能指标

表1中的性能指标与信号幅度和频率有关，通常称为交流性能参

数。

对于直流或近直流应用，如处理50 Hz至60 Hz输入信号的功

率计量，必须考虑偏置、增益、INL和闪烁噪声等ADC误差。这些

直流性能参数也需要针对应用预期用途具有一定的温度稳定性。

ADI提供各种行业领先的高性能ADC，以满足多个应用的系统

需求，例如基于精度、速度或有限功耗预算的应用。仅比较两组

ADC规格不足以正确选择ADC。还必须考虑整体系统性能和设计挑

战，这才是选择ADC技术或架构的关键所在。传统上首选两大类

ADC架构。常用的是逐次逼近寄存器(SAR) ADC，其遵循简单的奈

奎斯特准则。它指出，如果以其频率的两倍采样，可重构信号。

SAR ADC的优势在于出色的直流性能、小尺寸、低延迟以及通过

ODR进行功耗调节。

第二种技术选项是离散时间Σ-Δ (DTSD) ADC，其工作原理

是样本数目越大，丢失的信息就越少。因此，采样频率远高于规

定的奈奎斯特频率，这种方案称为过采样。此架构还有一个优势

是，由于采样而增加的误差可在目标频带内最小化。因此，DTSD 

ADC兼具出色的直流和交流性能，但延迟较高。

1

2

3

4

5

热和量化噪声

失真

干扰

幅度和相位误差

从ADC输入到最终数字输出的延迟

ADC误差 数据手册中的相关测量

信噪比(SNR)、动态范围(DR)

总谐波失真(THD)、交调失真(IMD)

延迟、建立时间

串扰、混叠抑制、电源电压抑制
比(PSRR)、共模抑制比(CMRR)

目标频率下的增益误差、
幅度和相位下降

图3展示了SAR和DTSD ADC的典型模拟输

入带宽，以及一些不同速度和分辨率的常用

产品选择。也可使用精密快速搜索功能帮助

您选择ADC。

此外，现在还有一种新型精密ADC可用。

这些ADC基于DTSD ADC，与DTSD ADC性能相

当，但在简化整个信号链设计过程方面具有

独特的优势。这个全新的ADC系列可以解决现

有信号链后续几个设计步骤中比较突出的挑

战。

第2步：输入与ADC接口
由ADC处理其输出的传感器可能具有非常

高的灵敏度。设计人员必须清楚地知道传感

器将与之接口的ADC输入结构，确保ADC误差

不会影响实际传感器信号或使其失真。

在传统SAR、DTSD ADC中，输入结构称为

开关电容采样保持电路，如图4所示。在每个

采样时钟边缘，当采样开关改变其ON/OFF状

态时，需要支持有限电流需求，以便将保持

电容充放电至一个新的采样输入值。此电流

需要通过输入源提供，在我们讨论的示例

中，这个输入源是传感器。此外，开关本身

有一些片内寄生电容，会将一些电荷注入电

源，称为电荷注入反冲。由此增加的误差源

也需要由传感器吸收，以免对传感器信号造

成不利影响。

大多数传感器无法提供这种电流幅度，

表明它们不能直接驱动开关电路。在另一种

情况下，即使传感器能够支持这些电流需

求，传感器的有限阻抗也会在ADC输入端增加

误差。电荷注入电流与输入成函数关系，此

电流将会在传感器阻抗上引起与输入相关的

压降。如图4a所示，ADC的输入错误。在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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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精密 ADC架构定位

图 4.(a) 开关电容电荷注入反冲到传感器
(b) 使用输入缓冲器隔离反冲效应

图 5.(a) 开关电容电荷注入反冲到基准电压源 IC 
(b) 使用基准电压源缓冲区隔离反冲效应

器和ADC之间放置一个驱动放大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如图4b所示。

现在我们需要为此放大器设定标准。首先，放大器

应支持充电电流并能够吸收电荷注入反冲。其次，该放

大器的输出需要在采样边缘的末端完全稳定，使得对

ADC输入采样时不会增加误差。这意味着放大器应能提

供瞬时电流阶跃，映射为具有高压摆率，并对这些瞬态

事件提供快速建立响应，映射为具有高带宽。随着ADC

的采样频率和分辨率的增加，能否满足这些需求变得至

关重要。

设计人员，特别是处理中等带宽应用的设计人员所

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为ADC确定合适的放大器。如前所

述，ADI提供了一组仿真模型和精密ADC驱动器工具来简

化此步骤，但对于设计人员来说，这是实现ADC数据手

册性能的额外设计步骤。一些新时代的SAR和DTSD ADC通

过使用新颖的采样技术来完全降低瞬态电流需求，或采

用集成放大器应对这一挑战。但这两种解决方案都限制

了信号带宽的范围或削弱了ADC的性能。

CTSD ADC的优势：CTSD ADC通过为易于驱动的电阻

输入而非开关电容输入提供新的选项，来解决这个问

题。这表明对高带宽、大压摆率的放大器没有硬性要

求。如果传感器可直接驱动此阻性负载，则可直接与

CTSD ADC接口；否则可在传感器和CTSD ADC之间连接任

何低带宽、低噪声放大器。

第三步：基准电压源与ADC接口

与基准电压源接口涉及的挑战与输入接口类似。传

统ADC的基准电压源输入也是开关电容。在每个采样时钟

边缘，基准电压源需要对内部电容充电，因此需要具有

良好建立时间的大开关电流。

可用的基准电压源IC不支持大开关电流需求，并且

带宽有限。第二个接口挑战是来自这些基准电压源的噪

声比ADC的噪声大。为了滤除这种噪声，使用了一阶RC电

路。一方面，我们限制基准电压源的带宽以减少噪声，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快速建立时间。这是两个需要同时

满足的相反要求。因此，使用低噪声缓冲器来驱动ADC基

准引脚，如图5b所示。此缓冲器的压摆率和带宽基于ADC

的采样频率和分辨率来决定。

同样，与我们的精密输入驱动器工具一样，ADI也提

供针对ADC仿真和选择正确的基准电压源缓冲区的工具。

与输入一样，一些新时代的SAR和DTSD ADC也提供集成基

准电压源缓冲区选项，但具有性能和带宽限制。

CTSD ADC的优势：使用CTSD ADC可完全跳过此设计

步骤，因为它为驱动阻性负载提供一种新的简便选项，

而不需要此类高带宽、大压摆率的缓冲器。具有低通滤

波器的基准电压源IC可直接与基准引脚接口。

第四步：使信号链不受干扰影响
对连续信号进行采样和数字化处理会导致信息丢

失，这称为量化噪声。采样频率和位数决定了ADC架构的

性能限制。解决基准电压源和输入的性能和接口挑战之

后，下一个难题是解决高频(HF)干扰源/噪声折叠到目标

低频带宽的问题。这称为混叠或折回。这些进入目标带

宽的高频或带外干扰源的反射图像导致信噪比(SNR)降

低。根据采样准则，采样频率周围的任何信号音都会在

带内折回，如图6所示，在目标频带内产生不必要的信息

或错误。有关混叠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见教程MT-002: 奈

奎斯特准则对数据采样系统设计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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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由于采样使带外干扰源混叠 /折回进入目标频带

图 7. 使用抗混叠滤波器缓解对带内性能造成的混叠效应

图 8.(a) DTSD ADC和 (b) SAR ADC的时钟要求
缓解折回效应的一种解决方案是使用一种称为抗混

叠滤波器(AAF)的低通滤波器来衰减不必要的干扰源幅

度，这样当衰减后的干扰源折回带内时，可以保持所需

的信噪比。该低通滤波器通常集成有驱动器放大器，如

图7所示。

设计此放大器时，最大的挑战是在快速建立和低通

滤波要求之间寻求平衡。另一个挑战是该解决方案需要

针对每个应用需求进行微调，这就对各个应用采用单个

平台设计造成了限制。ADI有很多抗混叠滤波器工具设

计，可帮助设计人员克服此挑战。

CTSD ADC的优势：这种抗扰性可由CTSD ADC本身具

有的混叠抑制特性解决，这是CTSD ADC独有的特性。采

用这种技术的ADC不需要AAF。因此，我们有望直接将

CTSD ADC轻松地连接到传感器，向这个目标又近了一

步。

第五步：选择ADC时钟频率和输出数据速率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两种传统ADC类型的时钟要求。

DTSD是过采样的ADC，这是指ADC以高于奈奎斯特采样速

率进行采样的ADC。但是，将ADC过采样数据直接提供给

外部数字控制器，大量的冗余信息会使其过载。在过采

样系统中，核心ADC输出使用片内数字滤波器进行抽取，

使最终ADC数字输出的数据速率更低，通常是信号频率的

两倍。

对于DTSD ADC，设计人员需要计划为核心ADC提供高

频采样时钟，并设定所需的输出数据速率。ADC将在这个

所需的ODR和ODR时钟上提供最终数字输出。数字控制器

使用此ODR时钟输入数据。

接下来，我们解决SAR ADC的时钟要求，通常遵循奈

奎斯特准则。这里，ADC的采样时钟由数字控制器提供，

时钟也充当ODR。但是，由于需要有效地控制采样保持时

序才能获得ADC的出色性能，因此该时钟的时序灵活性较

低，这也表明数字输出时序需要尽可能与这些要求保持

一致。

了解这两种架构的时钟要求后，可以看到ODR耦合到

ADC的采样时钟，这在ODR可以动态漂移或改变或需要调

谐为模拟输入信号频率的许多系统中都是一个限制因

素。

CTSD ADC的优势：CTSD ADC可与新型异步采样速率

转换器(ASRC)耦合，能够以任何所需的ODR对核心ADC进

行重新采样。ASRC还使设计人员能够将ODR精确地设置为

任意频率，并突破了将ODR限制为采样频率倍数的旧限

制。ODR的频率和时序要求现在完全属于数字接口的功能

范围，并且与ADC采样频率无关。该特性为信号链设计人

员简化了数字隔离设计。

第六步：与外部数字控制器接口
传统上，ADC与数字控制器通信有两种类型的数据接

口模式。一种类型将ADC用作主机，提供数字/ODR时钟，

并决定数字控制器的时钟边缘，以便输入ADC数据。另一

种类型为托管模式（接收器模式），其中数字控制器是

主机，提供ODR时钟，并决定输入ADC数据的时钟边缘。

从第5步开始，如果设计人员选择DTSD ADC，该ADC

将提供ODR时钟，因此充当后接的数字控制器的主机。如

果选择了SAR ADC，则数字控制器需要提供ODR时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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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分别采用传统精密ADC与 CTSD ADC的信号链构建模块

图 10. 使用 (a) DTSD 技术与 (b) CTSD 技术的示例信号链

意味着SAR ADC将始终配置为托管外设。因此，存在明显

的限制：一旦选择ADC架构，数字接口就限制为主机模式

或托管模式。目前，无论ADC架构如何，都无法灵活地选

择接口。

CTSD ADC的优势：与CTSD ADC结合的新型ASRC使设计人

员能够独立配置ADC数据接口模式。这为一些应用开启了

全新的机会，在这些应用中，无论ADC架构如何，都可在

适合数字控制器应用的任何模式中配置高性能ADC。

将器件连接起来
图9显示了传统信号链的构建模块，其模拟前端

(AFE)包含一个ADC输入驱动器、一个混叠抑制滤波器和

一个可通过CTSD ADC极大简化的基准电压源缓冲区。图

10a显示了一个采用DTSD ADC的示例信号链，该信号链需

要大量的设计工作来微调和确定ADC的数据手册性能。为

了简化客户流程，ADI提供了参考设计，可针对这些ADC

的各种应用重新使用或重新调整。

图10b显示了具有CTSD ADC及其简化模拟输入前端

(AFE)的信号链，因为其ADC核心在输入和基准电压源端

没有开关电容采样器。开关采样器移至ADC核心的后一

级，使信号输入和基准电压源输入为纯阻性。由此得出

了几乎无采样混叠的ADC，使其自成其类。此外，这类

ADC的信号转换函数模拟抗混叠滤波器响应，这意味着它

本身就能衰减噪声干扰源。利用CTSD技术，ADC可简化为

一个简单的即插即用组件。

总之，CTSD ADC简化了信号链设计，同时实现了与

传统ADC信号链具有相同性能水平的系统解决方案，并具

有以下优势：

提供了具有出色通道间相位匹配的无混叠、低延迟

信号链

简化了模拟前端，无需选择并微调高带宽输入和基

准电压源驱动缓冲区的额外步骤，可实现更高的通道密

度

打破了ODR与采样时钟成函数关系的障碍

独立控制与外部数字控制器的接口

提高了信号链可靠性评级，这是外设组件减少带来

的好处

减小了尺寸，BOM减少56%，为客户缩短了产品上市

时间

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将探讨CTSD ADC和ASRC如何帮

助简化信号链设计。本系列接下来的几篇文章将更详细

地介绍CTSD ADC和ASRC的概念，重点说明信号链的优

势，最后介绍如何利用新产品AD4134的特性。敬请持续

关注，进一步了解有助于简化设计的突破性CTSD和ASRC

技术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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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设计项目组把完全满足芯片设计要求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许多芯片设计师还是会寝食难安地担心设计出

来的芯片最后是“一块石头”。因为无论覆盖率多少或使用了多少验证工具，总可能有bug 会被遗漏。

这种高压、苛刻的开发环境需要基于三个在功能级使用独立验证工具的技术，以确保设计出没有bug并且具有

高可靠性的芯片。虽然在验证和测试过程中有很多貌似重叠的工作，但许多“身心疲惫”的设计师依然认为这种额

外的努力是值得的。

上述三个功能级使用的验证技术包括功能验证、功能测试和内置自检（BIST），结合这三个对芯片不同设计阶

段提供保证的工具，将会使设计出合格芯片的信心同步倍增。

功能验证是最耗费资源的环节，因为它需要使用大量的 EDA 工具和占用大量时间。功能验证必须同时包括功

能覆盖和代码覆盖，它们对验证的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它们都是确保全面验证的必要手段。

功能覆盖解决了芯片设计的功能是否与芯片规范匹配的问题，即规范要求的功能是否被对应验证到，但这还不

够，因为预期的功能描述很少涉及出现异常状态或输入时芯片会如何反应。

在这里代码覆盖着眼于代码设计结构而不是设计规范，它可以发现规范中未考虑到的行为。例如，它会考虑正

常运行时永远不会出现的状态或输入，如果发生这种意外，会发生什么？芯片如何响应？芯片很可能会做出意想不

到的响应。

通过功能覆盖和代码覆盖量化功能验证的互相补充，能帮助设计进入到后续的综合、tape-out和最终到found-

ry进行生产。完成功能和代码覆盖的验证能排除设计中的大部分或所有功能缺陷。当然，这个结果还不是最终设计

目标，最终目标是生产出合格的芯片。

芯片制造完成后，将使用功能测试和BIST来排除由制造或制造过程中其他问题引起的缺陷。根据可测试性设计

要求的内容，利用BIST规划已测试功能和待测功能的覆盖，确保芯片内的晶体管和导线无缺陷。一个完备的测试策

略（包括BIST），可以测试那些难以用搭建外部测试环境来测试芯片内部的关键电路，减少测试人员的测试时间，

降低生产测试的时间和成本，BIST的第二个主要好处是，它可以在设备使用寿命期间的任何时候使用，同时它还是

有些应用场合可能用到的必要手段。

使用嵌入式 FPGA 可以简化功能测试，因为 FPGA 是经过验证的组件，它能保证按照预定程序运行，能最大限

度地减少测试工作量。虽然 FPGA 中的 BIST 会带来额外的面积和性能开销，但使用这个技术后具有显著的好处，

包括更好的测试和具有在器件安装到系统后仍然可以测试的可能。

我们需要一种将功能设计验证与综合功能测试策略相结合的综合验证策略，以减少芯片“见光死”的可能性。

复杂芯片设计验证之概述
作者：Bipul Talukdar   丨   Smart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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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5G时代已经到来，数据的传输速率越来越高，对服务器板卡的研发是个新一轮的挑

战。内存的发展从DDR3到现在已经广泛使用的DDR4，其工作电压已降为1.2V，而DDR4信号的上升沿及下降沿低至百

皮秒量级。为确保数据的传输的速率以及传输的准确性，DDR4传输线上的串扰不容忽视。本文以服务器项目中PCB

主板的DDR4传输线为研究对象，首先设计不同的主板叠层模型，利用不同的叠层结构来控制DDR4所在信号层的远端

参考层，然后通过调用Sigrity工具仿真和实际测试分析不同叠层模型下的测试结果。结果显示，远端参考12V电源

平面会对DDR4信号造成超过几十毫伏量级的串扰，而12V电源层与信号层之间加入地层屏蔽后，串扰电压显著减小。

关键词：DDR4；远端参考平面；仿真分析；叠层；Sigrity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12V power plane on DDR4 signal

Kaizhi Lin，Yanyan Zong，Long Sun，Minzheng Tian，Junchi Ma

(Inspu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Co., Ltd, Jinan 2501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5G era has arrived and the data transmission 
rate is getting higher, which is a new challenge to the server research. The memory development has 

upgraded from DDR3 to DDR4, its operating voltage has reduced to 1.2V, and the rising edge of the DDR4 

signal has dropped to 100 picosecon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transmission rate and accuracy of the 

signal, the crosstalk on the DDR4 transmission line cannot be ignored. This paper adopts the DDR4 trans-

mission line on the motherboard of the server project. Firstly, different motherboard stack models have 

been designed, different stackups are used to change the remote reference layer of DDR4. Then the experi-

ment result under different stackups through simulation by Sigrity tools and actual testing has been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ar reference to the 12V power plane will cause crosstalk of more 

than tens of millivolts to the DDR4 signal. After adding the ground plane shield between the 12V power 

layer and the signal layer, the crosstalk voltag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Keywords: DDR4; far reference plane; simulation analysis; stackup

0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以及云服务成为互联网主要热门方向。信号的频率以吉赫兹为单位，

数据的传输速率要求越来越高，数据的存储需要更大容量的内存，数据的处理需要计算能力更强的CPU、GPU，这对

服务器研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与传统个人计算机不同的是，服务器具有更高的稳定性，更强的计算力，更强

12V电源平面对DDR4信号的影响
作者：林楷智，宗艳艳，孙龙，田民政，马骏驰   丨   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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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电源平面层时，会在DDR4传输线

上产生超过10mV的串扰噪声；加地层

屏蔽后，DDR4传输线上几乎检测不到

串扰噪声。

1 串扰理论分析
根据电磁场理论，当信号沿传输

线传播时，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之间

将产生电力线，围绕在信号路径和返

回路径导体周围也有磁力线圈。这些

场并未封闭在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之

间的空间内，而是会延伸到周围空

间。我们把这些延伸出去的场称为边

缘场。当在边缘场很强的区域布传输

线时，就会引起附近传输线上电流或

者电压的变化。将产生边缘场的传输

线称为攻击线，而被干扰的传输线称

为受害线。

当攻击线边缘场的电磁耦合形成

耦合电感和耦合电容，就会在相邻的

受害线上产生串扰噪声。容性耦合产

生耦合电流，感性耦合产生耦合电

压。如图1所示是一个典型的串扰模

型，其中AB传输线为攻击线，CD传输

线为受害线，在信号传输过程中AB传

输线上的信号就会通过容性耦合与感

性耦合的形式耦合到CD传输线上。通

常将受害线上C端测得的电压称为近

端串扰电压，将D端测得的电压称为

远端串扰电压。

图 1  两条并行传输线近端远端串扰

图 2  信号回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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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展性，更强的协同工作能力等。

这样就对读取和存储数据的DDR总线

提出了更高要求。

存储系统是高性能服务器的重要

的数据存储中心，对系统的性能有决

定性的影响。为了满足云计算的高带

宽数据读取存储的需求，DDR信号的

主频率不断提高，信号的上升沿及下

降沿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主板上同

层并行的DDR传输线密度越来越大，

DDR传输线与其他平面层间隔甚至要

比同层走线的间隔要小很多。根据电

磁场理论，当信号线的间距较小时会

发生边缘场的耦合，从而表现出一根

信号线的能量耦合到临近信号线上的

现象，业界将其称之为串扰。串扰可

能导致数据传输丢失和传输错误，或

者更严重的电路误触发现象，此时服

务器系统就无法正常工作。DDR4模块

作为服务器系统最重要的存储部分，

控制DDR4信号的串扰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如何减小信号的串扰已经

成为服务器研发的研究热点。张海涛

等人研究了高频信号的回流和电源层

的设计，结合仿真实验给出减小串扰

的叠层设计[1]。严锦荣等人研究了

DDR4的码间干扰以及串扰问题，提出

了一种既定数据率下的通道误码率眼

图的求解方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2]。王怀亮等人利用链路统计分析算

法实现了DDR4数据误码率眼图的预

测，能够快速有效地预测串扰对DQ数

据误码率眼图的影响[3]。周子翔等人

详细介绍了DDR4信号总线的信号完整

性因素，包括DDR4的串扰，对DDR4的

眼图有很深刻的研究[4]。孔庆亮等人

从DDR4实际布局布线出发，介绍了

DDR4布局布线方面的部分关键点及注

意事项，对DDR4传输线的布局有很大

帮助[5]。本文主要是用Cadence软件

研究当DDR4传输线远端参考12V电源

平面层时，对DDR4传输线的影响。结

果表明，当DDR4信号远端直接参考

事实上，在实际高速电路系统中

被干扰线也影响着干扰线，二者相互

干扰。互感耦合和互容耦合作为引起

串扰的基本元素，感应电压和感应电

流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1)

根据图2的传输线结构，参考

平面即信号回流路径，如果参考平

面上有较大的噪声电压和电流就比

较容易耦合到信号线上。电源对信

号的串扰，以前比较关注供电电源

的影响，因为在芯片端会引入类似

同步开关噪声的问题。但以下要分

析的是非供电电源对信号的串扰影

响。

在进行相应分析时，应该避免

只考虑噪声源为动态电压的电容耦

合，而忽略了噪声源为动态电流的

电感耦合。

2 基于实际案例进行仿真
某服务器项目PCB主板设计

中，布线评估如果可以允许DDR远

端参考12V，就可以减层从而降低

成本。所以需要提供详细的仿真分

析报告以评估可行性。

                  (2)

其中  为耦合电感，为  耦合

电容， 和  分别为在受害线上产

生的耦合电压和耦合电流。

同样的理论也适用在电源与信

号线的串扰场景。如图2为一般信

号的回流路径，其中L1层是信号

线，而L2层就作为信号线的回流的

一部分。作为回流路径的平面，通

常称为参考面。一般以GND为参考

面，有时候参考面也可以是电源，

因为直流电源与GND之间有大量电

容作为交流连接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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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建立
此12V链路为电源主通路，电流较大，负载较多，

再加上考虑到12V平面高频电容非常少，所以电源平面

上会存在高频电流。结合主板的负载情况，可以得到一

个合理的较差电流源模型，如图4。即幅值为4A，周期

为20ns的三角波

利用Cadence的Sigrity系列软件，可以方便的导入

PCB文件，并抽取板级无源模型，包括信号端口和电源

端口[6][7]。Sigrity可以抽取如S参数等通用模型，也可

以使用其更精简高效的自有模型格式。此案例中，通过

Sigrity软件抽取了DDR4信号从CPU端到DDR端的无源网

络模型，并包含12V电源的源端和负载端端口，如图5所

示，A和B分别为电源的源端方向和负载端方向，C为CPU

端，D为DDR端。

2.1 场景概述
需要进行远端参考12V的可行性分析。如果叠层设

计为12层和14层两种，如表1，其中S代表信号，G代表

地层即返回路径，P12V代表12V电源层。14层叠层去掉

L6、L9两个地层即得到12层叠层，对比两种叠层下12V

平面对DDR走线的影响。

以L5层信号线为研究对象，14层的叠层中L5层与两

个GND层相邻，即L5的信号线参考完整GND。12层的叠层

中，L5层信号线近端参考GND远端部分参考12V网络，此

信号层与近端与远端的距离比约为1:3。图3中同时显示

L5和L6，L6作为DDR走线的远端参考层，中间是12V网

络，两边是GND平面。

图 3  12 V 电源平面与一组DDR信号线

图 4  电流源模型

图 5  无源模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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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去L6、L9层前后叠层

再将CPU，DDR以及连接器模型导入Sigrity软件，

就可以搭建如下仿真框图。



技
术
应
用

TECH
N

ICAL APPLICATIO
N

35

TSEPT.2021WWW.IP-SOC.COM

图 7  两种叠层全“1”码的仿真波形

图 8  两种叠层 PRBS 码型仿真结果

表 2 两种叠层下DDR信号处眼高眼宽

图 6  Sigrity 仿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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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

12L

14L

眼高要求

115mV

115mV

眼高裕量

无

约30mV

眼宽要求

78.4ps

78.4ps

眼宽裕量

115.6ps

121.6ps

2.3 仿真结果分析
分别针对14层和12层设计按照如上仿真流程，分别

进行仿真对比。每种叠层进行两种场景的仿真，即全

“1”码和PRBS码。虽然实际上电源的串扰可能是不定

期出现的，但是为了仿真到较差情况，可以以周期信号

触发。

仿真设置为全“1”码，仿真时间100 ns，（以保证

可以清晰看到串扰周期性），电流源如图4。信号流向

为CPU向DIMM写入数据。DDR接收端的仿真结果如图7，

其中虚线为14层设计的仿真波形，串扰幅值在1mV左

右，实线为12层设计的仿真波形，串扰幅值约为35 mV。

仿真码型设置为PRBS，速率2933Mbps，仿真时间

500ns（保证有明显的周期串扰，且仿真显示已接近全

“1”码时的串扰幅值），电流模型如图4，信号流向为

CPU向DIMM写入数据。DDR接收端仿真结果如图8，左侧

为14层的仿真结果，右侧为12层的仿真结果。

由图8可以得到眼高和眼宽的裕量对比，如下表。

从全“1”码的仿真结果显示，远端参考12V的场景

带来了35 mV的串扰。而PRBS码进行的眼图仿真显示眼高

和眼宽都有明显劣化。

仿真的局限性在于：1、实际负载较为复杂无法预

料最差电流源；2、仿真虽然纳入12V电源影响，但由于

简化分析对象的原因，并没有考虑同步开关噪声场景，

（仿真工具本身支持）；3、仿真未考虑环境温度影

响；4、由于时间限制仅进行了500ns瞬态仿真。

但是仍可以结合此仿真结果判断此远端参考12V的

设计为高风险。依据：1、走线长度已经接近芯片厂建

议的最长值；2、仿真显示劣化的程度和趋势比较明

显；3、如上局限性场景都会导致更差的结果。

3 测试结果分析
如上两种叠层设计回板，进行简单的全“1”码测

试比较即可看到远端参考12V导致的劣化趋势。

测试仪器泰克高速示波器，无源探头，设置带宽

500MHz，采样率设置10GS/s，横轴设置50us每格，纵轴

设置20mV每格。测试点为接近DDR的过孔处，虽然并非

DDR的内部，但考虑到DDR的封装参数较小，此处的测试

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测试结果显示远端参考12V的DDR噪

声峰峰值至少比原设计大了45mV。如图9所示，右侧为

14层的测试结果，左侧为12层的测试结果。分别取同样

时间段（比如1分钟）峰峰值的最大值，右侧显示最大

为47.2mV，左侧显示最大为92.8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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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全“1”码测试

图 10  DDR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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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常规DDR测试，结果如图10。横轴表示不同配

置、场景或者型号，纵轴定义测试裕量的判决门限为

12。测试显示远端参考12 V的设计DDR测试不仅明显差于

原设计，且有多个点低于判决标准。测试结果显示不通

过。

测试结果显示，本实例中的远端参考12 V设计测试

不通过，也呼应了仿真分析的高风险结论。

4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12 V电源平面对DDR4走线串扰的影响。

由于12 V路径通常缺少较多的高频滤波电容，通常视为

大噪声电压。而DDR为单端并行总线，单端线无法消除

电源的共模串扰。仿真以及实验结果表明：如果DDR走

线参考12 V等大噪声电源平面，即使是远端参考也足以

严重劣化DDR信号，此时产生的串扰，尤其对于DDR4信

号是难以接受的。而12 V电源层与信号层之间加入GND层

后，串扰电压显著减小。设计合理的叠层，使得DDR4信

号有的较好参考平面，则串扰可以有效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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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5G时代已经到来，数据的传输速率越来越高，对服务器板卡的研发是个新一轮的挑

战。内存的发展从DDR3到现在已经广泛使用的DDR4，其工作电压已降为1.2V，而DDR4信号的上升沿及下降沿低至百

皮秒量级。为确保数据的传输的速率以及传输的准确性，DDR4传输线上的串扰不容忽视。本文以服务器项目中PCB

主板的DDR4传输线为研究对象，首先设计不同的主板叠层模型，利用不同的叠层结构来控制DDR4所在信号层的远端

参考层，然后通过调用Sigrity工具仿真和实际测试分析不同叠层模型下的测试结果。结果显示，远端参考12V电源

平面会对DDR4信号造成超过几十毫伏量级的串扰，而12V电源层与信号层之间加入地层屏蔽后，串扰电压显著减小。

关键词：DDR4；远端参考平面；仿真分析；叠层；Sigrity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12V power plane on DDR4 signal

Kaizhi Lin，Yanyan Zong，Long Sun，Minzheng Tian，Junchi Ma

(Inspu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Co., Ltd, Jinan 2501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5G era has arrived and the data transmission 
rate is getting higher, which is a new challenge to the server research. The memory development has 

upgraded from DDR3 to DDR4, its operating voltage has reduced to 1.2V, and the rising edge of the DDR4 

signal has dropped to 100 picosecon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transmission rate and accuracy of the 

signal, the crosstalk on the DDR4 transmission line cannot be ignored. This paper adopts the DDR4 trans-

mission line on the motherboard of the server project. Firstly, different motherboard stack models have 

been designed, different stackups are used to change the remote reference layer of DDR4. Then the experi-

ment result under different stackups through simulation by Sigrity tools and actual testing has been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ar reference to the 12V power plane will cause crosstalk of more 

than tens of millivolts to the DDR4 signal. After adding the ground plane shield between the 12V power 

layer and the signal layer, the crosstalk voltag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Keywords: DDR4; far reference plane; simulation analysis; st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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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能连网应用带动了大量连网

装置需求与信息流需求。根据

Juniper Research的最新报告，IoT

连网设备将在2021年达到460亿个，

并在2030年达到1250亿个。要有效

执行连网应用功能与处理大量数据

与信息流，每个装置都需要处理器

核心，而在此庞大市场商机之下，

开放指令、低成本 RISC-V 架构提

供了芯片设计者在X86及 ARM之外的

另一个新选择。

大量的连网装置与信息流也给

攻击者更多的攻击机会。连网应用

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有效执

行装置身份认证、确保信息传输与

数据储存的安全成为连网装置必要

的安全功能。RISC-V 在安全功能方

面的规范仍在持续发展制定中，如

何提供 RISC-V 芯片设计者容易使

用、有效的安全解决方案去强化芯

片安全功能并提升应用安全成为新

兴课题。

实现物联网应用安全功能，系统芯片
需要的设计考虑

一般而言，在考虑系统芯片安

全设计时，需考虑几个要件，包括：

1.可信任执行环境 (TEE)：透

过硬件强制隔离程序代码、数据和 

储存内存

2.信任根 (Root of Trust)：作

为唯一ID和证书，以及私钥和安全

保存

3.安全启动 (Secure Boot)：阻

止非授权认证程序的启动

4.数据储存安全：取用控制权

限管理、并对数据读取与储存进行

混淆与加密

5.信息传输安全：信息传输前

以私钥加密，以密文形式传输

6.在线安全更新：更新档案以加

密形式传送并阻挡失效版本的安装

要达到这些功能设计，芯片设

计架构中除了CPU外，通常还需要密

钥储存单元搭配各种密码算法来协

助CPU执行应用服务所需的相关安全

功能，如认证、数据加解密、完整

性确认等功能。同时需要有独立的

安全运作环境或可信任的执行环境

来有效区隔安全功能与一般非关安

全功能的运作，以及抗攻击设计来

避免执行安全运作时遭受攻击。

因此，要有效防止恶意攻击、

提升芯片运作的安全性，有经验的

设计工程师会采用具备硬件安全信

任根以及抗攻击设计的安全协同处

理器 (secure co-processor) 来协

助 CPU 执行应用服务所需的各项安

全功能。

硬件加速的安全协同处理器不

会占用到主CPU的运算能力，可高效

的执行上述安全相关的功能，让宝贵

的CPU运算资源去处理其他需高效能

运算的工作。机密信息只经由被信任

的安全协同处理器来处理，更加符合

安全原则。 这种功能上的分离简化

了设计流程与复杂度并且提高了系统

性能。

安全协同处理器常见的问题
当前市场上可分为两大处理器应

用体系，分别是ARM和RISC-V。在ARM

应用体系中，ARM提供了CC312与其

CPU整合的安全协同处理器进行各项

安全运算；RISC-V生态系则尚在发展

中，目前没有对应的安全协同处理

器，因此RISC-V的使用者需自行开发

设计或使用第三方IP来完成前段所提

的安全功能。若要自行开发，是否有

适合的安全开发团队与能力是公司马

上面临的一大课题，接踵而来的如上

市时程压力、所开发的安全功能是否

能通过认证机构认证、遭遇技术问题

时的解决能力、以及所对应的投资成

本等，都是RISC-V使用者在决定是否

自行开发前需要仔细考虑的。相对来

说，如果有良好第三方能提供安全协

同处理器IP，就可大幅减少以上这些

自行开发的难题。

目前市场上的安全协同处理器多

半缺少硬件信任根的整合，没有完整

安全边界(secure boundary)，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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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Fiot：RISC-V芯片设计
不可或缺的安全协同处理器
作者：Sam Chung, Sean H. Wu, Evans Yang   丨   熵码科技



外，PUFiot还提供标准的软件内

容，包括Linux bare-metal firm-

ware和high-level API，以缩短软

件开发部署时程。

PUFiot 与RISC-V结合之优势
PUFiot可搭配RISC-V处理器，

扮演RISC-V系统芯片架构内的安全

协同处理器，提升芯片系统运作安

全性，补足RISC-V设计生态系的安

全解决方案缺口。经过实际设计验

证，PUFiot藉由提供芯片指纹抗攻

击保护设计来强化芯片硬件信任根

与密钥储存。完整保护系统运作的

安全边界，提供可信任安全环境、

安全启动以及数据储存安全等功

能，同时支持各种硬件加解密算

法，且又能提供不同内存区域不同

密钥的PMP保护与管理机制，实现

IoT连网装置应用不可或缺的信息

传输安全与在线安全更新。采用

PUFiot的RISC-V系统芯片设计架构

如图2所示。

为实现物联网应用安全，熵码

科技以芯片指纹技术为基础强化芯

片信任根的安全，开发出具完整安

全边界保护的安全协同处理器

PUFiot，可以为RISC-V使用者提供

了一个可快速导入的芯片安全设计

解决方案，帮助实现IoT连网应用

所需的大量组件装置零接触部署

(Zero Touch Deployment)，PUFiot

提供的各种硬件加速安全功能与管

理机制可以满足零信任运作(Zero 

Trust)的云端应用安全需求，适合

应用于IoT设备生态的RISC-V处理器

最完美配合之安全方案。

图 1: 基于芯片指纹防护信任根的 PUFiot
安全协同处理器设计架构

图 2: 使用 PUFiot 的 RISC-V 系统芯片设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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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能连网应用带动了大量连网

装置需求与信息流需求。根据

Juniper Research的最新报告，IoT

连网设备将在2021年达到460亿个，

并在2030年达到1250亿个。要有效

执行连网应用功能与处理大量数据

与信息流，每个装置都需要处理器

核心，而在此庞大市场商机之下，

开放指令、低成本 RISC-V 架构提

供了芯片设计者在X86及 ARM之外的

另一个新选择。

大量的连网装置与信息流也给

攻击者更多的攻击机会。连网应用

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有效执

行装置身份认证、确保信息传输与

数据储存的安全成为连网装置必要

的安全功能。RISC-V 在安全功能方

面的规范仍在持续发展制定中，如

何提供 RISC-V 芯片设计者容易使

用、有效的安全解决方案去强化芯

片安全功能并提升应用安全成为新

兴课题。

实现物联网应用安全功能，系统芯片
需要的设计考虑

一般而言，在考虑系统芯片安

全设计时，需考虑几个要件，包括：

1.可信任执行环境 (TEE)：透

过硬件强制隔离程序代码、数据和 

储存内存

也不够全面。譬如有的协同处理器是

硬件加解密算法不够完整，或没有抗

攻击能力，或没有通过第三方认证单

位的安全认证；而有些是不提供安全

密钥存储空间，造成安全协同处理器

执行安全功能时需跨越安全边界取得

密钥(想象一下您把家里金库上锁后

将钥匙放在大门外的概念)；又或是

虽有存储空间，然芯片的密钥、身分

必须在测试过程时一一写入芯片内，

造成密钥暴露外泄的风险；或是所有

产品共享相同密钥、身分造成装置与

应用服务管理的安全风险。

以上种种的不足，都有可能成为

IoT设备最后的安全漏洞，被黑客利

用做为重大攻击的跳板。因此，即便

是小小的IoT设备，传输的是一般不

起眼的寻常数据，一旦设备出现安全

隐忧，遭黑客利用攻击之后，都可能

造成巨大的损失。类似的事件层出不

穷，相对知名的如2021年五月份，美

国最大的油管运输公司(Colonial 

Pipeline)遭黑客攻击，造成油管供

应关闭，政府一度发布紧急状态，最

终支付了将近500万美元赎金。

熵码PUFiot 帮助RISC-V实现更安全
的芯片架构

针对RISC-V生态系中安全协同处

理器不够完善且完整的情况，熵码科

技提出的方案PUFiot就是完整解决各

项安全问题的最佳选择。

PUFiot完整的防护设计来自于多

层次的设计架构，有别于纯软件安全

设计的弱点，PUFiot是基于硬件的物

理隔离所设计，提供了可靠的安全边

界，为系统创造了完整的可信任执行

环境 (TEE)。

图1是PUFiot的设计架构， 它的

最底层是以模拟电路设计的硬件安全

信任根(蓝色区域)。在此硬件安全信

任根设计中应用了力旺电子专利技术

的NeoPUF，提供每颗芯片独一无二的

芯片指纹(UID)，并由经过Riscure认

证的抗攻击安全存储OTP来存放密

钥，保护重要数据免受物理篡改。

在硬件安全信任根之上，搭配

了高速真随机数产生器(TRNG)来提

供安全系统对动态随机数的需求并

用于保护加密算法引擎。搭配着基

于NIST发布的标准密钥包装(KWP)和

密钥产生(KDF)功能，专门用于密钥

的安全使用与安全导出，可以为

RISC-V系统架构之物理内存保护

(PMP)功能快速生成多把密钥，供不

同安全应用之内存的加解密程序所

用，确保信息传输的安全。

此PUF的特性可以在装置上实现

安全启动以及在线安全更新功能，

也就是同一个软件在不同的IoT设备

上都有一把独立的加密密钥──真

正实现数百亿甚至千亿个IoT设备连

网的坚若盘石之安全基础。

PUFiot支持完整硬件加解密算

法(包含国际算法及中国国密算

法)，分别经过CAVP以及国密实验室

认证。透过完整灵活的算法模块化

设计，可以根据每个使用者的需求

客制PUFiot的加解密算法模块。例

如，使用SM4替换AES，使其可以完

整支持目前甚至是未来RISC-V的安

全需求。

最后，在以上安全功能面之

外，PUFiot在数字与模拟设计上皆

加入了防窜改设计来提供使用者完

善的安全协同处理器架构。不仅如

此，为了降低芯片在系统层级的复

杂度，PUFiot支持APB标准协议接

口，用于PUFiot寄存器命令处理；

至于高速内置DMA模块的接口，则采

用AXI4接口，可快速取得储存于系

统内存中的大量数据。除硬件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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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mware 虚拟网卡的选择 图 [2] 交换机Overlay 和主机Overl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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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io对于云计算从业人员应该是很熟悉了。

从KVM在kernel中替换了Xen的缺省的hypervisor之

后，同样遵循半虚拟化的Virtio接口就成为了缺省

的I/O虚拟化的标准前端。

从2008年进入Linux Kernel主线以来[1]，Virtio-net

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虚拟机网络的标准前端接口。

Virtio/Qemu/KVM三驾马车就像之前的LAMP（Linux-

/Apache/MySQL/PHP）一样为Linux的操作系统开辟

了广阔的市场。

虚拟网卡
作为一个网络设备，其实在Virtio出现之前，

X86虚拟化的创造者Vmware已经选定了一个相对稳定

的硬件虚拟框架。Intel E1000, 3Com 3C920, AMD 

PCnet32, 这些上古的虚拟网卡因为驱动适配性广而

得到了虚拟化厂商的青睐。

为什么用这些虚拟网卡，主要的原因除了OS的适配性好

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VM和VM之间的网络流量往往和

传统的网卡不一样，这里面直接通过代价很小的内存复制就

可以完成，不用涉及真正的网卡的操作，Vmware的虚拟交换

网络可以搞定一切。对于VM和物理机网络之间的数据传输，

大家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使用可以感知虚拟化的交换机来搞

定。

交换机和主机Overlay
Cisco和Juniper这些传统的交换机巨头当仁不让地推出

了像VXLAN / NVGRE的隧道协议来扩展之前的VLAN局部网协

议。随着云计算的演进，虚拟化从一个基础架构的设施变成

了一个生意，对于网络带宽的需求就越来越高了。大家这个

时候发现VM和VM，VM和物理机之间的流量也在持续增加。如

果保持现在的方案让VM和VM之间通过内存拷贝，VM和物理机

之间通过支持虚拟化的交换机，大家的网络规模可能无法扩

大了。因此这个时候出现了网络虚拟化的方向之争。交换机 

Overlay还是主机Overlay：

Virtio-net的过去和未来
益思芯科技



图 [3]  开源网卡 Corundum 框图 [3]

图 [5]  Software Virtio-net DPDK performance

图 [6]  SRIOV 的思路

图 [4] PCIE latency

致谢
作者感谢Naiqian Ren和Mark Murphy在撰写本文时

提供的有用见解。

参考资料
“应用笔记AN-282：采样数据系统基本原理。”ADI

公司

驱动精密转换器：选择基准电压源和放大器。ADI公

司

Kester, Walt.“MT-021教程：ADC架构II：逐次逼

近型ADC。”ADI公司，2009年。

Σ-Δ ADC指南。ADI公司

Shaikh、Wasim和Srikanth Nittala。“轻松构建交

流和直流数据采集信号链。”模拟对话，第54卷第3期，

2020年8月。

作者简介
Abhilasha Kawle是ADI公司线性和精密技术部的高

级模拟设计工程师，工作地点在印度班加罗尔。她于

2007年毕业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理工学院，获得电子设计

与技术硕士学位。

Wasim Shaikh于2015年加入ADI公司，在精密转换器

部门担任应用工程师，工作地点在印度班加罗尔。Wasim

于2003年获得普钠大学学士学位。

技
术
应
用

TECH
N

ICAL APPLICATIO
N

41

TSEPT.2021WWW.IP-SOC.COM

交换机Overlay就是虚拟化的网络流量不管VM和VM

之间，还是VM和物理机之间，都通过支持虚拟化的网络

交换机来管理。而主机Overlay，则是通过服务器主机来

终结网络虚拟化，在交换机上不需要支持虚拟化的协议。

这两个方案可以解决同样的问题，各有优缺点，但

是从中国云计算的发展趋势看，无疑主机Overlay成为

了主流。目前基本主流的云计算厂商的VPC（Virtual 

Private Cloud）都是基于VXLAN。

剖析网卡
网络workload向主机方案的倾斜也加大了对网卡性

能的需求，对于一个标准的基于Ethernet的网卡，从实

现上其实不复杂。主要包含：

主机的驱动：
·运行在主机上，提供Linux网络协议栈和网卡上的

队列的连接。提供部分的网卡设备的管理和设置能力。

网卡上的队列管理：
·在网卡上实现收发的队列，从网络端口上收取网

络封包，做一些简单的有效性检验，然后通过和主机联

通的队列发送到主机内存。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这个是PCI 设备和主机打

交道的主要通路，PCI设备可以主动地自己的数据写入

主机虚拟内存中指定的位置，中间不需要CPU的参与。

在这三个部分中，DMA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他决

定了整个网卡的性能以及网卡上RX/TX的结构。从下图

可以看到PCIe的延时在小包的情况下占据了网卡90%的

份额。[4]

Virtio-net的性能问题
对于Virtio-net来讲，作为半虚拟化技术的产物，

做到了相对于早期的全虚拟化网卡的性能提升，但是如

果相对于真实的高性能物理网卡呢，差距还是很明显

的。下图是Intel XL710 40G网卡使用Virtio-DPDK的性

能测试数据。[5]

随着数据中心出现各种高速设备，100G网卡，NVMe 

S S D以及G P U，原来的从软件的内存复制演进的

Virtio-net设备已经不能满足对性能的需求了。即便使

用比较流行的DPDK软件框架，因为I/O路径的问题，

Virtio-net的性能已经大大落后给其他的高速网卡厂商

的PMD。

从2014年开始，关于Virtio-net的性能加速被提出

来了。大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和其他的网卡一样来实现

SRIOV的功能，这样通过Hypervisor bypass来降低网络

延时。

但是在AWS收购了Annapurnalabs之后，并没有和外

界预想的那样全面部署了Virtio-net的接口[6]。这个里

面可能有两个原因，在2015年左右，基于xen的虚机在

AWS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还有就是Virtio-net的DMA效率

真的不是很好。其实，关于Virtio-net对硬件不友好的

论断很早就有，基于virtqueue的实现在I/O路径上的代

价过高。在Virtio-net 0.95的实现中，基于avail和 

used ring的结构，在硬件实现中需要额外的读写操作，

这样就相对于一般的高速网卡有了多余的PCIE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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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Virtio Split Queue 的 PCIE 访问

图 [9]  Resnics Stargate-F1000  
Virtio-net Single Queue 性能 [9]

图 [10]  Linux Kernel 驱动代码比例 [10]

图 [8]  PCIE 设备的配置空间 [8]

操作。[7]

Resnics的Virtio接口
2020年成立的益思芯科技的创始人

黄益人先生是专精于网络交换，存储及

高速I/O的专家。在之前创立的公司，基

于PCIE Gen3x8 NVMe接口，在业内率先

实现了高达1.5M IOPS的存储性能；益思

芯科技创立开始就希望实现一个高速有

效的Virtio接口。在Virtio1.1的规范发

布之后，益思芯科技在FP G A上实现

Virtio1.1的Packed Queue来替代之前的

Split Queue。

在FPGA上实现Virtio1.1, 需要解决3个重
要的问题：

1.如何在FPGA上支持Virtio1.1设备需

要的PCIE配置空间。相对于Legacy 

Virtio，Virtio1.1提出了基于PCIE设备配

置空间中的PCIE Capability list 实现5个

Virtio设备的能力。下图为Legacy Virtio

设备和Virtio1.1设备的区别。需要在FPGA

的PCIE 硬core上面突破配置空间限制，支

持Capability list，从而实现对Virtio1.1

设备驱动的支持。

2.实现和Virtio1.1 Linux upstream

驱动无缝对接，在硬件中实现Packed Q

ueue，从而减少PCIE接口的访问次

数，达到高效的数据传输。

3.在Virtio1.1中，关于设备管理以

及配置中大量基于Virtio Control Queue, 如

何灵活地实现Control queue也是一个关键

的技术点。

目前Resnics的Virtio-net 1.1的

原型在其Stargate-F1000 板卡已经实

现了功能和性能验证。

展望
目前Linux已经成为云计算主流

的操作系统，而且Linux Kernel的开

发的进展迅速，越来越多的硬件厂商

在支持Linux的主线kernel。以Linux 

5.10.1的kernel为例，driver部分可

能是变动最大的部分，在Driver内

部，主要的代码分布的前10类别如

下：

可以看到网络部分在Kernel的代

码量仅次于GPU。Linux的网络协议栈

在云计算的推动下剧烈地变化，不断

涌现的新型设备也在壮大Linux 

kernel的支持范围。

对于有志于提升Linux网络

性 能 的 软 硬 工 程 师 们 ，

V I R T I O _ N E T _ F _ R S S / 

V I R T I O _ N E T _ F _ M Q / V I R -

TIO_NET_F_MRG_RXBUF/VIR-

TIO_NET_F_MTU，这些功能的完善

还等待你们的加入。

参考资料：
[1]https://kernelnewbies.or

g/Linux_2_6_24

[2]https://www.cnblogs.com/

dream397/p/12915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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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ttps://www.cl.cam.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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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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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JolSvTJ84wA

[8],[9] Resnics内部资料

[10]https://github.com/sato

ru-takeuchi/linux-kernel-statis

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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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同步、通道绑定和将带宽划等功能

8b/10b编码是最常用的一种，由IBM开发

已经被广泛采用。8b/10b编码机制是

I n f i n i b a n d ， 千 兆 位 以 太 网 ， 

FiberChannel以及XAUI 10G以太网接口

采用的编码机制。它是一种数值查找类

型的编码机制，可将8位的字转化为10位

符号。这些符号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跳变

用于时钟恢复。

 

·PCS(Protocol code sublayer)
层编解码技术

编码技术将的原始数据插

入辅助编码，提供时钟修正、

 串行通信                              并行通信

系统同步和源同步时钟的并行通信 随着速率增加信号的眼图逐渐模糊

Clock Skew Jitter

引言
半导体论坛上频频出现高速Serdes的主题，成

为各大专场的热点名词，我们从技术发展和行业应

用的角度来讨论一下，Serdes技术为什么这么重

要！

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点亮了一个新的数字时代，

5G通信，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大数据存储，云计

算，高性能图像媒体处理，万物互联，摩尔定律新

延续等等热点应用，创造了一场翻天覆地信息技术

革命，而这些应用在不断的攀登速率的最高峰时，

始终离不开最基本的数据传输技术。

为了满足这些大数据，高效，高性能计算所需

要的高速数据，一些高速的接口应运而生，在我们

熟悉的PCI Express,USB3.0,XAUI万兆以太网，SATA，

DP，RAPID IO，HBM这些高速接口的底层都是基于Serdes

技术，那让我们从Serdes的视角来看深入浅出揭开

这些热点技术的面纱。

一 早期串行到并行通信技术演变
在计算机通信领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数据传

输以串行为主的，它有简单，成本低廉的优势，比

如UART 20Kbps, SPI 1Mbps左右，后来在一些总线

通信中，逐渐改为并口通信，比如我们常见的MII接

口可以达到100Mbps左右。

  

并行接口，多根信号同时传输数据，在当时有

效的提高了整体的数据传输效率，如早期的以太网MII，PCI

总线技术，以及最普遍的DDR内存通信技术。

二 并行技术的发展和瓶颈
随着应用技术对速率的渴望越来越高，百Mbps级别的传

输率以及难以满足各种需求，比如5G的高速通信，高分辨率

的图像处理，显卡的数据应用，高性能的计算和服务器，这

些应用动辄要求Gbps,GTs级别的速率，并口发展遇到的严重

的瓶颈。

  

对于并行通信，我们需要考虑时钟倾斜和抖动引起的信

号衰减，举个简单的例子，10个人并排走，速度越快，就越

难以对齐并排，在术语上为Clock skew

  

                 

随着并行速率的增加，时钟抖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示

波器的眼图可以看到最后波形叠加十分严重，接收端已经完

全无法识别有效的信号了，并行的发展瓶颈主要如下

·两个芯片间的时钟传播延时（clock skew）

·并行数据各个bit的传播延时 （data skew）

特定的协议如PCIE,USB3.0,SATA等

进行编码)

8b/10b编码解码，FIFO 

经过以上的分析，大家对这几

个技术名称应该有更深一步的认

识，在各种我们熟知的高速接口

中，PCI Express,USB3.0,XAUI万兆

以太网，SATA，DP，RAPID IO，HBM

这些高速接口的底层都是基于

Serdes技术，

的中国半导体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芯片技术本土化战略

已经初现峥嵘，风口上国产化的IP厂商们正在奋起直追

这些老牌IP厂商。

笔者最近参加了上海国产IP技术峰会和苏州ICDIA

集成电路峰会，仔细学习了各个主题演讲，其中频频出

现Serdes的关键词，展现了国产IP厂商在Serdes技术上

的努力和突破，在国外第一梯队的包围下硬是杀出一条

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本土再到海外，我听的最好

的消息是以芯动科技为首的本土IP厂商很快就要突破

112Gbps的Serdes技术。

台，多媒体终端/汽车电子平台，IoT物联网平台等。换

而言之，芯动科技进入市场早，技术累积早，IP质量稳

定，获得市场的认可，获得盈利后再投入新的技术升

级，十多年的技术迭代，脚踏实地拿下最高5nm的设计

高地，112Gbps的速度巅峰，这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新公

司靠砸钱就能短时间内堆出来的。

IP技术需要不断的累积，技术迭代，才能更加的稳

定，芯动有超过200+次的流片记录，50亿颗授权量产芯

片，超过10亿颗的高端定制soc量产，先进工艺到

5nm,7nm等。 

做过芯片设计的工程师才知道这些数字有多么的不

容易，每次流片前，多少个日日夜夜检查验证，生怕出

点什么小差错，花了大几百万美金做出来的芯片成板

砖，行业里流片失败的惨案简直不要太多，这个我就不

一一列举了，大家自己搜索。

从这个层面上，我理解了大量客户采用芯动IP的原

因，芯动的IP有大量的流片验证经验，可以降低风险，

加速芯片的流片进度。硅验证的IP是广大的流片的设计

工程师的定心丸，特别是先进工艺IP，风险极高，一不

小心就流片失败翻车。

我仔细翻看国产IP的厂商Serdes方案，发现芯动科

技不仅在速率上，在各种接口标准种类，硅验证覆盖

率，等一些重要指标上早已经遥遥领先。

高速Serdes技术浅析和
前景展望
芯动科技 作者：伍江华 

连续的0或者1的情况出现，否则容

易导致很长时间没有信号跳变而丢失同

步信息， 8B/10B编解码电路提高了线路

良好的信号稳定性。

针对其他的接口应用，还有4B/5B与

64B/66B等编解码技术，大原理是一样

的，就是插入辅助编码，提高信号链路

的稳定性。

·高速Serdes技术和各种接口的关系
 

随着差分通信，时钟恢复，均衡，

编码等几个新技术的实现，串行通信这

颗老树又迎来了新的春天，现在最新的

Serdes已经达到了112Gbps的传输速率，

为数字时代通信的高速应用，如大数据

存储，5G通信，云计算，图形游戏AI，

自动驾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MA - Physical media attachment

差分通道，均衡器，串行/解串器

PCS - Protocol code sublayer (针对

在接口的模型MAC+PCS+PMA的结

构 ， P C S 协 议 层 会 针 对 不 同 的

PCIE,USB3.0,XAUI等高速接口，进

行差异化编码，PMA层基本保持一

样，可以说Serdes技术是接口技术

科技数的主干。

四 高速Serdes的商用IP状况
高速Serdes决定了诸多接口技

术的发展，所以各大芯片厂商纷纷

推出自己的Serdes技术方案，像

Intel，Xilinx，Lattice，TI，

NXP，联发科，海思等都推出了成熟

的Serdes方案了。

瑞芯微，展锐，全志等在国内

IP供应商的帮助下也做出很出色的

Serdes接口。 

各个芯片厂商对自家的Serdes

接口并没有公开技术的来源，或者

是自己设计的，或者是获得第三方

授权的，我们从IP供应商的方向来

看看Serdes IP供应的状况。

在第一梯队的Cadence,Synop-

sys,Rambus都是美国厂商，最高做

到112Gbps的Serdes 多协议Phy

贸易战的愈演愈烈的今天，关

乎中国信息技术的自主安全，所有

其实刚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印象中国

中本土IP厂商的Serdes方案比较少，集中在5~8Gbps左

右,且集中40nm的老工艺。

芯动科技很早就推出了32Gbps Serdes，并且实现

了最高5nm的设计实现，这个是国产IP市场上的一个亮

点，我在会上特地找芯动的Serdes专家了解一下他们的

发展思路。

交谈中获悉，在国外IP占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国产

IP在追赶国外的先进标准过程中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人

力和财力，特别是高速Serdes，工艺尖端的受众客户比

较少，从Synopsys和cadence手中抢单无异于虎口夺

食，这种情况下，敢于投入正面硬刚的国产IP厂商就比

较少了。

芯动科技早在贸易战开打前就已经排兵布局，投入

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迭代技术，在中国启动半导体

技术本土化战略时，芯动科技立刻成为国产化IP里最耀

眼的新星，这不得不让人佩服芯动科技领导人的眼光和

执行力。

五 芯动科技的Serdes IP接口方案和Innolink
芯动成立于2006年，是老牌的IP技术厂商，在多个

领域做到全球第一梯队，IP种类涵盖了高性能计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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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同步、通道绑定和将带宽划等功能

8b/10b编码是最常用的一种，由IBM开发

已经被广泛采用。8b/10b编码机制是

I n f i n i b a n d ， 千 兆 位 以 太 网 ， 

FiberChannel以及XAUI 10G以太网接口

采用的编码机制。它是一种数值查找类

型的编码机制，可将8位的字转化为10位

符号。这些符号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跳变

用于时钟恢复。

 

·PCS(Protocol code sublayer)
层编解码技术

编码技术将的原始数据插

入辅助编码，提供时钟修正、

Serdes 功能框图

信号在 10^8HZ 开始严重的衰减 

效的提高了整体的数据传输效率，如早期的以太网MII，PCI

总线技术，以及最普遍的DDR内存通信技术。

二 并行技术的发展和瓶颈
随着应用技术对速率的渴望越来越高，百Mbps级别的传

输率以及难以满足各种需求，比如5G的高速通信，高分辨率

的图像处理，显卡的数据应用，高性能的计算和服务器，这

些应用动辄要求Gbps,GTs级别的速率，并口发展遇到的严重

的瓶颈。

  

·时钟的和数据的传播延时不一致（skew between data and clock）

·多根同步信号在高速率时会发生串扰(共模传输，差模传输，

静态传输)，而且繁多的信号很难在PCB并行通信的PCB布线，要求等

长，线宽间距一致，layout的成本和难度很高，外部的连线也受到严

重的限制，整个系统硬件成本高昂，系统的稳定性很难提高，举个例

子，比如32个人并排向前走，速度越快，越容易互相踩踏。

总之，并行数据很难做到很高的传输效率，成本也越来越高昂，

理解了上面skew的概念，我们来做一个小的计算来理解。

32bit数据的并行总线，以下的各种延迟skew都是最理想的参数:

数据从发送端的skew = 100 ps             

PCB走线引起的skew = 100 ps                                                       

时钟的周期抖动jitter = +/- 50 ps                                                    

接收端触发器采样窗口 = 200 ps                                   

最理想并行的有效频率 = 1/（100+100+100+200） = 2.0GHz (DDR)或

者1.0GHz(SDR单边沿). 

在如此苛刻的优化硬件的条件，用了32根信号外加各种时钟和控制信

号，有效频率才做到2G左右，常用的DDR4核心频率基本是400~800MHz之

间，可以说并行通信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了。 

三 高速串行技术Serdes的关键技术
在经历了并行技术的严重的瓶颈，通信领域的工程师又回过头来

想起了串行技术的好，与并行技术对比，串行技术有以下的好处:  

·IO的占用少

·布线简单

·没有信号间的串扰

·系统的硬件成本低

有读者会问，通信领域最早就是串行通信，为何发展到并行通信

后，又重新发展起来串行通信呢？那是因为近几年一些关键的技术发

展，帮助串行通信突破了原有旧架构上的瓶颈。

几项关键的Serdes技术促进了串行

通信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以下我们重点

分析

·差分通信 differential signaling

特定的协议如PCIE,USB3.0,SATA等

进行编码)

8b/10b编码解码，FIFO 

经过以上的分析，大家对这几

个技术名称应该有更深一步的认

识，在各种我们熟知的高速接口

中，PCI Express,USB3.0,XAUI万兆

以太网，SATA，DP，RAPID IO，HBM

这些高速接口的底层都是基于

Serdes技术，

的中国半导体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芯片技术本土化战略

已经初现峥嵘，风口上国产化的IP厂商们正在奋起直追

这些老牌IP厂商。

笔者最近参加了上海国产IP技术峰会和苏州ICDIA

集成电路峰会，仔细学习了各个主题演讲，其中频频出

现Serdes的关键词，展现了国产IP厂商在Serdes技术上

的努力和突破，在国外第一梯队的包围下硬是杀出一条

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本土再到海外，我听的最好

的消息是以芯动科技为首的本土IP厂商很快就要突破

112Gbps的Serdes技术。

台，多媒体终端/汽车电子平台，IoT物联网平台等。换

而言之，芯动科技进入市场早，技术累积早，IP质量稳

定，获得市场的认可，获得盈利后再投入新的技术升

级，十多年的技术迭代，脚踏实地拿下最高5nm的设计

高地，112Gbps的速度巅峰，这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新公

司靠砸钱就能短时间内堆出来的。

IP技术需要不断的累积，技术迭代，才能更加的稳

定，芯动有超过200+次的流片记录，50亿颗授权量产芯

片，超过10亿颗的高端定制soc量产，先进工艺到

5nm,7nm等。 

做过芯片设计的工程师才知道这些数字有多么的不

容易，每次流片前，多少个日日夜夜检查验证，生怕出

点什么小差错，花了大几百万美金做出来的芯片成板

砖，行业里流片失败的惨案简直不要太多，这个我就不

一一列举了，大家自己搜索。

从这个层面上，我理解了大量客户采用芯动IP的原

因，芯动的IP有大量的流片验证经验，可以降低风险，

加速芯片的流片进度。硅验证的IP是广大的流片的设计

工程师的定心丸，特别是先进工艺IP，风险极高，一不

小心就流片失败翻车。

我仔细翻看国产IP的厂商Serdes方案，发现芯动科

技不仅在速率上，在各种接口标准种类，硅验证覆盖

率，等一些重要指标上早已经遥遥领先。

我们先从Serdes的基本功能来理解，SERDES是英文SERializer

(串行器)/DESerializer(解串器)的简称 ，它包含了串化/解串器，均

衡，FIFO，差分通道，编码器等主要功能模块。

与传统的单端通信不同，差分信号

由一对相反信号组成，接收端以两者的

绝对值来判断信号，这样差分信号在传

输过程中，即时受到干扰，也是同一方

向上的，两者的绝对值并没有变化，保

持了传输信号的完整性。现在最新的接

口技术如以太网，LVDS,MIPI,HDMI等都

是采用了差分通信技术。

·时钟恢复 CDR(Clock data recovery)

简单来讲，CDR技术就是把时钟信号

和数据信号打包在一个信号里发送，在

接收端再解包，所以没有clock线了，也

就没有clock skew了，也不存在时钟与数

据的skew了，在上文的计算公式里一下

就少了200ps的延迟了，这个于早期的源

同步时钟和系统同步时钟相比是一个巨

大的进步，CDR技术也称为自同步技术，

因为这个技术早期并没有，所以限制了

当时串行通信的发展。

·均衡技术Channel Equalization，Eq
现实的信号传输通道(芯片封装，

PCB走线和线缆)存在趋肤效应和介质不

均匀，造成寄生电容和阻抗，导致数据

传输在高频时有严重的衰减。

连续的0或者1的情况出现，否则容

易导致很长时间没有信号跳变而丢失同

步信息， 8B/10B编解码电路提高了线路

良好的信号稳定性。

针对其他的接口应用，还有4B/5B与

64B/66B等编解码技术，大原理是一样

的，就是插入辅助编码，提高信号链路

的稳定性。

·高速Serdes技术和各种接口的关系
 

随着差分通信，时钟恢复，均衡，

编码等几个新技术的实现，串行通信这

颗老树又迎来了新的春天，现在最新的

Serdes已经达到了112Gbps的传输速率，

为数字时代通信的高速应用，如大数据

存储，5G通信，云计算，图形游戏AI，

自动驾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MA - Physical media attachment

差分通道，均衡器，串行/解串器

PCS - Protocol code sublayer (针对

在接口的模型MAC+PCS+PMA的结

构 ， P C S 协 议 层 会 针 对 不 同 的

PCIE,USB3.0,XAUI等高速接口，进

行差异化编码，PMA层基本保持一

样，可以说Serdes技术是接口技术

科技数的主干。

四 高速Serdes的商用IP状况
高速Serdes决定了诸多接口技

术的发展，所以各大芯片厂商纷纷

推出自己的Serdes技术方案，像

Intel，Xilinx，Lattice，TI，

NXP，联发科，海思等都推出了成熟

的Serdes方案了。

瑞芯微，展锐，全志等在国内

IP供应商的帮助下也做出很出色的

Serdes接口。 

各个芯片厂商对自家的Serdes

接口并没有公开技术的来源，或者

是自己设计的，或者是获得第三方

授权的，我们从IP供应商的方向来

看看Serdes IP供应的状况。

在第一梯队的Cadence,Synop-

sys,Rambus都是美国厂商，最高做

到112Gbps的Serdes 多协议Phy

贸易战的愈演愈烈的今天，关

乎中国信息技术的自主安全，所有

其实刚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印象中国

中本土IP厂商的Serdes方案比较少，集中在5~8Gbps左

右,且集中40nm的老工艺。

芯动科技很早就推出了32Gbps Serdes，并且实现

了最高5nm的设计实现，这个是国产IP市场上的一个亮

点，我在会上特地找芯动的Serdes专家了解一下他们的

发展思路。

交谈中获悉，在国外IP占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国产

IP在追赶国外的先进标准过程中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人

力和财力，特别是高速Serdes，工艺尖端的受众客户比

较少，从Synopsys和cadence手中抢单无异于虎口夺

食，这种情况下，敢于投入正面硬刚的国产IP厂商就比

较少了。

芯动科技早在贸易战开打前就已经排兵布局，投入

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迭代技术，在中国启动半导体

技术本土化战略时，芯动科技立刻成为国产化IP里最耀

眼的新星，这不得不让人佩服芯动科技领导人的眼光和

执行力。

五 芯动科技的Serdes IP接口方案和Innolink
芯动成立于2006年，是老牌的IP技术厂商，在多个

领域做到全球第一梯队，IP种类涵盖了高性能计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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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同步、通道绑定和将带宽划等功能

8b/10b编码是最常用的一种，由IBM开发

已经被广泛采用。8b/10b编码机制是

I n f i n i b a n d ， 千 兆 位 以 太 网 ， 

FiberChannel以及XAUI 10G以太网接口

采用的编码机制。它是一种数值查找类

型的编码机制，可将8位的字转化为10位

符号。这些符号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跳变

用于时钟恢复。

 

·PCS(Protocol code sublayer)
层编解码技术

编码技术将的原始数据插

入辅助编码，提供时钟修正、

在 28Gbps 信号能量衰减 30db，
电压幅度只剩 3%

没开均衡 开均衡后

高速 Serdes 的功能框架划分 

效的提高了整体的数据传输效率，如早期的以太网MII，PCI

总线技术，以及最普遍的DDR内存通信技术。

二 并行技术的发展和瓶颈
随着应用技术对速率的渴望越来越高，百Mbps级别的传

输率以及难以满足各种需求，比如5G的高速通信，高分辨率

的图像处理，显卡的数据应用，高性能的计算和服务器，这

些应用动辄要求Gbps,GTs级别的速率，并口发展遇到的严重

的瓶颈。

  

特定的协议如PCIE,USB3.0,SATA等

进行编码)

8b/10b编码解码，FIFO 

经过以上的分析，大家对这几

个技术名称应该有更深一步的认

识，在各种我们熟知的高速接口

中，PCI Express,USB3.0,XAUI万兆

以太网，SATA，DP，RAPID IO，HBM

这些高速接口的底层都是基于

Serdes技术，

的中国半导体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芯片技术本土化战略

已经初现峥嵘，风口上国产化的IP厂商们正在奋起直追

这些老牌IP厂商。

笔者最近参加了上海国产IP技术峰会和苏州ICDIA

集成电路峰会，仔细学习了各个主题演讲，其中频频出

现Serdes的关键词，展现了国产IP厂商在Serdes技术上

的努力和突破，在国外第一梯队的包围下硬是杀出一条

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本土再到海外，我听的最好

的消息是以芯动科技为首的本土IP厂商很快就要突破

112Gbps的Serdes技术。

台，多媒体终端/汽车电子平台，IoT物联网平台等。换

而言之，芯动科技进入市场早，技术累积早，IP质量稳

定，获得市场的认可，获得盈利后再投入新的技术升

级，十多年的技术迭代，脚踏实地拿下最高5nm的设计

高地，112Gbps的速度巅峰，这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新公

司靠砸钱就能短时间内堆出来的。

IP技术需要不断的累积，技术迭代，才能更加的稳

定，芯动有超过200+次的流片记录，50亿颗授权量产芯

片，超过10亿颗的高端定制soc量产，先进工艺到

5nm,7nm等。 

做过芯片设计的工程师才知道这些数字有多么的不

容易，每次流片前，多少个日日夜夜检查验证，生怕出

点什么小差错，花了大几百万美金做出来的芯片成板

砖，行业里流片失败的惨案简直不要太多，这个我就不

一一列举了，大家自己搜索。

从这个层面上，我理解了大量客户采用芯动IP的原

因，芯动的IP有大量的流片验证经验，可以降低风险，

加速芯片的流片进度。硅验证的IP是广大的流片的设计

工程师的定心丸，特别是先进工艺IP，风险极高，一不

小心就流片失败翻车。

我仔细翻看国产IP的厂商Serdes方案，发现芯动科

技不仅在速率上，在各种接口标准种类，硅验证覆盖

率，等一些重要指标上早已经遥遥领先。

为了应对高频信号的衰

减，Serdes技术在接受端和发

送端都有通道均衡Equalization，

原理是根据信号眼图的衰减频

率，在特定频率提高信号的强

度，抵消衰减幅额。以下的图

我们对比了均衡的前后的眼图。

   

发送端波形

打开均衡的接收眼图

连续的0或者1的情况出现，否则容

易导致很长时间没有信号跳变而丢失同

步信息， 8B/10B编解码电路提高了线路

良好的信号稳定性。

针对其他的接口应用，还有4B/5B与

64B/66B等编解码技术，大原理是一样

的，就是插入辅助编码，提高信号链路

的稳定性。

·高速Serdes技术和各种接口的关系
 

随着差分通信，时钟恢复，均衡，

编码等几个新技术的实现，串行通信这

颗老树又迎来了新的春天，现在最新的

Serdes已经达到了112Gbps的传输速率，

为数字时代通信的高速应用，如大数据

存储，5G通信，云计算，图形游戏AI，

自动驾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MA - Physical media attachment

差分通道，均衡器，串行/解串器

PCS - Protocol code sublayer (针对

在接口的模型MAC+PCS+PMA的结

构 ， P C S 协 议 层 会 针 对 不 同 的

PCIE,USB3.0,XAUI等高速接口，进

行差异化编码，PMA层基本保持一

样，可以说Serdes技术是接口技术

科技数的主干。

四 高速Serdes的商用IP状况
高速Serdes决定了诸多接口技

术的发展，所以各大芯片厂商纷纷

推出自己的Serdes技术方案，像

Intel，Xilinx，Lattice，TI，

NXP，联发科，海思等都推出了成熟

的Serdes方案了。

瑞芯微，展锐，全志等在国内

IP供应商的帮助下也做出很出色的

Serdes接口。 

各个芯片厂商对自家的Serdes

接口并没有公开技术的来源，或者

是自己设计的，或者是获得第三方

授权的，我们从IP供应商的方向来

看看Serdes IP供应的状况。

在第一梯队的Cadence,Synop-

sys,Rambus都是美国厂商，最高做

到112Gbps的Serdes 多协议Phy

贸易战的愈演愈烈的今天，关

乎中国信息技术的自主安全，所有

其实刚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印象中国

中本土IP厂商的Serdes方案比较少，集中在5~8Gbps左

右,且集中40nm的老工艺。

芯动科技很早就推出了32Gbps Serdes，并且实现

了最高5nm的设计实现，这个是国产IP市场上的一个亮

点，我在会上特地找芯动的Serdes专家了解一下他们的

发展思路。

交谈中获悉，在国外IP占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国产

IP在追赶国外的先进标准过程中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人

力和财力，特别是高速Serdes，工艺尖端的受众客户比

较少，从Synopsys和cadence手中抢单无异于虎口夺

食，这种情况下，敢于投入正面硬刚的国产IP厂商就比

较少了。

芯动科技早在贸易战开打前就已经排兵布局，投入

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迭代技术，在中国启动半导体

技术本土化战略时，芯动科技立刻成为国产化IP里最耀

眼的新星，这不得不让人佩服芯动科技领导人的眼光和

执行力。

五 芯动科技的Serdes IP接口方案和Innolink
芯动成立于2006年，是老牌的IP技术厂商，在多个

领域做到全球第一梯队，IP种类涵盖了高性能计算平

没开均衡的接收眼图



块同步、通道绑定和将带宽划等功能

8b/10b编码是最常用的一种，由IBM开发

已经被广泛采用。8b/10b编码机制是

I n f i n i b a n d ， 千 兆 位 以 太 网 ， 

FiberChannel以及XAUI 10G以太网接口

采用的编码机制。它是一种数值查找类

型的编码机制，可将8位的字转化为10位

符号。这些符号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跳变

用于时钟恢复。

 

·PCS(Protocol code sublayer)
层编解码技术

编码技术将的原始数据插

入辅助编码，提供时钟修正、

效的提高了整体的数据传输效率，如早期的以太网MII，PCI

总线技术，以及最普遍的DDR内存通信技术。

二 并行技术的发展和瓶颈
随着应用技术对速率的渴望越来越高，百Mbps级别的传

输率以及难以满足各种需求，比如5G的高速通信，高分辨率

的图像处理，显卡的数据应用，高性能的计算和服务器，这

些应用动辄要求Gbps,GTs级别的速率，并口发展遇到的严重

的瓶颈。

  

特定的协议如PCIE,USB3.0,SATA等

进行编码)

8b/10b编码解码，FIFO 

经过以上的分析，大家对这几

个技术名称应该有更深一步的认

识，在各种我们熟知的高速接口

中，PCI Express,USB3.0,XAUI万兆

以太网，SATA，DP，RAPID IO，HBM

这些高速接口的底层都是基于

Serdes技术，

的中国半导体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芯片技术本土化战略

已经初现峥嵘，风口上国产化的IP厂商们正在奋起直追

这些老牌IP厂商。

笔者最近参加了上海国产IP技术峰会和苏州ICDIA

集成电路峰会，仔细学习了各个主题演讲，其中频频出

现Serdes的关键词，展现了国产IP厂商在Serdes技术上

的努力和突破，在国外第一梯队的包围下硬是杀出一条

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本土再到海外，我听的最好

的消息是以芯动科技为首的本土IP厂商很快就要突破

112Gbps的Serdes技术。

台，多媒体终端/汽车电子平台，IoT物联网平台等。换

而言之，芯动科技进入市场早，技术累积早，IP质量稳

定，获得市场的认可，获得盈利后再投入新的技术升

级，十多年的技术迭代，脚踏实地拿下最高5nm的设计

高地，112Gbps的速度巅峰，这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新公

司靠砸钱就能短时间内堆出来的。

IP技术需要不断的累积，技术迭代，才能更加的稳

定，芯动有超过200+次的流片记录，50亿颗授权量产芯

片，超过10亿颗的高端定制soc量产，先进工艺到

5nm,7nm等。 

做过芯片设计的工程师才知道这些数字有多么的不

容易，每次流片前，多少个日日夜夜检查验证，生怕出

点什么小差错，花了大几百万美金做出来的芯片成板

砖，行业里流片失败的惨案简直不要太多，这个我就不

一一列举了，大家自己搜索。

从这个层面上，我理解了大量客户采用芯动IP的原

因，芯动的IP有大量的流片验证经验，可以降低风险，

加速芯片的流片进度。硅验证的IP是广大的流片的设计

工程师的定心丸，特别是先进工艺IP，风险极高，一不

小心就流片失败翻车。

我仔细翻看国产IP的厂商Serdes方案，发现芯动科

技不仅在速率上，在各种接口标准种类，硅验证覆盖

率，等一些重要指标上早已经遥遥领先。

连续的0或者1的情况出现，否则容

易导致很长时间没有信号跳变而丢失同

步信息， 8B/10B编解码电路提高了线路

良好的信号稳定性。

针对其他的接口应用，还有4B/5B与

64B/66B等编解码技术，大原理是一样

的，就是插入辅助编码，提高信号链路

的稳定性。

·高速Serdes技术和各种接口的关系
 

随着差分通信，时钟恢复，均衡，

编码等几个新技术的实现，串行通信这

颗老树又迎来了新的春天，现在最新的

Serdes已经达到了112Gbps的传输速率，

为数字时代通信的高速应用，如大数据

存储，5G通信，云计算，图形游戏AI，

自动驾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MA - Physical media attachment

差分通道，均衡器，串行/解串器

PCS - Protocol code sublayer (针对

在接口的模型MAC+PCS+PMA的结

构 ， P C S 协 议 层 会 针 对 不 同 的

PCIE,USB3.0,XAUI等高速接口，进

行差异化编码，PMA层基本保持一

样，可以说Serdes技术是接口技术

科技数的主干。

四 高速Serdes的商用IP状况
高速Serdes决定了诸多接口技

术的发展，所以各大芯片厂商纷纷

推出自己的Serdes技术方案，像

Intel，Xilinx，Lattice，TI，

NXP，联发科，海思等都推出了成熟

的Serdes方案了。

瑞芯微，展锐，全志等在国内

IP供应商的帮助下也做出很出色的

Serdes接口。 

各个芯片厂商对自家的Serdes

接口并没有公开技术的来源，或者

是自己设计的，或者是获得第三方

授权的，我们从IP供应商的方向来

看看Serdes IP供应的状况。

在第一梯队的Cadence,Synop-

sys,Rambus都是美国厂商，最高做

到112Gbps的Serdes 多协议Phy

贸易战的愈演愈烈的今天，关

乎中国信息技术的自主安全，所有

其实刚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印象中国

中本土IP厂商的Serdes方案比较少，集中在5~8Gbps左

右,且集中40nm的老工艺。

芯动科技很早就推出了32Gbps Serdes，并且实现

了最高5nm的设计实现，这个是国产IP市场上的一个亮

点，我在会上特地找芯动的Serdes专家了解一下他们的

发展思路。

交谈中获悉，在国外IP占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国产

IP在追赶国外的先进标准过程中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人

力和财力，特别是高速Serdes，工艺尖端的受众客户比

较少，从Synopsys和cadence手中抢单无异于虎口夺

食，这种情况下，敢于投入正面硬刚的国产IP厂商就比

较少了。

芯动科技早在贸易战开打前就已经排兵布局，投入

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迭代技术，在中国启动半导体

技术本土化战略时，芯动科技立刻成为国产化IP里最耀

眼的新星，这不得不让人佩服芯动科技领导人的眼光和

执行力。

五 芯动科技的Serdes IP接口方案和Innolink
芯动成立于2006年，是老牌的IP技术厂商，在多个

领域做到全球第一梯队，IP种类涵盖了高性能计算平



技
术
应
用

TECH
N

ICAL APPLICATIO
N

48

IP REUSE SoC DESIGN IP与SOC设计

块同步、通道绑定和将带宽划等功能

8b/10b编码是最常用的一种，由IBM开发

已经被广泛采用。8b/10b编码机制是

I n f i n i b a n d ， 千 兆 位 以 太 网 ， 

FiberChannel以及XAUI 10G以太网接口

采用的编码机制。它是一种数值查找类

型的编码机制，可将8位的字转化为10位

符号。这些符号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跳变

用于时钟恢复。

 

·PCS(Protocol code sublayer)
层编解码技术

编码技术将的原始数据插

入辅助编码，提供时钟修正、

芯动科技的 IP 的广泛应用覆盖

效的提高了整体的数据传输效率，如早期的以太网MII，PCI

总线技术，以及最普遍的DDR内存通信技术。

二 并行技术的发展和瓶颈
随着应用技术对速率的渴望越来越高，百Mbps级别的传

输率以及难以满足各种需求，比如5G的高速通信，高分辨率

的图像处理，显卡的数据应用，高性能的计算和服务器，这

些应用动辄要求Gbps,GTs级别的速率，并口发展遇到的严重

的瓶颈。

  

特定的协议如PCIE,USB3.0,SATA等

进行编码)

8b/10b编码解码，FIFO 

经过以上的分析，大家对这几

个技术名称应该有更深一步的认

识，在各种我们熟知的高速接口

中，PCI Express,USB3.0,XAUI万兆

以太网，SATA，DP，RAPID IO，HBM

这些高速接口的底层都是基于

Serdes技术，

的中国半导体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芯片技术本土化战略

已经初现峥嵘，风口上国产化的IP厂商们正在奋起直追

这些老牌IP厂商。

笔者最近参加了上海国产IP技术峰会和苏州ICDIA

集成电路峰会，仔细学习了各个主题演讲，其中频频出

现Serdes的关键词，展现了国产IP厂商在Serdes技术上

的努力和突破，在国外第一梯队的包围下硬是杀出一条

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本土再到海外，我听的最好

的消息是以芯动科技为首的本土IP厂商很快就要突破

112Gbps的Serdes技术。

台，多媒体终端/汽车电子平台，IoT物联网平台等。换

而言之，芯动科技进入市场早，技术累积早，IP质量稳

定，获得市场的认可，获得盈利后再投入新的技术升

级，十多年的技术迭代，脚踏实地拿下最高5nm的设计

高地，112Gbps的速度巅峰，这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新公

司靠砸钱就能短时间内堆出来的。

IP技术需要不断的累积，技术迭代，才能更加的稳

定，芯动有超过200+次的流片记录，50亿颗授权量产芯

片，超过10亿颗的高端定制soc量产，先进工艺到

5nm,7nm等。 

做过芯片设计的工程师才知道这些数字有多么的不

容易，每次流片前，多少个日日夜夜检查验证，生怕出

点什么小差错，花了大几百万美金做出来的芯片成板

砖，行业里流片失败的惨案简直不要太多，这个我就不

一一列举了，大家自己搜索。

从这个层面上，我理解了大量客户采用芯动IP的原

因，芯动的IP有大量的流片验证经验，可以降低风险，

加速芯片的流片进度。硅验证的IP是广大的流片的设计

工程师的定心丸，特别是先进工艺IP，风险极高，一不

小心就流片失败翻车。

我仔细翻看国产IP的厂商Serdes方案，发现芯动科

技不仅在速率上，在各种接口标准种类，硅验证覆盖

率，等一些重要指标上早已经遥遥领先。

连续的0或者1的情况出现，否则容

易导致很长时间没有信号跳变而丢失同

步信息， 8B/10B编解码电路提高了线路

良好的信号稳定性。

针对其他的接口应用，还有4B/5B与

64B/66B等编解码技术，大原理是一样

的，就是插入辅助编码，提高信号链路

的稳定性。

·高速Serdes技术和各种接口的关系
 

随着差分通信，时钟恢复，均衡，

编码等几个新技术的实现，串行通信这

颗老树又迎来了新的春天，现在最新的

Serdes已经达到了112Gbps的传输速率，

为数字时代通信的高速应用，如大数据

存储，5G通信，云计算，图形游戏AI，

自动驾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MA - Physical media attachment

差分通道，均衡器，串行/解串器

PCS - Protocol code sublayer (针对

在接口的模型MAC+PCS+PMA的结

构 ， P C S 协 议 层 会 针 对 不 同 的

PCIE,USB3.0,XAUI等高速接口，进

行差异化编码，PMA层基本保持一

样，可以说Serdes技术是接口技术

科技数的主干。

四 高速Serdes的商用IP状况
高速Serdes决定了诸多接口技

术的发展，所以各大芯片厂商纷纷

推出自己的Serdes技术方案，像

Intel，Xilinx，Lattice，TI，

NXP，联发科，海思等都推出了成熟

的Serdes方案了。

瑞芯微，展锐，全志等在国内

IP供应商的帮助下也做出很出色的

Serdes接口。 

各个芯片厂商对自家的Serdes

接口并没有公开技术的来源，或者

是自己设计的，或者是获得第三方

授权的，我们从IP供应商的方向来

看看Serdes IP供应的状况。

在第一梯队的Cadence,Synop-

sys,Rambus都是美国厂商，最高做

到112Gbps的Serdes 多协议Phy

贸易战的愈演愈烈的今天，关

乎中国信息技术的自主安全，所有

其实刚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印象中国

中本土IP厂商的Serdes方案比较少，集中在5~8Gbps左

右,且集中40nm的老工艺。

芯动科技很早就推出了32Gbps Serdes，并且实现

了最高5nm的设计实现，这个是国产IP市场上的一个亮

点，我在会上特地找芯动的Serdes专家了解一下他们的

发展思路。

交谈中获悉，在国外IP占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国产

IP在追赶国外的先进标准过程中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人

力和财力，特别是高速Serdes，工艺尖端的受众客户比

较少，从Synopsys和cadence手中抢单无异于虎口夺

食，这种情况下，敢于投入正面硬刚的国产IP厂商就比

较少了。

芯动科技早在贸易战开打前就已经排兵布局，投入

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迭代技术，在中国启动半导体

技术本土化战略时，芯动科技立刻成为国产化IP里最耀

眼的新星，这不得不让人佩服芯动科技领导人的眼光和

执行力。

五 芯动科技的Serdes IP接口方案和Innolink
芯动成立于2006年，是老牌的IP技术厂商，在多个

领域做到全球第一梯队，IP种类涵盖了高性能计算平



技
术
应
用

TECH
N

ICAL APPLICATIO
N

49

TSEPT.2021WWW.IP-SOC.COM

块同步、通道绑定和将带宽划等功能

8b/10b编码是最常用的一种，由IBM开发

已经被广泛采用。8b/10b编码机制是

I n f i n i b a n d ， 千 兆 位 以 太 网 ， 

FiberChannel以及XAUI 10G以太网接口

采用的编码机制。它是一种数值查找类

型的编码机制，可将8位的字转化为10位

符号。这些符号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跳变

用于时钟恢复。

 

·PCS(Protocol code sublayer)
层编解码技术

编码技术将的原始数据插

入辅助编码，提供时钟修正、

3 种连接方案

效的提高了整体的数据传输效率，如早期的以太网MII，PCI

总线技术，以及最普遍的DDR内存通信技术。

二 并行技术的发展和瓶颈
随着应用技术对速率的渴望越来越高，百Mbps级别的传

输率以及难以满足各种需求，比如5G的高速通信，高分辨率

的图像处理，显卡的数据应用，高性能的计算和服务器，这

些应用动辄要求Gbps,GTs级别的速率，并口发展遇到的严重

的瓶颈。

  

特定的协议如PCIE,USB3.0,SATA等

进行编码)

8b/10b编码解码，FIFO 

经过以上的分析，大家对这几

个技术名称应该有更深一步的认

识，在各种我们熟知的高速接口

中，PCI Express,USB3.0,XAUI万兆

以太网，SATA，DP，RAPID IO，HBM

这些高速接口的底层都是基于

Serdes技术，

的中国半导体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芯片技术本土化战略

已经初现峥嵘，风口上国产化的IP厂商们正在奋起直追

这些老牌IP厂商。

笔者最近参加了上海国产IP技术峰会和苏州ICDIA

集成电路峰会，仔细学习了各个主题演讲，其中频频出

现Serdes的关键词，展现了国产IP厂商在Serdes技术上

的努力和突破，在国外第一梯队的包围下硬是杀出一条

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本土再到海外，我听的最好

的消息是以芯动科技为首的本土IP厂商很快就要突破

112Gbps的Serdes技术。

台，多媒体终端/汽车电子平台，IoT物联网平台等。换

而言之，芯动科技进入市场早，技术累积早，IP质量稳

定，获得市场的认可，获得盈利后再投入新的技术升

级，十多年的技术迭代，脚踏实地拿下最高5nm的设计

高地，112Gbps的速度巅峰，这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新公

司靠砸钱就能短时间内堆出来的。

IP技术需要不断的累积，技术迭代，才能更加的稳

定，芯动有超过200+次的流片记录，50亿颗授权量产芯

片，超过10亿颗的高端定制soc量产，先进工艺到

5nm,7nm等。 

做过芯片设计的工程师才知道这些数字有多么的不

容易，每次流片前，多少个日日夜夜检查验证，生怕出

点什么小差错，花了大几百万美金做出来的芯片成板

砖，行业里流片失败的惨案简直不要太多，这个我就不

一一列举了，大家自己搜索。

从这个层面上，我理解了大量客户采用芯动IP的原

因，芯动的IP有大量的流片验证经验，可以降低风险，

加速芯片的流片进度。硅验证的IP是广大的流片的设计

工程师的定心丸，特别是先进工艺IP，风险极高，一不

小心就流片失败翻车。

我仔细翻看国产IP的厂商Serdes方案，发现芯动科

技不仅在速率上，在各种接口标准种类，硅验证覆盖

率，等一些重要指标上早已经遥遥领先。

基于Serdes的高速接口包含PCIE5 32Gbps,PCIE4/3/2,USB3.1/3.0,SATA,XAUI,SATA,RapidIO,CXL2.0。

这些高速接口，为5G通信，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大数据存储，云计算，高性能图像媒体处理，万物互联等应

用，打通了国产信息化高速公路！

其中一个叫Innolink的产品引起了很多技术专家的兴趣，该方案分为片内，板上，板外提供了3套连接方案，

如以下的图所示，我做了个归类

连续的0或者1的情况出现，否则容

易导致很长时间没有信号跳变而丢失同

步信息， 8B/10B编解码电路提高了线路

良好的信号稳定性。

针对其他的接口应用，还有4B/5B与

64B/66B等编解码技术，大原理是一样

的，就是插入辅助编码，提高信号链路

的稳定性。

·高速Serdes技术和各种接口的关系
 

随着差分通信，时钟恢复，均衡，

编码等几个新技术的实现，串行通信这

颗老树又迎来了新的春天，现在最新的

Serdes已经达到了112Gbps的传输速率，

为数字时代通信的高速应用，如大数据

存储，5G通信，云计算，图形游戏AI，

自动驾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MA - Physical media attachment

差分通道，均衡器，串行/解串器

PCS - Protocol code sublayer (针对

在接口的模型MAC+PCS+PMA的结

构 ， P C S 协 议 层 会 针 对 不 同 的

PCIE,USB3.0,XAUI等高速接口，进

行差异化编码，PMA层基本保持一

样，可以说Serdes技术是接口技术

科技数的主干。

四 高速Serdes的商用IP状况
高速Serdes决定了诸多接口技

术的发展，所以各大芯片厂商纷纷

推出自己的Serdes技术方案，像

Intel，Xilinx，Lattice，TI，

NXP，联发科，海思等都推出了成熟

的Serdes方案了。

瑞芯微，展锐，全志等在国内

IP供应商的帮助下也做出很出色的

Serdes接口。 

各个芯片厂商对自家的Serdes

接口并没有公开技术的来源，或者

是自己设计的，或者是获得第三方

授权的，我们从IP供应商的方向来

看看Serdes IP供应的状况。

在第一梯队的Cadence,Synop-

sys,Rambus都是美国厂商，最高做

到112Gbps的Serdes 多协议Phy

贸易战的愈演愈烈的今天，关

乎中国信息技术的自主安全，所有

其实刚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印象中国

中本土IP厂商的Serdes方案比较少，集中在5~8Gbps左

右,且集中40nm的老工艺。

芯动科技很早就推出了32Gbps Serdes，并且实现

了最高5nm的设计实现，这个是国产IP市场上的一个亮

点，我在会上特地找芯动的Serdes专家了解一下他们的

发展思路。

交谈中获悉，在国外IP占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国产

IP在追赶国外的先进标准过程中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人

力和财力，特别是高速Serdes，工艺尖端的受众客户比

较少，从Synopsys和cadence手中抢单无异于虎口夺

食，这种情况下，敢于投入正面硬刚的国产IP厂商就比

较少了。

芯动科技早在贸易战开打前就已经排兵布局，投入

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迭代技术，在中国启动半导体

技术本土化战略时，芯动科技立刻成为国产化IP里最耀

眼的新星，这不得不让人佩服芯动科技领导人的眼光和

执行力。

五 芯动科技的Serdes IP接口方案和Innolink
芯动成立于2006年，是老牌的IP技术厂商，在多个

领域做到全球第一梯队，IP种类涵盖了高性能计算平

主要包含 Chiplet die-to-die (D2D), chip-to-chip (C2C), board-to-board (B2B) 和package-to-package 

(P2P)等多种连接需求，芯动科技布局早，涵盖了广泛的应用，其中D2D的Chiplet技术更是现在摩尔定律延续的新

技术，限于篇幅限制，我再另写文章介绍。我理解的是芯动15年来一直在做接口IP，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应用经

验，所以在Serdes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这套Innolink连接技术，业界很多专家也对这套IP的量产感兴趣，笔者会

保持对芯动的关注。

笔者最新获悉，芯动最近发布了中国首款先进高性能的GPU：风华一号系列。

  

芯动的GPU应用了Innolink的技术，该GPU分为A卡和B卡，其中的B卡即是2颗GPU芯片连接组合而成的，低延时

的扩展算力和带宽给高性能计算，云应用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黑科技芯动自己家先用上了，Innolink随着

GPU量产背后的意义不言自明，关于GPU的内容太多，笔者将另起篇章。

从IP的目录和量产记录，工艺节点的覆盖上，芯动已经是本土市场遥遥领先了，顺利成章的完成了技术的积

累，为Serdes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实现了技术迭代，获得了国产化风口的新机遇，这是时代给予广大芯片企业

的机会，也是芯动能抓住这个风口的原因！

另外芯动的56Gbps Serdes马上也要发布了，最新的112Gbps也已经计划在2022年初流片了，我们期待芯动的高

速serdes IP很快应用到各种数字设备中点亮新的通信时代。

结束语
本文浅析了从串口到并口，再发展到高速Serdes技术发展过程，以及现在Serdes的IP厂商现状。在贸易战愈演

愈烈的今天，每个半导体人都在深深思考技术自主发展的问题，国家层面上也发起了多项政策支持芯片的本土化发

展。

本土的芯片公司和IP厂商一起努力，已经在很多技术节点逐渐的打破封锁，取得的耀眼的成绩，我们每个半导

体人都拭目以待芯片的本土化的创新发展！



导读
写这篇文章时作者脑洞大开，

提出了几个全新的概念，例如立方

体集成电路Cubic IC，等时传输区域

ITA，李特思空间LITS，有效功能体

积EFV，阅读的时候，读者也需要打

开脑洞，发挥想象力。今天，这篇

文章的内容或许有点超前！不过，

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十多年

后，文章中有些看似异想天开般的

描述在现实世界可能就会实现！摩

尔定律刚提出的时候，我想摩尔本

人也不相信在不到芝麻粒大小的一

平方毫米，可以集成超过一亿只以

上的晶体管。

一、以三维的视角设计集成电路
在传统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

时，设计者把整个电子系统集成在

一个芯片中，微处理器、模拟IP

核、数字IP核，存储器或片外存储

控制接口，都被集成在单一芯片

上，形成一颗SoC上，并使用同一种

工艺制造。

由于芯片上的集成是基于2D集

成技术，即在晶圆平面上雕刻出纳

米级的晶体管，随着系统复杂程度

的提高，芯片的面积也会越来越

大，这直接导致芯片良品率的下

降。另外，随着工艺节点逼近物理

极限，摩尔定律也日渐式微，人们

亟需找到新的方法来延续技术的发

展，SiP与先进封装技术、Chiplet

与异构集成技术相继出现，成为延

续摩尔定律的良方妙药。

今天，我们再进一步，提出一

个新思路，即以三维的视角设计集

成电路。

同样以设计一颗SoC为例，我们

不再把微处理器、模拟IP核、数字

IP核，存储器或片外存储控制接口

设计在同一个晶圆平面，而是把他

们 分 别 设 计 在 不 同 的 楼 层

(Storey)，然后再将这些楼层组合

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芯片，如下

图所示。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个

Storey均有一层晶体管，并有多层布

线将这些晶体管相互连接，不同的

Storey之间采用TSV和RDL互连(主要

是TSV，RDL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上

下Storey金属互连对齐时用到)。

对于不同的Storey(楼层)，可

以采用不同的工艺节点制造，同一

个楼层上的晶体管，需要采用同样

的工艺节点制造。

传统设计集成电路的人可能会

想，Storey之间的互连是先进封装要

干的事情。在本文中，情况发生了一

些改变：从集成电路设计一开始，就

要从三维的角度考虑进行设计了。

因为集成电路设计离不开EDA工

具，因此，“新思路”的难点其实

在EDA工具这一块，这也可以看成是

集成电路设计和先进封装设计的融

合，而融合的起点在于EDA设计工具

的融合。

二、对EDA工具的新要求
传统的IC版图设计工具，先在

硅基底上设计晶体管、电阻、电容

等元器件，然后再通过多层布线将

其连接，其网络互联和最终的布线

都是在一个Storey上完成。

在新的设计思路下，由于存在

多个St o r e y，因此，除了考虑

Storey之内的网络互联和布线，还

需要考虑Storey之间的网络互联和

布线。因此其网络互联和布线均是

立体的，我们可称之为立体网络和

立体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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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设计的“新思路”
作者：Suny Li   丨   SiP与先进封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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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目前还没有EDA工具能够

支持多个Storey这类的设计，因

此无法找到确切的图形来描述。

下面两张图可暂且作为一个近似

的描述：元器件位于空间的不同

位置，其网络的互联是立体的。

同样，当布线完成时，其布

线也是立体的，除了Storey内部

的元件需要布线连接，Storey之

间也需要通过TSV和RDL连接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

出，EDA工具需要具备多版图网络

优化的能力，即能够在一个空间

内，同时优化多个版图之间的网

络连接，多个版图以虚拟堆叠的

形式位于空间的不同Storey。

同时，IC版图设计工具能同

时处理多版图设计，多个版图可

以位于同一个设计环境，也可以

位于不同的设计环境，但多个版

图之间的数据交互需要统一进行

协调和管理。目前，还没有这样

的IC版图设计工具，但已经有类

似的工具在先进封装设计中出

现 ， 具 备 近 似 的 能 力 ， 例 如

Siemens EDA(Mentor)的高密度先

进封装设计工具XSI和XPD之间的

协同设计。当然，除了设计工

具，EDA仿真和验证工具也同样要

跟上步伐。首先，对于设计工具

构建的复杂数据模型，仿真和验证

工具要能够正确解析。然后，仿真

工具通过更强大的算法，进行仿真

并得到正确的结果，验证工具则需要

保证从设计到生产数据的正确性和精

准性。

三、Cubic IC设计方法学
上面描述的集成电路，有别与传

统的基于晶圆平面的集成电路，我们

给其起了一个新的名称：立方体集成

电路Cubic IC，可简称为CIC。

Cubic IC由于其结构中包含了多

个器件层，因此其设计方法和思路与

传统IC是完全不同的。

在传统IC的版图设计中，我们

需要将不同的功能模块，按照2D的

方式安排在版图的不同区域，如下

图所示为海思麒麟980的版图设计。

按照Cubic IC的设计思路，我们

可以将麒麟980的版图设计沿着浅蓝

色的虚线分割成四部分，然后再将它

们分别安排到不同的Storey，虚拟叠

加起来，如下图所示。

每一个Storey内部的设计和传统

的IC设计相同，各个楼层Storey之

间，通过TSV和RDL相连接，在设计的

过程中，需要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

这样的话，芯片面积就减小为原

有的1/4，并且由于采用了3D叠加方

式，部分模块之间的互连距离更短，

从而性能也会得到提升。

那么，最多可以叠加多少层呢？我

们可以这么估算，Storey叠加的层数越

多，芯片的面积就越小，一直到芯片堆

叠的总厚度和芯片的长或宽的数值相

当，即形成一个立方体，这也是立方体

集成电路Cubic IC名称的由来。

我们以一个指尖大小的Cubic IC为

例，假设其长和宽各为10mm，采用

Cubic IC的设计思路，如果每个Storey

减薄到50um，那么最多可以堆叠到200

层，形成一个立方体集成电路。

有人可能会问，形成立方体后，

还可以堆叠更多吗？理论上讲是可

以，但一般来说，我不建议，原因在

后面讲述。

在Cubic IC的设计方法学中，整个

芯片的最大厚度尽可能不超过芯片的

长(宽)，也就是，正立方体是其设计

和制造的极限，其产品可以是一个扁

平的立方体，而不建议是一个柱状的

立方体。

因此，我们在设计Cubic IC时，如

果设置了芯片的长和宽，当芯片长和

宽相等时，其厚度的最大值等于长

(宽)，如下图A所示的范围。并不是所

有的Cubic IC都需要堆叠到一个正方体

的形状，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其堆

叠层数和厚度，例如下图B所示的范

围。

如果立方体的长和宽不相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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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最大值取长宽二者的较小值。不

过我建议最好保持长和宽相等，这样

芯片的材料利用率会更高。为什么正

立方体被设计为Cubic IC设计和制造

的极限呢？这就牵扯到信号传输距离

的问题。我们知道，当信号在平面上

传输时，信号在一个周期内可访问到

的区域是一个圆。

随着信号频率的升高，圆的半径

会逐渐减小，圆的面积可能会小于芯

片的面积，也就是说，即使在同一个

芯片上，信号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也未

必能够达到。

这时候，曾经在PCB板级系统出现

的内存墙现象在单个芯片上也会出现。

如何能延缓甚至解决这个问题

呢？就是向Z轴方向的空间发展。我

们可以想象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芯

片内的晶体管总量保持不变，在向Z

轴发展的过程中，XY轴是在不断缩小

的，一直到Z轴的和XY轴相等，形成

一个正立方体。这时候信号在整个芯

片中传输能耗最小，芯片性能也会最

佳。

当Z轴超越XY轴时，由正立方体

逐渐变为柱状立方体，芯片整体的

能耗不再降低反而会升高，性能也

会下降，和我们的设计初衷是违背

的。这也解释了上面我们不建议

Cubic IC发展为一个柱状的立方体的

原因。

为了能够精确地描述信号在一

个周期内可在整个Cubic IC三维空间

内传播的情况，我提出了一个李特

思空间LITS的概念。

四、关于李特思空间LITS的描述
李特思空间LITS是一个介于理想

和现实之间的空间，严格来说是介于

理想传输和现实传输之间的空间。

李特思空间LITS全称为：Li's 

Isochronous Transmission Space，李

氏等时传输空间，简称为LITS，中文

音译为“李特思空间”，也寓意着我

进行了特别的思考而得出的空间。这

次，我把自己的姓加上了，是因为我

自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并运用这个空间

的，当然如果有人能证明他提出并运

用这个空间更早，我自然也会拱手相

让。

在了解李特思空间LITS之前，我

们先了解一下曼哈顿距离和等时传输

区域。

4.1曼哈顿距离�
曼哈顿距离是由赫尔曼·闵可夫

斯基所创立，用以标明两个点在标准

坐标系上的绝对轴距的和。这位赫尔

曼可不是别人，正是爱因斯坦的老

师，那位创立了四维时空概念的闵可

夫斯基。

曼哈顿距离的正式意义为，在欧

几里德空间的固定直角坐标系上两点

所形成的线段对轴产生的投影的距离

总和。

在XY平面上，曼哈顿距离如下图

所示，即A点和B点之间的曼哈顿距离

为，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在X轴和Y轴

投影之和。

4.2等时传输区域�

在第三节中，我们讲到，当信

号在平面上传输时，信号在一个周

期内可访问到的区域是一个圆。而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问什么呢？

因为在实际的芯片的布线中，

布线基本都是横平竖直的，下图所

示为某存储芯片的金属布线1000倍

显微图像，可以看出，所有的布线

都是横平竖直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芯片

中从A点到B之间的物理布线距离，

实际就是曼哈顿距离。那么，在相

等时间内，信号在芯片上向不同方

向传播，可传输的距离范围就不是

一个圆，那会是什么样的图形呢？

下面，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例如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信号

在芯片平面上可传输的距离为r，以

r为半径的圆是信号在理想情况下可

传输的距离范围。例如圆上的C点和

B点。因为芯片上的实际布线遵循着

曼哈顿距离布线的原因，同一个时

钟周期C点可以到达，而B点是不能

到达的，只能到达中间的B’点，如

下图所示。实际的布线路不会是1所

代表的虚线，而可能是2代表的路

径。

以A点为原点构建坐标系，根据

曼哈顿距离的定义，C点和B’点都

满足其X坐标和Y坐标的投影之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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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如果严格按照空间曼

哈顿距离的方式进行布线，在相等的

时间内，只能达到LITS空间的内表

面，即正八面体的表面。如果在某些

区域允许走斜线，则会进入LITS空间

内部，但除了个别点，我们通常无法

到达球体的表面，这就是现实和理想

之间的距离。LITS空间是一个虚拟的

空间，可以作为设计Cubic IC时不同

的IP模块布局的参考依据，对于时序

等长要求高的模块，尽量安排在LITS

空间内表面的附近，从而更容易实现

物理上的等长。LITS空间在不同Z轴平

面（Storey）上的投影，即可用于对

IP模块的位置进行划分。在上面的描

述中，我们是以Cubic IC芯片中心作

为参考点的情况，对于其它的关键

点，也同样需要构建虚拟的LITS空

间，从而精确判断信号传输所造成的

延迟，精准地控制信息和指令的传

输。

    

五、关于有效功能体积的描述
在集成电路中，芯片的功能是由

一个个晶体管组成的，我们称之为功

能细胞Function Cell，由多个功能细

胞可以组成功能块Function Block，

由多个功能块可以组成功能单元

Function Unit。它们统称为功能单位

LITS 空间在不同截面的大小（金黄色区域）

等，我们可得到等式：x+y=r，扩

展到其它象限，我们可得出｜x｜+

｜y｜=r，四个象限的线段刚好组

成了一个倾斜角为45度的正方形。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芯片

面积内，虽然在相等时间内(某一

个时钟周期)，理想的传输距离范

围是一个圆，而实际的传输范围是

一个45度倾斜的正方形。

有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芯片上

的布线不完全遵循曼哈顿距离布

线，而是部分走了斜线，则传输的

距离位于45度倾斜的正方形和其外

接圆之间的区域。我们可称之为等

时 传 输 区 域 I s o c h r o n o u s 

Transmission Area，可简称为ITA。

4.3LITS空间��

在本文中，我们描述的主要对

象是立方体集成电路Cubic IC，信

号的传输距离范围不仅仅在二维平

面，而是在三维空间。那么，信号

在三维空间传输，又会遵循什么样

的规律呢？在理想情况下，信号在

某一点向空间传播，在相等时间内

(某一个时钟周期)，理想的传输距

离范围是一个球，而实际的传输范

围是什么样的呢？在Cubic IC中，

其布线的原则同样遵循曼哈顿距离

的原则，即沿着X轴Y轴Z轴的方向，

因为曼哈顿距离通常应用于平面上

的两点，因此，在这篇文章中，空

间两点的曼哈顿距离我们称之为空

间曼哈顿距离。在Cubic IC中，从一

点出发，以空间曼哈顿距离的方式

进行布线，在相等时间内(例如某一

个时钟周期)，实际的传输距离范围

可用方程｜x｜+｜y｜+｜z｜=r来描

述，这是一个正八面体的表面方

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Cubic 

IC中，从某一点出发，在相等时间

内，实际的传输距离是一个正八面

体的表面。而理想的传输距离是一

个球的表面。球和正八面体为内外

相接的关系。李特思(LITS)空间定

义：球体与其内接正八面体之间的

空间，称为李特思空间，其空间大

小为：LITS=4/3(π-1)r³

该空间占整个Cubic IC立方体的

空间比为：

4/3(π-1)r³÷(8r³)=0.36

这就是说，在一个虚拟的Cubic 

IC立方体内，有36%的空间是从实际等

时传输到理想等时传输之间的空间。

这个空间的重要意义在于，在

设计Cubic IC时，可作为在3D空间布

局IP单元时的依据或参考。

下图所示为LITS空间的图形描述

以及在Cubic IC不同截面的空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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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UNITs，有这些功能单位可

组成微系统MicroSystem、常系统

Common System、大系统Giant System。

我们知道，无论是微系统、常系统、

大系统，电子系统的体积中，功能单

位所占的体积只占系统总体积的一

部分，而其它的体积，并没有功

能，而是作为支撑、保护等因素而

存在的。在本文中，我们将功能单

位Function UNITs所占的体积称为有

效功能体积EFV (Effective Func-

tion Volume)。下面，我们以一颗芯

片为例，来解读一下有效功能体

积。下图是一个芯片的晶圆侧剖面

示意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按

照定义，有效功能体积包含了晶体

管层和布线层，总厚度为约为5um，

在布线层的上方是绝缘和保护层，

包含聚酰亚胺Polyimide，氮氧化物

Oxynitride，未参杂氧化物Undope 

Oxide，三者总厚度约为5um。

在晶体管层的下方是硅基底，

其厚度大约为780~800um。通过计算

我们可以得出，上图中，有效功能

体积所占的比例仅为芯片总体积的

0.625%，还不到1%。

那么，如何提升有效功能体积

所占的比例呢？目前常用的方法就

是进行晶元减薄。

如果将晶圆减薄到100um，有效

功能体积所占的比例为5%，如果将

晶圆减薄到50um，有效功能体积所

占的比例为10%，如果将晶圆减薄到

20um，有效功能体积所占的比例为

25%，就此打住吧，因为20um可能是

目前减薄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通过晶圆减薄，我们使得有效

功能体积占芯片总体积比例增加了

40倍。如果依此去计算其功能密度，

功能密度相当于增加了40倍。许多

人正是从这一点上，认为通过先进

封装和异构集成技术，还是可以延

续摩尔定律的。

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假

象，不能因为功能密度的增加，就

认为摩尔定律是可延续的。从摩尔

定律提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摩

尔定律只是一个区间性的定律，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摩尔定律曲线是指

数增长的曲线，而以指数规律增长

的曲线，在物理意义上都是不可持

续的。

有了有效功能体积的概念，在

设计系统时，从最小的功能细胞

Function Cell到最大的大系统Giant 

System，都应该逐级剖析其有效功

能体积，并最大可能地提高有效功

能体积所占的比例。

六、Cubic IC 和3D Chiplet的
区别

Cubic IC看起来和3D Chiplet有

些相似，都是将大芯片分割后进行

3D堆叠并通过TSV和RDL电气互连。

然而，它们有几大不同之处。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后续可以

将Cubic IC简称为CIC。1）CIC是以

三维的视角去设计集成电路，而3D 

Chiplet则并非从设计一开始就从3D

的视角去考虑整个集成电路的设

计，通常是先考虑各Chiplet接口之

间的匹配，并在制造的时候将小芯

片进行堆叠并互连。2）CIC不同的

楼层(Storey)尺寸是完全相同的，

堆叠后形成立方体形状，3D Chiplet

可以由不同尺寸的Chiplet组成。

3）CIC 是对未来集成电路设计和制

造的预期，3D Chiplet是目前先进封

装和异构集成可以实现的技术。4）

Chiplet是IP芯片化的设计思路，将

不同的IP分割成小芯片后在封装级

别进行集成，CIC并不需要将不同的

IP分割，而是将这些IP合理地分配

到不同Storey的不同区域。5）CIC 

的楼层(Storey)数量可以堆叠到几

百层，3D Chiplet目前堆叠的层数是

个位数。6）CIC对EDA工具的要求很

高，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EDA工具可

以支持，需要后续EDA厂商的积极研

发，3D Chiplet对EDA工具的要求相

对不高，目前的先进封装设计工具

例如XSI+XPD就可以很好支持了。

7）C I C的功能密度要远高于3 D 

Chiplet，因此其实现的难度和挑战

都要远远高于3D Chiplet。对此，我

们可以这么理解，CIC是3D Chiplet

甚至整个IC集成电路发展的终极目

标，而3D Chiplet则是CIC发展的初

级阶段。

七、关于Cubic IC制造方法的预
期

我们知道，虽然芯片制造非常

复杂，可细分为几千道工艺，但总

的来说，可分为三种类型：加工

艺、减工艺和辅助工艺。加工艺也

可称为增材制造，即通过不断地增

加不同的材料，而完成最终的产

品。3D打印就是一种典型的增材制

造。在芯片制造中，溅射、离子注

入就属于加工艺。减工艺也可称为

减材制造，芯片制造中，最典型的

减工艺就是刻蚀。至于光刻，虽然

极其重要，其实是属于辅助工艺，

因为光刻就是辅助将图形印刷在了

晶圆上，并不会使晶圆上的材料增

加或者减少。对于CIC的制造方法，

我看可以参考下面一张图，每一个

楼层Storey生成相应的掩膜，和传

统的IC制造方法一样，进行光刻、

刻蚀、气相沉积、离子注入、研

磨、清洗等操作，然后将每个

Storey的晶圆进行减薄Thining，通

过混合键合Hybrid Bonding的方式将

晶圆键合到一起，最后进行切割，

得到C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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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实际产品的数据估算，了解CIC技术可

能带给集成电路产业的提升！我们就用一个具体的实例

进行分析，并描述CIC的巨大优势。2019年8月20日，美

国创企Cerebras的巨型芯片WSE（Wafer Scale Engine）

吸引了足够的眼球，这款芯片的尺寸达到了惊人的

46225平方毫米，每边约21.5厘米，比iPad还要大。

Cerebras WSE是世界上第一款晶圆级处理器，在一个12

寸(300mm)的晶圆上只能做出一个芯片。WSE的惊人参数

还包括，拥有1.2万亿个晶体管（同时代的主流芯片都

还在百亿级别），并且拥有40万个AI核心、18GB SRAM缓

存、9PB/s内存带宽、100Pb/s互连带宽等，此外，其功

耗为1.5万瓦，超过6台电磁炉的功率，同样震撼了行

业。WSE采用台积电16nm工艺制造，可以用于基础和应

用科学、医学研究，充分发挥其超大规模的优势，与传

统超级计算机合作，加速AI工作。由于WSE芯片工作的

功耗过6台电磁炉的功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款芯

片一工作起来完全可以供几十人一起围着吃火锅了。

2021年4月，Cerebras再接再厉，推出了新的WSE-2处理

器，采用台积电的7nm工艺，具有破纪录的2.6万亿个晶

体管，85万颗AI优化内核，和一代保持了相同的面积

46225平方毫米，大小类似餐盘。我们知道，以现有的

7nm工艺，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可以集成100亿以上的

晶体管，那么，如果以CIC的模式来设计，在指尖大小

的1立方厘米内可集成的晶体管数量是多少呢？我们就

以晶圆可以减薄到20~40um进行计算，如果以20um计

算，1厘米可以堆叠500层，如果以40um计算，1厘米可

以堆叠250层。那么，1立方厘米可以集成的晶体管数量

为2.5万亿~5万亿，即100亿的250倍~500倍。这样，如

餐盘大小(边长为21.5厘米)的WSE二代的晶体管数量是

2.6万亿，如果按照CIC的设计思路，完全可以在指尖大

小的1立方厘米实现了，是不是很让人惊讶？让人很兴

奋！

当然会有人说，这只是理论上的情况，实际上设计

问题、制造问题、散热问题都有可能解决吗？这正是我

们下一节要讨论的内容。

八、Cubic IC带来的挑战
首先，所有的创新都会带来新的挑战，因此Cubic 

IC必然带来新的挑战！

8.1设计的挑战��

设计的挑战主要来自两点，1）对EDA工具的挑战，

2）对设计人员的挑战。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CIC带来的EDA工具的挑战，

从传统的IC设计转为CIC设计，设计的复杂度会急剧提

高。我们现在主流的集成电路，其晶体管上方的布线层

可能多达十几层，如果以CIC的方式进行设计，其

Storey可能有数百层，这样，组合起来，一个CIC，将

会有数百层晶体管，其布线层更是多达数千层。现在看

来，这对EDA工具的挑战是极大的。

同时，为了增加工艺灵活性，CIC允许不同的

Storey(楼层)采用不同的工艺节点制造，例如Storey1

采用7nm工艺，Storey2采用5nm，Storey3采用14nm，

Storey4采用28nm工艺......需要在一个项目中管理多

种工艺节点数据，也给EDA工具带来了挑战。

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任何一家的EDA工具能

在CIC上有所突破并首先占领市场，将成为未来集成电

路设计业的霸主！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CIC给设计人员带来的挑战。

从上面第七节的描述我们得知，在7nm工艺下，指点

大小的1立方厘米尺寸的CIC，其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大约

在2.5万亿~5万亿，随着工艺节点的缩小，加上CIC体积

的增大，两种因素叠加起来，其晶体管数量可能超越100

万亿，是现在主流芯片的一万倍，海量的数据如何处

理，是带给设计人员和设备的重大挑战。

电磁干扰的问题，在1立方厘米中集成了2.5万亿~5

万亿的晶体管，在功能密度极大化的同时，会不会带来

电磁干扰的问题，也是设计人员需要重点考虑的。

不过也不用过于担心电磁干扰问题是由于堆叠层数

太多而引起的，以现在成熟的7nm工艺，芯片间的互连

布线间距最小在20~40nm左右，而以目前最先进的减薄

工艺，可将晶圆减薄到20~40um，通过混合键合后，上

下层晶体管的距离约为20~40um，可以看出，同一个

Storey布线的间距和不同Storey的间距之间还有三个数

量级(1000倍)的差别。因此，即使存在电磁干扰问题，

也会先在同一个Storey出现，而解决方法和现在成熟的

集成电路相仿即可。

8.2制造的挑战� 

在负责的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我非常重视和工艺人

员的交流。尤其是包含有新方法和工艺的情况下。因为

再优秀的设计，如果不能够制造出来，也只会是海市蜃

楼，仅仅看上去很美。

CIC是集成电路设计的新思路，必然包含新工艺和

新方法，因此，能否制造出来是最为关键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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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还是可以相信的。

具体如何芯片耗能和散热的问

题，主要从两大方面考虑，1）降低

芯片功耗，2）降低散热通道的热

阻。降低芯片功耗可以从动态功耗、

静态功耗、传输功耗三个方面入手；

降低散热通道的热阻可以从新传热材

料、新散热结构两方面考虑，限于篇

幅关系，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后续

的文章会有相应的专题。

九、Cubic IC能否延续摩尔定律
在新书《基于SiP技术的微系

统》中，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

话：”所有按照指数规律增长的曲

线，从物理意义上来讲，都是不可

持续的“。摩尔定律恰恰是按照指

数规律增长的曲线，因此在物理意

义上是不可持续的。

从而我们得出，即使Cubic IC成为

现实，也是不可能延续摩尔定律的！

为此，作者在新书中提出了电

子集成技术普遍适用的一条规

律：”功能密度定律“，并预测了

功能密度定律曲线，如下图所示。

从曲线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电

子集成技术发展的初期(1958~2020

年) ，电子系统的功能密度随时间的

变化是按照摩尔定律增长的，其曲

线呈现指数增长趋势。随着摩尔定

律的逐渐失效，其曲线逐渐平缓，

但依然保持增长。

从长远来看，功能密度曲线是

一条单调增长的波动曲线，随着新

技术的不断涌现，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其增长的斜率是不同的，甚至

在某些特定的区间，可以以指数规

律进行增长。

功能密度定律：对于所有的电

子系统来说，沿着时间轴，系统空

间内的功能密度总是在持续不断地

增大，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总 结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几个重要概

念：如立方体集成电路CIC，等时传

输区域ITA，李特思空间LITS，有效

功能体积EFV，均为本文作者首次提

出，能否为业界所认可并逐渐接

受，并由“新思路”成为一种现实

的设计方法，现在下定论有些为时

过早，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如果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新思

路”能在未来成为现实，其中包含

的概念和技术能成为集成电路设计

的新方向，那么，提早上车并启动

或许是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行途径。

CIC的设计与制造，是一个非常难以

实现的目标。但如果要在竞争中胜

出，就必须努力去实现！这就是目

标的力量。有的人因为看见而相

信，有的人因为相信而看见。这是

一篇万字长文，我用了很久的时间

来进行思考、假设、求证、撰写。

读者读到这里，我想也一定花费了

不少时间，希望你有所收获，有所

感悟！

最后，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总结

这篇文章：“在立方体内雕刻晶体

管，Sculpt Transistors in Cube”—— 

Suny Li（李扬）

Brand New Idea of IC Design

首先是每一个Storey的制造，这

和传统的IC制造方法并没有特别大的

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在每个晶圆上

事先要将进行Storey之间互连的TSV

制作出来。并且要保证不同的Storey

之间互连的对准，如果由于结构原

因，上下层Storey的TSV无法对准，

则需要通过RDL来进行辅助对准。

然后，就是Storey之间的键

合，现在有了混合键合工艺Hybrid 

B o n d i n g，互连间距可以缩小到

10um，相当于在1平方毫米可以多达

10000个互连，在未来，Hybrid 

Bonding可支持每平方毫米100万个

互连，这样的互连密度，是可以满

足CIC的需求的。

8.3散热的挑战  

最后，我们来看看散热带给我

们的挑战。

以CIC的思路去设计集成电路，

必然会形成空间功能密度的极大

化，而晶体管数量的剧增必然带来

热量的增加，如何把这些热量散发

出去呢？

首先，我们要相信，这个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芯片耗能和

散热的历史。在2001年的国际固态

电子电路会议上，专家们曾经指

出，如果芯片耗能和散热的问题得

不到解决，到2005年芯片上集成了

２亿个晶体管时，就会热得像“核

反应堆”(1000℃)，到2010年时就

会达到火箭发射时喷嘴的高温水平

(3000℃)，而到2015年就会与太阳

的表面一样热(6000℃)。

20年过去了，我们手机中的处

理芯片晶体管数量已经达到了百亿

级别，芯片的温度既没有像太阳表

面一样热，也没有达到火箭喷嘴的

水平，更不用担心手里的握着“核

反应堆”。目前我们手机里的主要

芯片晶体管数量都在100亿量级，是

专家们曾经预测的50倍，依然可以

稳定地工作，手机拿在手中，大多

数时间我们甚至都很难感受到芯片

发出的热量。可见芯片工程师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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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M 如何帮助电源控制器
变得更智能
eMemory

于逻辑工艺的PUF矽智财，为晶

片硬件安全性的信任根而发明。嵌入

NeoPUF IP的智能PMIC可以生成有如

晶片指紋一般的固有和唯一的随机

数，可用于识别和认证。

eMemory一直在逐步扩大我们在

全球代工厂的IP可用性。从传统的

350nm平台到最新的65/55nm平台，我

们在BCD平台中提供逻辑兼容的

OTP/MTP IP，帮助我们的客户设计电

源SoC。

随着代工厂的B C D路线图，

eMemory的OTP/MTP都已在最新一代的 

BCD 平台上实施，包括台积电的gen3 

BCD。除了一线代工企业，eMemory 

也与許多专注于IDM商业模式的代工

合作伙伴合作。

eMemory的OTP已广泛应用于手机

PMIC。地球上几乎所有智能手机都内

置了 eMemory的OTP，无论是Android

还是iOS。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在全球

代工厂中为最新的智能电源管理技术

提供eNVM和安全IP。

随着硅技术向未来5G/AI/IoT时

代演进，电源管理IC不再只是做基本

的DC/DC或AC/DC转换功能，它们需要

更多的“智能行为”演算法，而

eMemory的OTP/MTP/PUF IP旨在帮助客

户为这些功能做好准备。  

由于其無需額外的光罩和高可靠

度的特性，eMemory的MTP特别适用于

这些基于MCU的电源控制器。与

eFlash相比，eMemory的浮栅技术MTP

在耐久性、可靠性、读/写速度方面

提供了足夠好的性能，同時顾及了这

些电源SOC的成本结构。

为了满足面积敏感产品的需求，

eMemory现在为第2代NeoMTP提供仅两

个额外的光罩，用于存储单元的离子

植入调整。该MTP可以进一步缩小40%

的单元尺寸，同时保持单元开/关比

和擦除性能。此外，由于更小的单元

尺寸，减少的寄生电容也减轻了外围

存储器驱动电路的能力，从而导致更

小的总IP尺寸。对于那些希望拥有更

高成本效益的紧凑IP区域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很好的替代MTP解决方案。

此外，充电过程中的设备安全认

证已成为电源控制器的重要功能。例

如，最新的电力传输协议现在必须包

括更高的电压和电流传输以实现更快

的充电，因此我们的智能设备需要一

种机制来屏蔽对电源不安全的未授权

的非官方充电器或电池。 这些需求

带来了电力应用对安全功能的需求。

eMemory的NeoPUF是一种新的基

从智能手机到物联网，智能设备

包含许多不同的IC，使其能够以它的

方式运行。在这些IC中，PMIC帮助从

电池向许多半导体组件提供电力。

PMIC设计人员已经了解到，在他

们的芯片中使用像OTP这样的eNVM是

非常有益的。带有OTP的简单状态机

可以存储电源序列和参数，这有助于

有效管理 IC之间的电源。

具有包络跟踪等特殊功能的IC使

用OTP来存储微调信息并提供准确和

动态的功率，以更好地管理RF系统中

的功耗。另一个例子是电池电量计

IC，用于监控电池状态，也可以使用

OTP存储微调信息或LUT等参数，为用

户提供准确的电池电量。

对于无线充电和USB供电等智能

电源应用，这些电源控制器通常需要

一个嵌入式MCU来管理供电行为。由

于基于MCU的电源控制器通常需要灵

活更新固件，因此它们需要可靠的多

次编程能力。

传统的eFlash解决方案并不理

想，尤其是在BCD平台上，因为它们

需要许多额外的光罩来生成存储块。

这大大提高了制造成本，从而挤压了

产品利润。

图 1. eNVM中存储的电源相关控制器和信息

图 3. 设备认证示例（用于USB-PD... 等）

图 2  NeoMTP/NeoMTP Gen2 与
其他 eFlash 解决方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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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能设备配备人工智能（AI）最新发展成果一事，消费

者已经习以为常。为了拓展设备的整体目标市场，有创新意识的

设备设计人员构建了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和边缘人工智能SoC，

以支持多种应用场景和集成方式。本白皮书介绍了一种应用于边

缘人工智能加速器和SoC的基于USB4的灵活IP解决方案。该IP解决

方案支持传统的PCIe 4.0、USB4、USB 3.x和USB 2.0连接，可用于

多种类型的主机。本文所介绍的解决方案描述了一种小面积的人

工智能加速器，可在多个应用中重复使用，从而创建一种具有成

本优势的解决方案，可加快将新产品推向市场。

介绍
许多老牌和初创企业正在交付人工智能芯片，并且忙于规划

新设计，旨在使芯片更具有成本优势、速度更快、更加先进。 

对于芯片设计，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是人工智能芯片和处理其它功

能主机之间的接口。接口的选择，决定了将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

芯片系统（ SoC），与用于配置、控制和/或协同处理的支持应用

处理器（也称为主机）进行连接的复杂性。接口决定了人工智能

加速器支持人工智能应用和系统的容易程度及效率。

有些边缘人工智能系统是独立存在，而有些则采用了混合云

/边缘配置，并使用网络连接进行进一步处理。视觉处理SoC就是

混合云/边缘配置的例子，其任务是检测、分类并计算鱼类、野

生动物、汽车、自行车或行人，然后将带有地理标记和时间戳的

结果发送到云端，以供后续处理和分析。该用例不需要在视觉处

理SoC和主机之间配置高吞吐量接口。

又如，我每天都使用智能网络摄像头，它配备了一个视觉处

理SoC，与高清广角摄像头传感器和先进的麦克风阵列连接。视

觉处理SoC经过训练，可以检测人的面部和躯干。它能够自动平

移、倾斜和变焦，始终对焦会议室内的参与者，而且所有这些动

作都实时完成。根据检测到的演讲者所在的位置，麦克风阵列可

以对准该方向，以拾取演讲者的声音。摄像头以适当的分辨率和

质量提取视频会议的视频流，对于视频和音频

流，使用USB 3.x连接进行传输。在本例中，选择

USB 3.x可以使摄像头连接大量视频会议主机。

野生动物计数器和智能摄像头是边缘人工智

能SoC的例子，它们无需连接到主机即可执行人工

智能加速功能。这些设备与主机连接仅用于执行

有用的人工智能系统功能。主机和边缘人工智能

加速器之间的带宽要求视具体用例而定，并且还

确定了对于主机接口解决方案的需求。相同的用

于野生动物计数器和智能摄像头的视觉处理芯片

也可用于实时汽车驾驶辅助应用。在本例中，视

觉处理SoC使用PCIe接口与一个强大的主机紧密连

接在一起。

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况：野生动物视觉处理器

配有摄像头和其他传感器，使用隧道PCIe与现成

的低成本USB4主机连接。PCIe使边缘人工智能芯

片和主机中的CPU、内存、存储和网络之间，实现

快速且架构层面密切的连接。由于典型的USB4主

机体积很小、成本和功耗都很低，因此，支持

USB4的边缘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轻松部署。这样，

视觉处理器可以使用实时数据进行实时训练，并

与云端通信。此外，该应用可用于验证边缘人工

智能应用，然后将应用融合到专用服务器解决方

案中进行全面部署。

目前，许多具有人工智能加速能力的边缘视

觉处理芯片仅使用PCIe与主机对接。增加USB4能

力可简化边缘人工智能系统集成，支持多种应用

场景，并且通过正确的实施，不会使面积增加。

对于当前采用传统USB（USB 3.x或更早版本）主

机连接的人工智能加速器设计，也应考虑加入

应用于边缘人工智能，
基于USB4的灵活接口IP解决方案
Synopsys  丨   Morten Christi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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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USB4 PHY。USB4 PHY在传统PCIe模式下运行。USB4

设备路由器、USB4 PCIe嵌入式端点和USB4 xDCI设备控制

器都被禁用。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可以使用PCIe规范的所

有特性，并通过DMA对主机内存进行高效访问。边缘人工

智能接口支持PCIe 4.0 x2，可提供高达32Gbps的原始吞吐

量。

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的物理实施方案（见图2）包含

一个PCIe插卡以及一个或多个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然

而，这通常需要一个服务器型主机，可容纳一个或多个

PCIe插卡。许多物理体积更小的主机支持常用作固态磁盘

的M.2插卡，但也兼容传统PCIe模式下的边缘人工智能加

速器。就主机的物理尺寸而言，最不灵活但最优化的选择

是将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集成到主板上。这种解决方案需

要实施定制的嵌入式的主机设计。

USB4模式
对于配置定制服务器或无法使用PCIe插卡的边缘人工

智能系统，可以使用USB4。在USB4模式下，USB4 PHY以

USB4模式运行。PCIe端点和USB4 xDCI设备控制器被禁用。

USB4设备路由器插入并提取通过USB4传输的PCIe流量。

USB4设备路由器与PCIe嵌入式端点连接。由于USB4设备路

由器和PCIe端点之间的物理连接无PHY，因此需要一个嵌

入式端点。

图2展示了使用USB4的边缘人工智能系统的一些典型

的物理实现方法。物理实现包括一个（小型）自供电或总

线供电并带有Type-C接口的机箱，通过标准USB Type-C线

缆与USB4主机连接。固定线缆不太常用。另一个实施选项

是“计算棒”，即一个类似于USB指状储存器的设备，带

有Type-C接口，可插入USB4主机、USB4集线器或USB4坞。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大多数服务器级的主机并不支

持USB4。然而，分立式USB4主机控制器已得到广泛使用，

使得多种主机都能支持USB4。另外，许多利用笔记本处理

器的小型台式主机也支持USB4。这类主机可能比典型的服

务器级主机更适合许多边缘人工智能系统，因为它们一般

USB4的能力。基于USB4的接口解决方案，允许边缘人工智

能加速器芯片在不同主机上重复使用，以满足多个应用需

求。且集成多个接口既加快了上市速度（无需开发多个芯

片版本），又拓展了目标市场。与现有的传统接口解决方

案相比，额外的芯片成本可以降到最低，原因是无需对

PCIe和USB PHY分别进行实例化。

为了设计并部署边缘人工智能加速SoC，尽可能占领

市场份额，设计人员可以考虑灵活的基于USB4的接口解决

方案，因为这种解决方案可以支持PCIe4.0、USB4、USB 

3.x和USB 2.0工作模式。本白皮书介绍了这种解决方案的

优点、挑战、实施选项和集成技巧。

边缘人工智能计算器举例
图1显示了典型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系统的总体框

图，这种系统可能会在野生动物计数器中用到。基于实际

应用，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使用USB4或隧道PCIe与通用还

是专用主机连接。与当前正在开发的大多数人工智能加速

SoC一样，图1显示了通用的情况，而且由于USB4和PCIe的

集成，这种通用情况可支持多种用例。

图1所示的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接口设计可以在传统

PCIe模式、带有隧道PCIe的USB4模式、传统USB3.x流媒体

或传输模式以及USB2.0传输模式下运行。设计多接口芯

片，允许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或SoC在设计中重复使用，

并降低或者消除了对同一个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或SoC

设计的多个变化进行重新设计、流片和验证的需求。边缘

人工智能加速器可以根据需要连接多种类型的主机，用于

边缘人工智能系统的多种用例和应用。

传统PCIe模式
PCIe得到了用于边缘人工智能系统的典型主机的广泛

支持。许多现有和规划中的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都使用传

统PCIe（PCIe 4.0或更早版本），因为这是一种高效且易

于理解的接口选项，过去一直用于满足边缘人工智能市场

的需求。如图1所示，传统PCIe模式使用与标准PCIe端点

图 1：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系统集成了
USB4 和 PCIe 接口，以提高应用的灵活性。

图 2：当前传统 PCIe 实施选项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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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支持隧道 PCIe 和传统
USB 的 USB4 的典型实施方法

更便宜、体积更小，而更容易获得。

USB4带宽
多个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可以连

接一个USB4主机，并行处理一个复杂

的任务，或者执行由主机控制的多个

独立任务。例如，一辆装有八个互连

摄像头的汽车配有一个主机，来协调

摄像头的输入数据。通常，对于带有

集成式USB4控制器的USB4主机，每个

USB4端口支持32Gbps的PCIe带宽，而

对于带有外部独立USB4控制器的USB4

主机，同一个控制器上的USB4端口之

间通常共享32Gbps的PCIe带宽。高性

能USB4主机可以添加多个外置USB4控

制器，为需要高PCIe带宽的应用提供

最大的USB4带宽。

与传统USB一样，USB4总线带宽

由连接到同一USB4端口的所有设备共

享。在多个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通过

USB4集线器或USB4坞连接到同一个

USB4主机端口时，USB4主机端口的可

用带宽将由多个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

共享。然而，两个具有隧道PCIe的

USB4设备共享一个40Gbps的USB4端口

时，获得的带宽与每个设备通过传统

PCIe模式直接连接的情况相同或更

高。

与传统USB一样，实际设备吞吐

量取决于USB4端口上同时连接并保持

活动的其他设备。例如，如果一个

USB4主机在驱动4K显示器的同时，在

同一个USB4端口上为一个边缘人工智

能加速器提供服务，则DisplayPort

流量将优先考虑。因此，对于使用隧 

道PCIe模式的USB4的应用，在设计时

必须能够容忍不同的带宽。使用USB4

模式的边缘人工智能系统的集成商必

须清楚这一点，并确保有足够的带宽

可用。

传统USB模式
传统USB模式的关键优势在于：

传统USB应用广泛，允许边缘人工智

能加速器与各种主机配合使用。在传

统USB模式下，流式传输或批量传输

都可以使用。如图1和图4所示，

USB4/PCIe PHY在传统USB3.x模式下

运行，或在USB2.0模式下被禁用。

PCIe端点、USB4设备路由器和USB4 

PCIe eEP都被禁用，而USB4 xDCI设备

控制器被启用。

在传统USB3.x模式下，连接速度

为SuperSpeed 5Gbps (USB 3.0)、

SuperSpeed 10Gbps (USB 3.1) 或

SuperSpeed 20Gbps(USB 3.2)。连接

速度取决于USB3.x主机能力和线缆长

度。只有长度小于1米的线缆才支持

SuperSpeed 10Gbps和SuperSpeed 

20Gbps。较古老的服务器级主机仅支

持USB3.0，而现代服务器级主机则支

持USB3.1和USB3.2。大多数嵌入式主

机和单板计算机基于广泛应用且价格

低廉的移动、消费或工业应用处理

器，可支持USB3.0，而有些支持USB 

3.1。基于常见笔记本电脑处理器的

小型台式机或嵌入式服务器通常支持

USB3.1，而对USB3.2的支持也开始出

现。

对于USB4模式，边缘人工智能加

速器的典型物理实施方案，通常是将

其作为一个带有Type-C连接器或固定

线缆的（小）盒子，或者作为“计算

棒”。计算棒可以有Legacy-A或

Type-C插头。Type-C插头是首选，因

为这种插头允许一种设计可以在USB4

模式或传统USB3.x模式下运行，而这

取决于主机的能力。在使用legacy-A

插头时，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仅能达

到传统USB3.0或USB3.1的速度。

盒子最好使用Type-C插座，这样

才能以最灵活的方式实施，并实现与

普通主机最全面的兼容性。需要注意

的是，SuperSpeed micro-B已被废弃，

不应继续采用。

传统USB 3.x模式⸺流模式
USB 3.x流模式使用USB同步传输，

优点是每个服务间隔的带宽有保障。

实际带宽取决于使用USB 3.0、USB 3.1

还是USB 3.2，以及xHCI控制器和是否

支持高带宽同步传输。每个服务间隔

可以支持48kBytes或96kBytes，吞吐

量最高可达768MB/秒。需注意的是，

同步传输不能保证主机和设备之间所

有数据包都能交付。这意味着设备和

/或主机必须能够容忍偶尔的数据包

丢失。规范规定并假设传统USB的误

码率优于10E-12，这意味着数据包丢

失数量相当少，但仍必须适当考虑并

处理。

对于同步传输模式，在从数据可

用到数据在总线上传输的过程中，这

种模式增加了一些延迟。最好的情况

是延迟局限于一个服务间隔，可低至

125us。然而，实际延迟取决于使用

的USB设备类别、编程模型以及主机

和设备的同步传输调度算法。如果低

延迟对于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的用例

至关重要，设计人员必须分析和设计

实际实施的延迟。

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可以使用批

量传输或中断传输的混合模式，并且

保证配置、状态、处理结果等可以正

确执行，并对进出边缘人工智能加速

器的‘原始’进行同步传输。

传统USB 3.x模式⸺传输模式
USB3.x传输模式通常使用USB批

量传输，在检测到错误和重新传输时

保障数据的交付。然而，带宽和延迟

无法保证，因为批量传输是“尽力而

为”的做法，其优先级排在控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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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和中断传输之后。需要注意的是，USB 3.0、USB 3.1或USB 3.2批量传输模式

连接的实际吞吐量高度依赖传输的数据量。对于USB 3.2 SuperSpeed 20Gbps批

量传输，最佳情况是1Mb的传输吞吐量约为2Gb/秒。然而，对于4Kb数据的传

输，主机和设备之间直连的吞吐量为3-400Mb/秒，在使用USB集线器时，吞吐

量甚至更低。

对于USB4模式，端口的总线带宽由连接到同一主机端口的所有设备共

享。此外，对于一些传统USB3.x主机，全部或部分USB端口之间也共享带宽。

例如，如果一个USB连接的网络摄像头用来向主机提供数据，边缘AI加速器的

可用带宽可能会大大减少。系统集成商应该了解这些问题，并选择适当的主

机和/或系统设计，以提供所需要的带宽。

传统USB 2.0模式
有些边缘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成功使用USB2.0连接。在传统USB3.x模式下，

xDCI控制器处于活动状态。而USB4 PHY只有使用图2中的配套USB2.0PHY时才处于

活动状态。根据使用场景，可以使用同步模式或传输模式。USB2.0连接的优点

在于较低的功率和与主机的全面兼容性。价格低廉且广泛使用的嵌入式USB2.0

主机很适合大型边缘人工智能的部署，如低成本单板计算机，例如Raspberry 

Pi等。

USB2.0模式的缺点是吞吐量较低，通常，高速USB的吞吐量为30Mb/秒，而

全速USB的吞吐量则低于1Mb/秒。然而，如果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集成摄像头

或其他高带宽传感器接口，并使用USB2.0连接传输配置、控制、状态和结果

时，USB2.0模式很有用。例如，前文所述的智能网络摄像头中的视觉处理器可

以经过重新训练，以检测进出商店的人、检测没有戴口罩的人、检测商店某

些区域的拥堵情况，并且只输出计数和/或警报，而非高带宽视频和音频流。

用于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的DesignWare USB4 PHY IP
想要设计出灵活的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接口，关键在于使用新思科技的

DesignWare USB4 PHY IP。DesignWare USB4 PHY IP支持USB4（包括隧道PCIe）

和传统USB。对于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DesignWare USB4 PHY IP可以通过升

级，以额外支持传统PCIe。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支持的操作模式如图4所示。

DesignWare USB4 PHY IP正在为7/6/5/4nm等高级工艺节点和12nm等低成本工艺

节点进行开发。

图 4：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所需的操作模式

TX1+/- RX1+/- TX2+/- RX2+/- D+/D- SBU PHY
Operating

Mode
Connector
Orientation

USB TX USB RX USB TX USB RX USB
2.0

USB4
or PCIe TX or PCIe RX or PCIe TX or PCIe RX

SS SS Not used Not used D+/D- n/u USB 3.0
5G x1Not used Not used SS SS D+/D- n/u

SS+ SS+ Not used Not used D+/D- n/u USB 3.1
10G x1Not used Not used SS+ SS+ D+/D- n/u

D+/D- n/u USB 3.2
5G/10G x2D+/D- n/u

D+/D- TX/RX USB4
10G x2D+/D- TX/RX

D+/D- TX/RX USB4
20G x2D+/D- TX/RX

n/u n/u PCIe x2

总结
下一代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需要

支持传统PCIe4.0、USB4、传统

USB3.x和USB2.0操作模式的灵活USB4

接口。要想成功实施，设计人员需要

了解集成的优点和挑战，并研究可以

加速设计过程的IP。

借助DesignWare IP，设计人员可

以创建支持USB4和PCIe协议的边缘人

工智能加速系统，而这种系统的面积

约为传统离散协议实施的一半。与单

独的PCIe或单独的传统USB设计相

比，在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设备中，

实施DesignWare USB4 PHY接口IP可提

供相当高的灵活性，并增加边缘人工

智能加速器的功能和接口选项。

DesignWare USB4 IP允许在不同应用

中重复使用边缘人工智能加速器芯

片，根据每个应用的需要连接多种主

机。无需开发多个版本的边缘人工智

能加速器芯片，以便拓宽目标市场，

并加快新型边缘人工智能应用的上市

速度。

新思科技和USB-IF
新思科技是USB技术和标准的主

要贡献者；新思科技员工对几乎所有

已发布的USB标准都做出了贡献。对

于从USB 1.1到USB4的所有USB标准，

新思科技提供了世界上最受青睐且使

用最广泛的 DesignWare USB IP。欲

了解关于我们如何帮助您开启下一个

设计，请联系新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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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泄漏一级用户拥有的专有设计信息。

DFX能实现新的可能性，然而对一切系统或设

计而言，上述两个限制条件每个都是不受欢迎

的。我们需要一种增强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抽象外壳是解决之道
抽象外壳特性在Vivado设计套件2020.2版中

面向所有UltraScale+™器件提供，与标准的DFX流

相比可提供一些显著优势。

什么是抽象外壳？
Vivado工具中的标准DFX流需要多次通过实现

工具。第一次通过是为静态设计获得布局布线结

果，同时为每个可重配置分区(RP)建立一个可重

配置模块(RM)。这个静态设计镜像是配置成目标

器件的平台，将在后续的部分重配置操作中保持

运行。后续的每次通过实现，都使用锁定的静态

镜像作为框架，以实现所有剩余的RM。为确保情

景保持一致，不允许用户修改静态设计，而是必

须在存储器内打开静态设计，才能让Vivado工具理

解工作设计环境。即使目标可重配置区域很小，也

概要
动态功能交换(DFX)在赛灵思芯片内赋能实现了巨大的灵活

性，使用户能够按需加载应用，更新已经部署的系统并降低功

耗。平台设计方便团队之间的协作，让一个团队专注于基础设

施，另一个团队专注于硬件加速。然而，由于DFX有基础性的流

要求，使得Vivado®设计套件编译时间拖长并给多用户环境造成

挑战。抽象外壳工作流（abstract shell flow ）消除了其中一

些障碍，为完成DFX设计创建了一个更有效的Vivado工具路径。

抽象外壳为针对DFX平台解决方案的协作和编译时效率提供了全

新的可能性。

引言
DFX是赛灵思FPGA和自适应SoC中的一种强大功能，其增强了

芯片的灵活性。功能能够在运行中加载，在器件其余部分保持运

行的同时，将新的功能赋予给器件的一部分，在减少停机时间的

同时提升器件的有效使用。这种时间复用型芯片使用方法让用户

能以更少资源提供更多功能，为想要实现成本、功耗和时间节省

的设计人员提供显著优势。

此外，DFX还能实现多用户环境，方便多个群组或多家公司

共享可编程逻辑空间。一个群组（可称为一级用户）为设计创建

基础设施，负责存储器访问、通信链路、详细安全设计和运行时

管理器等电路板级考量因素。一级用户锁定这个静态平台，将一

个或多个空白工作空间留给其他群组（二级用户）来填充。

然而，DFX需要进行一些前期考量：

•DFX设计需要专门的设计结构与布局，以匹配“片内芯片”

模式。这种比较僵化的结构可能会导致设计处理时间拖长的不良

后果。

•完成加速的功能可以交付给本地平台或云端平台中的工作

空间。标准的Vivado DFX流需要锁定的完整静态镜像，才能为布

局布线这些加速功能提供情景。在多用户场景下，这样的要求可

图 1：动态功能交换的概念

DFX
区域

DFX 区域

静态设计 g
3

g
2

g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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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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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抽象外壳
提高动态功能交换解决方案的开发效率
赛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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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打开完整的静态设计镜像。这种做法不仅费时而且会

占用存储器空间。

抽象外壳流为给定的RP创建简化版本的静态设计。从

根本上说，抽象外壳是为实现新的RM和为该模块生成部分

比特流提供情景所需的最简设计镜像。外壳的逻辑设计包

含模块实例化的边界接口。分区的Pblock（包括扩展的布

线区域）如同任何时钟要求和边界时序要求一样，作为设

计约束的一部分被捕获。该区域内的所有逻辑资源使用和

物理资源使用都包含在内，以确保RM不会尝试使用任何已

被静态设计占用的资源。部分比特流是为器件的物理区域

构建的。该比特流内含设计静态部分和动态部分的编程信

息。关键在于这些比特流的静态部分保持绝对地完全相

同。

经过优化的抽象外壳提供下列主要优势：

•外壳的检查点显著小于完整外壳。这有助于缩短新

的 RM 的编译时间并减少存储器使用。

•对于有一个以上RP的设计，因为不需要完整的设计

配置，可将运行设置为并行实现所有RM。

•对于有多个用户参与的场景，设计安全是其优势。

因为绝大多数的静态设计已被删除，所以在抽象外壳里看

不见绝大多数的专有设计信息。

•静态设计内的任何许可IP不包含在抽象外壳里。这

意味着在抽象运行过程中会绕过许可证检查。

抽象外壳设计流程
这章节将比较抽象外壳流和默认的DFX流，核验生成

和使用抽象外壳的底层命令。在使用抽象外壳流的情况

下，上层配置的实现与用户实现静态设计，然后锁定静态

设计结果所使用的标准DFX流完全相同。两个流程在保存

纯静态设计结果前并无差异。write_abstract_shell 命令

用于将目标分区装入黑盒子，修剪掉不需要的静态设计，

锁定剩余的设计，并用pr_verify验证结果。对于任何要

成为抽象外壳的RP，都必须调用这个命令，因为每个RP有

唯一的资源占用和对静态设计的唯一连接。最后，其余RM

的实现与标准流程一致，不过现在的重点是用于每个子运

行的单个RP。不采用构建新的全设计配置来实现（或重复

使用）每个设计的多个RM，每个RM在自己的抽象外壳内通

过自己运行来实现，从而提高效率。

注释：在Vivado设计套件中，以非项目Tcl模式支持

抽象外壳流。

上层设计配置可用于创建完整的器件编程镜像。最初

的 RM 包含到任何RP内之后，每个RP都可以创建部分比特

流。抽象外壳能为它们实现的功能生成更多部分比特流。

对单家公司或单个设计团队的单用户环境，通过链接已完

成布线的静态和动态检查点，能为比特流生成创建更多完

整的设计配置。可以重建静态镜像与可重配置镜像的任意

组合，从而为目标系统创建所需的完整比特流或部分比特

流。在这个方面，与标准DFX流相比不存在限制。

几乎在任何场景下抽象外壳都能加快编译速度。具体

提速程度取决于设计的结构。如果设计的动态区域很大，

静态区域很小，创建抽象外壳只删除了很少的静态逻辑，

那么获得的效益一般。例如，含有很少静态逻辑的赛灵思 

Alveo™ 平台设计，使用抽象外壳流能将编译速度提高2倍

图 2：使用抽象外壳（右）抽象全静态设计（左）

图 3：用于抽象外壳解决方案的设计流程

write_checkpoint

write_abstract_shel

布局布线

标准 DFX 流

抽象外壳流

X25427-0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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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鉴于静态平台较少被再次访问，主要用途是用于构建新的 

RM，这样可以显著节省编译时间。对动态区域较小、静态区域较

大的设计而言，取得的效益要显著得多。就各类设计套件而言，

与标准的DFX流相比速度能加快5倍、10倍或更多倍。尽管创建抽

象外壳会花费时间，但它并非是经常性步骤。下图所示的是，在

各类UltraScale+器件设计上使用抽象外壳后得到的编译时间节省

（灰线）

下图是有关具体示例设计更详细的图示。该设计动态区域占

器件约四分之一大小，静态区域略大于三个 SLR Virtex®UltraS-

cale+™ FPGA (VU9P)里的单个超级逻辑区域(SLR)。在静态设计实

现后，新的RM用时1.5小时完成编译，部分因为266MB的静态设计

检查点。使用抽象外壳流，外壳的设计检查点缩小至仅10MB，存

储器使用减少三分之一，同时编译时间缩短三分之二。

面向多用户环境的抽象外壳
当对多用户环境使用DFX时，使用抽象外壳流能提供显著优

势。DFX帮助您使用赛灵思器件内部的动态应用空间构建解决方

案。用户构建的平台可传递给另一用户，以便后续在此空间内加

载任意数量的能在运行中交换的应用。一级用户构建的平台锁定

图 4：编译时间节省

图 5：全外壳（左）与抽象外壳（右）比较示例

了不允许修改的关键设计细节，包括存储器接

口、通信通道和设计安全特性。二级用户将其功

能插入到这个锁定环境，以便在硬件中加速。在

这个场景下，一级用户通过使用标准的DFX设计流

程，与二级用户共享完整的静态设计检查点（有

可能泄漏设计秘密）。此外，对于任何包含在静

态设计内的 IP，二级用户都需要许可证，即使二

级用户并不实现设计的那个部分。

采用抽象外壳流后，静态设计的主体被删

减，隐藏了专有设计信息。部分与目标动态区域

有连接的片段可能仍然存在。这要求一级用户在

分发抽象外壳前检查抽象外壳的内容。然而，基

本上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足够的信息对这些功

能进行逆向工程。出于相同的理由，因为不可能

使用这些IP（除非它是由一级用户实现的），所

以静态外壳中的任何IP的IP许可证检查都被绕

过。

在单用户环境下为器件编程时，标准的DFX方

法仍然适用。链接静态和可重配置的已布线检查

点，然后调用write_bitstream 生成完整器件的位

文件，就能装配任何完整的设计镜像。然而对于

多用户环境而言，一级用户必须提供初始的全器

件比特流，首先对赛灵思器件进行编程。从无功

能灰箱到hello world，再到执行系统的某些基本

功能的测试应用，该镜像可在动态区域内保有任

何类型的默认应用。接着二级用户部分重配置该

器件，使用从抽象外壳运行中生成的部分比特

流，加载他们的加速功能。

全外壳

许可 IP 专有
设计

动态功

能

二级用户

抽象外壳

外壳程
序

静态比特流
（完整器件）

部分
比特流

X25428-

动态工作

空间

图 6：面向多用户环境的编程流程



TSEPT.2021WWW.IP-SOC.COM

67

需
求
与
解
决
方
案

DEM
AND & SOLUTION

相结合，就能在稍加改动设计的情况下大幅提高生产力。

在下图里，一个四SLR VU13P被划分成四个可重配置分区，一个SLR一个分

区。每个RP都可以提取为抽象外壳，方便每个RP以独立的方式实现。这些抽象

外壳能与不同的团队成员共享，或是直接并行运行。每个区域完成后，RM级的

检查点被链接到布线完毕、锁定完成的顶层检查点，接着再生成比特流。

结论
DFX的抽象外壳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能大幅缩短设计处理时间，并增强设

计安全性。请检查您的设计结构和设计目标，查看抽象外壳是否能为您的环

境带来效益。如需了解有关抽象外壳和DFX的更多信息，请参阅：《Vivado设

计套件用户指南：动态功能交换》(UG909)。包含在《Vivado设计套件教程：

动态功能交换》 (UG947)中的教程设计(Lab 9)。上述文档和更多文档请参阅

DFX页面。

参考资料
以下技术文档是本白皮书非常实用的补充材料。

1.《Vivado设计套件用户指南：动态功能交换》(UG909)

2.《Vivado设计套件教程：动态功能交换》(UG947)

图 7：利用分段动态区域提升生产力

这个多用户环境例展示了DFX的

全部优势：

•使用运行中的动态功能交换为

应用提供硬件加速

•使用Vivado DFX开发流程实现快

速编译

•从静态平台删除任何敏感的设

计信息

关键在于为包括抽象外壳在内的

任何DFX方法同步保有所有的完整比特

流和部分比特流。尽管部分比特流可

以从抽象外壳环境内生成，但它们也

兼容用于创建外壳的原始静态设计。

通过调用pr_verify，将单独的抽象外

壳和带有任何布线RM的抽象外壳进行

比较就可以确认。也可以重新装配不

同的全设计配置并再度运行pr_veri-

fy。

面向扁平化设计的抽象外壳
抽象外壳流甚至有助于不使用动

态重配置的设计。大型FPGA设计可能

会在布局布线流程中遇到编译时间长

的问题，这是因为在这个流程中需要

考虑海量信息。对于这些设计，特别

是在较大型的多SLR Virtex UltraS-

cale+ 器件中，DFX可用于建立情景内

层级设计(HD)流解决方案。通过将设

计分割成较小的、更容易管理的片

段，DFX能够降低设计迭代的粒度。用

户设置层级，获得小厚度的顶层封装

程序和多个RP。如果设计的某个部分

需要少许迭代，只有 RM 必须重新实

现。抽象外壳流通过删减设计其余部

分，重点关注被修改的模块，大幅缩

短编译时间，进一步强化这个方法。

这种情景内HD方法需要细分的、

已完成布局规划的设计。资源使用受

限或性能受限的设计并不十分适合这

种方法，因为应用DFX会妨碍跨边界逻

辑优化，限制目标 Pblock内的布局。

然而，如果您的设计可以划分为独立

的构建块，各自在器件上占用自己的

区域，那么将DFX与抽象外壳工作流程



提前为片上系统建模至关重要。

这不仅是为了避免设计成本过高或性

能不足的问题，更是为了进行硬件模

拟，以便在系统上运行具有代表性的

终端用户应用程序。详细的架构建模

有助于合理预估性能、功率、内存资

源、片上网络所需配置、裸片指导尺

寸和可能花费的成本。获得这些信息

后，客户可以决定是继续推进当前设

计，还是调整甚至取消当前设计。

Sondrel™开发了独特的专有建模流程

软件，最初用于搭配Arm®和Synop-

sys®工具使用，将建模时间由几个月

大幅缩减到了几天——在这方面，

Sondrel自认是行业排名第一的服务

机构。

“在发展迅猛的电子系统世界，

上市时间至关重要。而且，芯片设计

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我们一直

在不断开发新的方法，帮助我们的客

户在这场竞争中掌握巨大优势，”

Sondrel首席执行官Graham Curren解

释道，“我们广博的内部研发项目为

设计转成品服务提出了大量创新想

法，这套加强版架构建模工具只是其

中之一。我们可以通过这套架构建

模，快速地为客户提供他们在启动项

目时所需的一切信息，让他们对各个

方面都了如指掌，包括每个经过测试

的封装裸片成本。我们相信，我们是

唯一一家能够为构建复杂设计提供如

此全面信息的服务机构。我们提供的

信息之详细、速度之快，是我们的竞

争对手无法企及的。而且，如果我们

能同时运用这套建模工具和架构未来

™IP预设平台为客户的设计服务，我

们就能帮助客户更大幅度地减少时

间、风险和成本。”

建模工具可以作为主要供应商提

供的标准项目，但Sondrel所做的是

用自己的定制流程来包装供应商的产

品。供应商工具的自动化程度和调整

灵活程度都很有限，但Sondrel的全

新建模流程工具搭载了更多设置选

项，负责项目的Sondrel系统架构师

可以自行调整这些设置。供应商可以

利用钩子函数将Sondrel的全新建模

流程工具整合到相关用途的软件中。

通常情况下，如果不断壮大的现有封

装器库中没有封装器适合当前正在推

进的设计，那么用户就会针对他们的

设计定制封装器。然而，Sondrel根

据为众多客户推进各式各样项目的经

验，制定了一套适用范围更广的独特

方法和流程，可以用于几乎所有架构

探索项目。

这套建模流程大幅减少了建模和

运行模拟所需的时间。如此一来，

Sondrel只需几天时间，即可告知客

户其设计的ASIC可能具有的性能表

现，帮助客户确定设计的架构给出的

数据是否合适。如果存在问题，客户

可以通过更改现有模型设置，轻松快

速地运行多个模型的“变体”，从而

判断哪个模型最适合其应用用例。每

个变体所需的运行时间为几分钟到一

小时，因此建模和运行变体的整套流

程依然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

如果没有Sondrel建模流程工

具，建模将严重依赖静态的电子表

格，这需要花费长达数周的时间。随

后，客户还需要尝试各个模型变体，

评估不同的架构，而每个模型变体都

需要从零开始建模，耗费长达数周的

时间。总体而言，在没有这套建模流

程工具的情况下，一整套流程可能需

要耗费数月。

关于SondrelTM

Sondrel成立于2002年，是集成

电路各阶段设计方面值得信赖的合作

伙伴。其在定义和设计专用集成电路

方面的咨询能力屡获殊荣，为其将设

计转化为经过测试的批量封装芯片的

一站式服务提供了有力补充。整个供

应链流程的单点联系，确保风险低，

上市时间快。Sondrel总部位于英

国，其通过在中国、印度、法国、摩

洛哥和北美的办事处，为全球客户提

供支持。

IP REUSE SoC DESIGN IP与SOC设计

Sondrel开发独特建模流程软件，
ASIC建模时间缩短至数日
Sond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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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nk 2.0 IP采用台积电5纳米制程与2.5D先进封装技术，
并成功完成硅验证

先进客制化IC领导厂商创意电子(GUC)今日宣布，推出

第2代GLink 2.0(GUC multi-die interLink)接口，采用台积

电5纳米制程与先进封装技术，并成功完成硅验证，可应

用于人工智能(AI)、高效能运算(HPC)及多种网络应用的

多晶粒整合设计。

GLink 2.0延续上一代GLink 1.0产品的特色，可支持

InFO_oS与所有类型的CoWoS®(包括硅中介层与有机中介

层)。GLink 2.0能完整相容GLink 1.0，在相似功耗的表现

下，每条信道的传输速度、边界与面积效率都可扩增为两

倍。GLink-2.0能在1毫米边界上，以1.3Tbps速度传输全

双工流量，以最有效的方式运用稀少的晶粒边缘资源。业

界多家主要AI与网通客户已在新一代产品中导入GLink 

2.0，预计自2023年起量产。

GLink 2.0功耗比其他采用封装基板之XSR SerDes方

案低2倍以上，以每10Tbps的全双工流量计算，GLink 2.0

功耗比其他基于SerDes方案减少10到15瓦，占用的面积与

边界范围也减少2倍以上。此外，SerDes方案消耗恒定功

率，因此无论实际数据传输量降低或闲置，功耗仍维持不

变。GLink并行总线是依据实际数据传输量决定功耗，甚

至可透过数据总线反转(DBI)以减少数据切换率，进一步

降低功耗。如此一来，与SerDes方案相比，实际工作负载

的功耗可减少10至20倍。

GLink IP包含模拟与数字部分，其接口可直接与用户

接口或AXI等常见总线连接。透过异步FIFO，允许各种比

例的传输与接收频率，从而提高系统灵活性。GLink内含

链接训练(Link Training)硬件状态机器和运行期间自动电

压-温度变化追踪，用户不需额外透过软件操控。不论是

在生产测试或实际运作期间，GLink皆可使用备用信道替换

故障信道。另外proteanTecs的通用芯片遥测(Universal 

Chip Telemetry, UTC)技术已经整合至GLink物理层，可在正

每信道速度

边界效率 (全双工)

面积效率 (全双工)

GLink 1.0

8 Gbps

0.7 Tbps/mm

0.8 Tbps/mm2

GLink 2.0

16 Gbps

1.3 Tbps/mm

1.6 Tbps/mm2

常运作期间监控每个实体信道的讯号质量，决定是否要以

备用信道替换讯号质量较差的信道，以防止系统失效并延

长产品寿命。

除上述的GLink 2.0，GUC也正在开发下一代的GLink 

解决方案，将采用台积电5纳米与3纳米技术生产，可实现

功耗相近、零错误的2.5Tbps/mm全双工流量，预计于 

2021年第4季及2022年第1季正式推出。

创意电子总经理陈超乾博士表示：“5G与AI为数字转

型奠定基础，支持智能联网、数据中心与边缘运算/智能

物联网等应用，其重要推手包括HPC平台、2.5D/3D先进封

装、特殊应用集成电路(ASIC)以及可扩充的处理器等。透

过GLink 2.0的完整硅验证，创意电子承诺提供最具竞争力

的先进封装技术解决方案，为数字转型做出贡献。我们提

供业界领先的HBM2E/3物理层与控制器、GLink 2.5D与 3D

晶粒对晶粒接口、CoWoS与InFO_oS先进封装设计与制造、

电气与热力仿真、DFT与生产测试。”

创意电子技术长Igor Elkanovich表示：“我们开发出

满足功耗大于1000瓦与超大面积ASIC的严苛要求之GLink 

IP，我们测试了所有不同运作条件下的可靠与稳定性，即

便是在最严苛的运作场景下，GLink 2.0仍能维持零错误传

输。基于对台积电2.5D与3D先进封装技术的深度了解，我

们开发出带宽最大、功耗最低的晶粒对晶粒接口，并致力

在维持低功耗与低延迟的前提下，每年提升两倍的带宽密

度，以打造未来的CPU、GPU、DPU、AI与网络处理器。”

GLink 2.0重要特色：

每1毫米边界可达到全双工1.3Tbps流量

0.3pJ/bit(亦即每1Tbps的全双工流量，功耗只需0.3瓦)

在所有PVT corner、变动的电压与温度及高噪声下实

现零错误运作

PPA相较于使用封装基板之SerDes方案的优势

- 功耗减少2倍以上

- 面积与边界减少2倍以上

- 无误码、不需 FEC、链接层与数据交易层

- 端对端延迟减少2至3倍

支持InFO_oS与所有类型的CoWoS(包括硅中介层与有

机中介层)

面积小、功耗低，可进行高传输率互联，打造高达 

2500mm2的多晶粒CoWoS与InFO_oS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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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电子发布业界带宽最大、功耗最低的晶粒
对晶粒 (GLink 2.0) 全方位解决方案
创意电子 G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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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文将经过《IP与SoC设计》编辑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程序； 

投 稿 指 南

新品发布
1.请尽量提供简体中文稿件（可附上英文原文），中文稿件会被优先采用。

2.请清晰地写明新产品的名称、型号、性能、独特之处和用途等。

3.产品介绍应少于300字（英文少于150字）。

4.来稿请附产品照片，其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5.留下能提供进一步信息的人的姓名、电话、E-mail。

产品特写
1.产品特写集中报道一个具体产品（或产品系列），字数应该在1000字左右，最

多不超过2000字；

2.请提供一个描述产品的图片，它将出现在产品特写开始的标题区域（无需说

明文字）；

3.重要⸺请分别提供文字和插图（文本中无嵌入的图片）。文本应该是一个Word

文件， 每幅图像必须是上述文件格式之一的一个单独文件。为了说明插图在文字

中的位置和说明文字，可以提供另一份文字和插图在一起的文件（可选）。

4.产品特写不包括作者署名。

5.请提供联系信息，包括公司名称、联系方式、公司网址。

详情请联系：杨泽凡          电邮：yang@ip-soc.com        电话：17306130639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analogcircuit.cn 23

Cadence www.cadence.com 21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empyrean.com.cn IFC

苏州腾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01www.ipsoar-tech.com

M31 Technology Corporation www.m31tech.com 03

德氪微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www.decosemi.com 05

Seamless Microsystems   www.seamlessmicro.com 31

牛芯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07

Vidatronic 11www.vidatronic.com

Codasip www.codasip.com 13

Brite  www.britesemi.com 17

成都纳能微电子有限公司 www.nanengmicro.com 27

Imagination   www.imagination.com 37

www.cast-inc.comCAST 43

Hardent www.hardent.com 47

51Rambus www.rambus.com

59Perfectvips www.Perfectvips.com 

69Faraday Dynamics www.faradynamics.com

71XK Silicon www.xksili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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