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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皮 書

電源完整性工程師可透過 
基於模擬和量測的工作 
流程，設計出無共振的 
電力傳輸，並避免異常的 
電壓突波。

高速數位設計成功的關鍵 
在於現代化工作流程
多功能、永遠在線的連接裝置和系統，已經成為當今的高速 數位（HSD）設計趨勢。
新的智慧型或物聯網（IoT）裝置，均採用更小、更堅固耐用的封裝，大幅提高了複雜性，
但也降低了功耗。舉例而言，智慧汽車配備了感測器、強大的車載電腦，以及複雜的 
通訊系統，這些通訊系統可連接到 Internet、GPS、其他汽車，以及交通號誌（參見 
圖 1）。

除了努力 打 破 複 雜 性、 功 率 和空間 限制 外， 更快 資 料傳 輸 是 一場 不停 歇 的 競 賽。 

許多常見的消費性產品，現已經能夠提供 Gigabit 資料傳輸速度。大量的雲端資料，
推動了伺服器農場的蓬勃發展，以支援 400 Gb 乙太網路通訊並提供更高的頻寬。 

 

圖 1：自動駕駛汽車的 HSD 子系統中可產生龐大的資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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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子產品的複雜度不斷升高，設計和測試需求也以驚人的倍數攀升。以 5G 無線裝
置為例，相較 於先前的 LTE 裝置，工程師需執行多出 20 倍的符合性測試。在加入 Wi-Fi、
Bluetooth®、多個射頻埠、數位記憶體，以及高速輸入/輸出介面等多元組合後，無線裝置
開始產生極大量的資料，使得目前用於管理設計和測試配置的功能變得捉襟見肘。此外，
全球 20 多個地區的電子設計工程師，必須通過各國不同標準的要求，使得情況更為複雜。

及早預測電磁干擾和標準相符性至關重要
如果 在 產品設計週 期 快 結 束時，才發 現 所設計的 裝 置無法 通 過 相 符 性 測 試（例 如 傳 導 
發射），業者需付出極大的代價。過去工程師藉由添加元件或是將設計翻新，來消除電磁
干擾，這些方法不但 成 本高昂，而且耗時 耗力。加入濾波器和電容 器等元件，會導致製
造成本大幅攀升，而透過重新設計來解決電磁干擾/相符性（EMI/EMC）問題，則可能導致 
產品上市延遲和營收損失。 

為此，您需在設計階段及早發現並消除潛在的 EMI 雜訊源，以便 贏在起 跑點。電力輸 送 
網路與設計中的所有元件相連，但也因此為傳導 EMI 雜訊提供了傳播路徑。切換轉換器 
快速變化的 di/dt 暫態，或是負載需求，很容易引發寄生電感，因而產生過多的 Ldi/dt 電軌
雜訊。 

這種 HSD 專用電力傳輸，已逐漸成電源完整性（PI）工程領域關注的焦點。藉助現代設計 
工具套件和設計方法，PI 工程師可模擬潛在的 EMI 來源，並預 先預 測相符 性。寄生 效 應 
是否會 對設計產生影響，取決 於幾 個要點：相符 性規格、設計的效能邊限，以及製造和 
製程容差度。

產品規格書不會揭漏快速 PDN 的最糟狀況電壓雜訊漣波
自動駕駛汽車的配電網路（PDN）複雜度不斷升高，電力輸送的問題不僅局限於直流領域。
汽車業者需以微波頻率快速輸送電力，以便傳送 HSD 資料。 自動駕駛汽車 PDN 可提供
從攝影 機、雷達、聲納、GPS 和光達子系統等各式 裝置收集到的資料，每天的資料量動
不動就是 4TB（圖 1 和圖 2）。汽車需透過處理器、DDR 記憶體、串列器/解串器 Tx/Rx 裝
置來處理資料，每個裝置都有自己的負載點（POL）電源。這 些子系統的快 速 di/dt 切換 
負載，可能會與電力傳輸路徑中的電感發生交互作用，因而產生電壓雜訊漣波。當電軌電
壓降至 1 V 以下，可允許的漣波量會持續減少，以滿足低功率和更快的資料速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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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OL 電源供應器通常是採用降壓穩壓器直流對直流轉換器設計的切換式電源供應器。
微處理器 PCB 業者稱之為電壓調節器模組。這些術語其實都是指電源。 

PDN 必須為負載提供純淨的電源。電子裝置具有最大電壓和漣波規格，以避免遭受損壞、
資料遺失，以 及 EMI/EMC 問題。電軌 必須能夠在電流負載因高頻 di/dt 暫態信號而開啟
或關閉的狀況下，不間斷地提供恆定的電壓。傳統的電軌雜訊量測方法，通常無法偵測到 
最糟狀況電壓漣波。

為了測試電軌，PI 工程師需使用多數產品規格書所示的典型步進負載激發。將電流中的 
步進 負載 變 化施 加於 電 壓軌 時， 工程 師 將電 軌 上的 相 應 響應 稱 為自然 響應。這種自然 
響應通常伴隨振鈴效 應，但會呈指數衰 變。步進負載產生的電壓漣波很小，很容易符合 
規格要求，

當負載以該漣波頻率激發電軌時，則稱為強制響應（參見圖 3）。共振的強制響應要大得多，
可呈現電軌的最糟狀況漣波。強制響應會快速升高為穩態值，它可能變得過大，因而出現
電壓過高（導致裝置損壞）、資料傳輸失敗，以及 EMI 雜訊等問題。正常的負載運作，可能
永遠不會激發出這個共振頻率，但 數位系統是寬頻的，很難針對所有操作情境的組合進
行測試。例如，省電模式開啟和關閉，以及突增的資料量，都會造成從 KHz 到 GHz 的 HSD 

負載暫態。

圖 2：這個自動駕駛汽車 PDN 是當今複雜電力傳輸生態系統的典型範例，其中電源完整性是指， 
能夠在微波頻率下快速輸送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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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子元件產品規格書欠缺充足的使 用者應用資訊，因此無法提供最糟狀況強制響應 
資料。印刷電路板（PCB）、互連和去耦合電容器的分散式電感，會導致複雜的動態特性，
不過在過度簡化的步進響應中，這個狀況並不明顯。現在有許多模擬工具可對 PCB 布線進
行電磁模擬，使得 PI 工程師能夠分析其複雜性，進而在設計過程中及早發現並解決問題。

圖 3：使用即時示波器進行電軌量測時，黃色軌跡顯示電軌電壓振幅隨時間的變化，而藍色軌跡 
則顯示相對應的負載電流振幅隨時間的變化

在測試最糟狀況電壓漣波時，現代的工作流程會觀察頻域中的阻抗峰值（參見圖 4）。PI 工程 
師必須找出電軌的阻抗峰值，並在該峰值處，將這些頻率下的 di/dt 值乘以阻抗，以便得出
最大漣波。如果峰值低於目標阻抗（平坦的綠色虛線），則該峰值頻率下的電壓漣波落在 
可接受的範圍內。

但是，如果第二阻抗峰值頻率，在第一個頻率的強制響應最大值下被激發，而第三阻抗峰
值頻率，在前兩者的最大值下被激發，會發生什麼情況？就像兩個海浪並列會產生一個超大
的異常波一樣，如果多個共振並列，會在電軌上形成異常的電壓突波。儘管出現異常電壓
突波的概率很小，但它們確實存在。讓下一代自動駕駛汽車的駕駛與乘客，冒著遭遇異常
電壓突波的風險，完全不可行。現代模擬和量測工作流程已超越產品規格書的規範，可協助 
工程師在設計流程的早期階段發現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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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示： 
電壓異常波確實 
存在

經典的失敗案例：跨大西洋電報電纜
一開始僅連接到加拿大 Newfoundland 省的跨大西洋電報電纜（transatlantic cable），其初始設計看起來很簡單。不過就是延長
發射器和接收器之間的纜線長度，這有什麼難的？在投入巨額資金和時間來鋪設橫越大西洋的海底電纜後，業者於 1858 年進行
第一次測試，結果發現信號品質奇差無比，導致業者不得不將傳輸速度降到幾乎無法使用的速度。隔月，一名電力技師 Wildman 
Whitehouse 試圖加快此海底電纜的速度，但施加了過高的電壓，導致纜線損壞。那時還沒有可清楚解釋交流阻抗原理，並處理 
信號與電源完整性問題的工程師。

圖 4：頻域中的多個阻抗峰值會產生電軌漣波，這可能是異常電壓突波的來源

Vripple = Itransient*Zpdn

阻抗峰值有助於預測
最壞情況下的暫態信號

負
載
阻
抗

對數刻度 10 kHz 至 5 MHz

以 Z 峰值頻率進行強制激發

擷取到的突波



第 6 頁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本文件資訊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Keysight Technologies, 2019, Published in USA, November 8, 2019, 5992-4281ZHA

詳細資訊，請上網查詢：www.keysight.com

有關是德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服務的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或來電洽詢。 

是德科技聯絡窗口：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事實上，PI 工程師不能等到整個布局完成才執行量測，以便找出 PDN 中的 EMI。在設計 
週期中，如果遲遲未通過 EMC 量測，需付出的成本太高了。等到布局後期才開始進行
電磁分析，後果就是必須將不良設計全面翻新並進行最佳化。提早在布局前就開始探索
合適的設計，然後再進行布局和最佳化，可節省重新設計的費用和時間。

在現代 PI 工作流程中使用模擬工具，可避免在 HSD 設計流程後期才發現問題。從傳統
基於產品規格書的方法，轉移到現代模擬和量測工作流程，工程師可透過無共振的 PDN，
來避免異常的電壓突波，進而建立更高品質的 HSD 設計。

請參閱 PathWave 平台頁面，以獲得更多關於如何使 用現代化工作流程 成功進行 HSD 

設計的資訊。

更多資源：
應用說明：將配電網路最佳化，以獲得平坦的阻抗  5992-4272EN

Bluetooth 和 Bluetooth 商標為 Bluetooth SIG, Inc., U.S.A. 的註冊商標，並授權是德科技使用。

http://www.keysight.com/find/pathwave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4272E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