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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数十年来，半导体行业一直奉行的做法是，在单个芯片中集成尽可能多的功能。在

大部分时间里，与使用当时的封装和互连技术将两个芯片连接在一起相比，单片实

施 提供性能、功耗和功能的最佳组合。

图 1.  AIB 应用的一个示例，其中模拟前端、信号预处理和 SERDES 全

部通过 AIB 连接到FPGA实现分类和对象跟踪

然而，涉及芯片桥、中介层、侵蚀性几何形状（aggressive geometries）和微米级

微凸点连接的新集成技术已经改变了算法。戈登•摩尔曾在 1965 年指出：“使用独

立封装并彼此互联的更小的功能构建的大型系统可能更为经济。”50 多年后，我们

实现了摩尔的异构集成愿景。

如今的许多 SoC 在内核处理方面彼此相似，而特定的外围功能却有所不同。有的应

用可能需要视觉处理；有的应用需要直接从天线获取信号；而有的应用需要 SoC 提

供更多的内存。将这些功能分离可获得一定的价值，比如混合搭配不同的功能，但

另一个重要价值是每个功能（处理、模拟、内存、数字信号处理 （DSP））可以在

另一个不同于内核计算所用的流程上得到更好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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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功能是相互分离的（在小芯片或 tile 上实施），因此我

们面临的挑战是在保持与单片接近的性能和功耗的同时，将这些

功能全部集成到单个封装。通过将高级接口总线（AIB）与支持将

多个芯片异构集成到单个封装的封装技术相结合，我们可以轻松

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发布的 AIB 互连方案为芯片和小芯片互连提

供了一种快速、灵活且有助于轻松布局的方法。

本白皮书介绍了 AIB 的高级特性和用途。AIB 规范是公开的，详

情请访问 http://github/intel/aib-phy-hardware。我们将展示

各种 AIB 功能如何支持大规模设计和实现可靠的高速连接。

AIB 目标
在过去 25 年中，设备到设备接口使用复杂电路通过几根电缆实

现高速传输；PCI Express*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AIB 使用全新高

密度封装技术所支持的超宽并行接口，并一举扭转了这一趋势。

通过以相对较低的速度运行接口的每条电缆，可以大大简化每个

发送器和接收器的电路，并占用很少的芯片区域。

AIB 将数据从一个小芯片上的微凸块移动到另一台相邻设备上的

微凸块。全新高密度封装微凸块的间距很小，从而减少了接口所

需的空间。与使用间距 130 或 150 微米的凸块的标准倒装芯片

封装相比，高密度封装技术通常支持间距为 55 微米的微凸块。

与只能合理使用几百根线路的传统接口（如采用标准技术的 

DDR 内存）相比，这种小间距允许单个 AIB 接口支持数千个

信号。单个 AIB 数据线的时钟频率为 GHz，并具有多个配置

和速度选项，以确保 AIB 可以支持各种应用。

尽管 AIB 没有指定最大时钟速率，并且最小速率非常低（50 

MHz），但 AIB 却能够在高带宽下运行，每条数据线的典型

数据速率为每秒 2Gb。每个小芯片都记录了其预期的时钟速

率范围，以便选择不同设备的设计人员可以确保它们以兼容

的速度运行。通常，时钟的工作频率常在 1 GHz 或以下，但

只要接口的两端都支持更高的速度，系统便可以支持。

AIB 是一种物理层（PHY）规范；它占据了 OSI 参考模型

中的最低级别。它的一侧连接到单独芯片或小芯片上的相应 

AIB 接口；另一侧连接到媒体访问控制器（MAC）。它仅用

于从 MAC 中获取数据并将其发送到连接的芯片，或者从连

接的芯片接收信号并将信号传递给 MAC。

焊垫（footprint）被设计为在微凸块间距的范围内尽可能

小。信号被聚集在一起，以便更有效地利用芯片的边缘（称

为海岸线），并提供快速且较短的低偏差信号线。对于 AIB 

Gen1，由于 AIB 接口中每条数据线的数据速率为 2 Gbps，

因此避免了训练和信号调节（例如均衡和预加重），以保持

较小的电路尺寸。业界常见的微凸块间距为 55 微米，随着

技术的发展，未来的 AIB 支持低至 10 微米的微凸块间距。

图 2.  AIB 是一种物理层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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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 配置
AIB 有两种基本配置。AIB Base 适用于需要最少电路的轻量级

实施。AIB Plus 可以处理更高速度，并支持高速状态下的可靠

运行。

这两种配置之间的最大差异与数据传输速率有关。AIB Base 使

用单倍数据速率（SDR）方案发出信号，这意味着新数据在时钟

的一个边沿传输。除 SDR 外，AIB Plus 还支持双倍数据速率（

DDR）信令。借助 DDR，数据可以在时钟的上下边沿传输，数

据速率比 SDR 提高一倍。

图 3.   SDR 信号每隔一个时钟沿（在本例中为下降沿）进行传输。相比之下，DDR 在

下降沿和上升沿都进行传输，从而获得两倍的数据速率

由于支持 DDR 功能，所以 AIB Plus 接口可以在 2 Gbps 范围

内移动数据。但是，在此范围内保持信号偏差和收紧时序变得

更加困难。延迟锁定环路（DLL）可帮助调整相位关系，而占

空比校正（DCC）电路则有助于确保尽可能接近 50％的时钟

占空比。提供这些电路的初始化和校准以确保顺利启动和运

行。下表总结了 AIB Base 和 AIB Plus 之间的区别，功能说明

如下。

表 1.   AIB Base 与 AIB Plus 功能对比

AIB 架构
AIB 接口包括 I/O，这些 I/O 分组为本身可以堆叠成一列的通道。

一列包含 1、2、4、8、12、16 或 24 个相同通道。55微米的

微凸块最多支持一个通道160个I/O；这个数字会随着凸块间距

的减小而增加。

图 4.   一列最多可包含 24 个通道；每个通道最多包含 160 个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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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块如下所示，显示了 SDR 和 DDR（仅限 AIB Plus）版本中的传输（TX）和接收（RX）块。

图 5.  SDR 和 DDR（仅限 AIB Plus）TX 和 RX 块对比

I/O 方案旨在实现简化，同时允许两个主要安排。特定 I/O 将

是 TX 或 RX 信号；没有双向信号（用于测试的环回选项除

外）。配置通道时，一个通道可以具有所有 TX、所有 RX 或

一半 TX/一半 RX。一方面，这种方案为处理可能正在接受输

入并将其传递给另一个芯片的小芯片提供了灵活性（这意味着，

它将是从全 TX 版本到全 RX 版本的接口）。另一方面，如果

小芯片通过其接收输入（例如内存）的同一接口返回结果，则

可以使用平衡的 TX/RX 接口。

图 6.  通道可以包含全 TX、全 RX 或半 TX/半 RX 信号

AIB 有两个接口：一个通过微凸块连接到附近小芯片中的相应 

AIB 接口，另一个连接到其自身小芯片中的 MAC 代码。第一个

接口由 I/O、转发时钟以及初始化和校准过程中使用的控制信号

组成。

图 7.   连接到另一个 AIB 接口的 AIB 接口包含 TX、TX、时钟

和控制信号

MAC 接口由执行与外部接口相同功能的信号组成，但这些信号

的详细信息和特定电子格式有所不同。例如，从 MAC 接收一

个时钟信号作为单端内部信号，而相应的时钟信号将作为两个 

SDR 信号通过外部接口发送到相邻的小芯片（即双端时钟）。

图 8.   尽管格式不同，但 AIB 到 MAC 接口包含与 AIB 到 AIB 

接口相似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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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数据速率功能
在 GHz 速率下，时序很紧张。信号到信号的偏移很重要，时钟

到信号的偏移和抖动也很重要。当时钟的两个边沿都用于数据

传输（DDR）时，占空比也很关键。因此，AIB 块中已包含一

些功能，尤其是支持双倍数据速率的 AIB Plus 配置。

转发时钟
为确保在接收 AIB 块中成功接收数据，用于传输数据的时钟被

转发到接收端，后者可用于捕捉数据。该时钟将进入到 MAC 

中，因此 AIB 中不一定有时钟域变更，但 MAC 中可能有变更。

AIB Base 和 AIB Plus 配置均提供此功能。

时钟信号以双端时钟的形式转发，同时发送真实版本和反相版

本，以将其重新转换回接收端的单端时钟。这样可以保持时钟

信号的质量，因为在重新组合双端时钟时，时钟上的共模噪声

会消失。由于使用 I/O 单元发送时钟的两个版本以及数据，因

此可确保边沿对齐。

接收域时钟
某些小芯片可能没有自己的独立时钟源，而是倾向于利用与其

相连的芯片或小芯片的时钟。例如，内存可能只是在访问该内

存的 CPU 芯片的时钟上运行。

还是以内存/CPU 为例，当内存接收数据时，例如要获取数据

的地址，转发时钟将使内存与 CPU 芯片保持同步。但是，当内

存发送回提取的数据时，它需要一个时钟，并且转发时钟仅影

响接收捕捉，而不影响传输。

因此，可以将 CPU 芯片时钟（在本例中为从内存中接收数据的

时钟）作为内存的传输时钟。该时钟被称为接收域时钟，仅在 

AIB Plus 接口中可用。

在下图中，您可以看到使用接收域时钟的 TX 单元。在本例中，

该时钟被发送到 MAC。在 MAC 中，该时钟将被返回并用于传

输时钟，然后将其转发回接收端。在这种情况下，转发时钟实

际上与原始接收时钟相同，因此看上去效率很低。但该图会让

人产生一些误解，因为各种时钟信号都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相

位不同。通过获取接收域时钟并将其转发回接收端，可以确保

该时钟与正在传输的数据之间的边沿对齐。请注意，尽管 MAC 

接收了接收域时钟，但并不需要使用它传输数据；它可能有一

个单独的时钟域用来传输数据。以下仅是一种可能的配置。

图 9.   两种 AIB 配置都提供时钟转发，其中 TX 时钟以双端

形式发送，以便针对正在传输的数据保持低偏移 图 10.   AIB Plus 接口可以使用接收域时钟进行传输（然后将其

转发回接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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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空比校正
对于 DDR 数据交换，根据规范，用于时钟的占空比变化幅度不

能超过 3%，因为两个边沿均用于数据计时。在没有帮助的情

况下，1 Ghz（意味着 2 Gbps 数据）是一个极为严格的规范。

因此，AIB Plus 指定占空比校正（DCC）模块。从技术上来说，

校正块不是必须的，但是实际使用中极有可能需要它。

前向时钟相位调整
同样，在 DDR 连接的接收端，前向时钟可能在发送和接收小芯

片之间增加额外的偏差。在这样的速率下，微小的相移可能引

发问题，因此需要为 AIB Plus 指定延迟锁相环（DLL）。这也

是可选的，但是极有可能需要它来确保在系统在所有情况下都

能平稳运行。

图 11.   占空比校正电路帮助满足 AIB Plus 接口上 DDR 数据交

换的严格占空比规范

图 12.   延迟锁相环可帮助纠正任何锁相失真，后者会限制 AIB 

Plus 接口上的运行速度

重定时
在双倍数据速率下，通过 AIB 接口输出数据的 ASIC 或 FPGA 难以满足数据路径时序的要求。AIB Plus 实施具有对 I/O 模块之前的

模块进行重定时的选项。您可以灵活定义重定时的工作方式。可以简单地使用一个或两个寄存器分解数据路径，以便更轻松地在完

整的电路上实现时序收敛。您也可以通过增加 FIFO来进一步添加时钟相位补偿。AIB 的英特尔® FPGA 应用通常使用相位补偿 FIFO。

即使芯片将相同的参考时钟用于内核和 I/O，这些时钟的相位差也可能差异巨大或未知。相位补偿 FIFO 确保正确的跨时钟-相位

域。一般来说，AIB 并不指定重定时的具体方式，但很可能需要至少一个重定时触发器。

图 13.   可选的 AIB Plus 重定时块可帮助简化 ASIC 或 FPGA 时序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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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 的物理布局
AIB 的设计简化了与小芯片的连接。通道内的信号在凸块行中消除。凸块行的数量保持最低，此外，必须满足线路长度和路由的要

求。将 AIB 信号分配给微凸块影响了该平衡。凸块分配也进行了调整，使凸块之间的线路在长度上大致相等，最大限度减少中介层

引发的信号偏移。

图 14.   55 微米微凸块被交错安排在每一行中。凸块被分配以确保线路长度较短且相同

所有信号均并列，最大限度降低了接口对凸块布局的影响。例如，其他任何非 AIB 信号都不会将凸块放置于 AIB 使用的任何区域内。

这也规定了如何使用芯片或小芯片端 AIB 接口的最小海岸线。当然，产生的总海岸线将取决于每通道的信号数量和一列中的通道

数量。

英特尔® Agilex™和采用英特尔 EMIB 的英特尔 Stratix® 10 FPGA 和 SoC

图 15.   AIB 连接可以通过中介层上的线路实现，也可以使用英特尔 EMIB 桥接等桥接技术实现，

如图所示

在正常 AIB 操作期间，接口两端没有差别。但是在启动期间，两

端中的一端需要控制并跟踪初始化和校准序列。只有在启动阶

段，接口的一端用作主端口，另一端用作从端口。无论接口是主

端口还是从端口，都将记录在芯片或小芯片数据表中。主端口必

须连接从端口，从端口必须连接主端口。

在某些实例中，您可能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以便将接口的一端

用作主端口或从端口。这种接口被称作双模接口，如果连接主

端口，可以将其配置为从端口；如果连接从端口，可以将其配

置为主端口。

图 16.   AIB 主端口必须连接 AIB 从端口；AIB 从端口必须连接 

AIB 主端口

图 17.   AIB 双模接口可以用作主端口或从端口，但是仍需配置，

以便将主端口连接从端口或将从端口连接主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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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列的所有通道都是相同的，但为了方便起见，通道都进

行了编号。这些编号对 AIB 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所有通道

都可以用于任何用途。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通道在 OSI 堆

栈中以较高的级别连接，那么对于特定应用来说，不同的通道

之间有着顺序和重要性之分。根据小芯片的排列方向，通道可

以反向连接。换句话说，如果有 12 条通道，那么在某些情况

下，一侧的通道 0 可以连接另一侧的通道 0，而在另一些情况

下，通道 0 可能连接通道 11。大多数情况下，通道 0 和通道 

11 是相同的，因此这种反向连接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这有关系，

那么在通道顺序非常重要的情况下，MAC 中可能需要反向连接

通道。

冗余
AIB 连接可能涉及多达 3840 个 I/O，在中介层中以轨迹的形式

实现。相对于生产线故障的数量来说，中介层成品率可能很高，

但线路众多，也存在单个故障毁掉整个组装的风险。99.9% 的

线路成品率仍然可能是 0% 的模块成品率。

为提高模块成品率，AIB 支持两种类型的冗余。I/O 参与的主动

冗余。如果发现连接错误，所有前往接口中心的信号将转移至

相邻微凸块，利用中间的两个空闲信号。这种单线路故障可以

按通道逐一排除—足以提高成品率。

图 18.   如果连接 AIB 信号微凸块的线路出现故障，I/O 可转而使

用相邻线路，利用空闲凸块来确保良品率

测试时可以激活这种冗余，在模块中保存转移位置，系统上电

时，正确的连接将出现在转移后的位置。

两个信号会在最早的上电阶段—使用主动冗余之前被使用。对

于这两个信号，使用的是被动冗余。这相当于每个信号会使用

两个凸块，如果其中一个连接失败，另一个连接可保持完整。

AIB 指标

表 2.    AIB 指标

所显示的性能数据是采用英特尔技术优化后的结果。性能会因

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差异。

AIB 与 SERDES 延迟对比
AIB 的延迟相比典型串行器/解串器（SERDES）大幅降低。

JESD204C 实施要求进行传输层映射、64B/66B 编码/解码，

以及串行/解串，因此数字延迟较长。SERDES 模拟延迟较长，

主要因为需要在单端和差分间转换，以及进行时钟数据恢复。

表 3.      JESD204C SERDES 与 AIB 延迟对比。

资料来源：英特尔内部分析

AIB 未来发展趋势
直接射频采样模数转换器（ADC）/数模转换器等超高带宽应用

将继续推动 AIB 提高带宽、减少占用空间和降低能耗。借助精

心的 I/O 设计，数据速率将实现翻番，达到 4 Gbps。随着高密

度封装技术的不断改进，行业标准的微间距将大幅缩小，目前是 

55 微米，未来可能缩小至 1 微米。为了将每位能耗降低至 0.5 

皮焦耳以下，I/O 电压摆幅可降低至 0.4 V。后代 AIB 与前代 

AIB 器件之间的兼容性至关重要，将成为未来实现 AIB 改进的重

要因素。

未转移 空闲凸块

信号

故障
位置

转移

信号

指标

AIB GEN1
（英特尔® Stratix® 

10 设备）
带宽/线路 2 Gbps

线路/通道
• 英特尔 FPGA 使用
• 规格和技术能力

40
160

凸块密度
• 英特尔 FPGA 使用（取决于中介层/桥接技术）
带宽/芯片边缘长度（毫米）
• 英特尔 FPGA 使用
• 规格和技术能力

55 微米

带宽/芯片边缘长度（毫米）
• 英特尔 FPGA 使用
• 规格和技术能力

256
1,024

I/O 电压 0.9-0.7 V

能耗/位 0.85 皮焦耳

JESD204 AIB

最大链路速率 32 2 Gbps

总数字延迟 TX 17.53 0.75 纳秒

模拟延迟 TX 2 1 纳秒

PCB/转接卡延迟 0.06 0.06 纳秒

模拟延迟 RX 2 1 纳秒

总数字延迟 RX 20.62 0.75 纳秒

总延迟 42.21 3.56 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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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AIB 接口可实现芯片和小芯片之间的新型短程高速连接，

AIB 实施目前已投产，本规范将为将来实现更紧密的微凸块技术

奠定基础。您可以访问 AIB Open Source：http://github/intel/

aib-phy- hardware，下载 AIB 规范以及其他支持文档。

  •  可将数据传输速率提升高达 2 Gbps（甚至更高）。

  •  支持超过 3,000 个收发信号。

  •  采用紧凑型芯片布局，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芯片占用空间，

并运用微凸块技术，最大限度地缩小凸块间距。

  •  精心设计的信号布局和时序电路有助于保持高速信号的微

小偏移。

  •  冗余可帮助确保高成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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