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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足不出戶，與技術
大咖互動交流！

創新興邦
出了桃園機場往東南方向駕車，一小時多就來到濱海城鎮宜蘭。水泥花磚、竹
編夾泥牆的老屋老街和陽光滿溢的海灘，吸引了無數平日忙於奔波的創業家和
上班族在假日間到此，一求些許悠閒休憩。長達13公里的雪山隧道2006年開通
後，宜蘭的交通比之前更為便利；許多創新階層人士漸漸把這裡選作逃避大都

不受時空束縛，線上！行動！

市擁擠污濁之餘，還能兼顧與全球大千世界保持緊密聯繫的建業居家之良地。

www.edntaiwan.com/webinars

這群創新族注入的活力，又轉而帶動了宜蘭的經濟發展和多元化。
宜蘭並非唯一利用創新生態圈升級整座城鎮的案例。中國改革開放初期
曾多次探討並借鑒新加坡製造經濟奇蹟的經驗；今天，獅城政府和民間仍不

高志煒
W. Victor Gao

少城邦升級的新思路、新模式—就在去年，幾名當地青年建立了創客孵化器
「We the People」(吾等民眾)。「We the People」把線上群眾募資平台與傳統
零售場地結合一體，讓募資的創業小夥伴們在這裡當面向潛在投資人展示產品

全球發行人暨執行董事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Publisher and Global Managing Director

雛形並闡述未來規劃。在萬物數位化的今日，這種線上線下的結合平添了一份
親切感，讓募資過程更人性化。短短一年間，「We the People」已實現盈利，該
公司近期並透露已啟動明年在台北、墨爾本和紐約開張新店的安排。
當前科技迅猛發展衝擊著全球政治經濟，城市之間為吸引人才而競爭加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劇；除了地方政府主導的宏觀規劃，民間自發的項目往往可與政府相應，擴大
成效。AspenCore認為，做為創新人群的工程師，和電子設計及通路業界的各

安全性的簡介
本次研討會講述安全性的緊迫性，並指出人們觀念中對安全性的某些誤解。透過研討
會，您可了解安全性的三個構成要素︰保密性、完整性和身份認証，掌握如何利用
Microchip 功能強大的元件、工具和解決方案為自己的應用加上穩固的安全防線。

方民間企業，在其中可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例如，全球電子零組件通路商
Arrow (AspenCore的股東)幾月前與香港科技園合作，在沙田建立了電子技術
應用工作間，對公眾免費開放。眾多高階昂貴的電子設計測試儀器和設備，一
方面推動了香港智慧港口和智慧工業等新成長領域的研發，另一方面還打開了

利用硬體安全模組將安全性置入您的系統級晶片 (SoC)

借力中國《一帶一路》發展香港本地經濟的一扇新門。同樣，遠在歐亞大陸另

在過去幾年中對聯網裝置的攻擊數量有著顯著成長，迫使系統設計師需要從頭開始實現
安全性。安全在所階段都很關鍵 — 在操作中、在上電時、在斷電時，而一切都需從系
統級晶片 (SoC) 開始。在 SoC 中建立隔離的安全環境可以防止裝置遭受惡意攻擊。本
次線上研討會討論如何利用具有信任根的硬體安全模組實現受信任的執行環境 (TEE)。

一端的西班牙中世紀要塞沙拉戈薩(Zaragoza)，則因物聯網雲端感測器公司
Libelium的迅猛成長，儼然成為全球創新都市中的新起之秀。
放眼世界，AspenCore看到受英國脫歐困擾的倫敦、在歐盟和世界舞台上
正謀取更大話語權的東歐首府如華沙或布達佩斯、經濟危機後剛復甦的底特律

利用 Microchip 16 位元 MCU 實現 BLDC 馬達的高效率向量控制

或馬德里、以及尋求經濟多元化的開羅或雪梨。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

高效率節能、綠色環保的理念已經深入到家電和工業控制的領域。馬達及驅動控制系統
性能的優劣是功耗的主因，其是否高效節能有著重大意義。而 BLDC 馬達和向量控制技
術以其優越的節能特性和高性能驅動指標已成為馬達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有龍則靈。只要這些城市充分重視工程師社群和日益與物聯網和人工智慧不可

時脈與頻率合成基本原理

分割的電子設計鏈、供應鏈產業，它們都可取得提高綜合競爭力的乘法效應。
猶如以往，您有任何建議或評論，請隨時致函給我(victor@aspencore.
com)或直接與您最愛的AspenCore編輯聯繫。謝謝您的支持！

本線上研討會介紹時脈和頻率合成、時脈術語、時序和常見應用，還討論鎖相迴路
(PLL)、類比 PLL、數位 PLL 和直接數位頻率合成。
輕鬆設計低功耗 LCD 應用
Microchip 新推出的 PIC16(L)F19197 低功耗微控制器 (MCU) 系列整合多種獨立於內核
外的週邊 (CIP) 和智慧型類比模組，可輕鬆驅動液晶顯示幕 (LCD)。

高志煒
W. Victor Gao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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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裝置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恰

相關報導
一次手電筒採購的
意外收穫…
我最近要買一個基本型手電筒，這應該是件

當、方便地持續供電，使用者也

很簡單的任務；我並假設現在所有的手電筒

無須每次都得拆下這些裝置才能

之旅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看到的手電筒產品

都是用LED燈，而非白熾燈泡，但這趟採購

充電。現在，有些創新技術可望

有三分之一是用LED燈，三分之一是鹵素燈

讓穿戴式裝置擺脫充電器。

http://goo.gl/nNY56w

泡，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用白熾燈泡…

有人在乎隱私權
這件事嗎？
他們知道你在哪裡；他們知道你把車子停在哪
裡；他們知道你跟誰在一起；他們知道你的信
用評等…如果他們還沒有，應該也很快能知道
你的脈搏頻率；某天他們甚至能取得你的腦電
圖(EEG)。無論你是否關心，政府、大企業、
你的壽險/醫療險/車險公司、你的銀行、你的
另一半聘請的私家偵探…通通都可以取得你的
資訊。
http://goo.gl/QM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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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Yorbe Zhang
yorbe.zhang@aspencore.com

Worldwide Sales Offices
China & Asia
Beijing Tel: (86-10) 5765-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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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設計實例
 如何確保LED照明系統設計強健性
 功率因素校正器：真的可以減少電費？
 「翻轉」負極性穩壓器實現單電源雙極性供電

Korea Tel: (886-2) 2759-1366 ext:100

 功率驅動器設計助力電源單元特性測試

汽車電子技術演進的
幕後推手是⋯
作者：Carolyn Mathas

筆者首次撰寫關於轎車內部電子零件的

在生產油耗量大的車款，反觀海外車

等；ECU與變速箱控制會共享資

文章，已經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情，

廠如日本的Toyota、Honda以及歐洲的

料與感測器，以及變速箱運作的

當時汽車電子零件成本約佔據每輛車

Volkswagen，都成功地滿足了美國汽

控制訊號。

售價的15%左右；但以2030年汽車電

車買主們的需求，美國車廠跟上的腳步

子零組件成本將佔據整車售價五成的預

太慢。

測數字來看，以前的比例實在不夠看。

Shanghai Tel: (86-21) 5368-1226
Shenzhen Tel: (86-755) 3324-8199

這種趨勢其來有自；從1970年代以

技術的演進隨後開始趕上現實；那
些演進包括：

來，每十年就會出現一次汽車電子市場

· 實現各種汽車新應用的微處理器；

的爆炸性成長，特別是在美國—1970

點火與燃油噴射是以電子控制，

Americas

年代發生石油禁運，還有來自海外的競

以提供更低的排放量以及更佳燃

US East Coast Tel: (1-978) 461-4902

爭壓力以及各種技術的演進。

油經濟效益。

Headquarters Tel: (49-0) 8092-2477 4-11

 適用於高科技家電的電容式技術
 技術互補DSA加EUV實現精細間距微影
 內建蕭特基二極體MOSFET可提高應用效能

40 新品櫥窗

車、被動安全系統、導航系統、
電池系統管理等等。

Taiwan Tel: (886-2) 2759-1366 ext. 300

Europe

· 電動車的電子裝置負責引擎管理、
空調系統、推進系統、防鎖死剎

Singapore Tel: (886-2) 2759-1366 ext. 300

US West Coast Tel: (1-510) 559-3104

 如何自製示波器探頭

評論

發行人

· 感測器技術的演進以及訊號處理
演算法為各種新系統提供基礎。
· 自動駕駛車輛結合了先進的感測
器、連網技術與導航系統。

在早期，大多數的汽車電子市場成

· 電子控制單元(ECU)發展為包括

· 數種底盤子系統是主動式控制，

長是對當前事件的反應；例如在石油禁

模組化變速箱控制，以及引擎控

包括防鎖死剎車、循跡控制系統

運期間，燃油價格爆出天文數字的成

制模組；至少有50種引擎控制參

(traction control systems)、電子

長，而如果要讓汽車的油耗量更少，就

數被使用，以量測壓力、溫度、

剎車力分配系統(electronic brake

得以更輕的材料來打造，整車尺寸也要

氣流、引擎速度、氧氣以及氮氧

distribution)以及電子穩定控制系

更小— 這需要整套車用系統的迷你

化物(NOx)濃度。ECU的輸出與

統(electronic stability)。

化，如此才能更省油。

至少30個致動器連結，分別控制

· 以電子控制的被動安全功能包括

這為汽車廠商帶來了節省能源特性

節流閥、廢氣再循環閥(EGR)、

安全氣囊、陡坡緩降控制系統

的壓力，可惜當時美國車廠還是一直

齒條(rack)、燃油噴射裝置等

(hill descent control)，以及緊急
剎車輔助系統(emergency brake

 BluetoothMesh軟體套件加速IoT應用問世

assist system)。
· 駕駛輔助、乘客舒適度以及資通訊
50%

這些突破性的技術對車輛本身以及

ED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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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系統則是最新的設計與實現，

30%

加上政府主管機關的節能以及環保標準
越來越嚴苛，為車用系統帶來更高的複

20%

雜性，也催生更多額外車用系統；特

15%

20%

別是感測器，因為即時控制以及回饋的

10%
10%
1%
0%

1950

3%

4%

1960

1970

功能被導入車輛中，而呈現強勁成長。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消費者需求vs.政府的管控
政府主管機關的干預以及消費者對更

從1950到2030年汽車電子成本佔據整車售價比例的變化

www.edn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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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技術脈動

看NASA科技如何預防天災

內的電子內容越來越多；在數年前以

眾所周知，美國國會眾議院(House

設計、製造以及汽車內容的權力，並有

及金融風暴期間，全球汽車市場曾經

of Representatives)才剛通過自動駕駛

24個月的時間為車廠建立安全認證規

呈現一片低迷，但儘管汽車銷售量下

法案—SELF DRIVE Act，獲得了民

則。依據該法案，自動駕駛車輛相關廠

滑，美國汽車產業仍積極遊說推動相

主與共和兩黨支持，也為自動駕駛車輛

商，也需要建立隱私權保護計畫，說明

關立法。

立法建立了基本的聯邦框架；此法案獲

將如何收集、利用以及儲存各種資料。

例如GM在2014年花費850萬美元

得三分之二議員投票通過，目前還需要

NHTSA一年可以頒發2,500個美國

的聯邦遊說經費，該數字在2011年為

等待參議院(Senate)通過其版本，才能

聯邦機動車安全標準(FMVSS)的豁免

1,110萬美元；美國汽車製造業聯盟

完成立法。

名額，新立法將該豁免名額增加至2萬

關於今年夏天颶風「哈維」(Harvey)

Rico)仍有大部分小島上缺乏淡水，

碘(iodine)到被污染的水中消滅病毒

作者：Steve Taranovich/EDN資深技術編輯

(Alliance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因為在公開道路上進行測試的自

5,000個，第二年則可增加至5萬個，

肆虐美國德州休士頓(Houston)地區，

而NASA的水過濾系統能協助改善這

與細菌，然後添加名為Iodosorb的

在2014年花費的聯邦遊說費用近670萬

動駕駛車輛並沒有受到國會監督，美

第三年與第四年則是增至10萬個。美

美國航太總署(NASA)如何致力於讓詹

個狀況。

專利樹脂以去除碘。這種淨水程序符

美元，而車廠Ford同年度的遊說費用為

國各州推出了至少21項在目的、定

國政府的策略是為電子內容絕對將持

森太空中心(Johnson Space Center)

一家成立於2005年的公司Water

450萬美元。

義以及優先性方面都不一致，也通常

續增加的自動駕駛車輛鋪路，不過需

的任務控制中心團隊確保國際太空站

Security Corporation(WSC)擁有將

自1990年代以來，GM的員工以

與國家法令有所衝突的法條與規定；

求並非來自消費者— 如果相關調查

(ISS)的太空人繼續安全飛行的相關

NASA技術商用的專利，其型號為

從太空預警颶風並提供分析

及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PAC)總共在

但科技業者與車廠需要能在全美國的

結果正確，他們不會蜂擁至汽車經銷

訊息已經有不少媒體披露；在此向面

Discovery Model WSC4的淨水系統，

儘早對颶風或風暴可能侵襲的區域

聯邦政治候選人以及各個委員會花費

道路上測試他們的車輛。但也有人認

商門市搶購自動駕駛車輛。

臨天災威脅時放棄與家人安全待在家

能將被微生物污染的農業灌溉水過濾、

發出預警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有幾

1,230萬美元的經費；汽車經銷商在

為，有鑑於產業界的自動駕駛車輛設

雖然電子內容會因應越來越多的車

中、犧牲自我留守工作現場的NASA任

消毒，而且不需要專業訓練就能操作。

個NASA技術在此方面發揮功能的案

這方面的支出則比車廠更多，例如在

計仍在初期階段，聯邦政府的干預為

用系統需求而增加，一般大眾仍然會堅

圖2中卡車上的裝置則是Model

例；其一是在2017年8月30日就被

2014年，美國汽車經銷商公會(Auto

時過早。

持最終要能取得對車輛的掌控權；也許

而接下來在這篇文章中，讓我們一

WSC 0.5，支援每分鐘2公升(liters)的

Unisys追蹤到的艾瑪(Irma)颶風，侵

務控制中心團隊成員們致敬！

合美國環保署(EPA)的標準。

Dealers Association)贊助政治候選

而剛通過的法案是確定聯邦法律將

電子內容需求應該要讓人們跟上，直到

起來看看NASA所開發的技術在自然災

流速，能輕鬆搬運到卡車上前往不同的

襲古巴，以及加勒比海上的許多小

人的經費，比Ford、GM以及Toyota

凌駕各州法令；美國國家高速公路交通

他們對他們將會保有的一點點控制權感

害發生前、發生期間，以及發生後，能

區域支援淨水，只要一台發電機甚至是

島整整一週，並在(當地時間)9月10

三家車廠加起來的還多。

安全局(NHTSA)擁有規範自動駕駛車輛

到滿意。

為地球帶來什麼樣的貢獻，包括改善災

手動幫浦就能運作。

日早上9點從美國佛羅里達州Cudjoe

民的生活品質，以及催生更先進的天然
災難預測/預防方法。

?

“80% percent of innovation is electronic”
“Impossible to comply with regulation
without electronic systems”

Electronic cost as % of total car cost

-Automotive OEM

Airbag
ABS/ESP
Body Electronics
Multiplexing

的微生物止回閥(microbial check

Key登陸，達到130英哩時速的第四
級風(Category 4)。

valve，MCV)，是由總部位於美國奧

而NASA的地球觀測系統資

為地球人類帶來潔淨的用水

勒岡州Myrtle Creek的公司Umpqua

料與資訊系統(Earth Observing

位於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Puerto

Research所開發；這種止回閥會釋出

System Data and Information

圖1：圖中的ISS水回收系統是NASA的馬歇
爾太空飛行中心(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為太空站開發的再生式環境控制與生
命維持系統(regenerative 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life support system，ECLSS)
的一部分。
(圖片來源：NASA)

圖2：以ISS水回收系統為基礎改造的淨水系統
正在伊拉克的Kendala 進行測試。

50%

35%
30%

22%

Electronic
Fuel Injection

15%

10%

2.5%
1950

1960

5%
1970

比例越來越高的汽車電子內容對車輛成本帶來影響
6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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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Power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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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淨水系統中都配備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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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來源：Freescale Semiconductor，現已隸屬於NXP）

(圖片來源：NASA)

圖3：Water Security Corporation的
Discovery Model WSC4淨水系統，支
援每分鐘4加侖(gallon)的流速，可支援
3萬加侖的儲水量。
(圖片來源：NASA)
www.edntaiwan.com |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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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脈動
光譜儀(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MODIS)擷取
的藍色地球影像上覆蓋紅外線資料
(band 4)。
GOES-13衛星是由美國國家海洋
與大氣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
負責運作。接下來在9月10日早上
10點50分，NASA的Terra衛星上之
MODIS擷取到了自然色彩的艾瑪颶風
影像；Terra衛星在距離地球705公里
的太陽同步軌道上運作，在早上10點
30分通過地球赤道。
MODIS是NASA的Terra衛星與
圖4：從NASA GOES-13衛星拍攝到的艾瑪颶風影像。
(圖片來源：NASA Earth Observatory, Joshua Steven)

Aqua衛星上搭載的重要儀器，Terra
的地球軌道是定時的，會在早晨(美國
時間)由北往南穿越赤道；而Aqua則
是會在下午由南往北穿越赤道。Terra
與Aqua衛星上的MODIS每1~2天會從
36個頻譜帶(波長群組)觀測整個地球
表面，取得的資料將能讓我們更進一
步了解地球動態，以及地表、海洋與
較低大氣層上發生的狀況。
在颶風或是熱帶風暴侵襲時，人們
通常會關注颶風本身的風力與雨量，但
其實風暴潮(storm surges)通常才是風
暴中破壞力最強、對人類生命安全威脅
最大的災害；美國國家氣象局(NWS)在

圖5：從NASA Terra衛星以MODIS拍攝的艾瑪颶風影像。
(圖片來源：NASA Earth Observatory, Joshua Stevens)

艾瑪颶風發生時，就發出了從佛羅里達
礁島群到坦帕灣(Tampa Bay)可能發生

System，EOSDIS)在颶風預警方面就

也能避開NASA已經有的內容；該註冊

危險風暴潮的警報；氣象局預測最大風

扮演了重要角色；EOSDIS負責擷取、

資料庫原名為Earth Observing System

暴潮可能讓一般區域的水深漲到3公尺

儲存及管理所有來自NASA地球科學觀

Clearing House(ECHO)，現在已經

以上，而佛羅里達州的西部海岸通常是

測衛星的資料，以供NASA本身與地方

被另一個資料庫Common Metadata

淺水區域，很多當地的住宅區都鄰近海

政府、緊急救難單位、商用遙測產業、

Repository(CMR)取代。

岸的潟湖或是水道。

學校、博物館等其他單位與一般大眾使

此外NASA還協助開發並發

而在開發能準確預測地球變化的

用；EOSDIS目前正在處理數量龐大的

射一系列地球同步運轉環境觀測

有效全球性互動式地球系統模型方

NASA科學資料。

衛星(Geostationary Operational

面，MODIS可說是扮演了關鍵角色；

NASA讓EOSDIS資料完全對地球科

Environmental Satellite，GOES)；其

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將深入Terra

學社群開放，並在2000年與企業界合作

中的第十三號衛星GOES-13在9月10日

衛星上的MODIS儀器看看裡面有哪些

開發了一個地球科學「線上市集」，

早上8點15分艾瑪颶風正通過佛羅里達

最新科技⋯

供大眾使用者註冊並快速取得需要的確

礁島群(Florida Keys)時，擷取到了合

切資訊，在出版研究論文與相關資源時

成影像資料(圖4)，是在中解析度成像

8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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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閱讀全文，請連結https://
goo.gl/JXFqny)

超越一切可能 TM

封面故事

創新電源技術讓穿戴式
裝置擺脫充電器
作者：Steve Taranovich

封面故事
隨著物聯網(IoT)和5G的快速發展，我
們日常使用的智慧設備的數量正變得
越來越多。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會用到
多種設備，而所有這些設備幾乎都需
要充電並對電源進行維護。
目前可穿戴市場主要由手環和智
慧手錶所組成。對穿戴式裝置來說，
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恰當、方便地為它
們持續供電。對於目前很多的手環和
手錶設計來說，用戶都必須先把它們
脫下來，插到有線充電器上才能充電
(這也是我不願再用這類設備的原因)。
即使是採用了電磁感應式充電解決方
案— 比如蘋果(Apple)的iWatch，
使用者也仍然需要把它們脫下來，放
到充電器上去充電。
在我們進化出更多手臂、手指和
耳朵⋯之前，我們需要有一種不易被
人察覺的方式來對這些設備充電並使
用。讓我們用感覺不到的新方式來為
穿戴式裝置供電，讓這些不斷演進、
令人驚豔的技術更方便使用吧！
本文將介紹這一領域中的一些最
新開發成果，以供大家參考。希望這
些成果有助於設計人員開發出業界迫
切需要的創新解決方案。

無線充電
(Nikola Tesla會贊成)
現在我們幾乎所有設備都需要單獨充
電，因此無線充電(wireless power)
肯定會是贏家，也是我在這類應用中
的第一選擇。

服裝級的感應式電力傳輸
可穿戴服裝可能包含多個智慧設
備，用它作為配電骨幹會很有前景
(這方面還有許多研究工作要做)。
另外，服裝與服裝之間的電能傳
輸可以採用雙向感應輸電技術。
《Garment level power distribution
for wearables using inductive power
transfer》一文中選擇了基於LCL-LCL
10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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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拓撲而不是SS (Series-Series)拓撲的電路，因為SS拓撲負

《Millimeter-wave Ink-jet Printed RF Energy Harvester

載電流會隨著負載(例如電池)變化而變化(圖1)。

for Next Generation Flexible Electronics》)。
這種設計使用了噴墨印製的毫米波整流天線，該整流天

圖1電路工作在99kHz，可在智慧設備之間實現雙向電

線可以將電磁能量轉換為直流電能。

能交換。
在多個設備之間進行雙向電能共用很有意義。某個設

這種設計先透過天線捕獲24GHz訊號，然後將訊號送

備(例如智慧型手機)的電池容量可能比一些小體積的設備

到整流器— 該整流器前面有一個輸入匹配網路，用於最

(如健身追蹤器)更大，因此可以用來為這些更小的設備供

大程度地將電能傳輸給諧波端接網路(HTN)。例如，諧波

電。這樣，穿戴者可以在給智慧型手機方便充電的同時，

端接網路對二極體在奇次諧波下提供開路阻抗，在偶次諧波

延長那些更小設備的使用時間。

下提供短路阻抗，諧波端接網路還能將射頻分量從直流分量

這種方法成功的關鍵是，這些可穿戴背心或服裝是以

隔離。無過孔直流返回通路取消了訊號到地的過孔，因此不

最不易讓人察覺的方式設計。採用柔性材料製造的饋電線

會產生毫米波頻率下可能產生的嚴重寄生問題，詳見圖6。

圈來設計是種好方法，可參見圖2和圖3。

CEXIT

CENT

LENT

(a)

Entry coil

LEXIT

LT

CT

(b)

Exit coil

圖2：饋電線圈的理想電路圖(a)及其等效電路(b)。

整個系統是由柔性液晶聚合物(LCP)基板和用Dimax

現在雙向輸電電路可以基於LCL逆變器來構建，其中，

FujiFilm DMP-2831噴墨印表機列印出來的銀奈米(nm)粒

兩個反相方波分別輸入到四MOSFET逆變器的1號和2號輸

子墨水製作的微帶線所實現。

入端(圖4)。

天線採用平面2×2貼片陣列設計，4個貼片透過一個

整個系統構建完成後，圖5就是完整的電能共用系統。

帶3個T型結點的公共饋電網路連接，這3個T型結點都在同
一層上，作為50Ω的輸入饋線(圖7)。

能量採集

在這個設計的實驗中，LED燈被空中傳過來的24GHz
訊號成功點亮。

保持穿戴式裝置始終充電並長久運行的另外一種好方

圖3：上方是用銅帶製作的柔性饋電線圈；下 方是早期用24號硬線做的饋電線圈原型。

法是射頻(RF)能量採集。這一領域正在研究中，對於可
能的設計解決方案，一個例子是毫米波(mmWave)噴墨能

一些有趣的元件解決方案和技術

量採集方法，可以用在可穿戴設計的柔性電路中(可參考

以下介紹一些有趣的解決方案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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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雙向感應式電能傳輸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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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無線電力傳輸(WPT)設計中所用補償電路拓撲有四種，這裡是其中兩種：(a)SS拓撲、(b)LCL-LCL拓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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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完整的電能共用系統原理圖。左側是發射器，中間是饋電線圈，右側是接收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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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

24GHz

GR (θR,ΦR )λ2
4π

(1- |

R

|2 )| p T·p R |2

其中：
A e是有效面積；

RF
Power

Matching
Network

Harmonic
Terminations

G R(θ R,Φ R)與角度有關的接收器增益；

DC
Power

Γ R是接收器反射係數；
T

是入射波極化向量；

R

是接收器極化向量；

λ是波長。

DC
Load

因此，如果特定設備允許的話，增加天線尺寸會使訊
號在較高頻率下方向性更好。以下是基於雷達公式(Radar

Via-less
DC Return

Equation)的計算：
圖8：Powercast的無線再充電解決方案。

圖6：整流天線開發概念框圖。

系統設計

WP
Win
Wline2
D1

Lin
Wline1

射頻能源會很難預測，但透過提供其自身的射頻能源，系統

Wline4

Lline3

GT (θT,ΦT )GR (θR,ΦR)λ2

PR = PT

我真的很喜歡Powercast的方法，因為只依靠環境中的

LP

PR = PT

(4πr)2

|2 )(1- |

R

|2 )| p T·p R |2

(4πr)2

2xƒ → ½ λ → ¼PR ∴ GR ↑ 4 → = PR

其中：

源可能是一種更好的解決方案，不過我相信大部分市場，特

P R是接收到的資料功率；

別是穿戴式裝置市場，可以使用專門、可靠的無線發射器。

G R是最大的接收器增益。

頻能量廣播方案。發射功率範圍可以從幾微瓦到幾毫瓦。

T

GT GR λ2

就能獲取穩定的能量流。雖然在沒有電的偏遠地區，環境能

圖10是距離可以從幾英吋到超過100英呎的典型專用射

(1- |

相反，頻率越低，訊號就越具有全向性，一般也允許
更大的輸送量。天線尺寸自然而然取決於接收設備的尺寸
(例如，遊戲控制器用915MHz雙極子天線，或助聽器等類

Wline3

頻率的重要性

似設備用2.4GHz或5.8GHz雙極子天線)。

用弗里斯傳輸(Friis Transmission)公式可以計算在發

Lline2

射天線增益為G2、距離為r、工作頻率為f或波長為λ的條
件下，從增益為G1的接收天線收到的功率。Greene的設

發射器
Powercaster TX 91501發射器採用免執照ISM頻段的

計就是從弗里斯公式開始的。

D2

請注意，以下的公式假設是遠距離工作(隨著「r」趨
向於0，接收到的功率將趨向於無限大，因此這些公式使

圖7：天線版圖。天線尺寸可以在上述參考文獻中找到。

用有限制)。

Powercast的PowerHarvester IC
我最近和Powercast營運長暨技術長Charles Greene
談論了該公司的穿戴式裝置供電解決方案。這家公司的解
決方案讓我非常感興趣，詳見圖8。

提供頻繁和透明的再充電，允許使用更小的電池，從而支

事實上，單位為W/m 2的功率密度(S)與頻率不相關：

援更小更薄的設備。
在壁櫥或梳妝檯抽屜中可以安裝類似手機發射器的小功率

S=

PT GT (θT,ΦT )

射頻發射器。這種發射器可以為可穿戴服裝提供充電區域，無

4πr 2

(1- |

穿戴式裝置設計人員可以將Powercast的Powerharvester

論穿戴式裝置是在壁櫥裡還是在抽屜裡，這些設備的電池都能

其中：

IC嵌入到穿戴式裝置中，為一個或多個設備提供一定距離的

自動接收涓流充電。這種方法與接收器需要依賴一定頻率範

P T是發射功率；

無線充電。透過收集ISM頻段的射頻能量，這種IC可以為穿

圍內的隨機射頻訊號的環境無關，圖9提供了射頻電源種類。

r是天線範圍或距離；

戴式裝置的電池提供涓流充電，這種方法並支援可水洗的密

這種創新解決方案成功的關鍵是採用了極其高效率的

封設備。
這種解決方案的外形尺寸很小。Powerharvester晶片
14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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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 )

Γ T是發射器反射係數；

射頻至直流轉換器設計，接下來看看這家公司管理他們系

G T(θ T,Φ T)是與角度有關的發射器增益。

統的方式。

天線的有效面積(A e)與頻率的平方成反比：

圖9：Charles Greene在2017年美國感測器博覽會上的演講中
提到的射頻電源種類。
www.edntaiwan.com | 2017.11

EDN TAIWAN | 15

封面故事

智慧製造新時代
工業4.0展開高效能革命

圖10：Powercast系統可以為支援的設備提供自動充電，參數可以根據特定設計需求進行控制。這些參數有功率等級、頻率、發射/接收天線
增益和發射器數量、距離、設備工作週期，以及系統成本。

P1110

915MHz中心頻率，並採用直接序列擴頻(DSSS)技術對功
率進行調變— DSSS是一種將原始資料訊號乘以偽隨機
雜訊擴展編碼的擴頻技術。擴展編碼具有更高的碼片速率

RFIN

3

8

RF to DC
Converter

(編碼位元速率)，支援寬頻連續時間加擾訊號。軍方使用
Voltage
Monitor

這種技術來有效對抗特別是窄帶干擾/人為干擾訊號，而使
5

訊號賦予兩個或多個與數位資訊所採用的電平個數相對應的

NC

NC

VCAP

離散幅度電平。已調波形一般看起來像是一串正弦訊號。

1

9

14

8

RFIN

接收器

一些應用
應用的部分如圖12與13所示。

德州儀器穿戴式裝置用電源管理參考設計
德州儀器(TI)推出了一種可行、可擴展的穿戴式裝置
用電源解決方案，可以用於手錶、手環等穿戴式裝置(可
16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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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參與廠商

13

5

Vollage
Monitor

6
7

INT
RESET

DOUT
DSET

GND

4 11
GND

模組(圖11)。

2
GND

另外還有基於PCC110和PCC210 IC的P1110和P2110

P2110
12
Boost
VOUT
Converter
10 V
SET

3 RF to DC
Converter

接收器側也是大批量OEM設計和參考設計用PCC110射
頻至直流轉換器IC和PCC210升壓轉換器IC。

1
LI
10
ALK
6 V
SET

工業4.0 與智慧工廠研討會
2017年12月12日▪台北
華南銀行總行大樓會議中心

DOUT
DSET

9

NC

資料則是採用幅移鍵控(ASK)數位調變方案，即給正弦

7
GND

GND

4
GND

2

訊號更不容易被潛在駭客發現。

VOUT

圖11：Powercast模組是射頻進、直流出、具有高射頻至直流
轉換效率(關鍵參數之一)的元件。它們設計用於50Ω天線，支援
840MHz~960MHz範圍內的多個頻段。

參考：https://goo.gl/3kVQaj)。與這種方案類似的參考設
計使設計人員能夠發揮他們的智慧和創造性，為穿戴式裝
置提供創新的供電技術，如圖14所示。

還有更多廠商陸續加入

會議諮詢
Rebecca.Shih@aspencore.com
+886 2 2759 1366#103

更多研討會資訊

FB 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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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終運行(Always-on)」晶片— 對於關鍵字辨識，功耗僅
為2mW。此外，該公司基於其Quark SE SoC還開發了其
Curie模組。Intel新業務部門副總裁兼總經理Jerry Bautista
表示，他們認為資料相當有價值，而穿戴式裝置有助於收
集特別是生物辨識方面的更多資訊。穿戴式裝置屬於邊緣
設備，它們在收集到資料後，將其送入到大資料流程中，
發送給雲端伺服器進行分析。對於Intel來說，降低這類設
備的功耗至關重要。
我興奮並樂觀地預測，下一代穿戴式裝置用創新電源
解決方案對用戶來說實際上將會是看不見的。如果夢想成

圖16：LTC3331有一個全波橋式整流器，用於接收來自壓電(交流能
量)、太陽能(直流能量)和磁能(交流能量)等能源的輸入。

真，那也是我重新戴上智慧手錶的時候。

BAT

圖12：降壓式涓流充電案例。

Inductive
Interface

LS/LDO

Wireless
Receiver
BQ51003

Battery Charger
BQ25120

SYS(1.1V to 3.3V prog.)

PMID

12V

Boost Converter
TPS61046

PMOLED Display
5V

Boost Converter
TPS61240

HRM,Eink Display(optional)
1.8V

Buck Converter
TPS62743/6

Processor

圖14：TI穿戴式裝置用無線供電解決方案方框圖。

VIN

THERMOELECTRIC
GENERATOR

T1
1:100

1nF
C1

電源方案

330pF

BAT_OFF
3.6V

VOUT

SW

能量採集解決方案，可用於給無線系統網路和充電電池進

quiescent-sensing MEMS device innovation》這篇文章

行供電，如圖15。該公司還有一款LTC3331，用來將來自

(https://goo.gl/V9crKg)。

COUT

VAUX

以下來看一些可以刺激設計者創新思維的構想：
2017.11 | www.edntaiwan.com

2.2µF

VSTORE
+
10µF

穿戴式裝置採集資訊對降低功耗提出挑戰

VLDO

VLDO

GND

多種能源的能量轉換給穿戴式裝置供電，參見圖16。

一些激勵設計者創新的其他構想

VOUT

+

Vesper有一種非常好的節能解決方案，可以用於穿戴
式裝置的語音控制，請參考《Wake up and listen: Vesper

18 | EDN TAIWAN

LTC3107
C2

穿戴式裝置用麥克風喚醒與監聽

凌力爾特(Linear Technology)有一種基於LTC3107的

3.6V

10µF

圖13：消費類電子設備可以在晚上不使用時利用圖中央的PowerSport發射器進行充電。

凌力爾特(現隸屬ADI旗下)醫療用穿戴式裝置和可擴展

VBAT

CSTORE
(OPTIONAL)

我不敢肯定英特爾(Intel)對這項業務會堅持多久，但
他們已經用他們的14nm製程開發出了一款低功耗的「始

圖15：採用熱電產生器供電的能量採集設計可以延長原電池的壽命。
www.edntaiwan.com |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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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動追蹤提供全新人機
互動體驗
作者：Christoph Goeltner/歐司朗(OSRAM)光電半導體產品經理

強大的電腦晶片、高效的紅外線LED(IR LED)，以及新型攝

步意圖。這將為直覺的人機互動開啟無限可能。

影機的感測器，讓先前複雜的眼動追蹤系統如今能適應消費
類電子應用的各種需要。借助這些系統，電子設備可檢測使

在很多領域，眼動追蹤的硬體條件已然具備

用者的眼球運動，從而辨別用戶的下一步意圖。結合現有

眼動追蹤系統可以檢測人的眼球運動及注視方向。起初，

的輸入法，眼動追蹤開啟了豐富的直覺人機互動新體驗。

人們開發眼動追蹤系統是出於市場研究調查、行為分析和

圖2：眼動追蹤系統使用紅外線照射人眼，並利用攝影機的感測器捕捉
影像。所捕捉的影像資料用於確定瞳孔的位置，計算用戶注視的方向。

幾十年來，鍵盤和滑鼠一直是我們操控電腦的傳統工

可用性研究的目的，此外，在幫助那些雙手無法操作電腦

消費類電子產業的眼動追蹤系統

具。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設備的誕生，人們

的用戶方面，它們的應用已有一段時間。其中，許多系統

上述應用中的新型眼動追蹤系統基於紅外線LED和高解析

需要借助新技術來與這類沒有配備鍵盤和滑鼠的微型電腦

使用紅外線照射用戶眼睛，並透過攝影機獲取影像，然後

度攝影機的感測器而設計，它們分別用於照射人眼和記錄

進行有效交流。因此，觸控螢幕成為一項關鍵技術，使得

根據影像資料計算眼球運動，因此，這些系統需要特製的

眼球反射的光線。然後，由影像處理演算法根據這些原始

這些電子產品更加友善；而語音辨識技術的加入，則使其

高品質攝影機、光源和軟體，有時還需要加裝硬體加速器

資料計算瞳孔(圖2)的位置，再由專用軟體利用螢幕等參照

更為直覺。

來處理海量的影像資料。

物的位置資訊確定使用者所注視的具體位置。不管眼睛是

而今天，借助極其強大的晶片、緊湊型攝影機的感測

什麼顏色，尤其是在黑暗中或螢幕背光非常明亮時，紅外

先知先覺的設備

器和新型的大功率LED，可以將眼動追蹤功能整合到智慧

隨著物聯網(IoT)的普及，我們需要互動的電子設備數量也

型手機等電子設備上。其實，許多電子設備上都搭載了攝

這些系統目前的最遠探測距離是1公尺。智慧型手機和

將與日俱增，智慧家居便是一個典型示例，聲控恆溫器已

影機的感測器和紅外線光源，只不過它們是用來實現臉部

平板電腦的工作距離通常在30cm左右，而桌上型電腦則通

開始運用其中。未來，我們還可以直接與機器人進行互動，

辨識、虹膜辨識等其他功能，因此，接下來需要有的就是

常在60cm左右，螢幕解析度與眼睛的光閘尺寸相對應，平

除互動式工業機器人之外，家庭助理機器人和醫療助理機器

一款合適的軟體，將眼動追蹤作為一個附加功能加以整合。

板電腦約為1cm，電腦則約為2cm。所用紅外線LED的數

線照明均可以確保虹膜與瞳孔之間所需的對比度。

量及發射器和攝影鏡頭的具體排列取決於應用的類型，即

人也在研發當中。而今，設備可以透過觸控螢幕接收指令，
也可以利用內建式耳機收聽指令，借助眼動追蹤系統，它們

發展現狀

工作距離的長短和覆蓋面積的大小。此外，設置還會因所

還能檢測到使用者正在注視的物件，從而預測使用者的下一

目前，各個領域均在開發各種創新概念，意在促進眼動追

採用的眼動追蹤軟體而有所不同，這是因為幾何設計也要

蹤用作一種新型的人機介面。在具有眼動追蹤功能的智慧

看各種演算法能否可靠地檢測瞳孔的轉向。一般而言，發

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的螢幕上，已經可以透過視線接觸啟動

射器和攝影機的感測器需要按特定角度進行佈局，彼此之

圖示或移動遊戲人物。具有眼動追蹤功能的遊戲電腦能使

間需保持一定距離，以避免收到眼鏡的眩光或者光線從眼

玩家在遊戲場景中更身臨其境，在一些系統中，玩家可以

球到感測器的直接反射。距離越大，訊號品質越好，使用

透過眼球動作控制遊戲人物的視角，而無需使用滑鼠或觸

者與設備間最佳距離的選擇空間就越靈活。

控板。眼動追蹤同樣也可以用於常規電腦，如利用眼球動
作實現文檔滾動查看。

圖1：視線接觸啟動圖示。眼動追蹤結合現有的輸入功能，開啟了全新
的電子設備操控方式。
20 | EDN TAIWAN

2017.11 | www.edntaiwan.com

用於眼動追蹤系統的紅外線LED

此外，在智慧家居產業，有多種方式可以透過眼動追

不同於大多數需要使用特定波長的虹膜掃描器，眼動追蹤

蹤技術與各種設備進行互動，例如，具有眼動追蹤功能的

系統可以在較寬的光譜範圍內運行。通常，這些系統需要

智慧電視已經問世。汽車領域也已提出這些系統的潛在應

借助現有的虹膜掃描或臉部辨識系統，並搭配波長為850

用，其中的一個典型示例便是駕駛活動助理系統，它可以

奈米(nm)或810nm的紅外線LED。人眼可感知到波長為

監測駕駛的眼球活動，從而及時檢測到疲勞駕駛的訊號。

850nm的紅外線LED所發出的微弱紅外線光，許多眼動追

眼動追蹤功能也可以用於監測駕駛的注視方向，從而確定

蹤解決方案製造商更傾向於採用940nm的紅外線LED，因為

其正專注前方路況還是注意力分散。這類資訊將有助於避

裸眼看不到這種光。然而，940nm設計現在還存在弊端：

免道路上出現緊急情況。

目前通用攝影機的感測器針對可見光進行了最佳化，但在

TDK 技術
推進電能解決方案。
高磁場強度的稀土磁體，
適合風力發電機應用

鋁電解電容器和薄膜電容器，
實現高紋波電流

氣體放電管和壓敏電阻，
具備良好的長期可靠性

EMC和正弦波濾波器，
工作電流最高達8 kA

www.edntaiwan.com |
https://product.tdk.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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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例

如何確保LED照明系統
設計強健性
作者：Yoelit Hiebert

LED照明產品應用於普通照明至少有
十年時間了，但如何評估LED照明產
品的可靠性仍然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
題，有時甚至令人相當困惑。本文將

測試

樣品數
(典型值)

持續時間
(典型值)

高溫工作

30(3批，每批10個)

1,000小時

在以下條件下連續工作：
1. 溫 度 對 應 於 允 許 的 最 大
電流；
2. 驅動電流對應於 允許的最
大溫度。

低溫工作

30(3批，每批10個)

1,000小時

連續工作在-40℃(典型值)的環
境溫度和工作溫度允許的最大
驅動電流下。

電源迴圈
工作

30(3批，每批10個)

1,000小時

在標稱溫度和驅動電流下進行
開/關操作；工作週期根據製造
商而不同。

不工作的
溫度迴圈

30(3批，每批10個)

500次迴圈

典型浸泡時間是15分鐘，溫度
分別是Tmin=-40℃和Tmax=85℃

可變頻率
振動

30(3批，每批10個)

168小時

高溫/
高濕

30(3批，每批10個)

1,000小時

在典型環境溫度為85℃和典
型相對濕度為85%的條件下，
進行連續或迴圈工作。

腐蝕

30(3批，每批10個)

168小時

工作 在標 稱溫 度 和驅動電流
下，以75%的相對 濕度(典型
值)做鹽霧試驗。

曝光
(不工作)

30(3批，每批1個)

1,000小時

將透鏡和外殼材料曝光在接近
紫外線輻射環境下。

20

8小時

連續工作在標稱溫度和驅動電
流條件下。

討論LED照明系統可靠性的一些評估
標準和過程。
採用現有照明技術的白熾燈或螢
光燈的性能通常用平均使用壽命來衡
量，它是指連續工作的一批被測燈中
圖3：在850nm和940nm之間時，針對可見光最佳化過的標準攝影機感測器靈敏度大幅度下降。配備940nm紅外線LED的眼動追蹤系統的
優勢在於它幾乎不會被人眼所感知。大多數情況下，需要使用更高的工作電流來補償下降的訊號水準。

一半發生故障(不再發光)所花的時間。
白熾燈的平均使用壽命大約是1,000小

紅外線光譜範圍內靈敏度則較低。波長為940nm時，靈敏

眼安全標準。普通用戶接觸的紅外線輻射量相對較低，然

時，緊湊型螢光燈的平均使用壽命約

度降低十分明顯(圖3)，因此需要增強紅外線照射，以達到

而，技術人員近距離觀看紅外線光源時需留意風險。眼動

為1.2萬小時，線型螢光燈的平均使用

與850nm光源一樣的訊號強度。鑒於紅外線照明的廣泛應

追蹤系統上有一個接近感測器，可確保在這種情況下紅外

壽命約為2.5萬小時。相比之下，工作

用，攝影鏡頭製造商正在研發紅外線靈敏度高的新版本。

線LED能自動關閉。有關光學系統安全設計的詳細資訊，

在合適環境條件下的LED的發光時間

可參閱《歐司朗人眼安全應用注釋》等文獻。

可達10萬小時甚至更長，因此無法測

理想狀態下，雙眼應位於攝影機感測器的捕捉區域內，
整個眼球需被均勻照射，這一點很重要。所需紅外線光照

我們周圍有太多複雜的電子設備，需要有新的技術來

射強度取決於工作距離，即便對於行動設備，也可能需要

實現直覺的人機互動。紅外線照明和攝影機的感測器為互

LED照明壽命用L70指標來表示，

數瓦的功率，而為儘量減少大工作電流下的熱輸出，發射

動技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使設備能「看到」使用者並理

是指以流明(lm)為單位測量得到的輸出

器是在脈衝模式下工作。儘管如此，熱管理仍是設計重點

解他們的意圖。眼動追蹤示例展示了如何在硬體基礎上透

光強下降到最初亮度的70%時所用的

之一，在更輕薄的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中尤為如此，因

過軟體方案實現新的互動類型，硬體元件的創新也正驅動

時間。從可靠性工程的角度看，L70

此，紅外線LED效率是除了光輸出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著這一發展，例如，採用波長為940nm的光源便是其中一

的缺點是，由照明公認權威組織「照

效率越高，產生的熱就越少。

種發展趨勢，因此，歐司朗也在不斷擴展在人臉辨識、眼

明工程協會」發佈的測量方法只測量

動追蹤等應用方面的產品組合。

LED封裝的流明輸出，而沒有考慮驅

針對這類應用，歐司朗開發了Oslon Black系列產品，

量它們的平均使用壽命。

其中，SFH 4715A的光電效率達到創紀錄的48%。這款
是目前此工作電流下效率最高的紅外線LED。如果需要，還

產品類型

可以採用奈米堆疊技術，在一顆晶片上提供兩個發射中心，
堆疊佈置，從而獲得更高的輸出。工作電流為1A時，SFH
4715AS的典型光輸出為1340mW，它並提供90度和150度
發射角兩種版本，涵蓋許多不同的設計。Oslon Black版本
在1A工作電流下光輸出為990mW，是理想的940nm光源。
Oslon Black的一個特性是其元件高度僅2.3mm，因
纖薄的電子設備。
像其他紅外線光源應用一樣，眼動追蹤系統必須符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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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變化取決於製造商。

表2：典型的LED照明系統強健性測試。

850nm發射器在1A工作電流下的典型光輸出為770mW，

此它不僅適用於今天的智慧型手機，也適用於下一代更為

灰塵

描述

圖4：Oslon Black SFH 4715AS的波長為850nm，是迄今為止功
率最大的紅外線LED。工作電流為1A時，其發光功率為1340mW。
得益於纖薄的外形，其不僅能安裝在最新的智慧型手機中，還可以
用於下一代設備。

使用壽命(小時)

動電路、熱管理設計甚至光路等其他

按設想那樣正常工作的概率。產品可靠

系統因素。現在的照明製造商沒有

性評估基本上都是根據加速壽命測試統

將重心放在整個系統的可靠性上，因

計建模和預測方法進行。對LED照明系

為燈幾乎總是最先壞的零件。但隨著

統來說，額定和其他元件故障都會影響

白熾燈

1,000

緊湊型螢光燈

12,000

線型螢光燈

25,000

LED照明的發展，製造商和最終使用

整體可靠性，如圖1所示。事實證明將

LED燈

25,000

者逐漸認識到，照明系統的其他部分

照明系統性能的這兩個不同因素結合起

LED燈槽

56,000

可能成為整體壽命的限制因素，如表

來的統計模型已不太適用，這是為什麼

LED街燈

50,000

1所述。

一直將重心放在強健性(robustness)測

表1：2015年固態照明設備的典型性能。
(資料來源：2016美國能源部固態照明研發計畫)

可靠性是指一個零件或一個系統在
特定工作條件下、在一段指定時間內，

試上的主要原因。
在現場作業中，強健性是衡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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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例

設計實例
PFC設備作用不大

減小35%(額定VA值不變)，因此在功

馬達來說總的功耗(2kW)是相等的，但

PFC設備一般很簡單，就是一個作為

耗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可以選擇更便宜

法是確認按照特定的設計和生產製程

具有較差功率因數的馬達1需要承載更

額外負載並聯的電容。這兩種相反電

的逆變器。

所做出的產品可以承受比正常工作情

大的電流。

抗的元件並聯在一起可以將電路總的

個產品或系統在特定環境下依設想進

從上述公式可以看出，雖然對兩個

行工作的能力的一種非量化指標，方

況下更大的應力。幾十年來，電子產

通常帶有非阻性負載的電子設備的

業一直採用強健性測試方案作為驗證

功率因數都小於1。比如緊湊型螢光燈

當然，這種校正不會改變負載消

程式的一部分，直到最近這種概念才

(CFL)的功率因數在0.5~0.7之間，因

耗的實際功率大小，但它會顯著減少

被更多的LED照明組織所接受，因為

製造商和額定功率的不同而不同，白

視在功率，以及從230V電源消耗的

他們終於認識到基於LED的照明產品

熾燈的功率因數始終為1。

總電流。

與其他電子產品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在當今的家電市場中，特別是用
能源之星(Energy Star)來評定家電以

無功功率調整到接近於0。

來，空調等用馬達驅動的電器產品都
已整合了大小合適的電容。
能源之星產品不僅定義了一台電
器在各種工作模式下可以消耗的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住宅用戶是為實

這是大眾市場中大多數節能設備

實際功率，還定義了電器要通過能源

與使用設計原型的可靠性測試不

際功率，而不是作為功率因數結果的

背後的原理。如前所述，它們不會影

之星認證必須滿足的最大功率因數。

同，強健性測試一般是將生產樣品放

無功功率買單，因此純粹從電力消耗

響實際功率，因為住宅消費者按實際

舉例來說，針對遊戲控制台/電腦推出

的角度來看，使用螢光燈對消費者來

功率付費，所以也不會影響他們的月

的能源之星版本5.1要求在滿負荷輸

說有好處，家中相同強度的光所耗功

度帳單。

出時的功率因數大於0.9，或者最大額

到各種超應力條件下，使其更有效地
成為整個品質認證系統的一部分。可

圖1：LED照明系統整體可靠性實例。(圖片來源：美國能源部「建築技術規劃固態照明技術情況說明書」）

靠性測試的目標是檢測出故障，以便

類型電子設備的測試非常相似，但是

品推薦的比較常見的強健性測試項目。

率可顯著減少。對電力公司而言則沒

雖然PFC設備不會減少電費，但它

瞭解故障模式，與之不同，強健性測

根據LED產品的特殊性進行了一些調

最近一些標準機構針對LED照明系

有好處，電力公司必須將電力輸送到

確實會使感性負載在經過校正或改善

再買一個PFC設備並連到你的電

試所期望的是在測試結束時所有產品

整。對於給定產品的測試方案將根據

統的強健性問題進行了研究，還有許

家中，無功功率越高，意味著輸電沿

功率因數後工作更有效率，因此也意

表，不過是在家中增加了一台對家用

都會正常工作。

目標應用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室內辦

多工作要做。下次我們將討論已經有

線的線路和變壓器等零件中的功率損

味著電器設備的磨損折舊變得更少，

電器沒什麼用處的冗餘設備，實際上不

LED照明的強健性測試與

公產品的測試板可能不需要包含高溫

的和規劃中的標準，以及它們是如何

失就越多。

比如對馬達來說消耗的電流降低了，

能幫你省錢，只是一個行銷噱頭罷了。

JEDEC、IEC和其他組織發佈的其他

工作或振動。表2列出針對LED照明產

解決LED照明系統的可靠性問題。

功率因數校正器：真的可以減少電費？

功率因數小於1的電器有馬達、螢

定輸出功率小於75W才能滿足要求。

技術/工程人員是不是也是這樣想

從而能夠延長產品壽命。

光燈、電冰箱、空調和消費性電子產

PFC對住宅特別有用的一種情況

的？有沒有城市依據千伏安(kVA)給

品(如電視和電腦)，這是因為它們包

是，家用逆變器或不斷電供應系統

住宅用戶計賬並收取他們無功功率的

含某種類型的能量儲存元件，比如電

(UPS)等是能量備用系統的設計。將

費用？未來是否會出現向住宅用戶收

容或電感。

功率因數從0.65校正到1可以使體積

取無功功率電費的趨勢？

作者：Mohit Arora

目前市場上的「節能設備」其實就是

變化的電流(I)

連接到主電網的功率因數校正(PFC)

請注意，實際功率的測量單位是瓦

設備，可以用來改善電表測出的功率

(W)，表示電流所做的實際功或負載消

因數。值得注意的是，住宅用戶依據

耗的實際能量。

這是不準確的，除非設備的功率因數等
於1。
對於純阻性電路來說，比如白熾

「翻轉」負極性穩壓器實現單電源雙極性供電
作者：Stephen Woodward

燈，功率因數為1，因為它的無功功率
為0。

實際功率支出的電費帳單並沒有把功

電子系統通常都包含電感和電容，

率因數考慮在內，因此這些設備不會

這些元件被稱為電抗元件，它們消耗的

在交流電路中功率因數是一個很重

圍越來越大，但設計輸出級電路到

真的減少你的月度電費支出。

功率就是無功功率，單位為伏安電抗

要的因素，因為在提供同等真實功率

0V的唯一方法仍然是要使用負極性電

這種所謂的「節能」設備對工業

(VAR)。實際(有功)功率和無功功率合起

的情況下，任何小於1的功率因數意味

源，這一點將一直不變。這一無法更

應用來說也許是有用的，因為其電費

來組成視在(或總)功率，單位是伏安。

著電路的線路必須承載更大的電流。

改的事實在簡單的電池供電應用中非

我們來考慮具有以下特性的兩個

是根據PFC而不是實際功率收取的。

何為功率因數？
功率如何測量？
以瓦(W)和伏安(VA)為單位測量的功
率通常可以互換，也常被認為是相同
的。但從實際使用情況來看遠非如此：
實際功率(W)=電壓(V)×隨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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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單電源「軌到軌」運放的選擇範

功率因數(PF)是實際功率與視在功率
之比：
功率因數(PF)=實際功率(W)÷視

馬達：
馬達2：2kW，230V，PF=1。
Motor 1(I ) =

在功率(VA)
人們經常將W轉換為VA(W=VA)，

Motor 2(I ) =

(2KW )
(230V × 0.7 )
(2KW )
(230V × 1.0 )

= 12.4A

9V

＋

＋

100µF@6V

G

常棘手。本設計實例提供了一種最簡
化且帶點技巧的解決方法，這種方法

馬達1：2kW，230V，PF=0.7；

+5V OUT

IN

VR

OUT

僅使用單個「傳統的」穩壓器，適用
於不要求對稱電源的情況，一些特殊
的限制可以接受。

LM7905 or LM320-5
or SIMILAR

COM
＋
100µF@6V
Approx’ -4V OUT

如圖1所示，這裡的「竅門」是
= 8.69A

使用一個負極性穩壓器(例如應用廣泛

圖1：負極性線性穩壓器將電池輸入分成正/負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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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例
的7905/LM320)，從電源的正端產生
正輸出軌。該穩壓器會在其「接地端

設計實例
那麼這種方法有沒有缺點？事實上
確實有，而且有三個。

壓器無法工作，正極負載至少應
和負極負載一樣大。

(G)」和「輸出端(OUT)」之間主動維

1. 負極輸出不穩定。不管輸出有漂

3. 如果任何一個電壓軌出現短路，

持一個設定好的壓差(本例中是5V)，

移還是波紋，任何連接的負載

整個源電壓都會出現在另一個電

因此在「公共端(COM)」和「+5V輸

必須能保持要求的精準度。現代

壓軌上。如果兩個電壓軌同時發

出端(OUT)」會有一個穩定的正電壓。

放大器都具有極好的電源抑制性

生短路，穩壓器不會進行限流。

這樣的好處是，電源電壓和穩壓輸

能，所以這通常不是問題，但是

記住這些侷限性，這種「翻轉穩

出之間的壓差(本例中是5V-9V=-4V)可
以用作負電壓軌，足以保持實際輸出
級為0V，也可作其他任何用途。

我們需要瞭解；
2. 從負電壓軌抽取的總電流必須不
超過正電壓軌中的電流。要使穩

壓器」就能為常見問題提供一個簡單

圖1：普通電壓示波器探頭用一根地線夾到待測電路。

解決方案。這種方案我已經成功地使
用了幾十年。

如何自製示波器探頭
作者：Martin Brown

為了觀察快速變化的波形，示波器的

理論和場論。

頻寬至少要達到1GHz。遺憾的是，

就能觀測到這種雜訊。
其實你可以自己做一個50Ω的電壓

大多數商用的電壓和電流探頭都無法

商用探頭的缺點

探頭。自製50Ω電壓探頭可以說明你更

在這麼高的頻率下工作。

商用示波器的電壓和電流探頭極具強

好地定義和理解電路中發生的事件。自

隨著現代電源的工作頻率越來越

健性，設計符合人體工程學，而且非

製50Ω電壓探頭的總體目標是：

高，工程師們已經開始採用高頻功率

常精確，在工作頻率遠小於1GHz的

開關和整流器技術。上升/下降時間

許多應用中它們都能很好地工作。而

為30ns~60ns的傳統平面或溝槽式

新一代開關電晶體的工作頻率都超過

MOSFET開關正在讓位於逐漸被超結

1GHz，導致上升和下降時間都不到

MOSFET、氮化鎵(GaN)MOSFET、

5ns。

· 構建一條從電路到示波器的乾淨
的高頻訊號路徑；
· 沿著訊號路徑提供盡可能實用的
遮罩；

商用探頭的低頻寬極大地限制了測

極體等開關時間不到5ns的功率開關

量精度。工程師們習慣了慢的上升和下

1:1遮罩同軸電壓探頭

所取代。

降時間，因此很容易忽略遺漏的資訊。

對低於示波器輸入端最大額定輸入電

為觀察如此快速的變化，通常需要

另外，普通探頭連接到訊號源會產生失

壓的訊號，可以用一段剪下來的50Ω

一台頻寬至少1GHz的示波器。遺憾的

真。這些連線(特別是地線)有很長一段

BNC同軸電纜作為探頭。未遮罩的中

是，大多數商用的電壓和電流探頭無

沒有遮罩。一段4~6英吋(10~15cm)長

心導體和帶遮罩的尾部長度不能超過

法在這麼高的頻率下工作。普通示波

的地線可能會拾取來自電路或其他地方

1英吋(25cm)，以便最大限度減少雜訊

器探頭的頻寬不到300MHz，電流探

的輻射雜訊，並將雜訊注入同軸電纜形

拾取。要想觀察特定節點的訊號，可

頭的頻寬可能只有60MHz~100MHz

成共模訊號，這種容易被忽略的訊號會

以將中心導體直接焊接到該節點上；

甚至更小。此外，高頻電壓探頭的成

疊加到有用的訊號上。

地線應該焊接到最近的關聯地上，也

本通常在12,000美元以上，而稍微好

圖1顯示的是一種典型的商用電壓

就是說，不能連接到在探頭和目標節

一點的電流探頭至少要4,000美元。

探頭，它包含一段未遮罩的訊號或地

點之間有很長PCB走線的地。這種探

對於在中小規模公司上班的電源工程

線，會形成環形天線。這段線拾取到

頭只能提供從目標電路到示波器的高

師來說，只有一條路：自己做探頭。

的雜訊電平正比於環路面積，以及雜

頻訊號遮罩。示波器的輸入終端電阻

設計和製作高頻電壓和電流探頭需要

訊能量和雜訊頻譜。只需簡單地將地

應該是1MΩ。圖2顯示了這種1:1遮罩

很好地理解射頻、寄生效應、傳輸線

線夾到探頭上，然後靠近目標電路板

探頭的設計。

2017.11 | www.edntaiwan.com

圖3：簡化後的n:1電壓探頭原理圖，其中的串聯電阻(RS)要求一定的計算才能確定值的大小。

· 能夠控制盡可能多的寄生影響。

碳化矽(SiC)MOSFET和SiC蕭特基二

26 | EDN TAIWAN

圖2：基於同軸電纜的1:1遮罩式電壓探頭。探頭上的電感(LUS)和地線(LG)會限制頻寬，但
由於尺寸小，有助於減少雜訊拾取。

圖4：低電平示波器跡線通常會顯示輸入訊號上的量化雜訊。

圖5：n:1 50Ω探頭在靠近探頭頂部的位置有一個1/4W的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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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50Ω電壓探頭

器的本底雜訊，因此顯示的訊號會帶

n:1探頭主要用於訊號幅度(包括任何尖

很多雜訊，從而導致ADC輸入解析度

峰)超過示波器輸入放大器最大額定電

降低。訊號可能只能被ADC(假設是8

壓的情況，這種探頭製作起來稍微有些

位元ADC)的低4位元bit捕獲。最終你

複雜。其簡化後的原理圖如圖3所示。

會看到最低有效位(LSB)的量化步驟。

因此首先也是重要的一步是確定

這種情況難以避免，特別是對具有高

這個檢測電阻的大小。這可不是想像

降壓比的探頭。圖4顯示了一個1000:1

的那麼簡單，有多個因素需要考慮。

50Ω探頭的典型波形。

將示波器的輸入終端電阻設為
50Ω，這樣示波器內部的50Ω終端電阻
就成為了分壓電路的底部電阻。你完
全可以放心地認為這個電阻的精準度

終端電阻。
ISENSE =

VCH
50 Ω

(2)

功率必須小於終端電阻的額定功率：
PRt = IS 2 × 50 Ω

(3)

檢測電阻(R1)值的計算公式：

圖5顯示了n:1電壓探頭的基本結
構。
設計n:1探頭時需要遵循以下步
驟：

RS = nRT - RT

(4)

現在檢查檢測電阻的功耗。
RS = IS 2 - RS

(5)

超過0.1%，其功耗不應超過0.25W。

首先，根據想要的通道增益設置

這個額定功率決定了能夠進入示波器

值確定電阻的衰減比值，以達到一個

檢查你想看的電路負載，你必須

輸入端的最大電流值。

比較合適的示波器訊號幅度(包括尖

理解和確定對目標電路的影響。如果

峰)。通常選擇十倍的電阻衰減比值，

探頭消耗太多的檢測電流，那麼探頭

· 50Ω終端電阻上的訊號最大幅度；

因為顯示的v/div設置只在輸入電壓的

會改變目標電路的工作，有時這種改

· 串聯檢測電阻的功耗；

小數點位置上有區別。

變還很顯著。經驗法則是：

其他考慮因素包括：

· 輸入電路上的負載。
所有這些因素彼此之間必須取得

n=

VCH
VIN

(1)

ZPROBE > 100ZTARGET

圖1：線路瞬態回應測量設置。

(6)

有時候初始考慮條件都滿足了，

平衡，它們將確定示波器輸入放大器
的增益設置。如果訊號太低，示波器

典型的輸入幅度不應超過內部輸入

但探頭使目標電路發生了超載。在這

的輸入增益必須設置在<100mV的範

50Ω終端電阻的額定功率。為了產生

種情況下，你必須回到步驟1，並選用

圍。由於輸入訊號非常接近輸入放大

想要的通道電壓，電流必須流過50Ω

小於初始電流的檢測電流。

圖2：LineEdge2原理圖。

功率驅動器設計助力電源單元特性測試

法，是使用一根同軸電纜將功率放大

外，如果數位核心也是由同一個電源

器連接到目標主機板的輸入電容上。

供電，則可能會導致頻繁的數位核心

作者：Mladen Veselic/Dialog半導體

功率放大器往往無法承受這樣的電容

復位，產生不穩定性。一種折衷的辦

負載，在大多數情況下，轉換器的輸

法是將輸入電容的值降到足夠低，讓

高速驅動容性負載比較困難，根本原

盪，也不能體積太大而佔據工作檯一

換器，與數位核心整合在一起。數位核

入端會變成振盪器，有時甚至會損壞

我們既能夠驅動它，又保持穩壓器的

因在於電壓變化產生的電流充電速度

半的空間。

心可以是硬編碼的大型狀態機，或者是

輸入電容或轉換器本身。因此通常採

穩定性。然而，這種解決方案需要額

僅受等效串聯電阻(ESR)的限制，而

以下介紹的方法採用極少的元件

軟體驅動的微型CPU。所有的轉換器

用的解決方案是將同軸電纜改為短接

外的實驗，並導致測試系統的硬體設

對於現代多層電容，等效串聯電阻往

來實現小尺寸，不僅對功能的影響

都要滿足最大電壓變化範圍的指標，

線和串聯電阻，將放大器與電容性負

定與最初的設計不同，從應用或設計

往非常小。另一個原因在於，如果將

很小，而且在需要時可以很容易地

以保證在負載或線路瞬態變化時正常工

載隔離。這可以使其穩定，但是隔離

角度來看這是不可取的。

電容連接到回饋控制系統，那麼電容

把移除的功能添加回來。這種被稱為

作。測量此參數的典型方法需要一個功

電阻會影響振幅的準確性，而且與穩

如果要設計一款能夠驅動大電容

引入的極點會導致相位損失。這個極

LineEdge2的電路可以在連接到高負

率放大器提供階躍變化給轉換器的輸入

壓器的輸入電容一同使用會產生低通

負載的電路，該怎麼開始？首先需要

點迫使我們把頻寬限制在遠低於期望

載的直流和容性負載時產生高速的上

端，同時在轉換器輸出端接一個電子負

濾波器，從而降低頻寬。

高頻寬放大器加補償方案來解決負載

的水準，以免影響穩定性。因此，如

下緣。該電路在Dialog半導體內廣泛

載來提供指定的負載，還需要一個示波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不能完全

電容引起的相位損失問題。在利用飛

果希望在容性負載上產生清晰而又受

用於線路瞬態回應、PSRR和其他性能

器(以測量輸入條件和輸出偏差)。完整

去除電容，只使用功率放大器來驅動

線(fly wire)和原型PCB進行了幾次實

控的上下緣，就需要頻寬很寬、電流

測量，說明電源管理IC的特性測試。

的設置如圖1所示。

待測物(DUT)？答案是這種方法會造

驗後，LineEdge誕生，經過一系列改

成開關型DC-DC轉換器不穩定。另

進，又產生了LineEdge2。

很大的「緩衝器」，而且它既不能振
28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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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電源管理IC包含線性和開關轉

許多工程師新手採用的一種簡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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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其hFE約為50，可提供充分的電
流放大。由於大部分電流實際上流經
該元件，該NPN電晶體採取了額外的
冷卻措施。PNP透過兩個二極體壓降
偏置，以約10mA的集電極電流實現
電晶體傳輸，使輸出工作在AB類。該
偏置確實非常簡單，因為在輕輸出負
載的情況下只需要該PNP稍微打開。
負載較高時，輸出級進入A類，
PNP幾乎不會打開。為了改善需要快速
上下緣時的PNP驅動，將一個自舉電容
與偏置二極體並聯，這可以在瞬態回應
的下降端短暫地提供能量到基極。如果
該元件在低功耗狀態中使用，則由一個
短路鏈路反轉為B類輸出。輸出採用AB

圖5：線路瞬態回應自動化。

類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避免交叉失真，不
然會產生額外的高頻雜訊。兩個電晶體
圖3：具有10μF和100μF電容性負載的相位裕度圖。

的集電極被重度去耦，以便在需要時提
供本地電源。
請注意，原理圖(圖2)中沒有發射
極電阻。發射極電阻有助於減輕PNP
的熱失控風險，但同時也會增加放大
器驅動器擺幅要求，並因額外的壓降
而增加電源電壓要求。所以為了保證
輸出級不出現熱失控，電路裡設定了
合適的偏置電阻值，並且保證二極體
與PNP熱耦合。與SD(關閉)接腳串聯
的100kΩ電阻用來降低功耗，CFA的
總頻寬也因此略有降低。電容性負載
的補償非常簡單，C C與R C並聯來設定
CFA的頻寬；R5是環路測試用的注入
電阻，它與J9一起方便穩定性測量。
輸入訊號直接連接到正向的高阻抗輸

圖4：不同負載點下的相位裕度圖。

圖6：使用改裝的HSEC8連接器完成設置。

入端，可選50Ω端接阻抗。這裡沒有

負載情況。容性負載引起的增益損失

個相位裕度。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考

採用接到CFA補償接腳的C5，因為

是顯而易見的，看起來電容的阻抗特

慮所有交叉點，穩定性受制於「最薄

在這個應用裡它對提升性能沒有太大

性會影響預期的一階增益下降。較高

弱環節」或最小的相位裕度。在本例

的效果。

的電容值具有較低的諧振頻率，迫使

中，最薄弱的環節始終是由負載電容

第一次交叉更早出現，而容值較低的

決定的第一個交叉點。為了使系統穩

從圖2中可以看出，LineEdge2由

高」電容性負載(最高達10nF)。為了

電流回饋放大器(CFA)U1(LT1210)、

有效利用該放大器的高電流，其輸出

穩定性

電容具有較高的品質因數，在較高的

定，我們有兩個選擇：一是以某種方

基本的偏置網路和BJT輸出級(Q1和

直接連接到NPN雙極電晶體Q1的基

由LineEdge2驅動的典型電容性負載

頻率上交叉之後會出現更陡的低谷。

式提高增益，以避免第一個交叉點；

Q2)組成。LT1210是一個有趣的放大

極，由於LineEdge2始終以正輸出電

範圍為10 μ F~100 μ F。根據電容的類

相位在諧振頻率上開始恢復，並快速

二為提前提升相位(以較低頻率)，確保

器，它具有高電流輸出(>1A)和高頻

壓運行，因此這種安排是合理的。輸

型和容量的差異，可能需要微調相位

跳轉到放大器中設計的高值。

在第一個交叉點時仍然有一些相位。

寬(35MHz)，其默認設計就是驅動「

出級採用互補的高開關速度功率電晶

裕度。圖3顯示了兩種極端的電容性

30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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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相位，只需增加C C 。圖3顯

量，因此散熱可能會是一個問題。為

硬體

示了固定值R C = 560Ω和兩個C C值的

了解決這個問題，負載瞬態脈衝與輸

LineEdge2是一個小型模組，可以直

兩種情況。很明顯，820pF的情況在

入脈衝同步施加，並確保輸出電壓具

接插入到目標評估板中。如圖6所示，

兩種電容性負載情況下都能提供更好

有適當的前置和後置穩定時間。這樣

它使用高速大電流Samtec HSEC8

的相位裕度。

一來，轉換器的負載就不是恆定，而

連接器連接到目標系統，該連接器可

是脈衝的，具有很小的工作週期，減

以在輸入電容附近進行匹配，以允許

少了LineEdge和DUT的損耗。

LineEdge2板從頂部插入。該板需要

圖4顯示了低容性負載下不同負
載點的情況。當增益增加時，相位變
化非常小。增益增加導致更高的交叉

圖5顯示了脈衝排列，藍色曲線是

頻率，並且由於相位在交叉之後迅速

使用LineEdge2驅動的輸入瞬態，黃

上升，相位裕度也相應上升。顯然，

色曲線是負載瞬態脈衝。輸入瞬態脈

原因有幾個，首先，對於大電流

隨著負載的增加，相位也在提升，同

衝處於負載瞬態脈衝的中間，具有足

靜態負載，連接電阻會產生壓降，由

時增益和頻寬也增加了。結果是，隨

夠的時間餘量來穩定輸出電壓，即紅

於主放大器的回饋接在板端，輸入端

著負載的增加，獲得了更快的速度和

色曲線。為了實現這種脈衝排列，標

可能會看到一些壓降。其次，連接中

更高的穩定性。從曲線圖可以看出，

準工作檯用的函數產生器可能不夠，

的阻抗會限制對電容進行充電的速度

當負載相差400mA時，相位裕度變化

因為兩個脈衝的相位同步必須被控

和能力，導致較差的訊號保真度。因

達10°。

制，脈衝寬度和斜率也必須被控制。

此，我們在製作主機板時通常把連接

自動化

可以降低總功率損耗，因此不再需要

LineEdge2是一個簡單的元件，它不

散熱器，使解決方案保持小巧且易於

結論

包含任何額外的保護或限流電路，可

整合。從圖5可以看出，穩壓器的線

應用工程師經常需要在短時間內執行

以獨立使用，也可以作為具有許多獨

路瞬態回應非常小(與線路瞬態脈衝

複雜的測量並提供結果。擁有正確的

立電源輸出的更大自動化系統的一部

同步的紅色波形)，約為1mV，所以

工具，瞭解並知道如何使用它，會帶

分使用。

應特別保護測量訊號免受其他雜訊源

來不可或缺的優勢，大大降低任務的

的干擾。

複雜性。

透過減少脈衝排列的重複頻率，

由於線路瞬態回應是在滿載時測

連接到盡可能靠近輸入電容的位置，
這非常重要。

器放在需要的位置。

適用於高科技家電的電容式技術

60V、2MHz 降壓-升壓型控制器調節高功率電壓和電流
並具有高效率和低 EMI
設計要點 567
Keith Szolusha
同步降壓-升壓型控制器具有通用性和高效率。它們可
作為升壓和降壓控制器利用單個電感器產生高功率，
從而保持簡單的電源設計。正常情況下，高功率應用
中的降壓-升壓型控制器在一個標準或低開關頻率下運
作，這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效率並可避免與貫通和開關
消隱時間相關的複雜性，而此類現象會發生在高頻條
件下的同步整流中。然而，採用一個較小電感器的高
頻率 2MHz 降壓-升壓型控制器則可確保 EMI 成分所
處的位置高於 AM 頻段。
LT8390A 和 LT8391A 降壓-升壓型控制器是獨特的，
因為它們工作在 2MHz。高開關速度允許使用一個小
型電感器以實現緊湊的解決方案尺寸，即使在高功率
應用中也不例外。
與那些把電源開關內置於 IC 封裝之中以節省空間的
單片式轉換器不同，這兩款控制器能夠以高得多的峰
值電流 (例如：10A) 驅動外部電源開關。這麼高的峰

值電流將會燒毀典型集成化轉換器的小型 IC 封裝，
但是外部 3mm x 3mm 同步 MOSFET 則能處理該
功率。MOSFET 可與熱環路電容器一起佈置在狹小的
空間以實現非常低的 EMI。這種獨特的峰值開關電流
檢測放大器架構把檢測電阻器佈設在功率電感器的旁
邊 (位於至關緊要的輸入和輸出熱環路的外部)，這也
降低了 EMI。

2MHz、95% 效率、12V、4A 降壓-升壓
圖 1 中的 2MHz、12V、4A 降壓-升壓型穩壓器擁有
高達 95% 的效率。這款相對緊湊的設計採用 3mm x
3mm MOSFET 和單個高功率電感器。即使在 48W 功
耗條件下，該轉換器的溫升也是很低。在 12V 輸入
時，所有元件在室溫基礎上的溫升均不超過 45°C。在
7V 輸入時，在採用標準的 4 層 PCB 且沒有散熱器或
冷卻氣流的情況下，最熱元件的溫升小於 55°C。該轉
、LT、LTC、LTM、Linear Technology 和 Linear 標識是 Analog Devices 公司
的註冊商標。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作者：Steve Fulton/Molex工程經理

現代家居使用者大多期望新採購的家

備。家電可以利用藍牙(Bluetooth)

發展步伐，往往落後於功能性的技術發

電比以往的機型都更加時髦和智慧

與智慧型手機和其他網路化的裝置通

展速度。這意味著當今的設計工程師們

化，因此，領先的家電製造商都在加

訊，來協調各式各樣的任務。利用冰

需要找到具有成本效益的策略，將最新

緊推出令人趨之若鶩、搭配更高階功

箱內建的攝影鏡頭，可以遠端訂購生

的電子功能導入到高階機型的家電當

能的各種新機型。在每次發佈新機型

活用品；甚至還可以檢查洗衣機和

中，以滿足高要求消費者的需求，同

時，家電製造商都會將增強的電子功

洗碗機內部的清潔劑供應液位是否過

時為經濟型的中階和基本款產品提供

能整合在內，來吸引那些無比繁忙而

低。多家主要的家電製造商都在開發

簡化的選項。

又癡迷於技術的消費者。

或者已推出網路家電產品線，這類產

比如說，可同步操作的廚房家電

品的設計可以協調並簡化大量繁雜的

已準備引發一場烹飪革命，我們將可

家事，更可與物聯網(IoT)技術銜接，

同時具備功能性及趣味性的電
容式技術

以遠端遙控設定烤箱、瓦斯爐具及微

實現智慧家庭(Smart Home)。

現有的電子解決方案與設計策略的組

波爐來進行精確的溫度控制與進餐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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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用的馬達及其他的機械條件的

合不斷擴大，有助於製造商設計出更

圖 1：具有高效率的 2MHz、12V、4A 降壓-升壓型電壓穩壓器
11/17/567

設計實例
為時尚、智慧的產品。先進的電容式觸

件背後的功能來自於電路。電容介面有

控感測器等技術可提供設計自由度、實

多種基板材料可選，包括剛性的印刷電

惠價格及可擴充性，為更多的家用電器

路板、或者聚酯和聚醯亞胺的柔性電路

增添強化的LED照明和其他高階功能。

在內，而每一種基板在設計上都具有獨

下一代的電容式技術能給予更大的設計

一無二的挑戰，製造成本及在操作上的

自由度，以經濟的方式來整合各種強化

侷限也各不相同。微處理器在電路中居

性能，提高家電的功能性，對於當今喜

於核心地位，使電器可以正確地運行，

愛高科技的屋主而言，更具吸引力。

允許韌體客製功能、連接性和強化的使

電容式觸控感測器在高要求的應用

用者體驗。

中部署廣泛，性能久經考驗，可以透

電容式觸控開關具有一系列功能上

過測量電容上的變化來探測是否有物

的特點，以及具有附加價值的功能，包

體存在(通常是將手指放在圖標標示的

括客製化的背光、離散式按鈕、線性滑

觸控區)。電容式感測器的輕觸式觸控

桿，以及滑動轉盤等。設計人員越來越

功能可迎合所有人，而且更加好用。

多的利用這些強大功能，以及設計靈活

新款家電採用客製化的電容式觸控感

性，將節能低功率的LED照明以創新的

換器在 4A 負載時可處理低至 4V 的短暫輸入瞬變，
或在 4V 輸入和 2A 負載條件下 (~25W) 持續地運行。

測器開關，結果將逐步替換掉機械式

方式整合到電容式觸控感測器開關中。

開關，這是因為前者可以提供更大的

獨立的LED在性能輸出、輸入要求，以

LT8390A 的高開關頻率 (600kHz 至 2MHz) 將其與四
開關控制器領域區分開來。另外，它還與其較低頻率器
件 LT8390 一樣擁有諸多引人注目的特性。LT8390A
具有一個電源良好 (PGOOD) 標記、短路保護功能和
一個用於提供輸出或浪湧電流限制的靈活電流限制檢
測電阻器。該器件用於實現低 EMI 的擴展頻譜頻率調
製 (SSFM) 功能使其非常適合汽車應用。

設計靈活性，並比傳統的系統更為耐

及環境規範方面提供很多不同選項，從

用，而且家電的操作效率也會更高。

而突顯了整體組裝設計對客製化解決方

圖 2：具低 EMI 的 16V、1.5A 汽車降壓-升壓型 LED 驅動器達到 CISPR 25 Class 5 EMI 規格要求

2MHz 低 EMI 汽車降壓-升壓型 LED 驅動器
LT8391A 是與 LT8390A 對應的一款 2MHz LED 驅動
器。兩者的主要分別是 LT8391A 具備 LED 驅動器
PWM 調光特性和 LED 開路故障保護功能。輸出檢測
電阻器負責控制流過一串 LED 的電流，這些 LED 的
電壓可能位於輸入電壓範圍 (例如：9V 至 16V 汽車電
池) 之內。它可在低至 4V 的冷車發動情況下運行，並
能承受高達 60V 的輸入瞬態電壓。LT8391A 在 120Hz
提供高達 2000 :1 PWM 調光比，而且它能夠使用其內
部 PWM 調光信號發生器 (無需外部時鐘) 以實現高達
128 :1 的準確調光。
圖 1 中所示的 2MHz LT8391A LED 驅動器專門針對
汽車前照燈進行了優化。它採用 AEC-Q100 元件並
Data Sheet Download

www.linear.com/LT8390A
DN567 1117 45K • PRINTED IN CHINA
 ANALOG DEVICES, INC. 2017

電容元件可以採取客製化設計，

圖 3：LT8390A 的效率 (圖 1 所示電路)

案的需求。

適用於全系列的家電應用，從體積較

例如，一台基本型的洗碗機可能

小的微波爐和飲料機到專業的烤箱和

只在所有按鍵上提供簡單的開關照明

冰箱在內。電容式觸控開關依照IP67

功能，然而高階型號卻以相同的基本

等級的規範而設計，能夠有效地避免

覆蓋膜整合彩色的LED指示燈，並且

滿足 CISPR 25 Class 5 輻射 EMI 標準。SSFM 降低了
EMI，而且還在執行 PWM 調光的同時無閃爍地運行。

灰塵、水和化學品的侵入。電容元件

增加功能以實現可調節控制功能，或

採取固態設計，不含任何運動零件，

者逐漸變暗的亮度控制效果。這種具

這款緊湊型設計採用一個小型電感器以及特別小的輸
入和輸出 EMI 濾波器。它能在低至 4V 和高達 60V 的
輸入電壓下工作。圖示的 4 個同步 MOSFET 可用兩個
雙通道 MOSFET 替代，以在需要時減少元件數目。此
設計的效率可達 93%。FAULT 標記負責報告短路和開
路 LED 情況，此類情況可輕鬆地予以處理。

從而可延長產品的壽命。

可擴充性的設計層次，往往可協助製

結論
LT8390A 和 LT8391A 是 2MHz、60V 降壓-升壓型控
制器，能夠在緊湊的空間調節高功率電壓和電流。低
EMI 架構和 SSFM 功能使得這兩款器件成為低 EMI
應用的理想選擇。
想得到我們的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請電洽
02-2505 2622。

一套有效的整合式電容解決方案通

造商節省成本。

常包含圖形覆蓋膜(overlay)、選裝的背

在最近的一項原型設計專案中，一

光層，以及電路。啟動時，無需直接的

家電子解決方案的製造商開發出觸控感

電氣接觸，這樣覆蓋膜面板可以採用一

應的開關面板，讓客戶針對同一產品線

層更厚的高耐久性塑膠或壓克力材料構

同時設計的冰箱和洗碗機的外表和觀感

造，使其顯得更加平整，並呈現更為理

互相配襯。除了美感匹配之外，製造商

想的玻璃狀外觀。在選擇和製作覆蓋膜

還希望各個不同的家用電器和型號能重

時，環境因素是重要的考慮事項。儘管

新利用基本型觸控式感測器的電路圖，

大多數的住宅都處在相對穩定的環境

從而能夠協助標準化整體使用者介面，

中，家電則容易受到每天溫度和濕度

以獲得最佳的視覺衝擊力、功能性，協

變化的影響，此外，還有頻繁使用產

助客戶實現現有及未來家電產品的相容

生的影響；有些時候，家居使用者還

性。可擴充的原型元件相對較長和較

會出現使用不當的情況。

窄，以整合的微控制器來實現面板功
能。精密的小鍵盤設計則採用了多個

賦予創造性與可擴展性

緊密排列的電容式觸控按鍵、滑桿及

圖形覆蓋膜提供了第一印象，而電容元

旋轉手勢控制功能，可以單獨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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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例
點亮，並逐漸變暗。

設計實例
優異的功能和時尚的設計，為家電消
費者帶來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在家電

層薄層設計，與側光技術或邊緣按鈕相

的設計中，電容式觸控輸入的發展速

比，在家用電器上通常可以提供更加簡

度現已超過了機械式介面與電阻式觸

潔的美感。由於LED提供的是單點光

控。電容式開關是一種可擴充的支援

· 設計優雅，外觀方案幾乎不受限

源，顯微組織結構可導致光束在背光區

技術，在直覺的使用者介面中可提供

制— 色彩、材質及別樹一幟的

域上均勻的散佈開來。兩種原型設計都

更高的整體可靠性，以及更加醒目的

LED背光解決方案；

結合成型光導與散射的LED照明，在更

LED增強功能。客製化的電容式設計

大的可視覆蓋膜表面區域上實現更加均

可以整合並融入多種的開關格式與佈

勻一致的照明範圍。採用高速串列通訊

局，以及各種觸控式和非觸控式產品

技術來管理照明控制與感測器報告，確

的組合。下一代家電設計中的其他主

保一致的靈敏反應。

醒目、高效率且穩健

BCP沉積的製程比較簡單。旋塗在

符合標準半導體製程規範。退火過程

基材上的中性層，可使BCP在熱退火過

可長達兩個小時，使所創建結構的缺

程中分離成單個域。中性層不對BCP

陷率足夠低，但增加了製程成本。

· 便於家電的清潔，防污染物及化學

LED背光是覆蓋膜和電路之間的一

品的無縫覆蓋膜；
· 厚聚酯覆蓋膜或玻璃可提供保護，
並且輕觸即可啟動；

PS-b-PMMA BCP正在大規模量

中任一聚合物鏈具有親和力，可使域

產。目前，全球有110萬噸此種材料

分離。聚合物域分離負責圖案形成。

用於各種應用，如此龐大之數量，超

製程注意事項

過了整個半導體產業的需求。因此，

DSA沉積過程使用此兩種基本方法中的

未進行商業化生產的DSA材料當前目

整合過程。

一種。製圖利用地形學對準BCP，沉積

標為滿足半導體應用，但產業準備就

消費者信賴領先的家電品牌，並

在相對較深的溝槽中。引導圖案決定溝

緒之時，且已安裝基礎設施，便可擴

且信賴高階產品的聲譽及品質。電容

槽，將BCP限制在其優先方向對準的圖

大適合材料的生產。

要優勢包括：

式開關技術可以協助製造商的產品在

案。化學外延法基於平面基底上的化學

· 堅固耐用的固態設計，無發生磨損

展示中心內脫穎而出，讓精通科技的

圖案，其上是BCP自對準。

的運動零件；

· 簡化功能控制單元和客製化韌體的

DSA正紅的原因

半導體產業正追求製圖外延結合

2007年DSA入選國際半導體技術藍

化學外延，有利於製圖外延法產生細

圖(ITRS)。起初，主要半導體產業企

間距穿孔，亦有助於化學外延創建平

業認為，DSA會在14nm和7nm之間

行線陣列。

的任一邏輯節點邁入商業生產，甚

買家愛不釋手。

技術互補 DSA加EUV實現精細間距微影

退火溫度在250℃~275℃之間，

至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可以

作者：Douglas J.Gerrero/Brewer Science高級技術專家暨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成員

一直以來，微影技術的進步對於實現

了結合使用EUV和DSA技術為微影技

變為層狀形態(圖1)。Flory相互作用

更細微的半導體製程節點至關重要。

術帶來的益處，以及此前存在的障礙

參數χ及片段長度的乘積，決定了有

由於預測到浸潤式微影技術之擴展能

變得無足輕重的原因。

代微影技術。並且提出了幾種技術，

材料定義圖案

光阻
劑

序結構的間距。χ值越大，所得結構
的間距越精細。

力存在侷限性，業界不斷追求著下一

光阻
劑

標準PS-b-PMMA材料具有相對

涵蓋極紫外光(EUV)微影、多波束電

大多數微影技術採用掩模定義圖案，

較低的χ，將間距限制在20nm或更

子束微影、奈米(nm)壓印微影及嵌段

然而在DSA製程中，圖案存在於材料

大。一些材料製造商正考慮使用PS-

中性
氮化硅

中性
氮化硅

外叢狀

外叢狀

外叢狀

氮化硅

氮化硅

矽

矽

矽

光阻劑硬化過程

BCP塗層及DSA

PMMA移除

氮化硅
矽
光阻
劑

中性
氮化硅

中性
氮化硅

光阻
劑

微影

外叢狀
氮化硅

中性
氮化硅

中性
氮化硅

中性
氮化硅

外叢狀

外叢狀

外叢狀

氮化硅

氮化硅

氮化硅

矽

矽

矽

矽

BCP塗層及DSA

PMMA移除

中性
氮化硅

微影

光阻劑硬化過程

外叢狀
氮化硅

色調反轉材料

共聚物的定向自組裝(DSA)技術。
DSA於21世紀初得到初步發展，

本身，這就是它與眾不同的地方。用
於DSA的原始嵌段共聚物(BCP)結合

b-PMMA以外的化學成分，生產高χ
的BCP，用聚二甲基矽氧烷或聚羥基

並在隨後幾年裡引起了主要半導體製

了聚苯乙烯(PS)和聚(甲基丙烯酸甲

苯乙烯代替PMMA組分。更改PS-b-

造商的高度關注，後來在一定程度上

酯)(PMMA)。這兩種聚合物能自然而

PMMA亦可增加χ，亦可能調節χ、

失寵，部分原因是EUV微影獲得了重

然地將自身分離成獨立相。調整PS-

分子量及玻璃化轉變溫度，在各種退

要投資，取得了進步。然而，DSA材

b-PMMA材料中的PS及PMMA的相對

火條件下，實現14nm~40nm之間的

料及製程的最新進展，可望打消延遲

比例，使形態由球形變為圓柱形，再

層片間距。

中性
氮化硅

中性
氮化硅

外叢狀

外叢狀

外叢狀

氮化硅

氮化硅

氮化硅

矽

矽

矽

Si-HM/OPL蝕刻

色調反轉材料
旋塗型色調反轉材

回蝕至OPL

中性
氮化硅

中性
氮化硅

外叢狀

外叢狀

外叢狀

氮化硅

氮化硅

氮化硅

矽

矽

矽

矽

氮化硅
矽

圖2：使用含矽抗反射塗層(Si-HM)的色調反轉製圖外延法(TIGER)的示例製程，包括微
旋塗型色調反轉材
Si-HM/OPL蝕刻
回蝕至OPL
OPL灰化
影、DSA沉積及蝕刻。

x-PS
矽

實現的疑慮。

氮化硅

OPL灰化

X-PS交聯

矽

形成光阻圖案

矽

光阻微調及x-PS蝕刻

x-PS
矽

矽

X-PS交聯

選擇合適的微影技術，不一定要

形成光阻圖案

矽

光阻微調及x-PS蝕刻

非此即彼，二中選一。結合使用EUV
微影及DSA技術，可能會創造難能可

矽

矽

使用溶劑剝離光阻劑

-OH刷接枝

貴的機會。雖然兩者有時被看作是競
爭對手，但將其視為相得益彰的互補
型技術，則更加合情合理。本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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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BCP類形態作為組分的函數。當Α組分的佔比增加時，結構從球體變為圓柱體，再變
為層狀。圖中L0指特征域長度尺度、N為鏈段數。

矽

矽

使用溶劑剝離光阻劑

-OH刷接枝

矽

BCP退火

矽

BCP退火

矽

PMMA移除

矽

PMMA移除

圖3：DSA材料化學外延法 Liu-Nealey(LiNe)製程製程。
www.edntaiwan.com | 2017.11

EDN TAIWAN | 35

設計實例

設計實例

內建蕭特基二極體
MOSFET可提高應用效能

更快地實現商業生產；但目前為止未

最初的硬質光罩微影製程對於EUV

能大幅減少成本，透過給150個並行

能實現。2016年DSA研討會調查顯

和DSA是一樣的，但它們在曝光過程中

的晶圓退火30分鐘，研究者能充分論

示，DSA技術尚不具備成為主流技術

有差異。一旦BCP沉積，DSA無需額

證透過比SAQP更低的成本達到低的

之條件，且在未來數年內也不會成為

外光罩即可達到30nm特徵尺寸。退火

缺陷等級。

主流，但是一些整合零件製造商想推

自然地將這兩個階段分成不同的形態，

同時運用DSA和EUV將有望緩解

進DSA製程發展，也有支持此舉不僅

但是DSA製程最適合單一間距的設計。

曝光放置錯誤的問題。例如，EUV微

EUV可用於在晶圓上繪製解析度

影製程能為雙峰穿孔製造自組裝孔。

當一個功率MOSFET被用在電橋拓

將波長降低到193nm浸潤式微

較低的特徵，並製作後續DSA沉積的

在EUV過程中，這兩個穿孔可能會合

撲或用作電源二次側同步整流時，體

影，使線寬和間距降至80nm。自對

間隔物。這種組合提供設計最大彈性

併，但在DSA過程中又會自動分離。

汲二極體(body-drain diode)的特性

準四重圖案化(SAQP)等技術，可以

的同時，又簡化了製造過程，達到消

在沒有DSA的情況下，為避免合併的

及品質因數將變得非常重要。當需要

透過多次微影/蝕刻迭代產生更小的特

除製程步驟和減少光罩成本的目的。

穿孔，可能需要額外的微影製程步驟。

Q rr 數值很低的軟反向恢復時，整合蕭

徵，惟需添加微影步驟，每一個都需

與單一的EUV相比，LCDU更好一些。

當穿孔形狀最佳化時，對於精細

特基二極體(Schottky Diodes)的新

DSA最適合具有多重、重複、普

間距的穿孔，運用EUV和DSA的方法

60V「F7」功率MOSFET確保能效和

浸潤式微影技術快走至窮途末路，

通精細間距特徵的裝置。因此，它

最可靠。研究表明，花生形狀而非橢

換向性能更加出色。

亦為下一代微影技術提供了機會。在

可能會首先被用於DRAM中，隨後會

圓形，最適合以最低風險的曝光放置

在同步整流和電橋結構中，R DSon

極體長時間導通時，提升性能的效果特

10nm~30nm關鍵尺寸(CD)的設計，

用於邏輯裝置上的層中。尤其是利用

錯誤來製造自組裝穿孔，甚至對於最

和Q g 兩個參數並不是對功率MOSFET

別明顯。本文將在開關電源和馬達控制

為此等最先進的技術創造了最佳條件。

EUV來沉積間隔物時，使用DSA製圖

具挑戰性的N5節點也一樣。

的唯一要求，實際上，本徵體汲二

環境中評估內建蕭特基二極體的新60V

EUV微影技術的進步，為業界青

能實現更複雜的設計，滿足不同地區

極體的動態特性對MOSFET整體性

MOSFET的性能，並對比標準元件，重

睞DSA的一個因素。當今的EUV材料

對晶片間距的不同要求。這大概是選

合作以加快DSA採用

能影響很大。體汲二極體的正向壓降

點論述新60V MOSFET的優勢。

與老一代產品相比，具有更高的靈敏

擇晶片的方法。

半導體產業在微影製程方面有大量的

(V F,diode )影響開關在續流期間(開關處

具備可能性，也十分可取的理由。

要定制掩模。

作者：Filippo Scrimizzi、Filadelfo Fusillo/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

D
G

S

圖1：功率MOSFET管的符號。

步整流器應用中，當開關頻率很高且二

度，因此需要較低的紫外線劑量；線

儘管有運用DSA和EUV的承諾，

經驗，但DSA需要我們在思維模式上

於關斷狀態，電流從源極經本徵二極

粗糙度亦有所提高。EUV微影可以產

只有供應商能說服整合設備製造商

做出轉變。BCP材料在半導體產業內

體流至漏極)的功率損耗；反向恢復電

MOSFET本徵體汲二極體和蕭
特基二極體特性

生30nm或40nm間距的通孔，但浸潤

(IDM)，讓他們相信這種材料已經克

還是新生事物，它在材料上的改變是

荷(Q rr )不僅影響開關在反向恢復過程

圖1所示是一個N溝道功率MOSFET的

式微影無法做到。

服了技術限制，半導體產業才會轉而

革命性的而非漸進的，因此這一過程

的損耗，還影響開關性能。

典型符號。本徵體汲二極體由p-body

DSA的較高解析度，甚至超過了

使用這種方法。DSA遭受了很多挑

可能面臨諸多阻礙。在將DSA材料投

MOSFET的尖峰電壓隨著Q rr 升高

和n --drift兩個區組成，如圖1所示，體

半導體產業當前需求。當前，特徵尺

戰，導致它被推遲採用：基本的問題

放到半導體市場交易之前，需要在實

而升高，因此，V FD 和Q rr 較低的二極

汲二極體與MOSFET的導電溝道並聯。

寸發展水準，可使DSA尤為有效。若

包括缺陷、曝光放置準確度、整合至

際裝置上示範使用這些材料。

體，例如蕭特基二極體，有助於提高

一旦選擇了功率MOSFET，因為

此趨勢繼續發展，到2020年末，人們

製造製程的難易度和成本。但我們有

為填補這一空白，需要半導體產業

開關的總體性能，在電橋拓撲或用作同

矽特性和產品設計的原因，其內部整

會廣泛使用此技術。

理由積極看待這些問題，隨著化學的

材料供應商和在BCP方面有資深經驗的

進步，就這些度量標準而言，製程方

化工公司的鼎力合作。這樣的合作已經

DSA及EUV兩相結合可相得
益彰？

法上都有了提升。

在進行中了。Brewer Science已經與

最有效的解決方案在於綜合運用EUV

克服技術挑戰

產BCP經驗的公司，但幾乎從未涉足半

和DSA技術，將每種技術的優點發

2016年的DSA研討會調查中將缺陷確

導體產業。兩家公司的合作關係確立於

揮到極致。這兩種方式都能讓解析

定為最大的技術挑戰。缺陷和成本是

2015年，開始了DSA材料的試產，這

度達到與N7和N5邏輯節點兼容的水

相關的，因為最低的缺陷等級往往伴

為這項技術從實驗室到運用至商業半

準。EUV微影製程非常適合多種不同

隨著最長的退火時間。使這兩個階段

導體產品的過程鋪平了道路。

間距的曝光設計，這些間距低至線

分離只需低至5分鐘的退火時間，但

DSA和EUV應該被視為相輔相成

寬，並且間隔大約為30nm。然而，

最後的材料含有太多缺陷，導致其不

而非互相競爭的技術，它們最終會成

對於此類精細間距，需要的光罩步驟

適於商業使用。

為精細間距微影製程運用在N7等節點

Arkema合作，後者是一家有20幾年生

數量可能會使這項技術非常昂貴。尤

每次只能給一片晶圓退火，這使

的主流技術。業內企業應跳出孤軍奮

其是在高產能率下，局域線寬均勻性

退火成本大幅提高。然而，最近的研

戰的局面，且材料供應商和化工公司

(LCDU)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究顯示，立式爐中運用批量退火可望

應建立合作關係以迎接這種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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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二極體反向恢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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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尖峰電壓可能會高於功率開關
管的擊穿電壓，此外，EMI性能也會

單片蕭特基二極體在電源管理
環境的產品優勢

現更好，從而提高了系統總體性能。

來。本徵體汲二極體與元件通道並
聯，所以，分析該本徵體汲二極體的

惡化。如圖2所示，在二極體反向恢

在一個同步降壓轉換器(圖4)內，整合

在電橋拓撲中改善開關特性

動靜態特性，特別是在二極體導通條

復期間，大電流和高反向電壓會同時

蕭特基二極體的功率MOSFET可以用

在電橋拓撲內，反向恢復過程從下橋

件下，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在反向

產生耗散功率，致使系統效能降低。

作下橋臂開關(S2)，以提高轉換器的

臂開關(圖7中的Q2)續流結束時開始，

總體性能。

到上橋臂開關(圖7中的Q1)開始導通時

和正向偏壓過程中，需要考慮阻斷電

此外，在電橋拓撲中，下橋臂開

壓和正向電流的最大值，同時，研究

關的最大反向恢復電流加到上橋臂開

事實上，下橋臂體二極體導通損耗

終止，且最終的恢復電流加到上橋臂

在功率開關導通後關斷期間的二極體

關電流中，致使耗散功率上升至最大

(Pdiode,cond)和反向恢復損耗(PQrr)與二極

電流內。連同上橋臂開關上的額外電

額定值。在本體二極體充當續流元

體正向壓降(V F,diode)及其反向恢復電荷

流，下橋臂反向恢復過程與V ds ≈0V到

當二極體正向偏壓變成反向偏壓

件的電橋拓撲、降壓轉換器或同步整

(Q rr)密切相關:

V dc換向操作，可能會在下橋臂開關閘

時，電流不會立即降至零值，因為消

流等開關應用中，反向恢復電荷(Q rr )

除通態期間儲存的電荷需要時間。因

減少有助於系統效能最大化，抑制尖

反向恢復過程也很重要(圖2)。

93
90.5
88

(1)

83
80.5
78
75.5
73
70.5

源電壓上產生雜散跳變電壓，因為下
P diode,cond=V F,diode · I OUT · f SW · t_ dead

68

橋臂C iss (輸入電容)是透過C rss (Miller

0.5

峰電壓，降低關斷時的開關雜訊。在

電流開始下降，下降斜率(-a)恆定，外

MOSFET結構內整合一個蕭特基二極

部電感和電源電壓是決定斜率的唯一

體是一個效果不錯的解決方案。整合

因素。在t 1 之前，二極體被施加正向

蕭特基二極體的方法是在金屬薄膜層

如公式(1)和(2)所示，導通損耗

能惡化。電橋下橋臂開關應該有軟換向

偏壓，從t 1到t 2，二極體壓降上升，達

與半導體區之間製作一個電觸點，電

隨著開關頻率、轉換器輸入電壓和

功能，在汲源極之間無危險的尖峰電壓

95.00

到電源電壓；在t=t 2 時，反向電流達

流主要是與多數載流子有關，因為儲

輸出電流升高而變大。當兩個場效

和高頻振鈴效應，下橋臂開關改用內建

94.00

到最大值。間隔(t 3-t 0)被稱為反向恢復

存電荷少，蕭特基二極體正反偏壓切

應電晶體都是關斷狀態，電流經過

蕭特基的功率MOSFET，即可取得所需

93.00

時間(t rr )，而負電流與零線之間的區

換比其他矽二極體快。此外，蕭特基

下橋臂本體二極體時被稱為空載時

的開關特性。事實上，其較小的反向恢

域是反向恢復電荷(Qrr)。tB期間的電流

正向壓降(≈0.3V)比標準矽二極體低，

間(dead time)，嚴重影響二極體

復電荷(Qrr)直接影響電壓過衝值，因為

斜率主要與產品設計和矽特性有關。

這意味著蕭特基的通態功率損耗小。

導通損耗：當空載時間較長時，降

Q rr值越高，過衝電壓越高。如果Vds過

(2)

能會觸發開關，致使系統穩健性和效

92.00

系統總體效能時，整合蕭特基二極體

耗最小化，提高效能。圖5所示是

閘極雜散跳變電壓將會降低，從而將擊

89.00

域都十分重要。軟度因數越大，反向

的新60V MOSFET是一個正確選擇。

60W、48V~12V、250kHz同步整流

穿風險降到最低。此外，因為開關雜訊

88.00

恢復軟度越高。實際上，如果t B 區非

圖3列出了標準MOSFET和整合蕭特

降壓轉換器的效能。

降低，軟恢復還能提高EMI總體性能。

87.00

常短，電流快速變化與電路本徵電感

基的功率開關的主要電參數(兩款產品

就會產生不想看到的電壓過衝和振鈴

的BV DSS和晶片尺寸相同)。

上橋臂導通波形來看，不難發現，整合

大時，理想的二次側同步整流器不僅

蕭特基二極體MOSFET下橋臂雜散跳變

具有盡可能小的R DSon 導通電阻，以降

電壓下降明顯。

10

Vdc

60V

1.2

100

600mV

極體特性(Q rr 和V F,diode )，以降低二極

結論

Q1

60V

1.3

90

250mV

+
_ Vin

Co
Control Unit

S2

Load

L

S1

為很多應用(工業馬達和開關電源的
同步整流、逆變器、馬達驅動)選擇

電源內對60V標準功率開關和內建蕭

適合的MOSFET時，不僅要考慮R DSon

特基的功率開關進行比較。數位電源

和Q g ，還要分析本徵體汲二極體的動

由兩個功率級組成：功率因數校正器

靜態特性。當需要軟反向恢復和低Q rr

和內建同步整流器的LLC諧振電路，

時，整合蕭特基二極體的60V F7功

最大輸出電流是42A、滿負載開關頻

率MOSFET確保功率開關的效能和換

率是80kHz、空載時間1 μ s。圖6是效

向性能更加出色。此外，在實際應用

能曲線比較。

中，當續流時間或空載時間持續時間

在兩個拓撲內，60V內建蕭特基二
圖4：單相同步整流降壓轉換器拓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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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體的元件在整個電流範圍內效能表

5

15

20

25

30

35

40

60V F7 + Schottky

圖6：同步整流降壓轉換器的效能。

低導通損耗，同時還應最佳化本體二
體損耗(圖1和2)，以最大限度降低關

4.5

60V F7 + Schottky

60V F7 std

V F,diode

斷尖峰電壓。本文在一個500W數位

4

Iout [A]

Qrr

圖3：MOSFET的電參數。

38 | EDN TAIWAN

5

RDSon @ 30 A

BV @ 250μA

3.5

90.00

復分類標準，這個參數在很多應用領

境，當輸出功率和空載時間數值都很

3

60V F7 std
60V F7 + Schottky

91.00

衝和振鈴效應參數值較低，下橋臂開關

從標準MOSFET和內建蕭特基MOSFET

2.5

圖5：同步整流降壓轉換器的效能。

低體二極體正向壓降有助於導通損

現在，觀察隔離功率轉換器環

2

60V F7 std

結果，在Q2閘極上感應的電壓可

Efficiency[%]

P Qrr=Q rr · f SW · V IN

當只有最佳化Qrr和VF,diode才能提高

60
MOSFTE標準產品
60V
MOSFET內建蕭特基

1.5

電容)完成充電過程。

)是軟度與快速恢

軟度因數( S =

1

Iout [A]

此，當t=t0時，二極體開始換向操作，

tB
tA

60V F7 std
60V F7 + Schottky

85.5
Efficiency[%]

合的本體二極體的特性也就固定下

Q3

Q2

Q4

Q5

Q6

M

Sensor and signal
conditioning
Sensor and
signal
conditioning

Gate
driver

Control unit

長時，蕭特基的V F,diode 數值可讓應用
取得更高能效能。

圖7：全橋轉換器原理圖。
www.edntaiwan.com |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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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櫥窗

Bluetooth Mesh軟體套件
加速IoT應用問世
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發佈

大規模雲端伺服器等在各個階段均要

程式更新即可利用手機的Wi-Fi或行動

新的藍牙(Bluetooth)軟體開發工具，

求高速處理大量數據。為了響應市場

網路連到雲端，不會增加製造商任何

讓開發人員能夠利用最新的Bluetooth

需求，Linaro、技嘉科技和Socionext

成本或額外的工作。

無線連網技術開發智慧物件，並推動

三方共同建構以高效能處理器為基

Ayla

下一代手機控制式產品的創新。

礎，配合ARM原生指令集的簡易高通

www.aylanetworks.com

藍牙技術聯盟(SIG)近期取得巨大

用性軟體開發環境。

強化數位能源基礎設施安全性

進展，剛發佈的Bluetooth 5藍牙標

Socionext提供的SynQuacer SC2A11，

準收錄了無線網狀網路(Mesh)技術，

在單一晶片中內藏24個ARM v8 64位元

數位化與分散式發電從根本改變了至

讓大量的裝置能夠互相連結並直接與

架構的省電核心Cortex-A53。而藉由添

今仍為集中式供應的能源系統。太陽

手機通訊。目前市面上販售的智慧型

加ARM Trusted Zone，SynQuacer SC2A11

能電池裝置、電動車、電動冷暖氣或

手機皆可連接藍牙網狀網路中的設

作為CPU在要求高可靠性和穩定性的物

電池儲能裝置需要連接到智慧電源

備，而無需透過中央閘道或路由器連

聯網閘道器等用途上亦得到廣泛使用。

系統，同時，也需要保護這些裝置免

Y

網，使智慧照明、大樓自動化與環境

Socionext

於遭受日益增加的安全威脅。英飛凌

CM

感知、工業監控和資產追蹤等物聯網

www.socionext.com

科技(Infineon)、IBM、GreenCom

MY

Networks與icentic攜手合作，為這些

CY

分散式裝置至電力基礎設施的安全連

CMY

(IoT)應用控制變得更加容易。
體開發工具套件(SDK)可用於研發連

PaaG讓藍牙產品透過手機即
可連結雲端

網設備，以及控制等設備所需的手機

Ayla推出新功能Phone-as-a-Gateway

該解決方案在icentic的ICEHUB連

應用軟體，是目前市場上唯一的三件

(PaaG)，將手機做為閘道器，使藍牙

網產品中內建英飛凌OPTIGA嵌入式安

套SDK開發工具，包括兩個Android和

功能的產品能使用手機或其他行動設

全晶片，用來驗證連接至GreenCom

iOS手機App開發包，以及燈具、感測

備連接到Ayla IoT雲端，無需另外使用

能源物聯網平台的裝置。

器等智慧設備應用開發所需的嵌入式開

物聯網閘道器或更改藍牙產品。

意法半導體的BlueNRG-MESH軟

發套裝軟體。

結，開發並提供可擴充的解決方案。

的設計無法以數位方式連接，用於

意法半導體

式App，讓終端用戶能夠設定、管理

監測、控制與分析等目的。將這些

www.st.com

和控制產品。但藍牙不支援網路連線

裝置連接至數位化基礎設施雖可進行

的IP協議，因此無法連接雲端，PaaG

管理，卻也因此門戶洞開。更重要的

符合96Boards軟體開發環境
開始供應

功能的推出就是希望可以解決此問

是，資料存取作業除了發生在基礎設

題。Ayla新增的PaaG功能帶來的好

施層級，也會發生於後端。

Socionext聯同Linaro及技嘉科技，共

處是雙向的，除了讓雲端平台上連接

GreenCom Networks的能源物

同建構符合Linaro制定的96Boards規

的產品變的種類更多元、更豐富外，

聯網平台整合IBM的相關分析技能，

格的軟體開發環境，並將於2017年12

對於已透過閘道器連接雲端的藍牙產

可用來預測及最佳化連網資產的使用

月開始提供該環境。技嘉科技製造的硬

品，PaaG簡化產品連雲後的數據處

率。英飛凌OPTIGA系列的嵌入式安

體上配備Socionext的處理器，Linaro

理及計算過程，並提供Ayla物聯網平

全解決方案除了協助連網裝置的安全

將透過96Boards社群提供支援。

台完整的功能服務 。

驗證，亦為資料傳輸提供安全防護。

使用Ayla的PaaG可讓現有與尚未

的數據收集，邊緣運算，數據中心內

推出的藍牙產品透過簡單的行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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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K

傳統太陽能變頻器、熱泵或電池

許多產品都利用藍牙和行動應用程

隨著物聯網的急速發展，從閘道器

C

英飛凌科技
www.infineon.com

中立、獨立的媒體網路
高效推廣諮詢：
Marketing.Success@AspenCore.com
讀者回饋及查詢：
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Aspencore
全球銷售機構

500W

無電感的匯流排電壓轉換器
Top

Bottom

Side

No Airflow
28mm

No Heat Sink

6mm

28mm

效率達 99% 的降壓、升壓或負轉換輸出
LTC7820 藉由免去功率電感器，使固定比例、非隔離式的匯流排電壓轉換器的性能和簡單性達到了新水準。與其他替代解決方案相
比，電路尺寸可縮減達 50%。該元件可設計成分壓器 (2:1)、倍壓器 (1:2) 或負輸出轉換器 (1:-1)，以高達 99% 的效率驅動外部
MOSFET，和高達 4000W/in3 的功率密度。利用串聯多個 LTC7820 可以實現更高的轉換比。其開放迴路、固定占空比非常適合於
配電、資料通信、電信、電腦處理和工業系統中常見的非隔離式中間匯流排應用。

Efficiency vs Load Current

特點
100

• VIN 範圍：6V 至 72V，80V 絕對最大值

• 高功率密度：達 4000W/in3
• 能夠提供 500W+
• 軟開關拓撲實現低 EMI
• 超載、過壓/欠壓保護

48V to 24V

98
97
96
95
94

• 故障保護/可設定計時器

93

• 工作頻率：100kHz 至 1MHz

92

• 4mm x 5mm QFN-28 封裝

www.linear.com/product/LTC7820

99

EFFICIENCY (%)

• 分壓器 (2:1) / 倍壓器 (1:2) / 負輸出
轉換器 (1:-1)

查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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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your local sales office: www.linear.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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