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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進入自駕車時代還要等多久？
從人類駕駛車過渡到無人駕駛車，就
像一個世紀以前從馬車過渡到汽車一
樣面對重重阻礙與挑戰…
今年夏天，矽谷發生些什麼？
矽谷多年不變的是Cisco城，而週邊的
半導體公司門前正慢慢地更換Logo…

14
來源：CEVA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22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利用通過 ASIL 認證的 IP 加快汽車 ADAS SoC 開發
7 月 20 日 上午 10:00 - 11:30
本次線上研討會將介紹汽車 AEC Q100 可靠性和汽車品質方面的要求，並為遵循
ISO 26262 標準的 ASIL Ready IP 開發與認證提供最佳的方法。本次研討會能夠
幫助設計師了解如何利用經過認證的 IP 加快 ISO 26262 SoC 等級的功能安全性評
估，並幫助設計師快速實現目標 ASIL。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利用技術解決方案克服無人機操作障礙

機器會說話就
一定很聰明嗎？
科幻小 說 中經常 描 繪 機 器 具備 高度
智慧，並能自然地與人類互動，但機
器真的能完全自然地與人類互動嗎？
現在市場上有許多理想的語音介面，
但 要 達 到 完 美、無 縫 的 語 音 介 面 控
制，還有許 多問題尚待解決。未 來，
16
我們將 進一 步探 索 能 夠更 接 近 這個
奇妙境界的新科技。

無人機 (UAV) 市場的成長潛力非常可觀，過去一年就有數千家新公司湧入這一市場。
目前，操作問題和政府針對無人機在全球空域中共存所制定的法規已危及到無人機
的成長。本系列研討會討論了避免碰撞、機身/有效載荷長期穩定性等問題。

汽車應用中的電流檢測解決方案
博通公司的車用電流感測器模組是針對諸如馬達驅動逆變器、直流 - 直流轉換器、
電池充電器、電池管理系統等汽車應用中的電流檢測用途開發的參考解決方案。

SD卡控制IC提升擴充儲存效能
慧榮推出針對最新SD 6.0的控制IC，
支援新版規格要求的A2與LVS…
以先進演算法為VR裝置提供
身歷其境3D聲音體驗
Waves以獨家演算法結合Cadence
Tensilica DSP IP，為雙聲道耳機打造
出5.1或7.1聲道的3D音響效果。
顛覆傳統儀器設計
示波器用滑的也通
Tektronix 5系列支援大尺寸電容式觸控
螢幕以及為觸控設計的UI，讓儀器操作
就像「滑手機」一樣輕鬆。

設計揭密
Sony三層堆疊式CMOS影像感測器
Sony 發 表配備D R A M的3層堆疊式
CMOS影像感測器元件細節，引起了
TechInsights影像感測器專家們的興趣。

網站內容

用於車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深度學習與嵌入式視覺技術
隨著深度學習技術的不斷發展，幫助汽車「看清」週邊環境、進而改善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 (ADAS) 技術的嵌入式視覺系統正變得越來越複雜，早期運用深度學習技
術實現包括行人檢測和碰撞避免在內的物體檢測正快速讓位於場景分割技術。本
次線上研討會討論了 ADAS 視覺應用的當前要求和下一代要求，包括深度學習加速
器技術。

創新天地

5奈米製程即將成為
現實？

全球首款非馮諾伊曼
架構處理器即將面世

IBM、GlobalFoundries與三星的
研究人員聯手開發革命性的5nm
奈米片電晶體，據稱可為智慧型
手機等行動裝置帶來持續2-3天
的電池使用壽命...

DARPA目前正資助開發一種全新
的non-von-Neumann架構處理
器— HIVE，並計劃在4年內半
內投入8千萬美元，打造號稱全球
第一的繪圖分析處理器(GAP)...

https://goo.gl/2UGsJT

https://goo.gl/VhEp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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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飛入尋常百姓家
人工智慧(AI)是今年台北國際電腦展
的重頭戲之一，展現了對於未來生活
或企業的助益。這個存在已久的技術
究竟增添了何種新「魅力」？

機器學習提升嵌入式視覺應用
機器學習將持續作為眾多應用的重要
推動因素，尤其是視覺導向的機器人
或所謂的「協作機器人」應用。

2017 Tech Taipei 系列研討會

28

TechTaipei 智慧互聯&嵌入式應用研討會

7月6日

臺北

TechTaipei 電源管理&功率元件研討會

9月21日

臺北

TechTaipei 工業4.0 & 智慧工廠研討會

12月12日

臺北

關於XYZ色彩感測的11個迷思
隨著最近奈米光子干涉濾光片技術
的採用，XYZ色彩感測技術正從實驗
室儀器領域走向更主流的應用市場。

38

設計新技術
選擇寬頻RF接收機架構
本 文 比 較 外差 接收機、直 接 採 樣 接
收機和直接變頻接收機架構的優勢
和挑 戰，並 協 助 設 計 者 選 擇 最 適合
的架構。

40

多相控制架構為IoT雲端系統供電
新型多相架構能夠提供 逐週期的電

敬請期待！

測試與測量
VNA讓THz頻譜分析化繁為簡
將VNA和SA功能整合於單一儀器，透
過速度更快的數位器、DSP和CPU，
能快速地執行重要但繁瑣的量測。

編輯推薦
你從Computex看到了什麼？
台 灣 電 子 產 業 的 一 齣「大 戲」—
Computex已經邁入第37個年頭了，
近幾年更從以運算為中心的主題轉
移到其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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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I Express準備升級至32G
Rick Merritt

PCI特別興趣小組(PCI SIG)在年度會
議上宣佈，最快在2019年就會推出

(PCle 5.0)

可提供32GT/s的第五代(Gen 5)PCI
Express(PCIe)規格，為銅纜互連技

100

過，PCI SIG在這次會議上的主要任
務還是完成16GT/s傳輸速率的第四代
(Gen 4)規格。
這個消息象徵廣泛使用的電腦互
連介面速度將會顯著增加。事實上，
隨著PC市場持續放緩，PCI Express
已經原地踏步好幾年了。而今，PCI

64(x16)

頻寬(GB/s)

術升級帶來另一個新的里程碑。不

128

128(x16)
120

(PCle 4.0)

80

(PCle 3.0)

16(x16)

40
0.13
20
0.13

64

32(x16)

60

(PCI)

1992

.53

(PCI 2.0)

1.06

(PCI-X)

2.13

(PCI-X 2.0)

8(x16)

(PCle 2.0)

(PCle 1.0)

16

0.26

0.5

1

2

4

1995

1998

2001

2004

2007

32

8
2010

2013

2016

圖1：經過2010~2017年間的沉寂後，PCI SIG正加速其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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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PCI SIG

Express Gen 5即將面世的消息，剛

PCI Express的適用範圍施加新的限

於32GT/s的傳輸速率，而且在Gen 5

好就是CCIX、GenZ和OpenCAPI等

制，或是要求比FR4成本更高的電路

以後也可能持續更新銅纜PCIe規格。

各種開放互連標準迅速興起而可能讓

板材料。但他們已經確定的是，PCIe

他說：「從2005年的Power 6開

這一領域變得更為分散的時機。

Gen 5將與PCI SIG在過去25年來開發

始，我們就一直在說這是最後一版了。

的規格一樣兼容前幾代的規格。

但是，每一次，I/O工程師都再度摩拳

PCIe Gen 5將使用128/130位元

擦掌，讓互連速率繼續倍增。」

編碼，可在16個4GB/s的通道中提

IBM研究員Brad McCredie表

供高達128GB/s的速度。預計它將

示，隨著追逐摩爾定律的代價變得更

同時，McCredie，IBM是其他

為高階繪圖處理器(GPU)、機器學習

加昂貴，為了滿足對於系統性能的要

可供選擇的開放互連組織(如CCIX)成

(machine learning)加速器，以及乙

求，PCIe Gen 5象徵業界在快速I/O

員，「我們正在評估所有的開放附加

太網路(Ethernet)和Infiniband卡提

方面的工作正加速進展。這位資深的

功能。」

供執行速度達400GB/s的互連傳輸。

微處理器工程師正致力於Power 9，計

雖然完成16G規格的時間比預期

劃在今年稍晚讓Power 9成為首款使用

更長，但有幾家公司正著手先行推出

PCIe Gen 4的商用CPU。

使用該規格的產品了。Yanes說，其

PCI SIG的成員已經為PCIe Gen5
準備好0.3版架構規格了。該小組目
前正針對Gen 4標準的0.9版進行最
終審查。

業界至今「已經連續使用PCIe

中有十幾家公司已經將裝置帶到最近

Gen 3長達7年了，我認為...我們必

舉行的Gen 4研討會上去進行測試了。
在去年的PCI

SIG上，包括

32G新規格的提出，正值興起中

須加快Gen 4的進程，」McCredie

的大型資料中心持續推動串列解串

說：「我們需要利用這些高性能的匯

Cadence、PLDA和Synopsys等幾家

器(serdes)互連的速率提升到更高的

流排與加速器通訊，從而提供更高的

公司就已經展示了PCI 4.0的實體層

56Gbit/s之際。

成本效益。

(PHY)、控制器、交換器以及其他IP

PCI SIG總裁Al Yanes表示，「我

他補充說：「預計Gen 4的主流

模組了。他們還展示了採用PCIe 4.0

們可以利用其它標準，從業界現有的

應用將在2019年以後才會出現，但

的100Gbit/s Infiniband交換器晶片等

大量PHY進行開發。Gen 4的許多規

如果PCI SIG持續推動進展，我們將

各種可用晶片、板卡與背板。

格與成果都可以沿用到下一代，這讓

在2020年實現第10版Gen 5標準。」

在今年的會議期間，Cadence

Gen 5的任務更容易。工作小組對於

McCredie並不願對於普遍預期

和Synopsys將發表用於多個市場的

銅纜互連終結的看法加以預測。然

Gen 4 IP，尤其是車用領域。是德科

而，他表示希望Gen 4連接器仍能用

技(Keysight)和Teledyne LeCroy將

完成規格和時間進度都很有信心。」
工程師尚未確定新規格是否會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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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Gen 4就緒的測試儀；NEC則將

的三分之二(約4,700萬台)，而預期

指向性收音以及降低雜訊等功能，號

介紹一款可橋接PCIe週邊裝置和乙太

Amazon (Alexa)與Google的智慧語

稱能實現360度的收音以及5公尺以

音助理軟體會成為市場主流；他並認

上的語音辨識，即使是在同時播放音

為智慧語音助理市場的主要推手，會

樂的情況下也能清楚聽見觸發關鍵字

是支援較複雜語音控制指令的電視機/

(例如：Alexa)，然後中斷音樂執行語
音指令。

原始
位元率

鏈路
頻寬

頻寬/
通道/鏈路

總頻寬
X16

PCle 1.x

2.5GT/s

2Gb/s

250MB/s

8GB/s

PCle 2.x

5.0GT/s

4Gb/s

500MB/s

16GB/s

9。此次的活動預計還將包括共同推動

8.0GT/s

8Gb/s

~1GB/s

~32GB/s

瑞昱在C ompu tex展示支 援 語音控制介面的
機上盒與電視機

機上盒(STB)以及智慧喇叭。

PCle 3.x

台灣音訊晶片設計大廠瑞昱

總之隨著語音控制技術不斷演

Power 9系統成為IBM Open Power

PCle 4.0

16GT/s

16Gb/s

~2GB/s

~64GB/s

的各種智慧語音助理裝置，新一代的

(Realtek)在Computex 2017期間就

進，我們已經能用自然的說話方式跟

Initiative計劃一部份的其他公司。

PCle 5.0

32GT/s

32Gb/s

~4GB/s

~128GB/s

電子裝置不但能聽得懂人類指令啟動

展示了結合Google語音助理功能的

機器互動，但對於已經習慣了傳統人

相對應的正確功能，結合雲端的人工

機上盒與電視機解決方案；藉由語音

機介面的大多數人來說，可能需要先

智慧(AI)與機器學習等技術，它們甚

指令，使用者在搜尋線上內容或是本

克服的是「開口問機器問題」的心理

至能主動提醒日常生活重要事項，或

地儲存影音檔案時，不必再透過遙控

障礙─ 就像很多人打電話一聽到那

是陪著人們聊天解悶。

器操作層層疊疊的功能選單或是費力

頭是答錄機或是語音信箱就會不知所

網路的新式晶片。
IBM與Mellanox、賽靈思(Xilinx)
等合作夥伴則計劃在今年稍晚推出支
援PCIe Gen 4網路和加速卡的Power

McCredie說：「PCIe Gen 4匯
流排來得很快，但在實際的建置上也
沒有太多的意外— 我們已經建立了

表1：隨著頻寬數字持續增加，PCI Express正不斷演進中

繞Power 9打造的生態環境。

新型記憶體。
「我認為3DXP可望成為一種極具

在中國不斷成長的電子產業培養

顛覆性的技術，」他說。「用於同步

合作夥伴方面，IBM一直動作不斷。

對全球智慧家庭市場有多年深刻

輸入搜尋關鍵字，而是只要對著電視

措─ 能不彆扭地與機器順暢溝通，

PCI Express的演進

存取，它絕對夠快了...但我不想為了這

它已經啟動了一個發展藍圖，其中包

觀察的Dialog Semiconductor產品行

機/機上盒說出想看的頻道或是影片、

或許會是我們迎接未來世界得先學習

IBM期望PCIe匯流排及其自家的

種3DXP技術再更新DIMM插槽了。」

括現正進行中的Power 9，以及預計

銷經理同偉，在今年台北國際電腦展

節目名稱，就能找到相對應的內容。

的一門「技能」？

在未來三年的Power 10設計。

能實現完整互連的理想產品模型。」

OpenCAPI互連能夠支援各種網路、儲

截至目前為止，在OpenCAPI上使

(Computex 2017)期間接受媒體團訪

軟體以及雲端服務可說是智慧語音

存卡和加速器。有趣的是，McCredie

用3DXP還只是個概念，他指出，「我

McCredie表示，IBM最近宣佈在

時就表示，他認為語音介面將為智慧家

助理應用的靈魂所在，但智慧語音助

看好英特爾的3D XPoint記憶體作為儲

們尚未與其他人在這方面形成共識。」

5nm奈米片(nanosheet)電晶體上的

庭領域帶來全新的面貌，以往智慧家庭

理裝置硬體性能的優劣，也對於語音

存級記憶體的發展潛力，認為它能夠

相較於128GB/s的PCIe Gen 4，

工作，可望為日後的發展鋪路。他強

很大的一個問題就在於功能操作上不方

控制介面的表現至關重要，機器必須

透過OpenCAPI進行同步存取，從而

OpenCAPI的頻寬峰值高達150GB/s。

調，「現在Power 11也擁有未來所需

便，而AI將改變人機互動的模式；美高

要能清楚地聽見、聽懂使用者發出的

成為介於DRAM和快閃記憶體之間的

IBM希望能藉此吸引合作夥伴加入其圍

要的製程技術了！」

森美(Microsemi)語音業務部門行銷暨

語音指令；而在這方面扮演要角的，

應用總監Shahin Sedeghi也認為，未來

就是收音麥克風以及音訊處理器。

在智慧家庭應用情境中，人們不再需要
用手觸碰任何開關或螢幕。

的陣列，以支援更高品質的收音；而

Research在2016年發佈的預測報告

Microsemi的Timberwolf系列音訊處

Judith Cheng

指出，估計到2022年，支援語音控制

理器(ZL38063)則是能支援多麥克風

的裝置出貨量將達到7,500萬台，其

陣列智慧語音助理裝置的方案，搭配

中智慧喇叭/數位語音助理將佔據其中

其AcuEdge韌體，支援波束成形、

要眼、手並用，透過操作遙控器或是觸

70

控螢幕，才能順利對機器下指令，啟動

60

仍然相去甚遠，而隨著語音辨識、音

出貨量(Mu)

80

式，這與人類所追求的「直觀介面」

聲音就是密碼 但你敢用嗎？
https://goo.gl/VHuR8X
Amazon要把「聲」意越做越大…
https://goo.gl/i9qSw8
語音控制介面已經成為智慧家庭
主戰場
https://goo.gl/xkwSzq

語音控制裝置出貨量(ABI, 2016)

主要是透過功能選單、圖形化介面，需

正確的功能；儘管已經習慣這樣的模

WWDC：Siri智慧喇叭登場、
支援AR
https://goo.gl/EUYQwV

該裝置採用以7個MEMS麥克風組成

Sedeghi引述市場研究機構ABI

著重於視覺─我們與機器之間的互動

未來語音介面：科技將科幻變為
現實
https://goo.gl/kT63zB

以Amazon智慧喇叭Echo為例，

迎接人類與機器開口對話的新時代
一直以來我們熟悉的「人機介面」都是

延伸閱讀：

巨量資料擴展演算法、編程語言

50

Rick Merritt

40

訊技術的不斷演進，現在我們只要開

30

隨著業界對於巨量資料(big data)的

network)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了。

神經網路相互競爭，可望創造出更好

口就能與機器溝通。

20

熱烈討論與投入，正進一步催生新的

最新的進展是我們必須為其處理大

的神經網路。「這是一種導引出更多

10

演算法、編程語言以及軟體加速等相

量的資料，以及強化與其有關的工程

演算法的工程思考— 現在已經因此

關技術。

實力。」

而激盪出很多關於神經網路方面的工

從內建於蘋果(Apple)作業系統
iOS的語音助理軟體Siri，到近兩年來
蔚為風潮、由亞馬遜(Amazon)推出的
Echo智慧喇叭(smart speaker)所帶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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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 Research預測，到2022年，全球語音控制裝置出貨量將達7,500萬台

2022

IBM首任資料長(CDO) Inderpal

他描述採用「生成對抗網路」

Bhandari指出，「神經網路(Neural

(GAN)的研究進展指出，透過讓兩種

程技術了。」
從某些方面來看，這些演算法可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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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預測未來的硬體。例如，Dun &

紐約檢察總長也用它作為執法工具。

Bradstreet的首席資料科學家Anthony

至今，它已經應用在各個不同領域的

Scriffignano指出，量子(quantum)演

許多公司了。

或是病了。」
Hass原本任職於蘋果(Apple)，負
責部署其中一項最大的Hadoop，用於

算法將會變得越來越熱門，因為當這

Eglash說，DeepDive之所以如此

執行像Siri等任務。他說GE Digital已

類演算法成功可用後，就能用於執行

獨特，部份原因在於「它能辨識並標

經從亞馬遜(Amazon)、Facebook和

一些量子電腦才能做的事。」

記所有的資料，然後用學習引擎和概

Google吸收到編程人才，「當我展

率技術來確定資料的意思。」

示我們正著手進行的資料集時，他們

「深度信念網路」(DBN)是另一
種熱門的新興途徑。Scriffignano將其

儘管這種途徑十分成功，但它

定義為「一種非漸進式方法，能夠讓

只是近來學術界開發的多種演算法

事實上，位於加州的通用電氣

你一邊學習一邊修正目標與目的，因

之一。其他演算法有的專注於電腦

(GE)軟體部門已經從幾年前約800個

而具有明日神經形態電腦的特性，」

視覺(computer vision)等領域，或

編程人員，迅速增加到目前約有2,000

並形成一種適於模擬人腦的系統。

嘗試在即時資料串流中找出異常之

人了。

處。Eglash強調，「如此就能讓我們

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持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University)電腦科學教授Christopher

都感到十分震驚。」

Haas個人喜歡的一種編程語言
是Go。這是少數幾種已編譯的編程
語言之一，如Elixir和Erlang一樣，

Ré開發的通用資料深度探勘工具—
DeepDive演算法一直備受關注。該校

掌握有趣的資料集

現在重新獲得了機器學習(machine

資料科學計劃主管Stephen Eglash指

讓開發人員腎上腺素飆高的部份原

learning)開發人員的再度關注。

出，這種演算法有助於讓電腦更易於

因，就在於他們必須從現實世界中取

「在實作層，我一直鼓勵自家團

瞭解並使用文本、表格和圖表等非結

得有趣的資料集。GE Digital的Predix

隊使用Go，」Haas指出，GE也定期

構化的資料，就像掌握關聯式資料庫

雲端工程負責人Darren Haas聲稱在這

舉辦Go語言的聚會。「它已經過編

或試算表一樣輕鬆。

方面取得了優勢。

譯了、速度快、涵蓋各種應用，而且

「現有的資料大部份都是非結構

Haas說：「我想有些人可能沒機

更有效管理記憶體。我還教12歲的兒

化或半結構化的。例如，我們可以輕

會看看我們所提供的資料。我們從飛

子學Go呢，因為，我認為這是未來

鬆地讀取規格表，但電腦卻很難像我

機、衛星和火車取得了高達數千兆位

的趨勢。」

們一樣理解。」

元組(petabyte)的感測器資料。如果

Deep Dive已經用於協助腫瘤學

將這三者關聯起來，就可以提供很多

家以電腦解釋腫瘤照片。此外，美國

資訊，例如農場或紅杉樹看起來健康

像Go這樣的編譯語言確實適用於
執行環境。
他說：「如果您需要串流資料或
事件中樞，全部都以Go來寫最恰當
不過了。」相形之下，「我看到的每

Output

Learning &
Inference

3 Hours

1 Hours

3 Hours

Updated KB

HasSpouse

add…

2.4M
Facts

Engineering-in-the-loop Development
以一種DeepDive程式理解基於知識建構的非結構化資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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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Node.js專案在四個月後都得重
新編寫。」
也就是說，「很多人都大量使用
Python。我認為它是機器學習的主

Error analysis

Supervision

Inference rules

Candidate
Generation
& Feature
Extraction

Supervision rules

New documents

1.8M
Docs

KBC System Built with DeepDive

Feature Ext. rules

Input
...
Barack
Obama and
his wife
M. Obama
...

來源：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流，適合資料分析、擷取資料和建構
模型……等等，而且，Matlab的R也
很重要。」
無論是哪一種語言，重要的發展
趨勢就是自動化功能。
「很多人都用資料科學家說的
『何者正確與否』，以手動策劃資料
集與模型。」Haas說：「但我們想用
串流、偵測異常的方式進行，在封閉
的反饋迴路中通知用戶。」

▲ӤՕਈ TM

業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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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乙太網路終進化

Aquantia Multi-Gig技術而來。吳林聰認為，若非技術能力獲
得肯定，也實際可行，Aquantia為首，以及其他50家公司創
立的NBASE-T聯盟(NBASE-T Alliance)所力推的Multi-Gig技

Anthea Chuang

術，也不會獲得IEEE的認可。

乙太網路在工業領域已屹立不搖相當長

模組化堆疊出想要的網路架構與速度

的一段時間，從2000年開始即持續維

有鑑於物聯網世界對網路邊緣運算及乙太網路傳輸速度的

乙太網路差異化(部署新埠數的比重)

持著1Gbps的傳輸速度，然而這樣的

100.00%

需求逐漸升溫，Marvell力拱新的網路邊緣架構，以期能更

傳輸速度，隨著工業物聯網(IIoT)或是

80.00%

有效的處理與改變資料架構。Zimmerman指出，新網路邊

工業4.0(Industrial 4.0)的興起，已逐
漸捉襟見肘。現在，新一代的乙太網
路在傳輸速度方面終於有所進化，隨

採用開放原始碼資源。

40.00%

著相關業者推出新一代乙太網路控制

20.00%

器與實體層(PHY)晶片，乙太網路的傳

0.00%

輸速度已開始朝2.5Gbps甚至100Gbps

緣架構有三大發展趨勢：乙太網路頻寬再提升、模組化與

60.00%

100M

為因應這三大趨勢，Marvell推出Alaska M 88E218010
億位元乙太網路收發器(Gigabit Ethernet transceiver)，
1999
1G

2.5G

2016
5G

10G

40G

25G

該收發器符合IEEE 802.3bz標準及NBASE-T聯盟規範的8埠數

2022
50G

100G

200G

400G

邁進，未來也將改變整體乙太網路的網
路傳輸架構。
背後金主來頭不小的Aquantia，該

10億位元乙太網路收發器，可透過CAT5e纜線達到2.5Gbps
及5Gbps傳輸速度。

儘管乙太網路的傳輸速率不斷提高，但各種不同的乙太網路速度將會共存，帶動新的互連方案進展

龐大資料量的傳遞。

新的收發器不僅增加傳輸速度，並採用模組化的設計，使
用者可根據網路使用環境連接並搭配每個模組，彈性擴充乙太

公司大中華區總經理吳林聰指出，乙太

網路連接埠的數量。Zimmerman強調，透過新一代模組化設

網路在工業或是家庭網路中已存在非常

直衝100Gbps速率

計的乙太網路收發器產品，可為使用者帶來具成本低、功耗低

久，其1Gbps的傳輸速率，對使用者

乙太網路已確定得將傳輸速度再提高，

與彈性配置等優勢，由於功耗低，因此可實現無風扇設計，目

來說已足夠，其高穩定性對工業市場則

Aquantia憑藉其技術優勢，聚焦Multi-

前已有台灣廠商利用此新收發器進行產品研發。

是相當加分的特性，也因此，多年來，

Gig乙太網路相關技術的研發，並發

另一方面，新的乙太網路收發器還可搭配Marvell Prestera

乙太網路一直維持「原貌」。不過，物

佈新的整合乙太網路PHY與控制器的

98D X 325 x (Alleycat3X)單晶片交換器，提供具有2×40GbE

聯網(IoT)相關應用的需求，對乙太網路

系統單晶片(SoC)，值得注意的是，每

傳輸速率度也帶來新的要求。

根乙太網路雙絞線傳輸速度最高可達

或2×25GbE上傳(uplink)速度的24×2.5GbE。這樣的組合
AQtion網路介面卡能以5Gbps和
2.5Gbps傳輸速度連接網路

可讓新世代企業部件更好的Wi-Fi存取點上傳與交換網路。

物聯網網路架構約可分為三個部

25Gbps，而一條Cat 5e和Cat 6乙太

分：最前端且數量龐大的感測器、攝

網路線內有4根雙絞線，因此可將傳輸

傳輸速度連接網路的AQtion網路介面

太網路終於有了新進展。無論是100Gbps、5Gbps或是

影機…等、中間的資料彙整部分，如

速度推升至100Gbps。

卡。吳林聰強調，新網路介面卡的推出

2.5Gbps的傳輸速率，皆有其相對應的市場需求與應用情境。

經過17年的時間，傳統且有一定市場基礎的1Gbps乙

企業端、私人資料中心…等網路邊緣

吳林聰表示，傳輸速度達到25Gbps~

宣示Aquantia將其乙太網路晶片應用

換句話說，時代在改變、網路使用習慣亦跟著改變的時刻，促

(Edge)，最後段則是雲端(Cloud)或是

100Gbps的乙太網路控制器，目標應

擴展到一般中小企業與消費性市場。

使乙太網路也須跟著進行一波「改造」。

大型資料中心。

用鎖定大型資料中心，現階段也有資料

該網路介面卡基於2016年9月通過的

Marvell聯網事業群副總裁暨總經

中心業者對該公司的產品抱持高度興

IEEE 802.3bz標準，可相容於現行的

理Michael Zimmerman表示，試想，

趣。但更重要的是，高速乙太網路不應

Cat 5e和Cat 6網路線，也能支援傳統

物聯網世界中，全年無休的感測器或

只是侷限在大型資料中心或工業領域的

的1000BASE-T乙太網路，還具備支援

是高畫質監視攝影機每天所傳輸的資

應用範圍，目前重度遊戲玩家、專業工

10GBASE-T乙太網路的優勢。更重要的

料量會有多龐大？舉例來說，一輛自

作者、消費者也開始對乙太網路展現其

是，AQtion 網路介面卡透過1個RJ-45網

動駕駛汽車每行駛1英哩將傳輸1GB

需求，因此企業和家庭網路都開始也隨

路連接埠亦可相容於PCI Express×4 與

的資料量，這些海量資料會先進到網

之從傳統1Gbps乙太網路升級至Multi-

×1，使用者無需更換新的電腦設備，

路邊緣預處理後才傳輸到雲端。目前

Giga乙太網路。

即可升級原有裝置乙太網路連接能力，

網路邊緣主要的傳輸技術即為乙太網

而為顧及中小企業與家庭網路應用

路，這意味著，乙太網路勢必得再提

所需，Aquantia以其乙太網路控制晶

事實上，2016年9月正式核准的乙

升現有的傳輸速率，才得以因應如此

片為基礎，推出能以5Gbps和2.5Gbps

太網路標準IEEE 802.3bz標準即是參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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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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到達到5Gbps的傳輸速度。
Alaska M 8 8 E218 0十億位元乙太網路收發器利用CAT5e纜線可達
2.5Gbps及5Gbps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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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進入自駕車時代還要等多久？

今年夏天，矽谷發生些什麼？

Jeff VanWashenova

Mike Zhang

我最近參加了在美國舉辦的第一屆

旦裝配線就緒，生產的汽車數量大幅

2017年的夏天，我在美國待了兩週。

了近十家公司，其中包括很多家「被收

AutoSens大會，它不僅提供了優質

增加，除了鋪路以及相應地立法與整

一週在德州奧斯汀(Austin, TX)參加

購與合併」的公司。事實上，過去幾年

的會議議程，也是一次令人感動的體

頓交通以外別無選擇。

了美國國家儀器(NI)舉辦的NI Week

來，矽谷的眾多半導體公司都經歷了收

驗。底特律(Detroit)由於其見證交通革

為了推動下一場革命，眼前還有一

2017。NI Week的三天半時間裡，主

購或是被收購。今年人人見面都會問對

命(汽車經由裝配線實現大量生產)的歷

大步要走。儘管自動駕駛車經常成功搏

辦方邀請了來自美國、亞洲(韓、中、

方，「你們現在合併的事情完成了嗎？

史地位，而被選為主辦這場盛事，目

得新聞頭條，但還必須等到大量生產和

日、台灣地區等)的主要硬體技術創

你還好嗎？」留下來見著面的老朋友也

前也正引領著下一波復興— 大規模

具競爭力的定價後才能受益。一旦自動

新公司以及學術、研究單位，共同分

不免感歎能再次見面真是幸運，下次再

生產自動駕駛車。

駕駛車的成本降低，讓更多人利用的自

享他們的最新研發成果與創新思想。

見都不知道是什麼情形了。

在此次會議期間，一家專門開發無
人駕駛車的Dataspeed提供了自動駕駛

大約在1917出廠的Ford Model T和Dataspeed

動駕駛交通建設也會變得更完善。

車的試駕。而與Dataspeed的自動駕駛

換成了ADI的商標

科技不僅是為了軍事國防，更多時

我不是說矽谷在沒落(或許說沒落也

候是為了讓人類生活得更好。產品更加

會有很多人認同)。中國很多科技業者在

研發團隊主要做一些幾個人或者十幾

你信任人工智慧為你開車嗎？

智慧化、更安全可靠；生產力如何借助

矽谷都設有研發團隊，這裡依然是最強

個人的專案；而與ADI合併後，我們可

提供的2017年版自動駕駛車並排展示
來源：Dataspeed

加州矽谷凌力爾特科技門前的Logo，不久前

車共同展示的是20世紀初的Ford Model

(Ford Motor)，他說：「馬永遠不會過

如果繼續比較兩個時代，一個世紀以

科技提升；如何在知識大爆炸背景下，

科技研發人才的聚集地，即使很多公司

以做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開發專案。

T，這是第一輛由裝配線生產的汽車，

時，而汽車只是流行一時的新鮮事。」

前對於汽車的疑慮，到了當代就變成

讓未來的年輕人踩著上輩科技人的肩

被收購、裁員或是調整某些產品線。中

這在合併前是沒有過的。」Linear工程

不僅帶來汽車革命，也讓車子成為當今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在過了一個世

「自動駕駛車將由另一種仍令人們質疑

膀更進一步創新……這些話題成為NI

國公司趁機在美國建立據點，成立當地

副總裁兼技術長Bob Dobkin表示，「而

紀後的我們當然會嘲笑這種疑慮。然

的技術—人工智慧(AI)所驅動」的現

Week 2017上眾多演講分享的主題。而

研發團隊。同時，已有很多的研發成果

且，兩個公司合併後，可以提升研發效

看著這輛精緻的古董車和現代化的

而，不情願接受機動車輛的當時，和現

實。除了人們存有「機器人有一天將會

平時在國內常聽到的削減成本、如何在

轉化為在市場上具競爭力的先進產品。

率，為客戶提供從晶片到模組化，甚至

自駕車並排展示，不禁讓我想到從馬車

在對於自動駕駛車的躊躇與迷茫又有什

佔領這個世界」的預設立場，汽車製造

價格戰中賺錢等類似話題在這裡從未出

當然，也有失敗的，例如樂視TV在美國

更加整合的解決方案。」

過渡到汽車以及從人類駕駛車輛過渡到

麼不同？到了未來，人們可能又會認為

商還必須克服人類本能無法完全信賴自

現。這裡的每個人眼裡看到的都是真正

的分公司，幾乎已成為當地的笑柄。

無人駕駛車之間，這二者存在的種種相

現在對於自動駕駛車的保守作法與緩慢

動駕駛技術的挑戰。車子會不會出錯？

的創新和最先進的科技與發明。

似之處及其挑戰性。

進展過於謹慎了。

個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

人工智慧(AI)正快速改變世界。機

當我們深入談下去，最後的話題將

器人在美國的採用，進一步引起美國

故障了怎麼辦？如果沒及時反應呢？這

奧斯汀位於美國中南部，土地廣

會歸結到，美國半導體市場重點開始轉

人對於失業問題的擔心。過去十幾年，

最終，車輛的確佔據了主導地位，

些都是合理的顧慮，無論是針對值得信

闊，陽光充足。當地的大學研究實

移到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印度、

美國一直處於製造業外流、產業工人失

汽車革命

畢竟道路上已經看不到馬了，而我也期

賴的馬和第一部車，以及可靠的車子和

力同樣強大，NI的三位創辦人James

越南等地。很多公司的產品在亞洲市

業的過程。IC設計產業向亞洲的轉移，

大約在一個世紀以前，當「不用馬拉

望自動駕駛車同樣遵循類似的發展道

自動駕駛車原型。

Truchard、Bill Nowlin和Jeff Kodosky

場推廣變得比在美國本土更重要。例

讓這裡的人非常擔心，曾經作為美國驕

的車子」這個新的汽車概念出現時，

路。以馬車過渡到汽車時代的時間表來

而今，大家都很清楚，車子比馬更

均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T-Austin)研

如，Intersil被瑞薩收購後，其汽車類

傲的科技產業，會不會讓矽谷變成下一

曾經被抨擊為激進的言論。就像大多

看，逐漸增加中的自動駕駛車很快地將

安全且有效率。這可是花了好長一段時

究人員。從研發介面連接線到軟體，再

比晶片與混合訊號晶片將有機會被更多

個底特律。

數的革命性發明一樣，汽車並未被公

會成為個人運輸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在

間才實現，而且還必須有道路、交通標

到測試測量儀器，四十多年過去了，NI

的亞洲汽車製造商採用。而在過去兩年

人工智慧技術的興起，機器人的大規

開接受，而且被認為對於當時的主要

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區。此外，預計我們

誌與燈號。現在，等到大家待在車內感

成為強大的測試測量供應商。如今每年

間，亞洲汽車製造商的市佔率成長更大

模採用，即使可以讓製造業回到美國，但

交通工具— 「馬」來說，造成了壓

也將會看到手排車在三十年內消失，除

到極其舒適時，問題就變成了必須關注

在奧斯汀舉辦的NI Week，將全球最先

於美國和歐洲。當然，美國市值最大的

就業問題並不能因此改善。「政府不能

力、阻礙且極其危險。汽車取代馬車

了愛車人士的特別收集與休閒，就像馬

於駕駛任務上了。

進和最新生代的研發力量彙集在一起交

汽車企業特斯拉(Tesla)，承載著最新的

對24小時加班的機器人收稅，也無法約

進而「接管」道路的發展之路十分坎

在汽車時代的情況一樣。

流，共同見證未來技術的真實面目。

汽車技術，也肩負著美國汽車產業的希

束企業24小時使用機器人。生產力會大

望。但從出貨量來看，特斯拉還比不上

幅提升，人們卻要面臨更多的失業。」

傳統汽車廠商。

《EE Times》的一位同事對我說，她在

至於人工智慧呢？深度學習以及其
他形式的機器智慧開始廣泛用於行動與

擁有NI和TI等最強大的半導體公

連網裝置、語音介面，以及日常生活的

司，德州首府奧斯汀在科技上的影響

都必須下車，發出巨大響聲通知大家

自動駕駛車引領下一波重大變
革：量產才是關鍵

許多方面。這些技術正持續改善，並在

力不斷增強。由於這裡有著更大的土

凌力爾特科技(Linear Technology)

有車子來了。

汽車在Model T出現之前已經存在一

許多領域超越人類的成就，從人機圍棋

地資源、更低的人力和生活成本，奧

與亞德諾(ADI)的合併，也是因為ADI

我們也拜訪了一些新興的公司，他

謹慎的投資人也反對汽車產業。

段時間了，但只有上層階級才有機會

賽到影像辨識等，最終將會實現安全的

斯汀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才與公司在

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市場)的成功。合併

們位於矽谷更遠的邊緣。矽谷多年不變

根據AmericanAutoHistory.com的一篇

擁有。雖然許多有錢人都買得起車

自動駕駛車輛。

這裡創業。美國的另一個矽谷，也許

後，他們有希望在亞洲市場上節省營運

的是Cisco城，但在這周邊，很多半導

文章，Michigan Savings Bank總裁在

子，但由於當時缺乏基礎設施以及法

正在產生中。

成本，實現更好的產品互補組合(Linear

體公司的建築物門前卻在慢慢地更換

1903年時曾經建議不要投資福特汽車

律的限制，車子的利用率並不高。一

的電源+ADI的類比)。「以前，Linear

Logo…

坷且緩慢。當時的法律還規定各種以
馬達驅動的汽車駕駛在每個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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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人類需要多少時間才能
進入自動駕駛時代？

第二週，我與同事在加州矽谷拜訪

矽谷已經工作了近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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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卡控制IC提升擴充儲存效能
Susan Hong

示，該公司在音訊技術領域已經有25

VR裝置的使用者在耳罩式耳機所獲得

對於VR裝置的視覺與聽覺效果就會有

年的經驗，一開始都是以專業錄音室設

的聲音體驗，缺乏像是在聆聽現場演奏

更進一步的要求。不過攤開各種VR頭

備業者合作，還曾獲頒美國樂壇的權威

音樂那樣的開闊空間效果與方向感，

戴式裝置的技術規格，大多數廠商似乎

獎項葛萊美獎(Grammy Award)；後來

這在單純聽音樂的時候或許感受不深，

更著重於視覺效果的提升，同樣對VR

將觸角延伸向大眾市場，除了推出適合

但在VR場景中，若聲音的指向性表現

體驗有著關鍵性影響力的聽覺效果相對

隨著擴充儲存在行動通訊與工控等新

而從iPhone和Android的市佔

PC、手機與穿戴式裝置等各種消費性

不佳，「身歷其境」的效果也會因此遜

較被忽略；因此在更高的顯示解析度之

應用的需求持續升溫，SD協會於今

率來看，DRAMeXchange的資料顯

電子設備的音訊強化解決方案，並與台

色。Waves Nx技術透過頭部位置的追

外，預期更高品質的音訊處理技術將會

年2月發佈最新的SD 6.0規格，加上

示，2017年全球Android手機出貨量

灣音訊IC設計大廠瑞昱(Realtek)合作，

蹤進行音訊處理，能在使用者周圍的虛

是VR產品的下一個競爭焦點。

Android 6.x/7.x版作業系統(OS)支

達到了85%的佔有率，iPhone僅佔約

鎖定VR應用發表內建Waves Nx技術的

擬聽覺空間中定位聲音來源，使得所體

援SD卡直接執行應用程式(App)的效

15%。以目前約有九成的Android手機

WNX7000晶片，能讓耳機製造商開發為

驗的VR世界感覺更接近現實世界。

應推波助瀾，讓一度沉寂的安全數位

都支援SD卡來看，SD卡的市佔率相對

VR使用者帶來沉浸式聲音體驗的產品。

VR在近兩年來隨著平價頭戴式裝

(SD)記憶卡再次展現成長動能。

較高，尤其是今年預計將有10億支手

王家樂指出，基於在專業音訊領域

置以及多樣化遊戲或視訊內容的陸續問

累積多年的技術經驗，Waves對於聲

世，成為越來越親近消費大眾的娛樂體

音表現的品質與精準度特別敏感；目前

驗；當最初的新鮮感逐漸消退，使用者

看好SD卡的成長潛力，慧榮科技
(Silicon Motion Technology)日前推

機的出貨量，將為整個SD卡帶來爆發
式的成長。

因應最新的低功耗手機晶片需求，SD 6.0新增
支援1.8V LVS，並相容於現有的3.3V
來源：SDA

出首款針對最新SD 6.0的控制IC，支

慧榮科技產品企劃部協理邱慧甄指

援新版規格要求的A2應用效能與低電

出，SD卡的規格演進與智慧型手機的

標準。擴充儲存卡搭載慧榮SD 6.0控制

壓訊號(LVS)標準，可大幅提升記憶卡

發展密不可分。「2016年更新的SD 5.0

IC後將大幅提升隨機存取效能，支援4K

效能，為消費性、商用、工控及車用

強調循序寫入速度，推出了從V6-V90等

影片錄製、播放以及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產品提供高效能、高可靠度的SD 6.0

5種視訊速度等級，隨後的SD 5.1版再增

(AR/VR)等需要高頻寬的應用。

卡解決方案。

加隨機寫入速度，推出寫入/讀取效能

為了讓新一代的手機SoC進一步

SD卡曾經因為2015年時Android

為500/1500IOPS的A1卡，速度大幅提

節省功耗，該SD 6.0控制IC支援新的

5.0宣佈不支援第三方App儲存而一度

升。」最新的SD 6.0更進一步將隨機讀/

18V低電壓訊號，並相容於現有的33V

因應現代電子設計日趨複雜的挑戰以

1條類比通道與8條通道，而是否配置為

萎縮，但從6.0 OS重新支援，並讓行

寫效能提高到4,000/2,000IOPS，邱慧

規格，滿足低功耗SoC以及功能命令佇

及新一代工程師的需求，Tektronix推

類比或數位，則由探棒來決定。

動裝置使用者能直接在SD卡儲存與執

甄強調，這樣的速度已經相當於eMMC

列、快取記憶體功能和自我維護功能等

出全新設計的5系列混合訊號示波器

此外，5系列MSO支援12位元ADC

行App後，帶動SD卡市場快速成長。

5.0/5.1的速度了。

顛覆傳統儀器設計

示波器用滑的也通

Susan Hong

需求。新系列控制IC包括符合工規或高

( M SO ) ，支援4/ 6/ 8通道的可選配置

和新的高解析模式，可提供較傳統8位

根據Strategy Analytics的資料顯示，在

慧榮新推出的SD 6.0控制IC與SD卡

階產品需求的SM2707EN，支援1TB容

FlexChannel、15.6吋電容式觸控HD

元ADC更高16倍的解析度，實現更準

2017年近300款手機中，支援SD卡的手

規格的發展一致，滿足最低隨機讀/寫

量；以及SM2705EN，針對一般商業應

顯示器、為觸控設計的使用者介面以

確的訊號檢視。

機就佔了97%。

效能達4,000/2,000IOPS的A2應用效能

用，最高支援128MB容量。

及可選配Windows OS，改寫了中階
示波器的性能標準，更讓儀器操作就
像「滑手機」一樣輕鬆。
為了除錯複雜的系統以及有效地進

以先進演算法為VR裝置提供
身歷其境3D聲音體驗

新的示波器介面採用電容式觸控顯示器，讓工程
師只需像「滑手機」一樣的手指滑動、縮放與捏
合，就能讓波形與資訊在大尺寸螢幕上一目瞭然

類比通道，例如支援多通道的顯示器
與MIPI、靜態記憶體、三相電力電子
(馬達控制、逆變器設計)、汽車電子/汽

活配置，更有助於克服各種除錯挑戰。

車ECU開發、電源供應器設計以及DC/

器來檢視種類與數量不斷增加的訊號，

這款ASIC的規格據稱可支援到超

DC電源轉換等，而這也是5系列示波器

但在這方面一直存在著「訊號完整性」

過市場上任何一款示波器的最高頻寬與

的問題。Tektronix台灣總經理陳湘俊

採樣率，但因應主流市場需求目前切割

5系列MSO在介面設計上最大

指出，在量測時最關鍵的就是訊號的還

至2GHz頻寬，未來還可進一步升級。

的特點就是採用了電容式觸控的HD

原度，即誤差必須越小越好。

陳湘俊說，Tektronix已規劃了新的示波

(1,920x1,080)顯示器，帶來高靈敏度、
定位準確以及簡單直觀的好處。

行特性分析，工程師經常使用多台示波

Judith Cheng

許多常見的應用都需要4個以上的

得以發揮之處。

目前無論是需要與PC連結或是結合智

VR遊戲或虛擬場景體驗時的效果也會

7.1聲道的3D音響效果，而且還能支援

Tektronix為此開發出5系列MSO，

器發展藍圖，預計在2019年以前的兩年

慧型手機的VR頭戴式裝置，聲音的來

因此大打折扣。

頭部追蹤，在VR場景中無論使用者往

採用HP第十代晶片製程打造TEK049

之內將全面更新旗下中階系列產品線。

此外，新的儀器介面減少了許多旋

源主要是透過耳罩式耳機(外接或是裝

為此來自以色列的音訊技術開發商

哪一個方向轉動頭部位置，仍能以精確

ASIC，整合傳統的ADC、Demux、放

相較於傳統示波器提供固定通道數

鈕，融入了更多消費電子產品元素，無

置內建)，但是雙聲道的耳機在聲音方

威富思(Waves)，以獨家的演算法結合

清晰的方式呈現聲音的來源方向，讓遊

大器、觸發和數位擷取元件等多種測

的配置，Tektronix 5系列採用輸入端可

論是沒用過示波器的新手工程師或只用

向性的表現上，遠不如可支援5.1甚

Cadence的Tensilica數位訊號處理器

戲體驗更具臨場感。

試功能，讓一台示波器就能提供多個通

選配4、6或8個FlexChannel的設計，

過其他品牌示波器或其他儀器的工程師

至7.1聲道的家庭劇院音響，在進行

(DSP) IP，能讓雙聲道耳機呈現5.1或

道，類比與數位通道之間密切結合且靈

並可由使用者定義，把每個輸入配置成

都能迅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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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s亞太區行銷總監王家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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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設計揭密

Sony三層堆疊式
CMOS影像感測器揭密

1Gb、30nm的(3 Al/1 W)元件，ISP元
件(1 Al/6 Cu)則採用40nm製程。要將
各種必要的功能加進相同尺寸的3個裸
晶，而又不至於浪費晶片面積，無疑
是一大挑戰。
由於DRAM裸晶上還有CIS列驅動

Dick James，TechInsights榮譽研究員

器，因此必須採用客製元件設計，而

畫素陣列

非我們在近年來看到以矽穿孔(TSV)

圖4：Sony的原理圖中顯示CIS、DRAM與ISP三層堆疊

在今年二月舉行的國際固態電路會議

封裝的商用DRAM。Sony的晶片橫截

(ISSCC)期間，Sony宣佈推出「業界

面圖並顯示，裸晶中央有一層厚重的

首款配備DRAM的三層堆疊式CMOS

氧化物以及適於讓TVS從上方CIS向下

影像感測器」，這款型號為IMX400

連接的接合焊墊。

圖1：Sony三層堆疊式CMOS

為了加速影像資料處理，業界多

影像感測器的晶片橫截面

年來一直流傳著在互補金屬氧化物半

經被削薄至小於2.6μm了，這在背照
式CIS(BI-CIS)是十分常見的，但卻

導體(CMOS)影像感測器中配備嵌入

是我們所見過最薄的DRAM。從我們

式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的種

自己所拍攝的影像(圖5)可證實CIS和

種消息，但至今尚未看到任何相關產

DRAM的晶片厚度相同，而且也可以

影像
訊號
處理器

節，它確實看來像是真有那麼回事，

畫素陣列

這當然引起了我們在TechInsights

Column ADC
Column ADC

DPHY
或
CPHY

DRAM
高速

著，Sony在其後舉行的全球行動通訊

I/F

Column ADC
Column ADC

究論文揭露了新款感光元件的相關細

確認了該元件的生產狀況，並宣佈其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TSV
背照式CMOS
影像感測器
(俯視概念圖)

晶片橫截面才剛從實驗室完成，看起

為畫素資料進行數位化。而今，該

旗艦級智慧型手機搭載了具有960fps

度，同時也改善了處理能力。DRAM

畫面更新率的Motion Eye相機模組。

則用於暫時儲存高速資料，然後再以
感測器介面的最佳速率輸出。該設計

中的TSV形式之一(圖6)。
此處可看到兩層TSV將CIS中看起
背照式CMOS
影像感測器
(側視概念圖)

DRAM
電路層

資料來源：Sony

來像6金屬的堆疊連接至DRAM裸晶的
M1。我們並未擴展TSV直接連接CIS

式CMOS影像感測器

CIS/ISP的連接似乎可以採用

的靜態影像，而在影片模式下可達到

版；但在Sony發表的論文中有更詳細

在完整的堆疊形成後還得在兩個裸晶

層堆疊的感光元件！這款CMOS影像

1,000fps的畫面更新率，較以往產品

的介紹，包括960fps如何成像以及慢

間進行鑽孔的挑戰。

感測器(CIS)被面對背地安裝在DRAM

的靜態影像與動態影片分別提高了4倍

動作的工作原理。

上，使得DRAM與影像訊號處理器

和8倍的速度。

DRAM接合焊墊層作為互連，以避免

對於IMX400的進一步分析正持續

根據該論文解釋，畫素陣列位於

進行中，隨著時間的進展，我們很快

由於在CIS和ISP之間加進了

裸晶的頂層，DRAM陣列和列驅動器

地就能夠掌握有關CIS本身及其封裝堆

然而，我們似乎是超之過急了，因

DRAM夾層，高速資料必須經過記憶

位於中間，其餘的區塊則位於底部的

疊的細節。以產業的觀點來看，Sony

此，讓我們先來看看Sony的新聞稿以

體晶片才能到達ISP，然後再以適於

ISP裸晶。我們尚未取得這三層裸晶的

可說是再次將手機相機的功能推至極

及在ISSCC發表的論文細節吧！

應用處理器的常規速度，來回傳送直

照片，但該論文中提供了一些影像。

限。不過，在今年稍晚將會出現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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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是這種感測器運作原理的精簡

一代BI-CIS的TSV形式？

過DRAM連接至ISP頂部金屬的情形。
圖3：Sony新開發配備DRAM的三層堆疊

使其能以1/120秒讀取1,930萬畫素

器中使用雙類比/數位轉換器(ADC)，

圖6：CIS/DRAM互連採用上

與ISP的橫截面圖，不過也存在TSV穿

機晶片進行觀察。沒想到它真的是三

到經由ISP的I/F介面區塊進行輸出。

來源：Sony

似乎是Sony上一代背照式BI-CIS元件

電路層

一上市就立刻入手，並橫切其後置相

Sony在其較早的19Mp影像感測

底層
(邏輯元件)

來相當令人熟悉。CIS/DRAM的互連

DRAM
分層結構

圖2：Sony CMOS影像感測器的訊號路徑方塊圖

公司使用4層ADC的結構提高讀取速

(ISP)面對面接在一起。

片橫截面

(DRAM)

如何在此堆疊中形成？我們的第一款

畫素層

一般速度

Xperia XZ Premium和Xperia XZ兩款

我們盡可能地在Xperia XZ手機

圖 5：三 層 堆 疊 式 影 像 感 測 器 晶

中間層

看到接合焊墊。

品投入生產或實際上市。

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MWC)

頂層
(影像感測器)

的前提下)，CIS和DRAM裸晶基板已

專為智慧型手機而打造的。

的影像感測器專家們的關注。接

影像處理器

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比例尺準確

的三層堆疊式感光元件(Exmor RS)是

Sony在ISSCC會議上發表的研

DRAM+列驅動器

Sony並指出，該CIS採用90nm
製程(1 Al/5 Cu)技術製造，DRAM是

圖 7：C I S 與 I S P 之 間 能 以
DRAM接合點進行連接？

大問題是— 我們將在下一代iPhone
中看到這款感光元件嗎？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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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工智慧

聚焦：人工智慧
停留在「高運算能力的展現」，以及

圖處理器(GPU)的強大動力，點燃著

高成本、投資報成率低，並非一般企

一場無處不在的人工智慧革命。

業或一般民眾能夠「觸及」的階段，

未來，人們生活會越來越智慧化，

因此消費者與企業對於人工智慧的興

舉凡食衣住行育樂都會融入「智慧」

趣，一直沒有非常熱烈，人工智慧也

這關鍵技術，將促使人工智慧的發展

持續存在於科幻電影或是高階運算中

更加蓬勃。

心裡。
何以人工智慧轉變成眾所矚目的
焦點？Chen認為，數據洪水(data

人工智慧仰賴超強的運算能力。例

deluge)、演算法運算能力的突破和

如，微軟(Microsoft)的深度網路

再提升，以及激增的創新應用，都是

ResNet在2015年就達到超越人類影

使得人工智慧變得更為可能，甚至唾

像辨識的等級；它支援6,000萬個參

手可得的原因。Appier創辦人暨執行

數，需要7ExaFLOPS的運算能力；

長游直翰則認為，網際網路、行動網

而在2016年，Baidu Deep Speech

路的精進，讓更多資料變得更容易取

2的3億個參數需耗用20ExaFLOPS

得，人們的「溝通心態」也從對象只

的運算能力；最近，Google的神

能是人變成機器或裝置，以及大廠的

經機器翻譯(Neural

投入，在在都是促使人工智慧近期受

Translation，NMT)擁有高達87億個參

到極大關注的因素。

數，需要105ExaFLOPS的運算能力，

產業與科技不斷的進展巧扮推手，

人工智慧飛入尋常百姓家

CPU vs. GPU硬體戰開打

極致的高效能運算每年都在突破。

人類逐步進入過去科幻電影才看得到

因此，處理器的處理能力開始被檢

的人工智慧的世界。黃仁勳在今年的

視，也掀起一場處理器的爭戰。Chen

Computex一開始就強調，人工智慧

認為，為因應人工智慧時代的來臨與

世代已經來臨。他認為科技產業正歷

強大的運算需求，新一代中央處理器

經一股結合深度學習、巨量資料與繪

(CPU)應運而生，其中，XEON PHI

今年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 2017)

智慧若是要作為一個「實體」，其實

時，人工智慧的市場規模將成長12

算，人工智慧和深度學習的智慧應用

的重頭戲之一為人工智慧(AI)，除了展

可以視為一台有強大運算能力的電

倍。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在今年的

是下一波技術核心，將會改變消費者

認知AI系統支出

示人工智慧的相關應用外，也舉辦了論

腦，英特爾(Intel)全球數據中心銷售

Computex發表專題演說時也指出，

和企業如何工作、學習和玩耍。未來

(以領域別計，單位：10億美元)

壇強調人工智慧對於人們未來生活或是

部產品與技術總經理Pao-Li Chen表

在這一場人工智慧革命開始之際，對

這些應用將能透過使用認知系統、機

企業有何助益。這個不算新的技術為何

示，人工智慧可以稱得上是第三代的

於人工智慧新創公司的投資在最近的

器學習和人工智慧，提供預測，以及

在近期能夠獲得大廠的重視，可不是因

資料中心(Data Center)，因為，人工

4~5年內增加了近10倍，投資金額高

建議與幫助。

為AlphaGo「痛宰」了許多赫赫有名的

智慧是仰賴運算能力而生，沒有強大

達50億美元。他認為，這一成長動

早在1997年，IBM就打造了超

高段棋手，而是在物聯網(IoT)的時代

的運算能力去模仿人類的思維，就很

力來自於由人工智慧推動的深度學習

級電腦深藍(Deep Blue)，並打敗了

下，沒有人工智慧的「一臂之力」，

難用人工智慧這個詞來定義。且這個

(deep learning)技術與應用。

西洋棋世界冠軍卡斯巴羅夫(Garry

收集到的龐大資料量，就很可能變成

所謂的第三代資料中心，未來將會需

另外，IDC預估，2017年全球認知

Kasparov)，深藍也被視為人工智慧

一堆沒有用的「垃圾」。

要處理物聯網時代衍生而出的巨量甚

和人工智慧系統的營收將達到125億美

發展的開端；即使2011年IBM QA系

至海量資料，這也是為什麼人工智慧

元，比起2016年還要成長59.3%。預

統(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華

人工智慧成顯學

會變得那麼受矚目，相關產業也相當

估到2020年，企業支出與投資在認知

生(Watson)戰勝二位益智冠軍Ken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人工智慧亦

重視人工智慧的發展。

與人工智慧系統的費用將會超過460億

Jennings及Brad Rutter，證實人工

稱機器智慧，是指由人工製造的系統

因此，雖然人工智慧目前規模

美元，年平均複合成長率將達54.4%。

智慧系統能解讀人類自然語言並進行

所表現出來的智慧。」事實上，人工

仍小，但英特爾預測，在2020年

根據ID C 報告指出，基於認知 運

精確回答，人工智慧這個技術也還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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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0.1
1.9

4.5
2.5

應用
IT與商業服務
軟體平台
專用伺服器與儲存
其他

3.5

圖1：2017年全球認知和人工智慧系統市場營收將達到125億美元

來源：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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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強大、用途多樣，負擔得起⋯

系列更具備很強的深度學習能力。不

100 kHz動態訊號分析儀

過，人工智慧不是僅以深度學習技術
即可涵蓋，還需要許多技術的輔助，
並與更多相關業者進一步合作，才能
打造端對端的人工智慧架構與完整的
生態體系。

自動駕駛車上路

"OK, Google"

AlphaGo打敗天下第一棋手

除了CPU外，具備強大運算力的
GPU，自然也加入了人工智慧晶片大
戰。Nvidia解決方案架構工程部門副

圖2：人工智慧已經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學習更隸屬於人工智慧的範圍。

來源：Nvidia

語音指令，在人類提問許多類似的問

總裁Marc Hamilton表示，的確，跟

人工智慧有趣之處在於我們幾乎

題後學會了問題的意思。最近，第二

隨摩爾定律(Moore’s Law)，CPU

可以教它去做任何事，至今也已經看

代的AlphaGo以三戰三勝打敗了世界

運算能力持續的再提升，但是摩爾定

到了各種突破。IBM大中華區總經理

第一的人類棋王— 柯潔，其驚人之

律卻也逐漸走到盡頭，不過GPU卻

Jeffrey A. Rhoda表示，20年前Deep

處就在於採用了與自駕車系統一樣的

不會受到限制，因此在人工智慧的世

Blue誕生，並在完成「任務」之後退

CNN，再加上強化學習(Rreinforce

界，GPU將扮演重要角色。

役，而6年前問世的Watson，已經不

learning，RL)。基本上，AlphaGo

不僅如此，人工智慧的應用並不

再專任「棋手」。現在的Watson，也

也不斷地在與自己對弈中學習，從數

會單單侷限於消費性市場，各行各業

跟著人工智慧演算法、雲端等科技的

百萬場棋戰中累積經驗，直到最終成

都可運用人工智慧，再加上持續會有

進展而能做到下棋以外的事，靠的就

為強勁的棋手。

新的技術注入人工智慧，未來人工

是收集更多的資訊，並轉為對人類或

智慧將變得越來越複雜，如此就需要

人工智慧自身更有用的訊息。

透過CNN、RNN以及強化學習技
術，這每一種架構都是基於相同的深

更多的處理器來支撐所需的運算能

「機器在第一波工業革命時實現

力。Hamilton指出，市場已開始驗證

了人力自動化；而今，人工智慧也在

GPU的運算能力，隨著新一代Tesla

使人類的智慧自動化，為所有的產業

此外，Rhoda補充，人工智慧與

V100 GPU的推出，產業將有更強大

帶來革新。」黃仁勳指出，其中最強

雲端及資料是密不可分的元素，現階

的GPU可因應日益複雜的人工智慧。

大的動力與技術就是近來由深度學習

段只有20%的資料量被蒐集到，有

值得注意的是，FPGA似乎也受

實現的突破，例如自動駕駛車、OK

80%還在各處等待被尋獲。透過人工

Google與AlphaGo等應用。

智慧將能「看到」並真正讀取到這些

到CPU與GPU大戰的波及。Chen解

度學習演算法，實現了以往人們一直

釋，FPGA在人工智慧的發展中有其

黃仁勳以Nvidia BB8 AI自動駕

資訊，而這些資訊透過演算法、雲端

「定位」，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元件，

駛車為例表示，自動駕駛車採用的是

的傳遞，也會回饋成為人工智慧學習

但無法擔任處理器這樣的重責大任。

卷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al Neural

與判斷的「依據」。

Network，CNN)，透過資料自行學

就如同Watson所擁有的應用程式

AI就從「深度學習」開始

習辨識周圍的車輛、車距、車道以及

介面(API)，可以讓使用者根據這些數

無論CPU或是GPU，處理器的確不

如何安全地行駛。自動駕駛車得以實

可或缺，但要能將龐大的資料轉化為

現，「完全是以AI網路學習辨識這個

可用的資訊，則需要許多軟體演算法

世界、瞭解目標與原因而駕駛。你只

的輔助，特別是以深度學習為基礎的

需為其提供一個通用演算法以及大量

演算法。

的訓練，車輛就能自行探索。」黃仁

在當今的人工智慧世代，深度
學習是指神經網路與隨機梯度下降
法，結合所有可取得的資料量，以及

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

GPU的能力而實現的結果。深度學習

技術提供的資料以及短期記憶(STM)

是機器學習領域的一個分支，而機器

與長期記憶(LTM)，從聲音中學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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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785動態訊號分析儀以較同類競爭者便宜數倍的價
格，提供最優良 的性能。其標準功能包括：掃頻正弦
測試、階次追蹤、倍頻 程 分析、曲線擬合/合成、及
任意波訊號源。

FFT分析儀起價 5,445美元

SR785—值得您的關注。

前所未見的交通運輸革命。
此外，OK Google透過循環神經網

圖3：機器人極其複雜，它必須能透過視覺、聽
覺和觸覺來感知環境
來源：Nvidia

(全球通價格)

• DC至 100 kHz的頻率範圍
• 100 kHz的實時頻寬
• 動態範圍
90 dB(FFT)
145 dB(掃頻-正弦 )
• 低失真源 (-80 dBc)
• 記憶體高達 32 Mbyte
• 具 GPIB及 RS-232介面

勳預計在未來十年，業界將經歷一場

(Stochastic Gradient，SGD)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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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5

認為在科幻中才可能出現的夢想。

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2-2655-2200
傳真：886-2-2655-2233
Email：sales@teo.com.tw

與Agilent 35670A相較，SR785更為出眾。它可提供
雙倍的頻率範圍 ( 2通道 ) 和10倍的 實 時頻寬，而價格
還不到35670A的一半！
SR785是濾波器設計、控制系統分析、雜訊測量、聲
頻或音響測試，以及機械系統分析的理想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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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眾多的API開發想要的應用與功能。

巧所做的事情，對於機器人而言卻是

開始協助我們解決許多問題。」游直

何活動前都在睡覺，你要和他們說話前

這些API的基礎，除了硬體處理器與軟

極其複雜而不可能的程式運作，這也

翰總結。現在，人工智慧已經開始改

都要先戳他們一下，那就很不優了，對

體演算法，還有龐大的資料量作為後

就是為什麼至今在我們之間尚未出現

變企業各方面；未來將是人工智慧加

吧？語音控制的裝置也是同樣的情形，

盾。「Computex可以說是個人電腦

直接與我們互動的機器人。」黃仁勳

上數據驅動智慧化的時代，且人們的

點擊才能開啟功能並不合理。要同時達

演算法的大秀，不會只有硬體成為焦

表示。

生活也將隨之發生變化。

到可攜與不用手動控制的理想狀況，就

而今，經由深度學習，或許就是

最後，從2018年人工智慧的三

得有效地利用既有資源。情境處理上必

讓機器人學習和自我編程的關鍵。

大發展趨勢觀察— 人工智慧將如同

須絕對有效率地處理特定功能，這就是

例如，透過CNN，機器人能感知環

使用者介面、人工智慧將躍升產業核

為什麼要有長時傾聽(always-listening)

機器人—終極的AI？

境，RNN與模仿學習則讓機器人學會

心技術，以及人工智慧將搖身變為商

的設計。

黃仁勳說，「機器人就是終極的人工

我們的行為，並透過強化學習掌握其

業顧問。台灣業者在這一波人工智慧

有一些裝置已經是永遠開機的狀

智慧」。機器人必須智慧化地與世界

他差異化的方式。

的風潮下，能扮演何種關鍵地位？游

態，所以要等到這些耗電的處理器達到
低功耗且永遠開機的狀態，還需要一些

點，軟體更是重要，而人工智慧也是
如此。」Hamilton強調。

互動，透過視覺、聽覺、嗅覺和觸覺

另一方面，隨著複雜度的增加，這

直翰認為，除了硬體開發的實力，軟

來感知世界，學習並理解所採取的行

些基於深度學習演算法的神經網路透

體研發的能力也不能忽視，更重要的

動，而且能以不至於造成傷害的方式

過人腦啟發，需要越來越大量的處理

是，要與更多「有志之士」共同合

做出肢體複雜的動作。

程序，黃仁勳強調，透過基於Nvidia

作，並能深入了解人工智慧能為使用

CUDA的GPU可望讓一切成為可能。

者或應用帶來何種助益，才能真正具

虛擬語音助理能多聰明？

會做的錯誤，像是提供色情內容給孩

air；OTA)來提供這個功能，這也突顯出

備市場競爭力。

接著談到下一個議題— 何謂人工智

童、不經意地說出種族歧視的字眼，甚

在快速變化的市場中，提供具有彈性、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由

至只是令人沮喪地健忘。由於這些情

可隨時更新的解決方案有多重要。(他

於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與其他

形，讓我們覺得機器人要達到Ava等級

們在為產品命名時，顯然沒有想到要加

人工智慧領域的長足進步，現今許多

的智慧化似乎是遙不可及。

入更新功能。)

但關鍵在於如何教會機器人？
「人類很容易透過直覺知識和運動技

「目前人工智慧就在身邊，並可

機器會說話就一定很聰明嗎？
認其語音服務是否能帶來獲利，因

題，許多人甚至將2017年稱為語音控

此，Alexa的重要功用之一當然就是幫

制年。但只要接觸過語音介面的使用

助你在亞馬遜網站上進行購物。

就是最好的佐證，它可以不需要用手操

缺點是，要達到持續更新與長時傾
聽的功能，電池壽命會減少到只剩8小

assistant)到底能聰明到什麼程度？我

手動點擊才能啟動hand-free
介面？

們又能指望他們做些什麼呢？

語音介面中最重要且最有用的功能之

增加待機時間的技術，使電池使用壽命
從8小時延長到3個月！

一定水準。但這些虛擬助理(virtual

裡面的玩具一樣。

時間。最近推出的Amazon Echo Tap
作。亞馬遜透過線上軟體更新(over-the-

裝置支援的自動語音辨識(ASR)已有

作者：Eran Belaish，CEVA音訊與語音產品線產品行銷經理

語音介面在2017年成為相當火紅的話

圖1：電影《人造意識》(Ex Machina)中的人形機器人Ava；Alexa還要多久才能成為像Ava這
樣的智慧機器人？

時。在以後的報導中，我們將討論如何

在電腦科技領域，與人工智慧相關

一是不必靠手來控制，這是它的優點

截至目前為止，在這些情況可能實

且最廣為人知的就是由艾倫 · 圖靈(Alan

之一，你可以在雙手忙著做其他事情

機器真的能完全自然地與人類互動

現之前，仍然有些問題要解決。在一個

Turing)所設計的圖靈測試(Turing test)。

的同時，使用語音介面控制電子裝置，

嗎？現在市場上有許多不錯的語音介

者，一定曾碰過令人頭痛抓狂的時候；

但若跟其他廠商買東西時會發生甚

有關Alexa和Google語音助理之間「永

為了通過測試，具備人工智慧的機器在

例如開車時(「播放NPR」)、煮飯時

面，但若要達到完美、無縫的語音介面

雖然語音有機會成為人機介面的最終選

麼情況？顯然地，各種語音助理分別

無止境」的對話影片中，顯示了可能發

測試時必須與人類的反應幾乎一樣，電

(「設定8分鐘烹調時間」)、打字時

控制，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許多科幻

擇，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在這篇文章

在產品與服務中提供了封閉的系統，

生的問題。

影《人造意識》(Ex Machina)就是一個

(「要求提供『許多』同義字」)、抱小

小說中描繪機器具備高度智慧，並能自

中，我們將探討語音介面的幾個問題，

因而限制了使用者的選擇。一種可能

很好的示範。電影中的人形機器人Ava

孩時(「關燈」)、手拿日用品時(「開

然地與人類互動。未來，我們將進一步

以及那些需要改進的功能。

的做法是讓所有的裝置與服務都能透過

成功地通過圖靈測試，其成功的關鍵在

門」)等等。其概念是讓你使用你的聲

探索那些能讓我們更接近這個奇妙境界

語音啟動。之後只要透過編程，機器

於Ava能無限制地存取使用者的資訊，

音控制，而不必動手。但令人困惑的

的未來科技。

大廠採用自家平台

間就能透過語音互相溝通合作，舉例來

以及所有人類的興趣、喜好與想法。電

是，許多語音控制的裝置在啟動前必

目前，在語音介面領域中，最明顯

說，Alexa可以透過語音控制電視、錄

影中收集巨量資料的虛擬公司Blue Book

須先進行手動設定，例如以手點擊或

的首要問題就是封閉平台(walled

製使用者喜愛的電視節目，而無關乎電

讓人聯想到Google與Facebook。

滑動之後電子裝置才會啟動語音控制。

garden)的問題— 每家大廠都採用

視服務供應商是誰。這將有助於解決封

雖然這是預先安排好的，但由於一

先不管科幻小說的內容，很難說還

這樣做的原因並不是什麼秘密。

自己開發的封閉系統，想從語音介面

閉平台的問題，並且讓使用者了解機器

些意外觸發所導致的干擾與技術上的小

要多久才能設計出這樣智慧化的機器。

「傾聽」(listen)這個動作是主動狀態，

上賺錢當然是一件棘手的事。相較於

間如何溝通。

問題仍然出現，像是先前在電視新聞報

一方面，機器學習的發展神速，以較專

需要經過處理，因此會使用到電池，而

視覺媒體(visual media)— 如網頁

但是，另一方面，當家中的冰箱、

導時，主播說了一句：「Alexa，幫我

家們預期更快的速度不斷達到里程碑，

在可攜式裝置中，電池的容量有限。因

瀏覽器、文字搜尋引擎，要在語音介

電視、吸塵器、燈具或其他電子裝置大

買一間娃娃屋。」你可以想像接下來會

例如AlphaGo打敗韓國棋王李世石。但

此，為了減少耗電量，可攜式裝置中會

面上投放廣告並不容易。當然，如亞

聲溝通時，有可能使環境變得嘈雜，就

發生甚麼事情—許多觀眾家中的Echo

是許多一般的聊天機器人(chatbots)則

加入手動觸發的設計。但想像一下，如

馬遜(Amazon)這一類的公司必須確

像動畫電影《玩具總動員》(Toy Story)

意外被觸發甚至下訂！

沒有這麼聰明，他們會犯一般人不可能

果你有一個朋友或是同事，總是在做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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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長時傾聽(與免手動控制)的功能讓語音介
面變得更便利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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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深度學習和電腦視覺
分析臉部表情

輸入資訊與訓練，網路可以攝入不帶標

練。深度網路的精確度高度依賴於訓練

類，而向量單元則會對下一個影像進行

記的圖片，並且準確地分析和辨識與開

資料的分佈和品質。臉部分析必須考慮

預處理—光線校正、影像縮放、平面

心表情相對應的模式。

的多個選項是來自「臉部表情辨識挑戰

旋轉等，而標量單元則處理決策(即如

深度神經網路需要大量的運算能

賽」(FREC)的情感標註資料集和來自

何處理CNN檢測結果)。

力，用於計算所有這些互連節點的加權

VicarVision (VV)的多標註私有資料集。

影像解析度、畫面更新率、圖層數

值。此外，資料記憶體和高效的資料移

針對即時嵌入式設計，部署階段

和預期的精確度都要考慮所需的平行

動也很重要。卷積神經網路(CNN)(見圖

(見圖4)可實施在嵌入式視覺處理器上，

乘積累加數量和性能要求。Synopsys

2)是目前針對視覺實施深度神經網路中

例如帶有可編程CNN引擎的Synopsys

帶有CNN的EV6x嵌入式視覺處理器採

辨別臉部表情和情緒是人類社會互動

實現效率最高的先進技術。CNN之所以

DesignWare EV6x嵌入式視覺處理器。

用28nm製程技術，以800MHz的速率

早期階段中一項基本且非常重要的技

效率更高，原因是這些網路能夠重複使

嵌入式視覺處理器是均衡性能和小面積

執行，同時提供高達880MAC的性能。

能。人類可以觀察一個人的臉部，並

用圖片間的大量權重資料。它們利用資

以及更低功耗關係的最佳選擇。

且快速辨識常見的情緒：怒、喜、

料的二維(2D)輸入結構減少重複運算。

雖然標量單元和向量單元都採用C

測情感的能力，它就可以更輕鬆地進行

驚、厭、悲、恐。將這一技能傳達給

實施用於臉部分析的CNN需要兩個

和OpenCL C(用於實現向量化)進行編

重新配置，進而處理臉部分析任務，例

機器是一項複雜的任務。研究人員經

獨特且互相獨立的階段。第一個是訓練

程設計，但CNN引擎不必手動編程設

如確定年齡範圍、辨識性別或種族，並

過幾十年的工程設計，試圖編寫出能

階段，第二個是部署階段。

計。來自訓練階段的最終圖形和權重(係

且分辨髮型或是否戴眼鏡。

作者：Gordon Cooper，Synopsys嵌入式視覺產品行銷經理

夠準確辨識一項特徵的電腦程式，但
仍必須不斷地反覆嘗試，才能辨識出
僅有細微差別的特徵。

輸入層

隱藏層

輸出層

一旦CNN經過配置和訓練而具備檢

訓練階段(見圖3)需要一種深度學習

數)可以傳送到CNN映射工具中，而嵌入

架構—例如，Caffe或TensorFlow—

式視覺處理器的CNN引擎則可經由配置

總結

它採用中央處理器(CPU)和繪圖處理器

而隨時用於執行臉部分析。

可在嵌入式視覺處理器上執行的CNN

(GPU)進行訓練計算，並提供架構使用

從攝影機和影像感測器擷取的影像

開闢了視覺處理的新領域。很快地，我

是直接教機器精確地辨識情緒，這樣是

知識。這些架構通常提供可用作起點的

或視訊畫面被饋送至嵌入式視覺處理

們周圍將會充斥著能夠解讀情感的電子

否可行呢？

CNN圖形範例。深度學習架構可對圖

器。在照明條件或者臉部姿態有顯著變

產品，例如偵測開心情緒的玩具，以及

形進行微調。為了實現盡可能最佳的精

化的辨識場景中，CNN比較難以處理，

能經由辨識臉部表情而確定學生理解情

確度，可以增加、移除或修改分層。

因此，影像的預處理可以使臉部更加統

況的電子教師。深度學習、嵌入式視覺

在訓練階段的一個最大挑戰是尋找

一。先進的嵌入式視覺處理器的異質架

處理和高性能CNN的結合將很快地讓

標記正確的資料集，以對網路進行訓

構和CNN能讓CNN引擎對影像進行分

這一願景成為現實。

那麼，如果不對機器進行編程，而

圖1：深度神經網路的簡單例子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對於
降低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辨識和
分類的錯誤率展現出巨大的優勢。在嵌
入式系統中實施深度神經網路(見圖1)
有助於機器透過視覺解讀臉部表情，並

圖2：用於臉部分析的卷積神經網路架構(示意圖)

達到類似人類的準確度。
神經網路可經由訓練而辨識出模

機器學習提升嵌入式視覺應用

式，而且如果它擁有輸入輸出層以及至
少一個隱藏的中間層，則被認為具有
「深度」辨識能力。每個節點從上一

作者：Nick Ni和Adam Taylor，Xilinx

層中多個節點的加權輸入值而計算出
來。這些加權值可經過調整而執行特

在目前的嵌入式視覺領域中，最熱門

用於辨識被實現的具體網路類型。這

而不形成一個週期的神經網路被稱為

別的影像辨識任務。這稱為神經網路訓

的話題之一就是機器學習(machine

些網路在大腦皮層上建模，大腦皮層中

「前饋神經網路」(FNN)，而那些存在

learning)。機器學習涵蓋多個產業重要

每個神經元接收輸入、處理後並將其傳

反饋、內含定向週期的神經網路則被稱

例如，為了訓練深度神經網路辨識

趨勢，不僅是嵌入式視覺(Embedded

達給另一個神經元。因此，神經元一般

為「循環神經網路」(RNN)。

面帶開心笑臉的照片，我們向其展示開

Vision；EV)，而且在工業物聯網(IIoT)

由輸入層、多個內部隱藏層和一個輸出

心的圖片作為輸入層上的原始資料(影像

和雲端運算中均發揮極為顯著的作用。

層組成。

畫素)。由於知道結果是開心，網路就會

對於不熟悉機器學習的人來說，很

在最簡單的層面上，神經元取得輸

(DNN)。這類神經網路擁有多個隱藏

辨識圖片中的模式，並調整節點加權，

多時候機器學習是透過神經網路的創

入、施加權重給輸入，然後在加權輸入

層，能實現更複雜的機器學習任務。為

盡可能地減少開心類別圖片的錯誤。每

造和訓練而實現的。神經網路(neural

總和上執行傳遞函數。其結果隨後傳遞

了確定每一層使用的權重和偏差值，必

個顯示出開心表情並帶有註解的新圖片

network)一語極為通用，包含大量截然

至隱藏層中的另一層，或傳遞給輸出

須對神經網路進行訓練。在訓練過程

不同的子類別。這些子類別的名稱一般

層。將某一階段的輸出傳遞給另一階段

中，為該神經網路施加一定數量的正確

練過程。

都有助於最佳化圖片權重。藉由充份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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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CNN訓練階段

圖4：CNN部署階段

在眾多機器學習應用中極為常用
的神經網路之一是「深度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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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工智慧

隱藏層

輸入層

輸出層

聚焦：人工智慧
的具體定義取決於所實施的網路架構，

型。Model Zoo提供多種能根據所需的

以按需要提供緩衝，從而實現串流的方

重時，這些DSP模組架構能實現最多兩

不過，一般通常至少包含下列元素：

專門任務實作和更新的模型。這些網路

法。如此則可免於在DDR內儲存中介元

個同步的INT8乘法累加運算進行。這

· 卷積—用於辨識影像中的特徵

和權重定義在prototxt檔案中。在用於

素，不僅減少影像處理的延遲，同時也

樣不僅能提供高性能的實作方案，而且

· 修正線性單元(reLU)—用於在卷積

機器學習環境時，prototxt檔是用於定

降低了功耗，甚至提高了確定性，因為

還能降低功耗。可編程邏輯元件的靈活

義推論引擎的檔案。

無需與其他系統資源分享存取。

性也便於實現進一步降低精確度的定點

後建立啟動圖的啟動層
· 最大池化(Max Pooling)—在各層
間進行子採樣
圖1：簡單的神經網路
1
2
3
4
5

name:“Alexiiet”
layer {
name:“data”
type:“Input”
top:“data”

6
input_paran { shape: { dim: 10 dim: 3 dim: 227 dim: 227}}
7 }
8 layer {
9
name:“conv1”
10
type:“Convolution”
11
bottom:“data”
12
top:“conv1”
13
param {
14
lr_mult: 1
15
decay_mult: 1
16 }
17 para= {
18
lr_mult: 2
19
decay_mult: 0
20 }
21 convolution_param {
22
nvm_output: 96
23
kernel_ size: 11
24
stride: 4

· 全連接—執行最終分類

在異質SoC中實現影像處理演算法

數值表達系統。

應用程式開發
演算法開發
平台開發
圖4：reVISION堆疊

實現嵌入式視覺和機器學習

和機器學習網路，可透過諸如reVISION

基於可編程邏輯的解決方案越來越廣

堆疊等工具來實現。reVISION能同時

真實世界性能

規模)，具體取決於實作方案。GPU

這些元素中的每一個權重都經由訓

泛地用於嵌入式視覺應用，例如異質

支援傳統影像應用，以及基於SDSoC

在嵌入式視覺應用中使用機器學習

架構需要大批次的規模才能實現較合

練決定，而CNN的優勢之一就在於訓

的賽靈思(Xilinx) All Programmable

工具的機器學習應用；reVISION並同

的應用實例之一是車輛的避免碰撞

理的輸送量，但其代價是犧牲反應時

練網路相對容易。透過訓練產生權重需

Zynq-7000 SoC和Zynq UltraScale+

時支援OpenVX和Caffe Framework。

系統。以reVISION堆疊針對Xilinx

間，而Zynq在批次規模為1的情況下

要龐大的影像集，其中既有需要檢測的

MPSoC等多處理器SoC(MPSoC)。這

為了支援OpenVX架構，核心的影像處

UltraScale+MPSoC開發相關應用，

也能以極低延遲實現高性能。這種反

物件，也有偽影像。這樣能讓我們為

些元件結合了可編程邏輯(PL)架構以及

理功能可被加速至可編程邏輯中，以建

使用SDSoC為可編程邏輯的各項功

應時間上的差異可能就決定了是否發

CNN建立所需的權重。由於訓練過程

處理系統(PS)中的高性能ARM核心。

立影像處理管線。同時，機器學習推論

能進行加速，以達到最佳化性能，

生碰撞。

中所涉及的處理要求，訓練流程一般執

這種組合形成的系統能夠擁有更快的回

環境支援可編程邏輯中的硬體最佳化工

能明顯提高反應程度。在用於實施

行於提供高性能運算的雲端處理器上。

應速度、極其靈活以便於未來修改，並

具庫，以實現執行機器學習實作方案的

GoogLeNet解決方案的條件下，比較

結語

且提供了高能效解決方案。

推論引擎。

reVISION MPSoC的反應時間以及基

機器學習將持續作為眾多應用的重要

對於許多應用來說，低延遲的決

reVISION並提供與Caffe的整合，

於GPU的途徑發現，二者差異相當明

推動因素，尤其是視覺導向的機器人

機器學習是一個複雜的課題，尤其是如

策與反應時間極為重要，例如視覺導

如此，實現機器學習推論引擎，就像是

顯。reVISION 設計能在2.7ms的時間

或所謂的「協作機器人」(cobot)應

果每一次都得從頭開始，定義網路、網

向的自主機器人，其回應時間對於避

提供prototxt檔案和經訓練的權重一樣

內發現潛在的碰撞事件並啟動煞車(使

用。結合處理器核心與可編程邏輯的

路架構以及產生訓練演算法。為了協助

免對人員造成傷害、對環境造成破壞

簡單，並由架構負責處理其餘的工作。

用批次規模為1)，而基於GPU的方法

異質SoC，能打造出十分高效、反應

輸入和錯誤輸入，並使用誤差函數教授

工程師實作網路和訓練網路，有一些

至關重要。增加反應時間的具體方法

然後再用prototxt檔案對執行於處理系

則需要49ms~320ms的時間(大批次

快且可重配置的解決方案。

網路所需的性能。訓練深度神經網路可

產業標準架構可供使用，例如Caffe和

是使用可編程邏輯，實作視覺處理流

統上的C/C++調度器進行配置，以加速

能需要相當龐大的資料集，才足以正確

Tensor Flow。Caffe架構為機器學習

水線，以及使用機器學習推斷引擎實

可編程邏輯中硬體最佳化工具庫上的神

訓練所需性能。

開發人員提供各種工具庫、模型以及

現機器學習。

經網路推論。可編程邏輯用於實現推論

25 }

圖2：定義網路的Prototxt檔案實例

架構

引擎，其中包含Conv、ReLu和Pooling

機器學習最重要的應用之一是嵌入

具有C++庫的預訓練權重，同時提供

相較於傳統的解決方案，在這方面

式視覺領域，其中，各類系統正從視覺

Python和Matlab綁定。該架構能讓使

使用可編程邏輯，能夠減少系統瓶頸問

實現的系統演進為視覺引導的自動化

用者無需從頭開始，就能建立並訓練

題。在使用基於CPU/GPU的方法時，每

機器學習推論引擎實作方案中所使

系統。相較於其他較簡單的機器學習應

網路，以執行所需的運算。

一階段的運算都必須使用外部DDR，因

用的數值顯示系統，也對機器學習的性

為了便於重複使用，Caffe的使

為影像不能在有限的內部快取功能之間

能發揮重要影響。越來越多的機器學習

採用二維(2D)輸入格式。因此，在機器

用者能通過model zoo共用自己的模

傳遞。可編程邏輯途徑讓內部RAM得

應用採用更高效的較低精確度定點數值

學習實施方案中，採用稱為卷積神經網

系統，例如INT8運算式。相較於傳統的

路(CNN)的網路結構，因為它們能夠處

浮點32(FP32)途徑，使用較低精確度的

CNN是一種前饋網路，其中包含多

嵌入式GPU與典型SoC

降低。因為與浮點運算相較，定點數學
更易於實現，轉而採用INT8則能在一些

連接網路，以執行最終分類。由於CNN

實作中提供更高效且快速的解決方案。

的複雜性，它們也被歸類在深度學習類

對於在可編程邏輯解決方案中進

別。在卷積層中，輸入影像被細分為一

行實作而言，使用定點數值系統十分

系列重疊的小模組(tile)。在進行進一步

理想，例如，reVISION能夠在可編程

的子採樣和其它階段之前，來自該卷積

邏輯中與INT8運算式協同工作。這些

的結果先使用啟動層建立啟動圖，然後

INT8運算式便於在可編程邏輯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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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實施可編程邏輯方案的好處

為Cor tex-A53進行交叉
編譯，並於板上執行

僅以ARM軟體程式碼快速編譯即可，而無需硬體編譯

定點數值系統並不會造成明顯的精確度

個卷積層和子採樣層以及一個單獨的全

應用到最終的全連接網路上。CNN網路

在應用中啟用
prototxt執行API

等功能。

用，嵌入式視覺應用最主要的區別在於

理2D輸入。

導入 p r o t o t x t，以
及經訓練的權重

專用的DSP模組。在使用相同的核心權

圖5：Caffe流程整合

FP-32

FIXED-16
(INT16)

FIXED-8
(INT8)

Difference
vs FP32

VGG-16

86.6%

86.6%

86.4%

(0.2%)

GoogLeNet

88.6%

88.5%

85.7%

(2.9%)

SqueezeNet

81.4%

81.4%

80.3%

(1.1%)

表1：不同權重表現的網路精確度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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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設計新技術

選擇寬頻RF接收機架構

元件或子系統的雜訊係數影響是使
輸出雜訊功率高於熱雜訊水準，即被雜

a. 帶2nd Nyquist中頻採樣的外差
下變頻

時脈

LO

訊係數放大。

混疊

Term

Rx

0

選擇。近年來，由於類比數位轉換器

差接收機可以實現非常好的雜散和雜訊

題。對於直接變頻架構，困擾多年的主
要挑戰在於維持I/Q平衡，以實現可接受

(ADC)的採樣率迅速提高、嵌入式數

性能。遺憾的是，這種架構是最複雜

程度的鏡像抑制、LO洩漏和直流(DC)

位處理的採納以及匹配通道的整合，

的。相對於可用頻寬，其需要的功耗和

偏置。近年來，整個直接變頻訊號鏈的

為接收機架構提供了幾年前被認為是

實體尺寸通常是最大的。

先進整合，加上數位校準，已克服了這

不切實際的其他選擇。

對於較大分數頻寬，其頻率規劃可

本文比較三種常用接收機架構的優

能非常困難。在當前追求小尺寸、重量

勢和挑戰：外差接收機、直接採樣接收

輕、低功耗(SWaP)而希望獲得寬頻寬的

機和直接變頻接收機。還將討論對於雜

背景下，這些挑戰難度很大，導致設計

散、系統雜訊和動態範圍的更多考量。

人員盡可能考慮其他架構選項。

些挑戰，直接變頻架構在許多系統中成

時脈

Rx

0

90

劃示例。圖1a為外差接收機示例，高
側LO將作業頻段混頻到ADC的第二

和缺點，並鼓勵設計者善用工程原則選

接RF採樣的速度來操作轉換器，以實現

Nyquist區。訊號被進一步混疊到第一

擇最適合應用的架構。

大輸入頻寬。在這種架構中，所有的接

Nyquist區進行處理。圖1b為直接採樣

Rx2+

收機增益都位於工作波段頻率，如果需

接收機示例。作業頻段在第三Nyquist

Rx2-

三種架構。同時顯示了每種架構的基

特(Nyquist)頻段中，已有轉換器可用

頻至基頻，再進行濾波和抽取，資料

本拓撲和一些利弊。

於直接採樣。業界正不斷取得進展，C

速率降低到與通道頻寬相稱的程度。

下變頻
1st Nyquist

LO

–Fs –Fs/2 0

Fs/2

Fs

LO

AD9371
Rx1+
Rx1-

Decimation,
pFIR, AGC,
DC Offset,
QEC, Tuning,
RSSI, Overload

LPF

Rx2

ADC
LPF

0

Rx_EXTLO-

External
Option

LO
Generator

RF
Synthesizer

寄生雜訊

散。實際上還有其他更高階的雜散，

相)訊號進行採樣，通道2對Q(正交)訊

任何採用頻率轉換的設計都需要付出

設計人員需要處理由此而來的無雜散

號進行採樣。

很大努力，盡可能使不需要的頻率折

動態範圍問題。對於較窄的分數頻寬，

的使用效率最高。資料轉換器在第一

隔離。當有超高動態範圍ADC可用時，

Nyquist頻段工作，此時性能最佳化，

許多現代ADC同時支援這三種架

頻最小化。這是頻率規劃最微妙的地

細心的頻率規劃可以克服混頻器雜散問

增加一個混頻級來降低頻率也很常見。

低通濾波更為簡單。兩個資料轉換器搭

構。例如，AD9680是一款具備可編

方，涉及到可用元件與實際濾波器設

題。隨著頻寬增加，混頻器雜散問題成

此外，接收機增益分佈在不同的頻

配作業，對I/Q訊號進行採樣，從而提高

程數位下變頻功能的雙通道1.25GSPS

計的平衡。

為重大障礙。由於ADC採樣頻率提高，

直接採樣

nd

Downconversion
 經驗證值得信賴
Aliasing
高性能
b. Direct Sampling with Digital Downconversion
 最佳化寄生雜訊
Clock
0Digital
Fs/2
Fs
Rx
Downconversion
 高動態範圍 Aliasing
ADC I
Rx LO

Clock

ADC

Rx

ADC

NCO Clock
I

Rx




ADC

Q

90

LO

Q

最大ADC頻寬
0
NCO Fs/2
寬頻選項最簡單
Downconversion

0

c. Direct-Conversion/Zero
IF
0
Q

NCO Fs/2

Clock

c. Direct-Conversion/Zero IFADC

I –Fs –Fs/2 0
ADC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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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波器數量多

Fc High-Side
LO =
Fc + 3 Fs/4
 EMI抗擾度
Rx
0
Fs/2
Fs
Fc High-Side
NCO with Digital Downconversion
ADCSampling
b. Direct
LO =
 無混頻 Digital
 ADC輸入頻寬
Clock
Fc + 3 Fs/4
Q
 在L、S波段具有實用性
 增益未分佈至整個頻率範圍
Aliasing
Downconversion
I0
NCO Fs/2
Fs
b. Direct Sampling with Digital Downconversion
Rx
Clock
Digital
NCO
ADC
Aliasing
Downconversion
I

c. Direct-Conversion/Zero IF

直接變頻

挑戰
Fc High-Side
LO =
Fc 
+ 3SWaP
F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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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2

Fs



Fs 


LO

鏡像抑制
Fs
• I/Q平衡
頻內IF諧波
LO輻射
EMI抗擾度(IP2)
DC和1/f雜訊

Downconversion

波的折疊與輸入頻率(相對於Nyquist頻

支援直接變頻架構。

段)的關係。當通道頻寬遠小於Nyquist

更切合實際。

架構的鏡像抑制挑戰可能相當難以克

適當的作業點，從而將折疊的諧波置於

接收機設計的很多工作都花費在最小

服。透過提高整合度並結合數位輔助處

通道頻寬之外。

化雜訊係數(NF)上。雜訊係數可衡量

改善鏡像抑制。例如，美商亞德諾(ADI)

性。任何混頻器都會在元件內引起諧

最近發佈的AD9371，其接收機部份就

波。這些諧波全部混在一起，產生了其

注意它與圖1c的相似性。

他頻率。圖4顯示了這種效應。
圖3和圖4僅顯示截至第三階的雜

訊號雜訊比(SNR)衰減程度。

F=

• 頻率；在LO-RF或者RF-LO時的基本波形
• 在nRF±mLO時的雜散

(S/N)In
(S/N)Out

NF = 10logF

0.6

0.4

0.2

0

0

0.5

1

1.5

2

頻率 (FRF /F LO )
LO – RF, RF – LO
1st Order Spurs
2nd Order Spurs
3rd Order Spurs

-1dBFs時的訊號

接收機雜訊

是一個直接變頻接收機，如圖2所示，

IF

圖4：下變頻混頻器雜散

頻寬時，接收機設計人員的目標是選擇

接收機下變頻混頻器增加了複雜

3

0.8

有時候使用直接採樣架構來降低雜散會

採用分離式實施方案時，直接變頻

理，I/Q通道可以有效地匹配，從而大幅

2.5

1.0

ADC與正交解調器對接，通道1對I(同

架構和直接採樣架構，或共同搭配作業

2

LO

圖2：AD9371的接收機部份：單晶片直接變頻接收機

圖3顯示ADC輸入頻率和前兩個諧

1.5

圖3：ADC折疊頻率
RF

ADC。這種雙通道ADC支援雙通道外差

1

Fundamental
2nd Harmonic
3rd Harmonic

Microcontroller
Rx_EXTLO+

頻段中提供良好的鏡像抑制和本地(LO)

外差

0.5

輸入頻率(相對於Nyquist頻帶)

直接變頻架構對資料轉換器頻寬

類型

0

ADC

會有X波段採樣出現。

Clock
Aliasing
Nyquist IF0Sampling
優勢 Fs
Fs/2

0.4

0.2

圖1c為直接變頻接收機示例。雙通道

ADC

0.6

Rx1

夠高的頻率，才能讓實際濾波器在作業

LO
配置a. Heterodyne with 2

3rd Nyquist

1.0

ADC

波段採樣很快就能實際使用，接著也將

表1：接收機架構比較

2nd Nyquist

0.8

直接採樣方法是業界長久以來追求

施原理是混頻到中頻(IF)。IF需選擇足

ADC

圖1：頻率規劃示例

的途徑，但其障礙在於難以用相當於直

外差方法業經檢驗，性能出色。實

0

Q

他方案，而是試著說明這些方案的優點

然後將NCO置於頻段中心，數位下變

(3)

Fs

時脈
I

本文的目的並非褒揚某種方案而貶抑其

線。如今，在L和S波段的較高奈奎斯

NCO Fs/2

c. 直接變頻/Zero IF

圖1顯示三種架構的方塊圖和頻率規

表1比較了外差、直接採樣和直接變頻

級聯雜訊係數計算如下：

Q

頻率規劃觀點

區進行採樣並混疊至第一Nyquist區，

混疊

NCO

ADC

Rx

要較大接收機增益，必須非常小心佈

益(dB) + NF(dB)

數位
下變頻

I

為非常實用的方法。

架構比較

雜訊功率輸出 = -174dBm/Hz + 增

b. 帶數位下變頻的直接採樣

限制的雜訊動態範圍
=訊號-通道頻寬的雜訊功率

頻率(ADC Nyquist頻寬)

風險非常小。經由適當的頻率規劃，外

用戶頻寬，又不至於造成訊號交錯的問

1st 輸出頻率

數十年來一直是標準的接收機方案

(2)

Fc High-Side
LO =
Fc + 3 Fs/4

頻率 (FIF /F LO )

率上，這使得高增益接收機發生振盪的

Fs

Fs/2

振幅 (dBm or dBFs)

外差接收機(heterodyne receiver)

Gain/NF

ADC

J E S D 204B

作者：Peter Delos，ADI航太與國防部門技術主管

在290 K (TO)時的標準值為
頻率 (ADC靈敏度損耗)

(1)

總雜訊
接收機雜訊
ADC雜訊

圖5：接收機 + ADC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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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DC之前選擇接收機增益以及決

設計新技術
1Hz頻寬，雜訊功率為/Hz。
ADC雜訊(dBm/Hz) = ADC滿量程

數與暫態動態範圍平衡的結果。圖5提

(dBm) + ADC雜訊密度(dBFS/Hz) (4)

出了必須考慮的參數。為了便於說明，
接收機雜訊顯示為由ADC之前的抗混疊
濾波器形成。ADC雜訊顯示為平坦的白
色雜訊，目標訊號顯示為-1 dBFs的連

合適的控制方案
多相解決方案提供最佳的電源架構，

方案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例如Intersil

但必須謹慎評估建置方式，才能搭配

利用先進的數位控制技術，將整個控

最新一代的處理器。終端系統的趨勢

制、監測和補償移至數位域，由此產

結語

始終是更強的性能、更小的尺寸和更高

生的合成電流控制迴路提供了逐週期

(5)

本文簡述外差、直接採樣和直接變頻

效率的電源管理。這一趨勢反映在電源

的相位電流均衡與快速瞬態響應。

(dBm/Hz) - 接收機雜訊(dBm/Hz)

(6)

因此，接收機設計人員總是要面對
動態範圍與雜訊係數平衡的挑戰。

Total Noise (dBm/Hz) =

10log10

ADC Noise (dBm/Hz)
10
10

續波(CW)訊號音。

相較於在電壓控制方面採用變通方法

ADC靈敏度損耗(dB) = 總雜訊

來避免電流感測問題，還有其他的新

總雜訊計算如下：

Receiver Noise (dBm/Hz)
10
10
+

採用合成電流控制方案

相解決方案。

飽和的最大訊號。

定所需的ADC SNR，是接收機總雜訊係

首先，常用單位是dBm或dBFs。

這就導出了ADC靈敏度損耗概

接收機架構，重點討論每一種架構的

設計中，就是透過增加開關頻率而將尺

新的控制方案源於這樣的挑戰：儘

根據轉換器滿量程電平和轉換器雜訊

念。ADC靈敏度損耗衡量ADC引起的

優點和挑戰。同時還介紹了接收機設

寸縮至最小，並在滿載和瞬態條件下以

管高側電流訊號在迴路中至關重要，但

密度，可將ADC雜訊從dBFs換算為

接收機雜訊性能退化情況。為了使衰減

計的最新趨勢和考量。隨著全世界對

更高的電流管理更低的輸入電壓。這些

由於開啟時間短和高雜訊環境，而無法

dBm。此外，雜訊功率與頻寬成比例，

最小化，接收機雜訊必須遠高於ADC雜

於更高頻寬的渴望，加上GSPS資料

趨勢帶來了電源穩壓方面的問題，控制

進行直接測量。而新的相位控制器使用

故而需要一個常用頻寬單位。某些設計

訊。其限制來自動態範圍，且較大的接

轉換器的進展，預計有許多不同的接

迴路必須相應加以改善。多相控制器領

人為產生的合成電流訊號，具備無雜

人員使用通道頻寬，這裡我們統一使用

收機增益會限制能接收而不至於使ADC

收機設計將在未來百花齊放。

域的主要挑戰是管理每個相位的電流，

訊、準確且零延遲的優點。其基本原

這必須考慮以下要點：

理是，決定相位電流涉及的所有參數

· 每個相位的電流必須平均分擔負

可在每個週期直接測量，使控制器得以

載。如果存 在 N 個 相 位 ， 則 每 個

取得電流值，如圖2的電流波形所示。

相位的電流始終應為Iphase =

電流波形的斜率與輸入/輸出電壓

多相電源控制架構為IoT雲端系統供電

和電感有關。透過持續測量電壓和計

Iout / N。

PWM1

12V
PWM2

多相
控制器

12V

1V輸出
@150A

PWM3

12V
PWM4

圖1：支援四個相位的多相解決方案

圖2：電感器電流波形

算電感，就能產生合成的電流波形。在

這種功能還只是其中的好處之一，

須均衡。

電流衰減時實際進行測量並進行校準，

在兼具電流和電壓資訊的數位域中採用

· 在 穩 態和瞬態期間的相位電流必

作者：Chance Dunlap，Intersil基礎設施電源業務部總監

12V

物聯網(IoT)雲端服務規模的指數級成

多相技術可為IoT供電

一項挑戰。一方面他們仍必須提供超

保持這些條件很重要，否則你可能

讓控制器得以消除由於電流偏移或衰減

整個迴路控制還有更多優點。圖3的方

長推動了資料中心、網路和電信設備

隨著終端系統功能的不斷增加，對於

過200A的滿載電流並進行熱管理，另

得不斷地反覆設計電源。例如，穩態期

而產生的誤差。這有助於控制器補償系

塊圖顯示了數位訊號處理可以應用於

領域的顯著進步。透過網際網路協議

處理能力的要求也相應提高。處理能

一方面，電源必需在不到1微秒的時

間相位電流不均衡會導致熱失衡。而在

統由於老化、發熱或電感飽和導致的任

許多領域，以改善整體響應。電壓迴

(IP)位址連接到雲端的IoT設備數量，

力主要集中於資料中心，包括高階

間內對超過100A的大負載步進電流作

瞬態條件下，如果僅有一個相對負載步

何變化。除了內部無雜訊的電流波形，

路補償的實現使用傳統PID係數，該係

已經超過地球上人口的數量。為了因

CPU、數位ASIC和網路處理器執行

出反應，同時將輸出保持在窄穩壓視

進電流發生響應，則其電感器尺寸將會

這種控制器還可以控制迴路延遲。由於

數可透過Intersil PowerNavigato GUI

應持續增加中的資料與視訊，使得資

於伺服器、儲存與網路設備。它們透

窗之內。

明顯過大，違背了多相設計的初衷。

電感電流斜升(ramp)由脈衝寬度調變

即時調整。

料中心的伺服器、記憶體和網路交換

過電信設備分佈於整個網路，用於銷

在終端系統中，常見的解決方案

為了滿足上述兩個條件，重要的

(PWM)計時，而PWM的訊號是從控制

在具有非常嚴格電壓視窗的情況

機等基礎設施設備的處理能力和頻寬

售點(PoS)機器、桌上型電腦以及基

一直是使用多相DC/DC降壓轉換器，

是控制迴路始終完全掌握相位電流和

器發出，數位迴路可以透過智慧功率級

下，透過使用AC電流反饋可進一步提

即將達到極限。

於CPU或FPGA的嵌入式運算系統進

以提供所需的功率轉換，通常是從12V

輸出電壓，而不至於發生延遲或採樣

來控制所有傳播延遲，從而消除內部電

升瞬態性能。透過實施可調節的濾波器

行交易處理。

輸入轉換為約1V的輸出。為了提供大負

延遲現象。

流波形延遲。

和閾值，可將動態的負載變化直接注入

對於電源設計工程師而言，主要的
挑戰在於如何高效地為這些設備供電和

這些設備的共同點是其數位處理需

載電流，設計一種可將負載切割成多個

散熱，同時將用電量降到最低。工程

求具有相似的功率分佈曲線。隨著處理

較小相位的多相解決方案，比透過單相

師在使用目前的先進處理器、ASIC和

器製程幾何微縮和電晶體數量增加，處

來提供更容易。

FPGA時，還必須考慮權衡電路板電源

理器現在需要更高的輸出電流，範圍約

所佔的面積與散熱能力。

為100A~400A或更高。

從I 2 R的角度來看，試圖在單個相

這個趨勢已經持續多年了，業界的

磁性元件和FET以及熱管理帶來挑戰。

變，並比較了不同的控制模式方案；

作法一直是將更低的電源狀態整合於數

對於較高的電流要求，多相解決方案

同時介紹了一種利用合成電流控制的

位負載，以因應需求。這使得數位負載

與單級方案相較可提供高效率、更小

新型多相架構。這一進展使電源解決

能夠在閒置時消耗更低電流，只在需要

的尺寸以及更低的成本。這種方法類

方案能夠提供逐週期的電流均衡和更

時達到功率峰值。

似於終端負載所採取的技術方向，即

相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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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補償

位中處理過多的電流，將會對於設計

本文綜述多相轉換器架構的演

快的瞬態響應，同時以零延遲追蹤每

圖3：控制迴路的方塊圖

不過，這雖然有利於整體系統的

多核心CPU劃分工作負載。圖1顯示使

功率預算，但卻為電源工程師帶來另

用四個相位為CPU提供150A電流的多

參考

AC電流
反饋

1/n相位
Phase 1
電流合成器

Phase n電流
合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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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路，從而提供與負載步進電流成比例

圖4：90A負載的瞬態響應

的更快速響應。
恢復時間

合成電流控制的優點

偏移

合成電流控制的優點是能夠設計具有
逐週期電流均衡和快速瞬態響應的多

低功率運放：重溫低功率濾波器、頭戴式耳機驅動器

相電源。每個相位的電流是準確的，
測試條件

讓元件得以在連續負載瞬態的條件下

設計要點 563

保持穩定操作，其中所有的相位平均

Aaron Schultz

地分擔電流。合成電流控制可在電流
反饋路徑中結合零延遲，而使元件能
更快地回應負載條件，從而將輸出

引言

電容降到最低。即使採用高電流的

一個新的運放系列相對於電源電流的速度指標達到
了業界領先水準。LTC6261 / LTC6262 / LTC6263 系列
( 單、雙、四路 ) 可在 240μA 的低電源電流下提供
30MHz 增益頻寬乘積，並具有 400μV 的最大失調電壓
以及軌至軌輸入和輸出。結合 1.8V 至 5.25V 電源，
這些運放可實現要求在低功率和低電壓條件下提供不
打折扣之性能的應用。

CPU，也可以使用「全陶瓷」輸出電

的準確控制和定位，有助於控制器以最

容器解決方案。該控制迴路可利用零

小輸出電容滿足任何瞬變條件的要求，

延遲、全頻寬、數位電流波形，根據

同時又不會使電感器尺寸過大。

負載線路精確地定位輸出電壓、模擬

節、控制和監測各項設置的能力。
從較高層次來看，這為設計與調諧
迴路提供了更簡單的途徑。我們可以
使用如PowerNavigator GUI等軟體介

負載分佈曲線的準確響應。這避免了

結語

面，在幾分鐘之內建立完整的設計。

在輸出電壓穩定到新目標電壓時出現

多相控制架構已進入數位時代，這相

而在進行電路板除錯期間，即時瞭解

的傳統類比RC衰減。圖4顯示在無需

當有助於解決為現代高電流負載供電

電源狀態與條件以及經由可調節濾波

橋接式差分輸出放大器

負載線路的情況下，元件仍能滿足任

的挑戰。這一優勢已經表現在革命性

器和即時軟體控制對雜訊條件進行補

何負載瞬變要求，並使電壓穩定。

的合成電流控制方案所提供的瞬態響

償的能力，有助於設計工程師克服任

如圖4所示，合成電流控制迴路有

應和相位均衡上，當然，它還為電源

何挑戰而無需重新進行設計。這些無

助於多相控制器為CPU、FPGA和ASIC

設計帶來其他許多好處，例如，其

形的優勢將有利於越來越多的電源採

等現代高電流負載供電。對於相位電流

中一項不容忽視的是透過軟體進行調

用數位控制方案。

由於可依靠低電源電流獲得這種頻寬和雜訊性能，因
此實現超卓保真度所消耗的功率僅為可携式音訊設備
常見功耗的一小部份。鑒於 LTC6261 的獨特功能，與
有源濾波器一樣，重溫可携式音訊設備頭戴式耳機驅
動器是一項合理的計畫。

X波段GaN PA MMIC實現相位陣列雷達應用

頭戴式耳機揚聲器阻抗的範圍從 32Ω 至 300Ω；它們
的回應率從 80dB 至 100dBSPL/1mW 及更高。例如設
想一個具有 90dBSPL/1mW 回應率的頭戴式耳機揚聲
器，它需要獲取 100mW 輸送功率以達到 110dBSPL。

當其阻抗為 32Ω 時，RMS 電流為 56mA，電壓為
1.8V；而當阻抗為 120Ω 時，RMS 電流則為 29mA，
電壓為 3.5V。
在採用一個 3.3V 電源和一個 LTC6261 放大器之輸出
的情況下，可能不具備產生 100mW 功率的足夠驅動能
力。然而，兩個 180° 定相放大器的組合足以提供達
到 100mW 以上輸出功率所需的驅動能力。複製該橋
式驅動電路可為左側和右側供電。
LTC6263 在一個小型封裝中提供了 4 個放大器。從
一個雙放大器 LTC6262 驅動電路 ( 可以是左側或右
側 ) 獲得的資料示於圖 2 和圖 3。在採用高達 1V P-P
輸入但無負載的情況下，兩個放大器的基本電流消耗
為 500μA。
該電路包括兩部分，首先是一個閉環增益 = 1.5 的反
相增益級，還有一個隨後的反相級。反相級的組合產
生一個數值為 3 的單端輸入至差分輸出增益。當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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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Glynn和Liam Devlin，Plextek RFI

主動式相位陣列雷達需要大量的功率

氮化鎵(GaN)。該GaN裸晶的尺寸僅

率水準，可能對雷達設計團隊構成巨大

放大器(PA)，它必須小巧、高效和低

1.5mm×2mm，意味著可以在單個4

挑戰。PA通常是功耗的關鍵因素，因

成本。本文介紹涵蓋9~11.5GHz頻段

吋直徑的晶圓上製造出大約2,300個功

此，具有高效率的PA非常值得期待。

且能滿足這些需求的X波段PA單晶片

率放大器。

微波積體電路(MMIC)。
X波段GaN PA MMIC能以42%的

相位陣列雷達使用許多並聯操作的
發射器，以產生較高的總傳輸射頻(RF)

表1：PA的目標性能要求
參數

數值

單位

頻率

9-11

GHz

功率附加效率(PAE)，從29dBm驅動

功率水準。在每個發射器輸出端的RF

7W(38.5 dBm)的輸出功率。該設計使

放大器必須能夠以可接受的成本有效

用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

地產生所需的RF功率。這些元件必須

Psat

>37.7

dBm

的ADS 2015，在UMS(GH25)的碳化

緊密相隔(間隔通常約為波長的一半)，

PAE at Psat

>40

%

而這個要求加上潛在巨大的總耗散功

Vdd

25

V

矽(SiC)製程上實現0.25μm閘極長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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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訊號增益

>12

dB

>6

W

圖 1：音訊頭戴式耳機橋式驅動器

07/1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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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發射元件所需的典型RF功率
PAE和輸出功率等值線

級大約在5W~10W範圍。GaN技術可
以輕鬆實現這一功率水準，實現起來也
可以很高效。這裡所描述的放大器被設
計成可讓輸出級具有足夠的增益以允許
藉由現成可用的技術提供輸入驅動。該

最大PAE與
等值線，％:

放大器的目標性能要求見表1。

圖 2：在不同負載條件下 LTC6262 橋式驅動器
THD 和雜訊與頻率的關係曲線

圖 3：在不同負載條件下 LTC6262 橋式驅動器
THD 和雜訊與幅度的關係曲線 (在 1kHz)

最大輸出功率
與等值線，dBm:

設計和佈局
該PA設計採用UMS(GH25)的0.25μm
閘極長度GaN-on-SiC製程。設計的

500mV P-P 輸入時，輸出為 1.5V P-P 、或 0.75V 最大
值、或 0.53VRMS。當負載為 50Ω 時，500mV 輸入產
生約 5.6mW 的輸出功率。在 1VP-P 輸入條件下，該電
路提供 22.5mW。請注意，這為 LTC6261 輸出能夠在
有負載的情況下具備接近軌至軌的擺幅提供了幫助。
在實驗室裡第一次構建的這款電路產生了一個幾百 Hz
的顯著音調。結果是，正輸入未在所有頻率上作為一
個 “AC 地” 進行良好的接地，因為沒有對電壓實施強
力的固定。當採用單電源而非雙電源時，需要固定電
壓。當使用單電源時，VM 不是地，而是一個生成的
中間軌電壓以使負輸出拓撲能正確地工作。產生 VM
的電阻分壓器具有大的電阻值 ( 例如：兩個串聯的
470k) 以儘量地減小額外的電源電流。一個大的電容
器在低頻條件下確保一個堅固接地。的確，增設一個
大電容器 (1μF，它與並聯的 470k 電阻形成一個極點)
消除了神秘的失真音調。

儘管具有低靜態電流，但是該驅動器給一個頭戴式耳
機負載傳遞了低失真。在足夠高的幅度下，失真在運
放輸出削波時大幅度地增加。當輸出電晶體開始缺乏
電流增益時，隨著負載的增加將較早地出現削波。

第一步是電晶體級模擬，以確定合適

可携式設備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電池消耗。大聲播放
的音樂或聆聽者的音樂選擇會影響電池的消耗速率。
此類設備的最終使用方式不在設計師的控制範圍之
內。但是，靜態電流並沒有脫離設計師的管控範圍。
由於可携式設備在大部分時間都有可能處於閒置狀
態，所以靜態電流是很重要，因為它持續地消耗電池
電量。LTC6261 的低靜態電流延長了電池放電時間。

在電氣方面變得越來越重要，由於分

結論

另一個因素是電晶體模型的有效範圍。

這裡介紹的應用利用了 LTC6261 運放系列中提供的獨
特特性組合。這些器件的低靜態電流並未削弱它們通
常為更耗電的部件保留功率級別上執行操作之能力。
在其通用性之外，增加了軌至軌輸入和輸出、停機和
封裝選擇等特點。

的電晶體尺寸和偏置。電晶體可以產
生的RF輸出功率隨著總閘極周邊的增

參考
圖1：使用ADS 2015在8×150μm的電晶體上進行負載牽引模擬

加而增加。然而，電晶體的實體尺寸
佈寄生效應的影響，大訊號和小訊號
的性能都將開始降低。因此，微波頻
率PA通常利用多個功率組合電晶體，
但必須謹慎考慮電晶體尺寸對性能的
影響。
在選擇最佳電晶體尺寸時要考慮的
商業代工廠通常擁有包含可擴展電晶體
模型的製程設計套件(PDK)。雖然這些
模型可能允許任意調整閘極寬度和叉指
(finger)數量，但這都是根據來自各種

圖2：各種基本負載阻抗的模擬PAE和Pout

不同尺寸電晶體選擇的資料。在選擇
用於產生模型的電晶體時，最好嘗試
選擇不需要太多外插(extrapolation)的
電晶體尺寸。
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為規劃的
設計選擇了8×150μm的電晶體。針
對GH25電晶體推薦使用的Vd為25V；
在進行模擬時比較Psat、PAE和各種
靜態偏置電流的可用增益。圖1顯示一

(a)

(b)

圖3：X波段GaN PA裸晶的(a)頂部、佈局軌跡；以及(b)底部

組負載牽引曲線。所選電晶體尺寸的
Data Sheet Download

www.linear.com/product/LTC6261
DN563 0717 45K • PRINTED IN CHINA
 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2017

想得到我們的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請電洽
02-2505 2622

Psat(@4dB壓縮)約為36.5dBm(4.4W)，

90mA(75mA/mm)偏置電流的性能，

的條件下，該設計仍然超過了最小目標

並且僅隨靜態偏置的變化而小幅改變。

以評估更高的偏置電流可能帶來的性

輸出功率6W(37.7dBm)的要求。

靜態偏置電流的降低改善了PAE，但

能優勢。

小訊號增益也降低了。該設計採用的
靜態偏置電流(Id)為45mA(37.5mA/
mm)；在設計過程中還檢視了較高的

此次，我們開發了具有兩個功率組
合的8×150μm電晶體的設計。
在考慮晶片上偏置和匹配網路損耗

然後，我們對所選電晶體實施更詳
細的負載牽引模擬。在指定負載阻抗的
範圍內，繪製了以4dB 壓縮向負載傳送
的功率對應10GHz的PAE的曲線，如圖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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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2中每條軌跡線表示負載阻抗的恆

12.1dB。

在29dBm的輸入驅動下，PAE在

定實際部份以及具有變化的虛擬部份。

圖4顯示建模和測試較小訊號的性

該分析用於選出在設計過程中用於作為

能比較。測得的結果以虛線表示，建

在9.7GHz頻率時，模擬和測量所

目標的11.25+j21.67Ω最佳負載阻抗。

模(模擬)的性能則是實線。可以看出，

得的功率傳輸特性繪製於圖6，顯示具

在進行詳細的電路設計時，也進行了二

相較於建模的結果，測試所得的性能頻

有非常好的一致性。

次諧波和三次諧波的最佳負載阻抗分

率略有上移，但仍保有一致性。

析，並在電路設計時予以考慮。

同時為較大的訊號性能測量其

9~11.5GHz範圍時約為42%。

結論

該設計途徑是將兩個所選電晶體的

RF-on-Wafer(RFOW)值。這是在25μs

本文介紹了9~11.5GHz GaN PA

RF輸出進行功率組合。在整個設計過

脈衝寬度、10%工作週期的脈衝操作

MMIC的設計、實現和測試性能的細

程中，重點在於確保了晶片面積最小

下測得的。在25V、90mA的靜態偏置

節。該放大器使用UMS PDK在ADS

下，針對5dBm、19dBm、29dBm和

2015平台上進行設計，並以UMS的

32dBm的RF輸入功率進行了測量，

GH25 GaN MMIC製程實現。在設

在IC的頂部和底部包括了同質的

測量結果繪製於圖5(a)。輸入功率為

計時考慮了主動式相位陣列雷達，

晶片上漏極偏置網路。這保持了對稱

29dBm，RF輸出功率約為38.5dBm

並在25V、90mA的靜態偏置時，從

性，並讓PA得以從任一側偏置。用於

或7W。

29dBm、42% PAE的輸入驅動中產

化。這可以從下圖3(a)中再現的佈局圖

圖4：比較在25V、90mA偏置條件下建模和測試的S參數值

中清楚地看出。

提供漏極偏置的傳輸線也用於為每個

PAE的相應曲線如圖5(b)所示。

生38.5dBm(7W)的RF輸出功率。

電晶體漏極處的電感匹配，以便將最
佳電感負載阻抗提供給電晶體，以及
確保二次和三次諧波終端能如願以償

關於XYZ色彩感測的11個迷思

地定位。
在每個電晶體輸出端使用高阻抗串
聯線，將PA輸出端的共同50Ω負載阻

Tom Griffiths，奧地利微電子新興感測器策略部資深行銷經理

抗轉換為電晶體漏極所需的較低阻抗。
這是為了在每個電晶體的輸出呈現出負

隨著最近奈米光子干涉濾光片技術的採

容易被反射出來的光欺騙，尤其是與色

載的最佳實體部份。

用，XYZ色彩感測(color sensing)技術

彩感知相關的反射光。

輸入匹配網路是一種低通結構，

正從實驗室儀器領域走向更主流的應用

可在PA輸入端將電晶體輸入端的低阻

市場，包括原位光譜感測和照明。

特定的顏色會被反射波長組合的物
體所感知。簡單來說，顏色必須一開始

抗轉換為50Ω阻抗。兩個PA通道之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試圖解釋關於

就在光照下。如果一些波長遺失，顏色

間包含晶片上平衡電阻，以確保奇模

XYZ技術及其應用最常見的錯誤觀念。

就無法精確地顯現。為了快速證明這一

以下是有關XYZ色彩感測技術最常見的

觀點，你只需讓顯示器屏幕變成全白，

11個迷思：

將它當作某處昏暗環境下的光源。用這

(odd-mode)阻抗的穩定性。閘極和
漏極都包含晶片上RC去耦，以確保當
GaN電晶體具有極高可用增益水準時

圖5：在25V、90mA靜態偏置時，針對5dBm(紅色)、19dBm(藍色)、29dBm(綠色)和
32dBm(橙色)的輸入功率進行測量，分別測得(a)RFOW的測量輸出功率(上圖)，以及(b)

一自製的RGB光源檢驗自己的膚色，

RFOW的測量PAE(均為10%工作週期、25μs PW)。

的低頻穩定性。

1. XYZ就只是像RGB的顏色，誰會需

那麼你所看見的膚色足以讓你去找醫

要呢？

生就診。

具體實現和測量性能

生活(或至少是指光)中不只是紅、綠、

XYZ是人眼標準反應曲線的模型，

圖3(b)顯示PA裸晶照片。該裸晶尺寸

藍(RGB)三種顏色，實際上，對於人的

同時也展現了視網膜的長、中、短感光

視力來說，自然光源具有廣闊的光譜功

錐細胞對於光的光譜功率分佈反應。從

率分佈。人類非常習慣以日光作為主要

圖解中可以看到雖然紅、綠、藍被視為

的可見光源，對其他顏色也具有很強的

可視光譜的代表，但它與實際的RGB顏

在25V Vd和90mA Id的偏置下，

辨識能力。然而，人眼會被發射出來的

色分佈並不符合。

在晶片上測量了40個放大器的s參數，

光欺騙，早期的發光二極體(LED)光源

不難想像，如果你畫了幾條垂直

並繪製曲線。在9GHz時測得的小訊

只是黃色和藍色的簡單混合，人眼就能

線代表組成一種顏色的幾個反射波

將它視為白色。但是，人眼並不會這麼

長，XYZ濾光裝置和RGB濾光裝置的通

僅為1.5mm x 2mm，這意味著單個4

測量值

吋直徑的晶圓可包含大約2,300個功

建模值

率放大器IC。

號增益為14dB，而在11GHz時降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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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數是完全不同的。事實上，沒有確切

米的人來說，XYZ感測器確實是大的。

在奧地利微電子(ams)的實驗室，研

最近出現的一個新應用是適用於塗

的數學可以精確計算未出現在資料集

但是對於那些可以接受2平方毫米大小

究人員發現濾光片隨著溫度上升而變化，

料配對的可攜式真實色彩評估。與其把

的數據(未被感知到的波長)。如右圖。

裝置的人來說，這個迷思就也不成立

大概是每攝氏度1皮米(pm)。對於一個

材料的樣品或塗料的一部份帶到塗料店

了。至於功耗方面，XYZ感測器在高度

通常處於零下40度到85攝氏度之間的裝

讓他們為配對的顏色分析，消費者現在

2. XYZ感測器價格昂貴

主動狀態時需150uA的電流，處於睡眠

置，相當於少於十分之一奈米的誤差，

可以使用簡單、便宜的儀器在原位評估

這種迷思在2015年確實如此，但現在不

狀態時僅需5uA電流，因此，XYZ感測

而可視範圍為390奈米~700奈米之間。

色彩，然後再以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辨

會了。干涉濾光鏡技術採用像互補氧化

器是一個低耗電的光感測器。

始終如一的穩定性和溫度變化範圍意味

識精準所需的塗料色碼，從各式各樣的

著，無論何種用途，基於干涉濾光片的

塗料製造商中得到完美配對。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一樣層層堆
疊出濾光鏡的程序，分割了大量的整合

XYZ感測技術可實現如同人眼般的
色彩感知

式感測器半導體的製造。結果就是XYZ
感測器精準又便宜(在大量生產條件下通

的結果。

6. XYZ在行動裝置中毫無用處

XYZ感測器校準一旦完成就能永遠使用。

我們也可以預期相關的應用程式會

通常，設計師需要了解現有的技術好

另外，RGB濾光片如今也開始運用

快速的成長，因為XYZ感測器開始出現

處，並設想其最佳應用方法。因此，這

干涉濾光片技術，對於RGB應用來說，

在行動裝置中或是作為配件。對於許多

常只需最多2美元)。憑藉著這些優點，

例如，汽車電動窗的設計師可以在

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一款令人滿意的應

便捷地感測紅、綠、藍顏色通道是非常

的行動裝置來說，「先開發功能，應用

業界開發出許多在幾年前還沒有商業價

設計中加入高精密度的窗戶製模、製造

用程式能夠在行動裝置中充份利用真

重要的。然而，RGB濾光片並不是用於

程式就會隨之而來」，這句話已經成為

值的新應用。

校準以及達到毫米波準確度的驅動馬

實色點偵測，而且在其他條件都相等

真實色彩辨識的最佳選擇。

一句箴言。

達，或者，設計師也可以在設計中加入

時，XYZ感測也能善加被利用。在這個

力反饋感測器，當窗戶停下來時(無論

情況下，其他的條件並不相等：XYZ提

8. RGB可轉換成XYZ，所以不需要XYZ

10. 市面上沒有XYZ感測器

合像照明產品這一類的應用

是往上還是往下)，馬達也隨之停下。在

供更好的效果，而且並不需要更多成

考慮到人類對於色彩差異的靈敏度大約

製造XYZ感測器的專利、技術和設備是

如果XYZ比一般色彩感測表現要好這點

後來的實例中，價格較便宜的馬達和撞

本。一旦一個或兩個好的應用程式出

是小於等於1%的十分之二，RGB可以

非常複雜的，因此在市場上XYZ感測器

已經達成共識，那麼這個議題就會變成

擊容忍度較差的玻璃也可以達到一樣的

現，XYZ將會面臨大量的需求，服務於

提供很好的答案，但並不是最完美的。

很少。然而，至少有一家大型感測器

其中一項價值。當成本不再是問題，圍

效果，設計師還能在手指或其他物體擋

那些我們原本從沒想過的應用程式，並

很重要且必須意識到的一點是，如果

製造商能夠生產XYZ感測器，並提供多

繞著XYZ是否適用於標準商業級照明，

道的時候讓窗戶自動停下來。所以結果

且將會非常有用。

RGB感測器在特定光照下被校準，它

種型號。

甚至是替換燈/管的成本敏感型應用等

就是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產品。

3. XYZ感測器只適於高階應用，而不適

爭論也可以告一段落。

這並不表示高階XYZ感測器沒有市

可以為那個特定光照條件提供非常精確
7. XYZ的校準功能會隨時間改變

的色點分析結果。

11. XYZ感測總能提供更好的色彩方案

場。公司採購通常以靈敏度、動態範圍

XYZ感測器由數個元件組成：濾光片、

XYZ感測器的優勢是能夠在大多數

遺憾的是，XYZ感測並不一定都能提供

的，如果只是因為聽起來很酷而使用

或頻外抑制等條件來考慮購買合適的感

二極體和由類比數位轉換器(ADC)及一些

光照條件下提供真實色點的辨識。藉由

更好的色彩方案。在反映物體的真實色

XYZ感測器並沒什麼意義。例如，白色/

測器。上述的因素可能對於一些類型的

像是I2C邏輯電路所提供的標準介面組成

為感測器增加智慧，XYZ感測器能夠在

彩方面，XYZ感測確實提供了更好的解

彩色可調光LED燈的光保持對光的一致

光譜感測或是低光狀態下的色彩感測來

的整合式裝置。就像大多數的CMOS技

晶片的製造和測試時作為被校準的一部

決方案。然而，當談到光源時，XYZ和

性是很重要的，XYZ感測器做到了這一

說非常重要(雖然很難解釋為什麼人們

術，二極體和邏輯電路的整個生命週期

分。因此，消除了光源製造商對於不同

人眼相似，也會被騙，螢光燈就是一個

點。那是因為人對顏色的感知能夠清楚

會在低光環境下注意顏色，但是沒有人

都非常穩定。二極體的反應可以隨著溫

光源的逐一檢查過程，能有效節約時間

典型的例子。如果我們快速比較一下小

地區分出兩個僅僅相隔0.2%相近色點之

知道下一個重要的應用程式會是什麼)。

度改變而劇烈地變化，但這極其直接地

和成本。只要有干涉濾光片，就能永久

型螢光燈(CFL)和LED燈的光譜功率分

抵銷所增加的黑暗通道，同時提供一個

進行校準。

佈，很清楚就能看到小型螢光燈有好幾

當然，成本花費確實是不可忽視

間的顏色差異。這意味著人類擅長區分

個明顯的峰值。這幾個峰值與顯色指數

光之間的區別，因此一致性需要感測。

4. XYZ極其複雜

參考數量和溫度，作為相對於其他二極

對於那些希望降低整體元件成本，擁有

XYZ很複雜，至少當談到製造感測器來

體組的參考。在任何特定通道上的有效

9. 沒有應用程式需要XYZ

更具成本效益的驅動器，或是使白色或

解讀它時是複雜的。所幸半導體研發團

數量顏去黑暗數就能提供溫度補償值。

在目前的應用中，對於XYZ的應用僅限

提高效能的最方便辦法是只顯示在

彩色可調光設計能永遠擺脫單一LED及

隊只需要一次就能把這個問題搞清楚。

由於濾光片回應曲線不是標準的高

於光度計和其他用來測量光和照明的

顯色指數測試中獲得高分的光波長，但

其供應商型態的人來說，XYZ感測器可

取一個XYZ值，用色點坐標或CCT等數

斯設計(例如，藍色區域出現了近乎紅

工具，也有一些用在攝影和廣播裝置。

這並不是最好的顯示物體色彩之道。如

以提供的好處並不止這些。

學方程式來描述它。這簡化了其他人對

色X曲線的凸起)，有機閉塞濾光片有時

所以，目前只有少量應用受益於XYZ感

果有人用經校準且適於寬頻光源的XYZ

感測最初的目的在於找出發生什麼

於XYZ感測技術的應用。方便的是，XYZ

會變化，因此並不是描繪XYZ濾光片曲

測。然而，這並不表示只有少數應用能

感測器來評估小型螢光燈的顏色，XYZ

事，而就色光來說要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資料可輕易地轉換為其他色彩圖，包含

線的最佳選擇。新一代XYZ濾光片通常

夠利用XYZ感測技術。

感測器無法精確辨別曲線下的能量來

原因是它可以因此而被校正。封閉迴

RGB、sRGB、CIE-L*ab、L*ch或L*uv。

採用干涉濾光技術，在CMOS設計過程

可調式照明和一些顯示器技術是明

源，從而限制其精準度。在這種情況

中如同玻璃般被有效地建構為二氧化矽

顯利用真實色彩測量的領域。以可負擔

下，擁有較獨特、窄頻色彩通道的感測

路感知的概念有趣之處就在於經常能讓

測試的色板相符合並不是巧合。

系統設計師使用低精準度的元件，而

5. XYZ感測器又大又耗電

等組成複雜的材料層。這些濾光片如同

得起的XYZ感測技術，我們也可以期待

器能夠更有效地辨識發射器的色彩。這

且能得到較高精準度和/或功能更齊全

對於那些把「大」定義為超過1平方毫

玻璃一樣穩定和高品質。

看見許多新型光譜感測應用的興起。

些感測器目前也是可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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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A讓THz頻譜分析化繁為簡
Suren Singh，是德科技產業應用專家

隨著電子裝置的運作進入THz(terahertz)

這一類型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兩種

SA功能的整合實現了VNA-SA模式

頻率範圍，其特性分析也變得更具挑

方式配置：一是經由1.0mm同軸纜線

的快速切換，而且無需變更實體測試設

戰性，複雜度更高。不僅如此，想要

進行連接的單次掃描量測；另一種是

定。例如，如果VNA軌跡中出現異常，

深入洞察元件效能和特性，通常必須

透過波導支援各種頻段的量測。

則使用者可加上標記並點擊‘Marker

同時使用兩種工具：向量網路分析儀

單次掃描配置基於67GHz PNA，包

to SA’，以啟動頻譜量測。此量測資

(VNA)和頻譜分析儀(SA)，但這也讓

括一對配套的mmWave控制器(在此分別

料將顯示於新視窗，以便深入觀察和分

整體操作變得更複雜。

以N5261A或N5262A為例)，支援2或4

析頻譜內容及其特性。

典型的量測作業需要頻繁地連接、

埠量測。它們可連接到寬頻展頻器，以

PNA和PNA-X還包括可導入任何

斷開，再重新連接待測裝置(DUT)，

提供連接mmWave測試頭端模組和網路

DUT埠的校驗激發訊號。藉由嚴格控

既不方便又耗時，還可能因此產生量

分析儀的介面(參見圖1)。這些展頻器提

制頻率、振幅和直流(DC)偏移，您可

和測試夾具。使用者可任意更換其中

功率、增益壓縮、饋通、反射、轉換

達系統中的假響應，或使通訊接收器

測誤差、延長量測時間，而且損壞探

供1.0mm同軸介面，可連接到頻率高達

極其準確地對諧波和交互調變產品進

幾個元件，以因應特定的頻率範圍或

增益、諧波和交互調變(參見圖4)。如

的動態範圍變小。因此，必須先設法

棒、測試纜線以及甚至是DUT。

110GHz的DUT，並使用波導支援高於

行特性分析。此外，內部脈衝產生器

設定要求。然而，改變測試配置時，

此可簡化混頻器、變頻器和放大器，

找出突波並加以量測，才能將它降低

110GHz的頻率。

和調變器可透過脈衝射頻(RF)激發訊

必須執行兩種類型的校驗：功率位準

以及高頻模組和子系統的特性分析。

到系統或設備規格可接受的位準。

號來量測DUT，進而在寬廣的操作範

和IF接收器。為了簡化這些狀況，新

對於夾具內和晶片上量測，VNA

搜尋突波訊號有兩個挑戰：時間和

圍和各種操作條件下評估DUT特性。

的高頻SA選項包括自動化校驗程序和

校驗和去嵌入(de-embedding)技術是

複雜性。檢查突波效能相當耗時，特別

操作指南等功能。

提升準確度的關鍵。這個過程有助於

是在寬頻範圍內搜尋低位準訊號時。在

修正儀器的系統誤差，並消除纜線和

典型的混頻器和頻率轉換裝置的操作範

解決方案之一是將VNA和SA功能

圖3：在SA設定的彈出視窗中，可針對多個量測通道選擇重要的參數

圖4：單連接、多通道SA功能可為所有DUT埠提供準確的同步量測

整合於單一儀器中。透過速度更快的

這些頻段式配置適 用 於 OM L 和

數位器、數位訊號處理器(DSP)和中央

Virginia Diodes Inc.(VDI)等各種品牌的

處理器(CPU)，使得高速SA功能得以實

展頻器，它們使用波導來支援110GHz

現，以便更快速地執行重要但繁瑣的量

以上的頻率，以及67到110GHz之間的

部署SA功能

測，如搜尋突波訊號。在方塊圖的類比

某些頻段。如圖2顯示OML展頻器的範

該頻譜分析的功能建構於現有的VNA架

整合式SA的優點

夾具效應。它可與展頻器搭配使用，

圍內量測突波，既乏味又複雜，而且通

部份，下一步是將SA效能擴展到THz頻

例配置。

構之上。典型的頻譜分析儀配備微波預

將SA功能整合入VNA，以取代使用多

也適用於SA-on-VNA功能。此外，功

常必須使用外部控制軟體。

選器(即濾波器)，可在阻隔高位準訊號

台儀器的途徑，提供兩項重要優點：

率補償特性可為DUT提供已知功率的

利用整合式高效能的SA功能(如

使用內建的SA功能

時，同時測量低位準訊號，以及不需要

可同時執行多個量測作業，以及提高

激發，藉以補償夾具或探棒的已知損

PNA或PNA-X系列)，工程師可在寬

選配的頻譜分析儀模式包括一個使用者

的混頻結果；如此可消除接收器諧波和

校驗準確度。

耗。這樣不但可提高量測準確度，並

廣的頻段中快速搜尋雜訊。相較於單

實現THz頻率量測

介面，可顯示典型的設定參數陣列：中

影像響應。‘SA-on-VNA’的設計仰

VNA配備多個測試埠，可與內部

可深入地了解DUT的真實效能。

機式訊號分析儀，它更能大幅地縮短

量測低於67GHz頻率的VNA測試解決

心頻率和頻距；開始和截止頻率；步進

賴客製化硬體與軟體，為提供頻譜分析

掃描訊號產生器同步，以實現多通道

方案通常採用單一的整合式儀器部署。

間隔；解析度頻寬(RBW)；檢波器形狀；

效能，全面消除影像和內部突波訊號。

頻譜分析。此外，PNA或PNA-X可

加速搜尋突波訊號

尋速度時並不至於降低準確度：其量

因此，想要將VNA效能擴展到更高頻

平均運算；以及接收器衰減。將SA用

相同的技術可用於mmWave量測

透過單一連接，同步量測所有的DUT

不論是諧波或非諧波，突波都是擾人

測結果可媲美當今最複雜的頻譜或訊

率，通常採用分散式架構來實現。這

於分散式配置時，請特別注意：由於內

的分散式VNA配置中。唯一的額外考

埠，包括輸入頻譜、輸出頻譜、通道

的訊號，會導致對發射器的干擾、雷

號分析儀。

必須使用具有升頻激發訊號和降頻響

部接收器衰減器經過旁路(bypassed)，

量是，需對SA接收器進行特殊校驗，

應訊號的展頻器，以支援DUT作業於

因此在測試高功率DUT時可能需要使用

以確保量測準確度。此校驗須用到展

THz範圍。

外部衰減器。

頻器頭端以及所有相關的硬體、纜線

率範圍，同時維持VNA和SA量測所要

結語
-80dBm雜訊層
160

3000

85GHz頻譜分析儀
110GHz PNA-X SA

掃描時間(Sec)

VNA的使用者整合系統。例如，是德科
技(Keysight)的N5251A mmWave網路
分析儀就是這樣的整合系統，它配置涵

120
100
80
60
40

x6

20

蓋10MHz至110GHz的頻率範圍，最高

0
10

可擴展至1.1THz頻率。其核心儀器是

圖1：在PNA微波網路分析儀中添加mmWave控制

圖2：添加展頻器以建立頻段式THz

PNA系列微波網路分析儀。

器和展頻器，可建構THz級單次掃描量測系統

解決方案

x6

x6
20

頻距(GHz)

以mmWave和sub-mmWave頻率執行

85GHz頻譜分析儀
110GHz PNA-X SA

作業可能別具挑戰性。將選配的整合

2500

140

預先配置的解決方案，或是內建於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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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dBm雜訊層

180

毫米波(mmWave)的VNA可部署為

38

測試時間(參見圖5)。同時，在加快搜

掃描時間(Sec)

求的功能、效能和準確度。

x6
35

式SA功能加進分散式VNA架構，可望
2000

以單一測試設置在THz範圍內特性化元

1500

件效能與行為。這種功能整合的激發效

1000

x11

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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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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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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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隨著頻距加大，整合式SA提供比單機頻譜分析儀或訊號分析儀更顯著的速度優勢

應能夠同時在多個通道上執行頻譜分析
儀量測，不僅縮短測試作業時間，並為
研究人員與設計工程師提供卓越的準確
度和全新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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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精選

你從Computex看到了什麼？
每年6月初端午節前後，在台灣電子產業
上演的一齣「大戲」，就是號稱亞洲規
模最大的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
已經邁入第37個年頭的Computex，在
近幾年已經將焦點從以運算技術為中心
的主題，轉移到其他領域。
以今年為例，Computex的五大主題分
別是「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物聯網
技術應用」、「創新與新創」、「商業
解決方案」以及「電競與虛擬實境」，
因此在展場上幾乎看不到什麼PC或PC

Computex：Intel將從PC廠商轉型數據
企業？
https://goo.gl/6bo7YM
從裝置端到雲端，英特爾正以數據驅動革命，從PC廠商
轉型成數據企業，致力於建構更加沉浸化(immersive)、

C

個人化、智慧化以及連網化的世界…

M

周邊相關產品，而是各種各樣的手機、

ARM：人工智慧將大幅改變人類生活

消費性電子裝置、穿戴式裝置、VR遊戲

https://goo.gl/QYoYFE

機、電競電腦、甚至是最新款電動車，

ARM IP產品事業群總裁Rene Haas於Computex 2017

讓人恍然以為置身於CES、MWC、電

論壇發表主題演說時表示，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至

玩展或哪個車展。

2023年AI將會顯著影響日常生活。

Y

CM

MY

CY

全球PC產業成長停滯以及電子產業的
轉型演進，是讓Computex不得不朝向
更多技術領域發展的主要原因，但或許
就是因為主題的多樣化、缺乏焦點，使
得它與其他國際性大型資通訊專業展相

CMY

李力游：半導體產業是國家主權問題
https://goo.gl/EdjbnR
中國IC設計業者展訊/銳迪科董事長李力游於6月初於中
國舉行的一場簽約儀式上發表專題演說，表示對半導體
產業的控制是與國家主權相關的問題...

較，所引起的話題性與關注度有逐漸下

雲端巨擘深入IoT世界緊握商機

降的趨勢；有些參展商對於參觀者的品

https://goo.gl/aoK1Zs

質感到失望、認為越來越難在展會中找

目前產業界有超過20家公司正在為邊緣網路開發物聯網

到目標客戶，也有參觀者或媒體對於參

軟體平台，亞馬遜或許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展內容諸多批評，覺得沒看到什麼讓人
眼睛一亮的新技術或產品。

摸索IoT商機

美國營運商分享心得

https://goo.gl/odqs2t

你認為呢？每一年懷著興奮期待(或

就像其他準備進軍物聯網領域的廠商，Comcast發現該市

只是行禮如儀)的心情，趕赴這場

場不但很複雜，還呈現多元化發展...

Computex「大拜拜」，你看到了什麼？

K

中立、獨立的媒體網路
高效推廣諮詢：
Marketing.Success@AspenCore.com

又覺得它少了什麼？

讀者回饋及查詢：
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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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ncore
全球銷售機構

整合緩衝器的
18 位元 8 通道 SAR ADC
使用單一元件省去多達 88 個類比元件
+10V

+5V

0V

0V

–10V

–5V

FILTER

S/H

FILTER

S/H

FILTER

S/H

FILTER

S/H

FILTER

S/H

+10V

FILTER

S/H

0V

0V

FILTER

S/H

–10V

–10V

FILTER

S/H

UNIPOLAR

TRUE BIPOLAR
+10V

LTC2358-18

MUX

FULLY
DIFFERENTIAL

ARBITRARY

18-BIT
SAR ADC

SPI CMOS/
Serial LVDS

®

設計師在選擇了一款 ADC 之後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為驅動輸入所需的全部信號處理電路找到安置空間。LTC 2358 緩解了
此問題，它整合了可接受 30VP-P 寬共模範圍的前端緩衝器，提供僅 7mm x 7mm 面積的緊湊型解決方案。pA 級輸入和 128dB
CMRR 使得該 ADC 能直接連接至多種感測器而不會犧牲測量準確度，因而可明顯節省電路板面積、功耗和元件成本。

Integral Nonlinearity vs
Output Code and Channel

特點
2.0

• 8 個緩衝同步取樣通道

1.5

• 差分、30VP-P 共模範圍輸入

1.0

• 每個通道的 SoftSpanTM 輸入範圍：
•

•

±10.24V、0V 至 10.24V、±5.12V、
0V 至 5.12V
±12.5V、0V 至 12.5V、±6.25V、
0V 至 6.25V

• 96.4dB 單次轉換 SNR (標準值)
• 48 接腳 (7mm x 7mm) LQFP 封裝

INL ERROR (LSB)

• 每通道 200ksps 吞吐速率

查詢詳情

±10.24V RANGE
TRUE BIPOLAR DRIVE (IN- = 0V)
ALL CHANNELS

www.linear.com/product/2358

0.5
0
–0.5
–1.0

video.linear.com/7641

–1.5
–2.0
–131072

–65536

0
65536
OUTPUT CODE

13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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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LTC、LTM、Linear Technology、Linear 標簽和 µModule
是 ADI 公司的註冊商標。SoftSpan 是 ADI 公司的商標。所有其他商
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