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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技術譜出
物聯網協奏曲
無論是IDC或是其他市調單位的預估都相當令人振奮，不
是嗎？物聯網(IoT)這個讓各個產業都相當興奮的關鍵詞
已逐漸在生活周遭、工廠、城市或商業區實現，2017年
甚至被認為是物聯網應用市場發展起飛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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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親愛的讀者：

不受時空束縛，線上！行動！

上月途經波士頓，順道造訪麻省理工學院剛落地的創業育成中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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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曰「引擎」(The Engine)。經由電子工程設計師出身的校長Rafael Reif
的推動，「引擎」立志輔導創業公司把「最艱鉅的科學突破」產品化、以發
揮對人類生活轉變的影響。但這種層次的創新往往需要硬體設計和製造的
專業知識：恰為眾多新創公司之弱點。
這就是眼前「黑科技」難以轉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批全新類型的創
新者和創業者，苦守某項意義非凡的科技突破，卻受縛於對電子工程設計
和製造知識的蒙昧，裹足不前。然而這份挑戰遠非近期才抬頭，也不侷限
於電子領域人士。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敝社每兩年發佈的全球電子工程師調查《Mind of the Engineer》為業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用於優化性能、功耗和面積的 7nm 設計技巧
8 月 8 日 上午 10:00 - 11:30
領先代工廠擁有的最新 7nm 工藝可以提供其與生俱來的功耗和面積優勢。使用這
種工藝的系統級晶片 (SoC) 設計師需要充分利用這種工藝的特性，否則就會失去潛
在的市場優勢。為了利用這種工藝開發最有競爭力的 SoC 產品，設計師應該選擇
最優化的基礎 IP 構建模組。

高志煒

界規模最大、歷史最長、最受信任的調查報告，指導工程師們由入門邁向

W. Victor Gao

專業。接受調查的全球三千多名工程師多年來最擔憂的正是如何跟上技術

全球發行人暨執行董事

知識的突飛猛進。當我們追問他們如何因應時，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指出他

Publisher and Global Managing Director

們長期閱讀產業界主要內容平台，藉以深造自修。
言及此處，這正是為什麼在AspenCore，我們堅信優秀的技術分析報
導和人類科技進步的命運攸關，為什麼我們堅持不降低我們報導的品質來
遷就對點擊和流量的追逐，以及為什麼我們最堅守的原則是把最優秀的獨
立技術報導以最簡潔的語言，在您需要的平台和時間呈現給您。
在七、八月的報導中，我們即將在EDN上帶給您一份美國太空總署
(NASA)的獨家採訪，瞭解他們最新的TDRS- M衛星發射技術；我們和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用於高頻系統的獨特方法
目前，許多應用中都需要高頻訊號採集功能。射頻接收器通常先採集頻率極高的
訊號，然後對其進行降頻轉換，以供後續更方便地處理和解碼訊號。因此，具有
數位下變頻轉換功能的直接中頻採樣是這些應用所必需的。

Biosphere 2封閉式生態系統的工程師們聊天，介紹他們為月球和火星載
人探索任務設計生命維持裝置的進展。在EE Times上我們向您推薦幾位
法國Grenoble的歐洲影像感測器領域風雲人物，並探討歐洲微電子業重
組的可行性。同時，我們在深圳、香港、台北、慕尼黑和矽谷分社的編輯和
分析師將攜手為您撰寫AspenCore的全球原創系列《中國製造2025》：中
國企業在智慧製造科技方面的發展及其對世界產生的意義。

利用通過 ASIL 認證的 IP 加快汽車 ADAS SoC 開發

無論您的工作涉及尋找一類更好的細胞質膜探測技巧以便治療某種

本次線上研討會介紹了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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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與認證提供了最佳的方法。本次線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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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遺傳疾病，或發明一款新的奈米技術以便政府部門能即時監控並保護

利用技術解決方案克服無人機操作障礙

感謝您的支持！

住宅區不受工業污染，我們的使命都是把重要、嚴謹和深度報導的科技和
技術資訊帶給您，幫助您完成您的工作。一如既往，我們期盼您的提問、報
導建議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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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煒
W. Victor Gao
德國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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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IC基金的神話與現實
從中國IC產業的12件重要大事，瞭解
中國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機會和挑戰。
神經網路前景與挑戰並存
神經網路技術看似前景無限，但仍處
於發展早期階段，存在許多局限性。

12

24

Mesh藍牙重塑LED
照明控制網路

11

照明將迎來一波技術飛躍進展。因為
基於藍牙網狀網路(Mesh)的新型照
明方 案可為 物聯 網 應 用提 供 新的 基 14
礎設施，實現不同感測器資料的整合
和視覺化，從而提供對於建築參數更
深入的瞭解。這些方案可以透過智慧
型手 機 和平 板電腦進行輕 鬆控 制和
配置，使其在使用時更直觀。

精英訪談
MRAM接班主流記憶體指日可待
STT執行長Barry Hoberman在受訪時
談到了MRAM帶來的商機及其可能取
代主流記憶體技術的未來前景。

思維與觀點

智慧節能
最大化電源
管理效益

3D NAND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3D NAND記憶體市場看俏，但幾個有
關的技術問題和誤解也隨之而來。

創新天地
NVMe能在工業嵌入式和IoT佔有一席
之地嗎？
NVMe在嵌入式工業應用是否會顯得
大材小用呢？
支援TSN的開放平台促進IT與OT整合
NI發表支援TSN的最新CompactDAQ
平台，並進一步擴展在TSN的投入...

網站內容
來看2017最新感測器
技術！

NASA準備將三度儀帶
上火星？

在日前 於 加 州 舉 行 的 S e n s o r s
Expo上，各種創新技術與應用如
雨後春筍般湧現，持續在感測器
及為其實現互連的網路中尋找真
正的市場...

美國太空總署(NASA)打算將地質
用三度儀帶上火星。為了打造可登
陸火星的地質用三度儀，NASA研
究人員提出了火星動力工具的幾
項要求：除了輕薄、小巧，還必須
能效率地實現資料擷取與分析...

https://goo.gl/339SqZ

https://goo.gl/q8oKiM

電源管理與功率元件研討會
2017 年 9 月 21 日 • 台北
華南銀行總行大樓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

參與廠商

大會媒體

還有更多廠商陸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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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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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物聯網

實現以0MIPS運作的嵌入式系統
在物聯網應用中，即使是像無線連接
等動作都主導了電流的消耗，盡可能
地讓大多數的過程都能自主運作，將
有助於大幅延長電池壽命。

各式技術譜出動人物聯網協奏曲
物聯網(IoT)這個讓各個產業都相當興奮
的關鍵詞已逐漸在生活周遭、工廠、城
市或商業區實現，2017年甚至被認為是
物聯網應用市場發展起飛的一年…

不是加密專家也可實現安全認證
安全認證在電子設計領域至關重，也是
安全裝置或交易的基本功能。憑藉現
有以晶片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即使是非
加密專家也可以輕鬆實現安全認證。

為物聯網專案實現效率最佳化
選擇具有品質保證的現有元件作為專
案的基礎，可為開發團隊確保資源與
嵌入式硬體的有效利用，使其設計在
眾多的產品中脫穎而出。
利用現成元件打造5G和物聯網RF系統
本文說明如何使用市售的現成元件準
確地模擬RF系統，有效率地以最低成
本在最短時間內規劃並建構5G和物聯
網RF系統。

28

設計新技術
半導體產業眼中的工業4.0
轉型智慧工廠的工業4.0及其所需的技
術，為半導體製造商實現成功提供了龐
大潛力。但工業4.0實際支援類型為何？
半導體製造商面對什麼機會和挑戰？

36

40

測試與測量
利用可攜式激發向量實現從IP到
SoC的自動化測試
可攜式激發向量是針對適用於IP、子
系統與SoC驗證的測試意圖進行單一
描述；必須以適當的方式來建置，使
其適用於各種型態的驗證引擎。

編輯精選
「新創」火苗點亮新時代
為了孕育創新火苗，各國都有官方、
學校或民間資金支持的「創業育成」
機構，提供創業者在公司誕生初期所
需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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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IC基金的神話與現實
Junko Yoshida

中國從開始宣佈挹注龐大投資基金於

「大基金」(Big Fund)的確造成一些

本土半導體產業到現在已經超過兩年

騷動。「大基金」指的是中國政府投

排名
1

海思半導體

260.00

了。中國雄心壯志地發佈《國家集成

資在IC產業的資金。西方國家一般以

2

清華紫光展銳

125.00

3

北京豪威科技

90.00

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National IC

為這筆資金是中國政府無條件提供給

4

中興微電子

60.00

5

華大半導體

34.00

Industry Development Outline)，清

中國晶片廠商的，許多中國新創公司

6

智芯微電子

32.15

7

敦泰科技

30.00

楚地說明其使命在於打造一個最終必

也以為是這樣而進入這個市場，但最

8

杭州士蘭微電子

23.00

9

矽成半導體

23.00

須實現自給自足的半導體產業。

後的結果並非如此。

10

大唐半導體

那麼，中國要怎麼辦到呢？
在日前舉行的設計自動化國際會議
(DAC)上，北京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所長

中央政府只提供了國家IC產業發展
的一小部份資金，還有大約75%的資金
來自地方政府或是私募基金。

2016年中國十大IC設計公司營收排行榜
公司

總計

營收

23.00
700.15

來源：Fabless Chapter、CSIA 2017；單位：億元人民幣

計公司，以及10%投向設備與材料廠。
包括台積電(TSMC)、格羅方德

魏少軍(Shaojun Wei)坦言，在中國製

在DAC 的小組座談會中，中國

(Globalfoundries)、三星(Samsung)與

造業與IC設計公司加速成長的同時，他

無錫華潤微電子(China Resources

英特爾(Intel)皆已開始興建更大、更先

也感到某些程度的失望。

Microelectronics)常務副董事長陳南

進的廠房，為什麼中國公司仍堅持建造

翔說得很清楚：「這可不是免費的資

小型的晶圓代工廠？

魏少軍是中國政府推動《國家集成
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的重要顧問。

金，也不是銀行貸款。」

即使中國最先進的代工廠— 總

當被問及政府是否感到不耐煩時，他

陳南翔說：「要申請大基金的話，

說：「並不會，反而是中國的晶片商

你必須要能提供回報。」要從大基金中

覺得失望。」他解釋說：「他們當初

得到資金並不容易。他解釋，就像和美

與會的中國晶片公司高階主管們

的期待非常高，而今則認為產業進展

國沙丘路(Sand Hill Road)上那些吝嗇

強調，中國的晶圓代工廠對於擴大本

地還不夠快。」

部位於上海的中芯國際(SMIC)，也仍
比台積電落後兩代製程。

的創投公司交手一樣困難，甚至更難。

土IC產業來說十分重要。他們解釋，

中國持續經歷晶片產業的淘金熱

北京EDA工具業者華大九天軟體公

將大部份的國家IC基金投注在製造業

潮，根據報導，在2011年中國有500

司(Huada Empyrean Software Co.)

家無晶圓廠IC設計公司。時至今日，

技術長楊曉東(Steve Yang)坦白地指

的確，在2016年，中國的製造業

魏少軍估計現在已經成長到超過1,300

出：「談到大基金募資，許多中國IC

已能見到長足的進步，比起前一年成

多家公司。然而，這個數字可能產生嚴

設計公司『還沒有準備好』，中國企

長了25.1%，他們認為成長主因並非

重的誤導。

業首先必須增強自己的實力。」他認

來自全球晶片市場的需求，而是透過

為，許多公司還不太了解如何有效地

中國政府的政策所帶動。隨著國家IC

使用這些資金。

產業投資基金的全力推動扶持，中國正

根據魏少軍的觀察，現在還未達到
足夠的市場規模，IC設計公司的規模

上是正確的決定。

都還太小。根據中國半導體產業協會

此外，還有取得資金以後的問題，

興建26座新的12吋(300mm)晶圓廠。

(CSIA)的統計，在2016年，僅13%的

中天微系統(C-Sky Microsystems)執行

魏少軍的簡報中提到，等這些晶圓

IC設計公司營收就佔整個中國約81%

長戚肖寧(Xiaoning Qi)說：「有些IC設

廠完工後，整體的產能將會達到111萬

的晶片市場規模(1,644億元人民幣或

計公司告訴我，即使當地政府或私募基

片晶圓的月產能。

240億美元)。此外，一半以上的中國

金承諾提供資金，之後也僅得到承諾金

IC設計公司一年的總營業額還不到1千

額的20%而已。」

萬元人民幣(約150萬美元)。

其中，每個月會供應40萬片晶圓給
代工廠(中國本土的代工廠每月約取得
38.4萬片)，65萬片晶圓則供應記憶體

製造業蓬勃發展

產業。中國本土的記憶體晶片公司每

設計與產業生態系統」座談會上，中

根據魏少軍的簡報，大約有60%的國家

個月的需求量為32萬片晶圓。

國晶片產業的高階主管們同意，中國

IC基金投入了製造業，30%投資於IC設

在DAC的一場「成長中的中國IC

西方的產業分析師經常認為中國可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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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位居排行榜龍頭位置的是華為

他們指出，趙偉國擔心的應該是翱

旗下的晶片公司—海思(HiSilicon)，

捷科技(ASR Microelectronics)這家晶

以及隸屬於紫光集團的展訊通信

片公司，該公司於今年五月以4,500萬

那麼，中國政府是否會鼓勵一些較

(Spreadtrum Communications)。

美金收購了Marvell的LTE薄型數據機

小規模的IC設計公司進行併購與擴大規

事業部。翱捷科技提供用於手機終端

模，與會的中國高階主管們皆認為這種

市場的平台SoC與軟體。

情況不會發生。因為這些公司的規模太

就在今年五月，高通與聯芯科技
(Leadcore Technologies)宣佈成立合資

因，即使是本意良好的併購，也會造成
許多內部紛爭。

公司—瓴盛科技(JLQ Technology)，

讓ASR與Marvell的交易變得引人

小，無法進行有效的併購，畢竟，89%

並得到中國的兩大投資基金—北京建

注意的原因在於ASR執行長戴保家。

的中國IC設計公司員工人數均低於100

廣資產管理公司(JAC Capital)與中國

他曾經是銳迪科(RDA)執行長，在紫

人，其中有54%的公司一年只創造不到

智路資本(Wise Road Capital)的資助。

光於2014年宣佈合併展訊與RDA後退

1千萬人民幣的銷售額。

紫光集團(Tsinghua Unigroup)總

出。展訊與RDA是當時中國最炙手可

裁趙偉國(Zhao Weiguo)為最早對此

熱的兩家IC設計公司，但其後的發展

合資案發表意見的人，他對於成立這

令人失望(儘管展訊終於在一年後，即

此外，本文並列出中國晶片產業的

家合資公司的決定感到震驚，並且公

2015年完成合併)。之後，戴保家與

12件重要大事。透過魏少軍在DAC介

開提出批評。

RDA的核心團隊在2015年4月成立了

紹的中國產業現況，共同分享有關中

另一家新的晶片合資公司—ASR。

國半導體產業的各種成長分析、中國

然而，在DAC會議的中國主管們

此外，戚肖寧補充說：「中國的每
一位工程師都想成為執行長。」

一致認為，高通與聯芯成立合資公司

這些猶如肥皂劇般的劇情暴露出中

的12吋晶圓廠、挹注於中國各領域的

之舉更著重於低階智慧型手機晶片的

國管理階層的人才不足，以及中國高階

投資基金，以及中國半導體產業資本支

「銷售與通路」，並不會影響到展訊。

主管本身擁有的自我意識。綜合這些原

出與其他國家的比較等重要資料。

神經網路前景與挑戰並存
Rick Merritt

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已經發展

意義。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的程式，更有助於學習這一遊戲規則。

到「技術炒作週期」的顛峰。但根

Berkeley)電腦科學教授兼人工智慧研

端對端的深度學習系統需要……從過去

據日前參加「圖靈獎」(Alan Turing

究員Stuart Russell指出，「圖靈預測

數百萬場棋弈遊戲而來的資料，進而算

award)50週年紀念活動的專家們表

人工智慧將超過人類智慧，而屆時將是

出下一步落子點。儘管人們做了很多努

示，神經網路技術看似具有廣泛的用

人類末日。當然，如果夠幸運的話，我

力，但這種系統不適合西洋雙陸棋和國

途且前景無限，但實際上仍處於發展

們可以把機器關掉。」

際象棋。」Russell表示，而且有些問

的早期階段，同時也存在許多侷限性。

Stuart Russell目前正在撰寫有關

題所需的資料集龐大到令人難以置信。

在這次活動的一場專題討論上，

人工智慧領域的新版教科書。他表示，

Russell把當今的神經網路視為

幾位專家表示，人工智慧(artificial

「在實現人工智慧之前至少有6個重要

「某種突破……能夠滿足1980年代人

intelligence；AI)其實是神經網路的誤

問題需要突破，但我很肯定人工智慧

們提出的願望……但它們缺少編程語言

稱。神經網路其實還無法實現基本的

時代一定會來臨。」

的表達能力，以及支援資料庫系統、邏

人類推理和理解類型。相反地，它們

Russell還指出，神經網路只是打

只是在建構人工智慧漫漫長路上所用

敗世界圍棋冠軍的Google AlphaGo系

到的工具。

統之一部份。

輯編程和知識系統的陳述性語義。 」
神經網路還缺乏人類解決問題的強
大預先理解能力。「深度學習系統永遠

由於圖靈(Alan Turing)認為總有

「AlphaGo… … 是一個經典的系

無法從強子對撞機(Hadron Collider)的

一天機器的智商將會超過人類，因此

統……而深度學習成就了該系統的兩個

原始資料中發現希格斯玻色子(Higgs

討論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特別有

組成部份……但他們發現使用具表達性

boson)」，他補充道，「我擔心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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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切可能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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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應用— 現在我們幾乎在任何地方都

開發FPGA加速器的傑出工程師Doug

能見到它們的身影。」

Burger對此表示同意。他在另一場專

目前在Google Cloud休假研究的首

題討論上表示，「儘管神經網路有點

席科學家李飛飛(Fei-Fei Li)也認同處於

宣傳過火，但它是真實存在的……而且

炒作顛峰的神經網路存在實際的前景與

還存在一些我們尚未完全理解的深度和

限制。她同時也是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

基礎知識。」

實驗室主任，不久前才剛在史丹佛大學

許多新創企業、學術研究機構和

3D NAND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Sang-Yun Lee，BeSang執行長

3D NAND記憶體自從2013年8月以來已
經成功地投入市場。雖然，3D NAND仍

上完該校學生人數最多的課程—770

現有業者都在研究可加速神經網路的

然比平面NAND更昂貴，但大家都期待

人選修的神經網路課程。

處理器，其中有許多人使用降低精確

它將有助於快速地降低NAND的成本，

Li指出，現在正是起始階段的結束

度的向量乘法矩陣，他指出，「在今

以及取代平面NAND。但事實上，3D

過度看重利用巨量資料(big data)與深

時刻，機器學習已經從實驗室的實驗過

後三、四年這種方法會逐漸退出歷史

NAND仍然存在著目前無法輕易克服的

度學習來解決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

渡到商業部署了。廣泛的工業與科學領

舞台，而之後會出現什麼真的很令人

許多問題。

域「正受到龐大的資料和資料分析功能
神經網路在自動駕駛車和影像辨識等領
域的發展前景看好，但也有其侷限性。

密度、單元均勻度、薄膜應力、通道孔

256GB SSD的市場價格
(根據2017年6月4日Amazon.com的資料 )

圖1：UC Berkeley教授Stuart Russell
表示，神經網路是朝向人工智慧邁進的重
要步驟之一
(來源：ACM)

自駕車、影像辨識的限制

堆疊單元層數超過64層時，諸如電流

的深遠影響。」
儘管如此，「我們解決大多數問
題帶來的愉悅感並不真實。雖然我們

感興趣。」
資深微處理器設計師和Google
TPU加速器開發團隊負責人Norm Joupi
也表示同意，他把神經網路稱為當今電
腦科學領域中「最大的金塊之一」。

的深寬比等技術難度將呈指數級攀升。

更便宜可負擔
每GB價格(美元)

這就好像住在高樓層建築物的生活費難
平面MLC

32層TLC

64層TLC

32層TLC

32層MLC

此，在每位元成本與堆疊單元層數之間
存在著高度不確定性。

Amazon的最佳銷售排行

因此，本文將討論與3D NAND有關
的技術議題以及一般對它的誤解。首先

圖1：2 5 6G B S S D 的市場價格比較；3 D
NAND尚未帶來低成本的優勢

「我一直在研究自動駕駛車……這

讚揚ImageNet在影像辨識領域取得了

一類系統必須具備可靠性。」在加拿大

成功，但我們很少談到它的失敗… …

UC Berkeley機器學習專家Michael

狹縫為超大有效單元尺寸增加了額外的

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教授

在推理等方面仍然面臨諸多的挑戰。」

I. Jordan看到的是人工智慧的限制。他

面積。例如，三星(Samsung)採用15nm

機器學習課程並負責Uber先進研究中

「例如在房間起火時，人工智慧演

認為，電腦科學仍然是最首要的學科，

節點的32層(32-layer) 3D NAND具有大

心的Raquel Urtasun表示，「這對神經

算法仍然能夠下出完美的圍棋招數。」

人工智慧還無法取而代之，而神經網路

約31,000nm 的有效單元大小，可以容

網路來說極具挑戰性，因為它們不擅長

她引用另一位研究人員杜撰有關深度學

只是該領域中仍在發展中的一個部份。

納30個平面NAND單元。

對不確定性進行建模。」

習缺少情景理解能力的笑話時表示。

高，導致較大的單元尺寸。此外，鎢絲

2

他表示，「它只是一個大型的工具

超 大字元線步階：單元堆疊的層數

3D NAND具有比面NAND更高的性能
和可靠度。這將有助於增加3D NAND的價
值？這個問題的答案算對，也算不對，

看看有關3D NAND的技術問題。
超 大單元尺寸：通道孔的長寬比更

道會比在低樓層住宅生活更便宜嗎？因

期待 vs. 現實
NAND供應商

幾年前的期望
更高位元
的成長

巨大的晶圓
廠投資

過度供應&
價格降低

眼前的現實
低位元的
成長

客戶
贏家
客戶

贏家
製造
困難

供應緊縮&
未降價

NAND
供應商

圖2：對於3D NAND的期待與現實

端視你拿什麼來做比較。如果我們比較
TLC平面NAND和TLC 3D NAND，那
麼TLC 3D NAND具有更高的性能與可
靠度。然而，單純以性能和可靠度方面
來看，MLC平面NAND更優於TLC 3D
NAND。例如，MX200(16nm、MLC平

用將佔整個製造成本的40%至50%，3D

面NAND)比Crucial MX300(32層TLC 3D

NAND仍然比平面NAND更難以降低製

NAND)具有更好的性能。
隨著3D NAND日趨成熟，將會比平面

神經網路「會說汽車出現在那裡的

更廣泛的說，「我們對於人類認知

箱。我們必須打造圍繞著神經網路的基

高，導致字元線步階較大，而且還提高

可能性有99%……但你無法容忍任何誤

的理解程度還非常有限。正因為此，這

礎設施和工程，如今，我們離這個願景

了製程的複雜度以及處理成本。例如，

不過，您真的認為3D NAND不

NAND更便宜：3D NAND已經從4年前

報……而當你出錯時，也必須知道為什

兩個領域都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

還很遠。未來也需要讓系統用數學和機

三星的32層3D NAND在單元邊緣的字

久將可降低NAND的成本嗎？關於3D

開始量產了，目前，三星每個月為3D

器學習的方式去思考。」

元線步階延伸了超過20um。

NAND，我們可能存在以下幾種誤解。

NAND產品生產大約14萬片晶圓。根

麼會出錯。」
她同意Russell所說的「深度學習

利多還是利空？

造成本。

如同專題討論上的其它主講人一

記憶體單元效率低：除了鎢絲狹縫、

3D NAND比平面NAND更便宜約30%：

據IHS Markit分析NAND市場的NAND

無法解決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將神

「現在要問神經網路會把我們帶多遠

樣，他指出人類的推理能力遠遠超過

字元線步階以及記憶體周邊邏輯元件以

這個說法只有一小部份正確，其他大

快閃記憶體技術研究總監Walter Coon

經網路和繪圖模型組合在一起「是一種

還為時尚早。」最看好神經網路發展

神經網路範圍之外。 「自然語言的處

外，記憶體單元只佔晶片面積的40%，

多數都誤解了。例如，以16nm節點來

介紹，3D NAND預計將在2017年底以

有趣的研究領域」，它有助於系統獲得

前景的專家題討論成員— OpenAI

理是十分困難的。今天我們所做的只

明顯更低於平面NAND一般約佔65%以

看，美光(Micron)的Crucial MX300固

前佔所有NAND產量的35%至40%。因

人類擁有的某些先驗知識。

共同創辦人兼研究總監Ilya Sutskever

是字串到字串的配對，但這跟解譯是

上的晶片面積。

態硬碟(SSD)採用32層堆疊的三層儲存

此，我們可以說3D NAND已經成熟了。

表示，「這些模型很難理解。例如，

不一樣的。」

但由於其侷限性，使用者必須「瞭

晶圓總產量低：晶片面積的形成需要

單元(TLC)3D NAND，比採用多層儲

過去60年來，半導體IC技術基於摩

解機器學習系統可能出現偏見……有時

將機器視覺作為一種程式真的很不可

舉例來說，他提到了中國對聊天機

沉積超過100個無瑕疵的覆蓋層，而要

存單元(MLC)平面NAND的美光MX200

爾定律(Moore s Law)，取得了令人矚

還會作出不公平的決策，」她指出。

思議，但現在我們對不可思議的問題

器人的熱情。這種自動化的對話裝置可

形成閘極與字元線步階則帶來極端的製

SSD更便宜30%。然而，在19nm節點

目的成就。然而，這個原則再也不適用

都能提出不可思議的解決方案了。」

以與人類進行應答互動，但並不支援抽

程複雜度。此外，3D NAND仍然必須

時，MX300卻較採用MLC平面NAND的

於NAND快閃記憶體了。因此，大多數

象和語義，它們無法說出有關這個世界

使用雙重圖案來形成位元線，這些問題

SanDisk SSD PLUS更昂貴。

的NAND供應商選擇了3D NAND的發

的任何真實內容。

都將導致晶圓產量減少。

Urtasun將當今神經網路的成就歸
功於「使訓練效果更好的一些技巧，但

雖然位於神經網路核心的反向傳播

在過去25年來，這些核心演算法並沒有

演算法已經出現好幾年了，但執行這些

根本性的改變。突破部份來自於巨量資

演算法的硬體最近才實現。Sutskever

「我們正處於巨量學習的年代，

料的實現，以及讓訓練更大規模的模型

補充說，用於神經網路的新架構承諾

成為可能的最佳化硬體。」

「在今後幾年中，人們將見證取得長

儘管如此，深度學習「成就了以往
我們在健康、交通領域中無法想像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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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進展的驚人電腦。」
在微軟(Microsoft)Azure雲端服務

堆疊單元層數高可降低每位元成本：

展路徑，期望追求比平面NAND更低的

巨大的晶圓廠投資：從平面NAND轉

如果增加堆疊層數，那麼，包括單元尺

每位元成本。然而，3D NAND至今仍

但尚未進入人工智慧時代。」雖然如

型至3D NAND需要更高3倍至5倍的晶

寸、字元線步階大小、單元效率與低

無法達到低成本。

此，他同意神經網路具有足夠的重要

圓廠投資。即使3D NAND技術成熟了，

晶圓產能等各種技術問題將會變得更

因此，現在應該是業界開始討論3D

性，必須成為新版電腦科學課程中的

整體晶圓廠投資預計仍將較平面NAND

棘手。如圖1的SSD價格比較所示，64

NAND是否會是NAND快閃記憶體正確

一部份。

更高3倍左右。由於工具抑制和維護費

層SSD的價格比平面NAND更昂貴。當

發展路徑的最佳時機了。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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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T：MRAM接班主流記憶體
指日可待

至今許多採用MRAM的場合都離不開儲存應用。是否還有
其他細分市場存在新應用的例子？
在手機中有幾個地方需要超過200Mb的靜態記憶體，而當
你嘗試使用SRAM時，就會發現那真的是在燒錢。降低靜
態記憶體的成本看來勢在必行，再者，因為它用在行動裝
置中，所以對於功耗也十分敏感。40nm以下的傳統解決方
案由於漏電流之故而經常耗用較大電源。如今，以MRAM取

Gary Hilson

代SRAM幾乎可完全排除漏電流的問題。
或許有人會把2016年形容為磁阻式隨

Barry Hoberman談到了該公司近來

此外，為使用中的資料提供保護方面也是一大挑戰。許

機存取記憶體(MRAM)市場的引爆點。

的快速成長，以及隨著更多業者進入

多應用都需要高頻寬，高速資料經由系統傳送的同時，也進

而在那之前，Everspin Technologies

MRAM市場帶來的商機，包括MRAM

入其永久儲存的位置。在資料順利傳送到安全可靠的最終存

是唯一一家出貨商用MRAM產品的

可能接班主流記憶體技術的未來前景。

放位置以前，如果發生了危及資料的故障情況會很麻煩，這
正是MRAM得以發揮作用之處。

公司。不過，就像Spin Transfer
Technologies(STT)執行長Barry

目前客戶對於你們提供的樣片反應如何？

Hoberman一如既往地表達肯定之

我們已經出樣新晶片給廣泛的客戶

如何更普遍地使用快閃記憶體，從而為MRAM創造機會？

意：Everspin的成就有助於其他的

了，他們都是足以評價這種記憶體類

我們可以在固態硬碟(SSD)中將儲存區劃分為大小不同的

MRAM業者鋪路。

型的大型現有業者，具有高度的可信

儲存容量。較大的儲存容量具有flash的時間特性，亦即所

STT的公司歷史最早可追溯到2001

度。我們在這次產品出樣週期的目標

謂的微秒級NVM；較小的儲存容量則採用高速、持久型的
Barry Hoberman
STT執行長

記憶體技術，也就是奈米級NVM。當你將這兩種技術混合

年—一項最初由美國紐約大學(New

是產生完整的記憶體，能夠滿足穩健

York University)教授Andrew Kent主

可靠的評測。我們很高興能有機會

導的研究中所開發的技術。到了2007

流通這些樣片，讓客戶在測試後都回

元件；這些是目前最主要的挑戰。這和

在每秒輸出入次數(IOPS)方面取得更高的性能提升，甚至

年，總部位於波士頓的多元控股公司

來找我們，告訴我們說這款產品的功

相變記憶體、電阻式RAM和奈米線等其

較傳統基於flash的SSD更高一個數量級。

Allied Minds正式成立了STT並開始營

能齊全，符合所有提供的規格，而且

他新式記憶體技術有很大的不同—畢

運。2016年9月，這家開發出正交自旋

找不到任何錯誤。這為我們在推進下

竟，這些新技術的實理特性是全新的，

物聯網(IoT)正著手打造利用現有記憶體技術的各種新方法，

轉移MRAM技術(OST-MRAM)的美國

一次與客戶接觸的機會開啟了大門，

尚未經任何製造技術驗證，也沒有產業

以解決諸如功耗等問題，同時要求相對較低的密度。MRAM

業者宣佈，在其加州費利蒙(Fremont)

客戶現在都確實地認識了我們是一家

生態系統支持。

如何在此發揮作用？

公司總部的自家研發晶圓廠，成功製

擁有第三代pMTJ基礎技術的公司，

作出小至20nm的垂直MRAM磁穿隧接

也肯定我們製作可用記憶體的專業

您認為MRAM存在哪些機會？

記憶體和電阻式RAM，以及快閃記憶體，這些技術根本沒

面(pMTJ)，預計在2018年讓產品正式

技術。

我們知道目前有四家代工廠都在其開

有足夠的耐久性可用於執行像記錄資料等任務，特別是有

發藍圖中規劃了第三代基於pMJT的

些資料記錄功能採用了較小型的電池。

上市。

於同一系統時，必須考慮成本而適度地進分劃分，以便能

如果你直接比較其他著眼於物聯網的替代方案，例如相變

開發商用MRAM的挑戰與其他新興記

MRAM技術，預計在2018年的下半

的客戶提供其樣片了，這可說是一個

憶體有何不同？

年進入量產，並在那之後相應地加快

除了代工廠的承諾之外，您如何看未來12~18個月的MRAM

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它是幾種新興記

瞭解MTJ技術的真正重要之處在於他

速度。MRAM目前處於鎖定三大技術

發展前景？

憶體中被視為可能取代動態隨機存取記

們已經用於硬碟的讀取頭超過10年以

的早期階段：其一是作為非揮發性記

讓這項技術投入生產產線的第一家主要代工廠，以及真正的

憶體(DRAM)與NAND快閃記憶體(flash)

上了，具有經驗證的生產和可靠性等

憶體(NVM)領域的替代方案，特別是

開始出貨，即將在業界刮起一陣旋風。半導體產業真的必須

的下一代候選技術之一；特別是隨著業

功能。每年約有30~40億顆硬碟讀取

嵌入式NOR flash。此外，它還可以

牢牢記住，過去四十多年來的技術主力一直是SRAM、DRAM

界持續邁向更先進的製程節點，DRAM

頭中都包含了MTJ元件。

作為傳統CMOS高速嵌入式靜態隨機

和flash及其先驅技術。而這將是首次大量生產的重要大事。

從那時起，STT已經為北美和亞洲

與NAND flash正面對微縮帶來的挑

而與MRAM有關的問題在於瞭解

存取記憶體(SRAM)的替代技術。我認

目前已經有了一些利基技術，如鐵電隨機存取記憶體(FRAM)

戰。STT是少數幾家開發MRAM的公司

如何將MTJ整合於CMOS製程、如何

為這項技術更適於在此領域實現差異

與電子抹除式可複寫唯讀記憶體(EEPROM)，但也都因其利基

之一，因此，如今開始出樣晶片可說

使MTJ的性能特徵相容於記憶體，以

化。第三是作為DRAM的替代技術。

特性而受限。也都因其利基特性而受限。

是驗證MRAM整體性能以及STT技術的

及如何擴展MTJ的製造產能，達到每

目前DRAM市場成長開始趨緩，未來

然而，當你導入了MRAM，其特點就在於它是在這40到

重要時機。

個記憶體晶片中約10億的數量級，而

可能會由特別有利於儲存應用的持久

50年間真正進入記憶體架構的第一件大事。僅就這一點來看

不只是每個硬碟讀取頭中使用1個MTJ

特性主導市場成長。

它就具有相當巨大的發展潛力了。

《EE Times》有幸與STT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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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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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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Me能在工業嵌入式和IoT
佔有一席之地嗎？

支援TSN的開放平台促進IT與
OT整合

Gary Hilson

Susan Hong

對於嵌入式、工業應用來說，NVM

求，因此，他們現在正密切關注於如何

為了實現工業物聯網(IIoT)，邊緣運算正

種執行測量與控制的設備機台與嵌入式

吳維翰說：「由於網路頻寬存在延

Express (NVMe)介面標準是否會顯得

降低反應時間的延遲。」

密切整合自動化控制與資訊技術(IT)，

感測器，IT端則提供雲端運算與伺服器

遲問題，無法確保時間同步。為了實現

NVM Express Inc.行銷委員會聯席

透過雲端運算與巨量資料分析，實現

等資料分析服務。「因應未來的巨量資

精確的同步監控，透過架構在802.11

根據Virtium行銷副總裁Scott

主席Jonmichael Hands表示，NVMe協

新一代智慧製造。但如何即時準確地

料(big data)時代，OT必須與IT業者密

網路協定分析的TSN技術，能夠讓兩個

Phillips表示，在此之前，業界一直

議確實具有支援嵌入式和IoT基本要件的

取得設備端的訊息，並轉化成可分析

切整合，透過原始資料的分析取得洞察

CompactDAQ機箱之間精確同步至微

存在這樣的共識。不過，隨著英特爾

功能。但如何滿足工業客戶的需求，最

利用的資料則是目前的挑戰之一。

力，從而形成企業的決策。」

秒級的效果，解決兩地之間傳輸封包的

(Intel)和美光(Micron)等大廠持續推動

終還得取決於產品設計師。Hands示，

國家儀器(National Instruments；

專精於嵌入式開發的NI策略聯盟夥

這一介面規格的進展，許多工業客戶開

最近的規格更新功能包括使其更適於定

NI)在日前舉辦的「工業量測與自動化

伴——星協系統科技(WPC Systems)專

此外，這款專為遠端或分散式量

位在嵌入式和IoT應用。例如，NVMe

控制研討會」發表兩款支援「時效性

案經理吳志二表示，相較於傳統量測途

測系統而設計的CompactDAQ還可控

1.3版支援在低資源環境(包括智慧型手

網路」(TSN)的最新CompactDAQ機

徑採用PLC線性地傳送I/O訊號至ERP系

制C系列I/O模組與Windows或NI Linux

機和平板電腦)中啟動分區，從而可在

箱——cDAQ-9185和cDAQ-9189，藉

統，到了智慧工廠或工業4.0則是以智慧

Real-Time主機之間的時序、同步與資

足以適應M.2的較小外形尺寸，NVMe

較小空間裝置(如M.2)中支援較低成本

由標準乙太網路(Ethernet)為基於感測

化節點組成的神經網路為基礎，每一個

料傳輸，實現類比I/O、數位I/O與計數

Scott Phillips表示，由於Virtium採

驅動器的功耗也降低了。Scott Phillips

的NVMe。

器的資料擷取系統實現次微秒級的時

節點都必須能夠植入人工智慧(AI)與演

器/計時器的量測作業。

用「先進後出」的商業模式，支援動態

說，理想的目標是低於4W功耗；但目

Hands表示，從規格來看，3D

間同步，不僅有助於克服IT與操作技術

算法，並彼此協同與互動。在此，TSN

NI還介紹了新一代的LabVIEW NXG

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已有長達八年

前仍持續在5W左右，因此可以透過韌

NAND的高密度特性可能超越嵌入式應

(OT)之間的資料同步難題，並進一步擴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能透過現有的網

工程系統設計軟體，搭配支援TSN的

的時間，如今必須同時考慮其他新技

體進行節流。

用的需求，並支援其他的NVM選擇。

展NI在TSN標準的投入。

路架構讓所有的節點同步，而不必為了

CompatDAQ模組化硬體解決方案，將

升級工業物聯網而重新佈線。

更有利於加速工業物聯網的佈署；藉由

大材小用呢？

始對NVMe感興趣。Scott Phillips說，
業界開始看到物聯網(IoT)和感測器能
產生大量攸關營運資料的潛在優勢，但
卻不知從何處著手。

V i r t i u m 為 工 業 嵌 入 式 市 場 提 供 了M . 2
SATA和PCIe SSD，但一直到現在才看到
市場對於NVMe的興趣出現

時間延遲問題。」

術，例如對於物聯網的市場需求以及

除了NVMe目前面對的難題之外，

雖然嵌入式系統中存在許多散熱和功率

TSN是以乙太網路為基礎的新一代網

NVMe的角色等。目前，關注NVMe的

還有3D NAND的崛起，也引起了廣泛

的要求，但NVMe具有「船載」級功率

路標準，具有時間同步、低延遲的功能，

最新的CompactDAQ延續CompactRIO

模組化的軟硬體解決方案提供高性能

客戶可能還不需要它所提供的性能，但

關注。但是，對於工業嵌入式領域的大

的特性，例如自主電力狀態轉換、散熱

其重要性在工業物聯網中不可小覷，因

成為NI產品組合中最新的乙太網路TSN

與功能性，為工程師在打造工業物聯網

隨著這項介面標準成為主流，最終將在

多數客戶而言，平面NAND就足以滿足

管理以及近零功率閒置狀態等，「因而

為它能在IT與OT的大規模技術整合時，

平台。由於TSN支援精確的時間同步，

解決方案時降低特定領域的進入門檻。

嵌入式工業應用中佔有一席之地。

其需求了，2D的15nm NAND已經持續

完全取決於供應商是否決定讓嵌入式領

克服與實體層互通性有關的諸多挑戰。

能讓運算資源在整個工業物聯網架構之

吳維翰說，NI正積極佈署TSN，從

他表示，目前，對於NVMe SSD的

使用一年多了。Scott Phillips表示，工

域支援某種特定功能。」

NI技術行銷經理吳維翰在專題演說

間靈活定位，並可透過自動化同步多個

去年的CompactRIO開始導入TSN，今

關注重點大多集中於資料中心，著重

業領域的客戶追求的是可以輕鬆地擱下

Hands還說，隨著IoT進入邊緣分析

時介紹，以工業物聯網架構來看(如圖

機箱的驅動軟體(如NI-DAQmx)支援多

年進一步讓CompactDAQ支援TSN，未

的是效能以及實現每秒數百萬讀寫次

設備好幾年都不必再費心的方案；在這

和自動駕駛領域，將會需要更高頻寬和

1)，在雲端與設備端之間最鄰近的界限

個分散式系統，從而將所擷取的資料傳

來的其他儀器也會跟進，預計每一年都

數(IOPs)的可能性。Scott Phillips說：

方面，SATA介面標準至今仍然「屹立

更低延遲。「那時將會是明確需要NVM

就是「邊緣」(Edge)，在OT端包括各

送至更高層級的軟體執行分析。

可以看到更多針對TSN的產品佈局。

「他們並不擔心功耗問題，而只在乎可

不搖」地滿足其需求。

Express發揮作用的轉型期。對於控制

Scott Phillips表示，嵌入式NVMe介

器和架構來說，最好是長期投資於單一

工業嵌入式領域對於無風扇設計的

面標準的引爆點將會發生在應用的延遲

技術，以便讓嵌入式系統採用與客戶和

要求是必須考慮功耗和散熱。因此，資

需求少於3毫秒(ms)之際。而現在呢，

資料中心類似的設計。」

料中心目前採用節流的途徑是可以理

看來目前的需求還不太多。

傳輸多少資料。」

SATA介面標準確實建立了良好的

解的，但是，Scott Phillips指出，工業

一個潛在的利基應用是提供影片、

記錄，但Hands認為NVMe也同樣穩定

OEM並不想看到這樣的變化，「他們

遊戲和Wi-Fi連線的機上娛樂系統。他

發展中，畢竟它從2014年以來已持續出

想要的是更穩定的狀態。」

說：「接下來將會看到更多這一類系統

貨。他說：「這只是一種傳統的介面，

然而，這樣的情況開始發生改變

的需求出現。飛機上將會更快地大量採

如今，業界正認真地為這些市場開發專

了，因為控制器變得越來越小，不僅

用小型伺服器，並且提出更多不同的要

用的NVMe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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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IoT

THE ED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
(IT)
SENSORS

+

EDGE NODES

圖1：工業物聯網架構

ON-SITE IT

CLOUD IT

來源：NI

圖2：支援TSN時間同步的CompactDAQ平台支援分散式架構，可將系統分為多個子
系統，並將測量設備放在最接近待測物處，使得收集的資料更加真實準確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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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物聯網
不僅如此，物聯網架構中，從最前

系統架構，即可組成LoRaWAN網路，

端感測器到後端處理中心整體的安全

不僅具備低功耗特性，還能擁有較長的

性，以及物聯網應用服務平台，也須

傳輸距離。

相當重視，才能打造一個完整、便利
且能吸金的物聯網應用架構。

LoRaWAN具備兩種網路架構：一
為使用者自行架設閘道器(Gateway)
及雲端(Cloud)即可運作；另一種則是

各式技術譜出動人物聯網協奏曲

無線通訊技術相輔相成

須和電信營運商合作，可佈建範圍更

物聯網架構中，有線及無線通訊技術

寬廣的LoRaWAN網路。張益洲說明，

絕不可少，否則無法將萬物相結合。

「目前台灣業者大多選擇可自行建置網

而在物聯網的應用場域裡，主要的通

路的LoRaWAN架構。」

訊技術會是以無線通訊技術為主，因

Silicon Labs台灣區總經理寶陸

為許多深山野嶺，或是具危險性的地

格認為，ZigBee技術推出之時，許多

區，無法鋪設有線網路，也因此，給

特性受到業界的矚目，不過要將裝置

予各式各樣無線通訊技術「出頭」的

接入ZigBee網路得經過很多的設定，

機會。

不夠友善，因此採用的數量不多。

黃健洲指出，物聯網架構內的無線

然而，ZigBee Alliance亦持續改進

通訊技術相當多，但彼此間各有所長，

ZigBee，最新的ZigBee 3.0標準採用

業者可依自己的物聯網應用特性進行評

開放式系統架構(OSI)模型，將網路架

估，選擇最適合其中一種或多種無線

構的各層定義清楚，但網路層、傳輸

網路。目前各類無線技術各自佔據的

層、對話層(Session Layer)與展現層

山頭，可以大略區分為：工業— 以

(Presentation Layer)卻不是走IPv4/

ZigBee為主、消費性電子—Wi-Fi或

IPv6網路架構，以至於會出現不相容

藍牙(Bluetooth)、家電—Thread，

的問題。

個人認證方面則是近距離無線通訊

為「修補」ZigBee的不足，Thread
在兩年前現身。寶陸格強調，Thread是

(NFC)較強勢。
除上述無線通訊技術外，近期還有

基於IP架構的網狀網路，與ZigBee最大

些無線通訊技術也應物聯網而生，如使

的不同是，使用者可自行定義應用層。

市調機構IDC預測，2017年全球物

被認為是物聯網應用市場發展起飛的

帶有結合的「聯」這個字，才能貼近物

為，要克服這些挑戰，並將物聯網轉化

用sub-1GHz頻段的LoRa。Microchip

但ZigBee Alliance亦制定完整的ZigBee

聯網(IoT)市場規模將超過9,300億美

一年。但不可否認的是，仍有許多業

聯網世界所要表達的真義。

為可實現的商品或可用之物，感測器、

資深應用工程師張益洲表示，LoRa為

應用層架構，為了避免「浪費」，

元，較去年增加1,000億，今年並有

者「不甚理解」物聯網究竟該做什麼，

另外，除了萬物相結合，物聯網千

處理器或微控制器(MCU)，以及連網技

基於線性擴頻調變的網路實體層，其

Thread Group將ZigBee應用層進一步IP

機會挑戰破兆。3年後，預計市場將達

更也遑論在物聯網市場中，能像市調機

萬也別變成「誤聯網」或「惡聯網」。

術，即為不可或缺的關鍵。

實體層支持遠距離通訊的網路協定和

化，並架構在Thread網路上，使Thread

到應用爆發期，規模更將翻倍成長達

構所預測，攢到好幾桶金。《電子工

連接到不正確或是帶有惡意的網路，也

1.46兆美元。另外，全球物聯網裝置

程專輯》(EETimes Taiwan)與《電子

會失去物聯網真正的涵義。

數量成長更快速，5年內將翻漲3倍，

技術設計》(EDN Taiwan)共同舉辦的

以說文解字的方式定義物聯網的意

2015年全球物聯網裝置數量已有121

TechTaipei—「2017智慧互連與嵌

義之後，恩智浦(NXP)大中華區MICR

億個，預計2018年將超越手機，未來

入式應用研討會」，邀集業界關鍵廠

行銷經理黃健洲進一步說明實現物聯網

3年，全球物聯網裝置總數亦將累積

商為403位與會來賓解惑。

的必要條件為何。他表示，實現物聯網

高達300億個。
相 信 ， 無 論 是 I DC 或 是 其 他 市 調

究竟要實現物聯網，必要的條件
是什麼呢？

的必要條件業界討論相當多，可從物聯
網的發展挑戰開始探討。

單位的預估，都相當令人振奮，不是

《電子工程專輯》副主編鄭 君指

現階段，業者遭遇的物聯網挑戰包

嗎？物聯網這個讓各個產業都相當興

出，物聯網中的「聯」字，許多業者會

括：如何使開發環境維持一致性，而非

奮的詞，已開始逐漸在生活周遭、工

使用「連」，但若是談到物聯網真正的

片段；如何做到最佳化的安全性，以及

廠、城市或商業區實現，2017年甚至

意涵—萬物相連並結合，則使用字義

如何能讓產品進入量產階段。黃健洲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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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A yl a 展示 透 過 其 端 對 端 的 I oT 平台，輕 鬆 實 現 以
Echo語音控制切換家中照明開關

圖2：富士通展示無電池RFID的創新物聯網應用—利用FRAM
RFID實現的無線鍵盤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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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orial

迎接低功耗世代：
採用低電壓記憶體 IC 為致勝關鍵

網路擁有從上到下完整的架構，而這樣
完整的Thread網路，ZigBee Alliance
將其命名為「dotdot」。無論是Thread

連接預算

或是dotdot網路皆可望在智慧家庭應用

作者：華邦電子 產品行銷副處長 William Chen、策略行銷資深處長 K. C. Shekar、技術行銷經理 Conrado Canio

靈敏度

中，擁有一片天。
此外，針對工業應用，已併入亞德諾

距離(鄉村)

(ADI)的凌力爾特(Linear Technology)
則是推出自有的Dust網路。該公司

電池壽命

市場應用經理陳柔文表示，根據統
計，2025年全球物聯網市場產值將有
60%落在工業領域，但工業與家庭應

低

高

圖3：根據應用需求比較各類物聯網無線通訊技術

來源：Microchip

用的需求大不相同，因此不能以家庭物

控制器。針對各種物聯網應用裝置所

所幸，在業者的努力下，微控制器

聯網應用的無線技術直接套用在工業市

需，業者須選擇最合適的處理器或微

已越來越能符合物聯網應用的要求。有

場，必須有更多「堅持」。

控制器，才能在功耗、效能與成本上

鑑於物聯網應用所需的無線通訊技術各

取得平衡。

不相同，甚至前一代與下一物聯網產品

工業領域對於精準度與可靠度相當
要求，亦需長距傳輸能力。而Dust與

張益洲指出，物聯網應用中，若是

就得支援不同的無線技術，這時如果廠

LoRa、ZigBee或Thread網路底層都

節點裝置，則須要使用功耗非常低的微

商因為支援的無線通訊技術不同，而需

建基於802.15.4標準，惟在網路上層

控制器，這是由於這些節點裝置都以電

要重新進行產品設計，將有極大可能喪

設計有所不同，使Dust能夠將傳輸距

池供電、且無法時常替換電池；若是用

失市場先機。

離擴展至1,200公尺，並具備低功耗、

於中控中心或有市電供電的裝置時，則

德州儀器(TI)行銷與應用嵌入式

低成本與簡易安裝特性，且維持較佳訊

就不需要太計較元件功耗，反而需要關

系統總監詹勳琪表示，微控制器要賦

號穿透性表現。

注處理效能。

予物聯網裝置連接性，內部必須整合

不過，每種物聯網應用並非仰賴單

GigaDevice資深產品市場經理金

無線通訊的通訊協議，若是微控制器

一無線通訊技術就足夠。寶陸格以智慧

光一表示，近期有越來越多的物聯網

基礎架構都相同，透過類似堆疊樂高

家庭為例，家電的總控制裝置可能是由

裝置加入了生物辨識技術，不但保護

的方式，廠商僅需替換通訊協議的部

一個嵌在牆上的總控制器執行，這些都

裝置的安全性，也保障使用者的財物

分，或是再加上另一個無線通訊協議，

可以Thread技術相互連結，但消費者

不會輕易被有心人士盜取。此時，微

即可無須重頭設計，如此一來，將可

的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平板裝置

控制器就需要加入新的功能與提升演

節省時間與人力成本。詹勳琪補充，

也會身兼控制中心，這時就需要利用

算效率，但卻不能因為增添了新功能

「未來支援雙模無線通訊的技術的產品

行動裝置標準配備的Wi-Fi或藍牙透過

而讓成本「無限上綱」。

將越來越受市場歡迎。」

不僅如此，面對通用型微控制器無

物聯網應用市場也相當看重產品上

因此物聯網應用中的無線通訊

法滿足某些物聯網應用時，業者也須提

市時間。換句話說，業者開發的產品能

技術，設計師不僅要考慮應用中需

供客製化的微控制器予客戶，並提供完

夠越快進入市場越能搶佔市場大餅。詹

要導入那些無線技術，也須留意各

整開發支援與生態系統。

勳琪認為，要加快產品設計時程，支援

閘道器與Thread介接。

無線技術在各國開放的頻段也有差

另一方面，無線通訊技術也須使用

連網技術的微控制器設計要能越簡單越

異。例如sub-1GHz各國開放的頻段，

微控制器進行通訊協定的處理，而現階

好，廠商花越少的時間「糾結」微控制

日本310MHz、中國大陸470MHz、

段，單一無線技術無法「通吃」全部應

器的軟硬體設計或無線通訊協議的了

歐洲433M Hz ~ 868MH z ， 台 灣 則 是

用，因此微控制器需要支援多重無線通

解，將能給予終端產品開發設計更多

915MHz。

訊技術標準。更重要的是，針對對於無

的時間及人力，更能設計出「驚世絕

線技術沒有概念的業者，如何讓設計人

豔」的物聯網應用終端。

微控制器更滿足市場所需

員能夠簡單設計微控制器，使其滿足物

此時，微控制器業者提供的設計套

另一個讓物聯網概念變為實際的是物

聯網應用所需，將多多少少影響物聯網

件或軟體相關資源越豐富，越能節省客

聯網裝置的「大腦」— 處理器或微

市場的發展。

戶時間。而大多數的微控制器業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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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流 工 業 與 消 費 性 產 品 多 採 5V、3V、
2.5V、1.8V 及其他低電壓設計。而現今
各大半導體廠也為了確保不同產品間的
相容性以及避免不必要的複雜電路設計，
紛紛採用標準化產品來因應行動與穿戴
式裝置的趨勢。
電池尺寸及重量往往是穿戴式裝置
中最具挑戰性的部份。雖然小電池可以
使終端產品體積變小或是節省更多的空
間給更有價值的其他附加功能；但消費
者同時卻也更加在意電池續航力及充電
次數。因此，如何節省電力符合當前「行
動化」需求成為產品設計者的重要課題。
傳統電子零件的工作電壓可能是
3.3V、2.5V 或 1.8V，而最新應用處理器
或是系統單晶片的最低電壓卻為 1V 或甚
至更低。任何領域的電源系統都不偏好
複雜的設計，業界最終希望能將標準電
壓設置在 1.8V 以下。而標準值為何？
華 邦 電 子 W25QxxNE 系 列 支 援
1.14-1.30V 的工作電壓，W25QxxND 系
列則可達到 1.5V 延伸電壓，支援 1.141.58V 的工作電壓區間，兩種產品皆支援

1-128Mbits。

顯著的節能
效益

NOR 快 閃 記
憶 體 IC 在 低
於 1.8V 的 工
作電壓可有效
節省能耗；當
然，不同的應
用場景下，節
能的效果也不
同。終端產品
如手持式 POS 圖 3：比起 1.8V 電壓，採用 1.2V 電壓的快閃記憶體可簡化電源電路設計
系 統、 智 慧 手
錶、電子書與 GPS 導航系統皆是超低功
和 1.5V 延伸型串列式快閃記憶體將支援
耗串列式快閃記憶體的最佳代言。
相同的功能和封裝類型，系統軟體毋須
省電模式下的電源電流小於 0.5µA，
大幅更改，為工程師提供簡化電源電路
約略比 1.8V W25Q80EW 小了一半。
設計的彈性以及節約電源的更多優點。
W25QxxNE 的優點除了可節能以增
除了標準封裝外，皆通過 KGD 品質測試，
加電池續航力外，同時也減少電池的尺
可以晶圓或晶粒的方式供貨。
寸與重量，以及減少雜訊耦合。
1.2V 的另一優點是簡化電源電路設
1.2V 與 1.5V 延伸性電壓設計持續
計。 當 SoC、 應 用 處
看好
理器和微控制器採用
1.2V 電壓產品已導入至客戶設計並受到
1.2V 電壓標準，將可
低功耗領域新晶片廠商的青睞與認可，如
減少採用大而複雜的
上海樂鑫信息科技 (Espressif System)。
電源管理晶片來支援
Espressif Systems 執行長張瑞安說：「華
多 電 軌 設 計， 而 採 用
邦電子的低功耗串列式快閃記憶體已經
較 簡 單 的 元 件， 如 低
成為物聯網與智慧連網裝置的理想選擇，
壓 差 穩 壓 器 (LDO) 可
1.2V 串列式快閃記憶體產品搭配我們的
節省電路板的空間與
超低功耗 ESP32 Wi-Fi 與 Bluetooth 組合
成本。
晶片，證明能進一步減少電源消耗。該
產品已在我們的系統上測試成功，希望
能盡快地以模組化的產品推向市場。」
相容於 1.8V 電壓
圖 1 顯示 DRAM 各世代電壓演進技術讓記憶體 IC 的工作電壓降到 1.8V 以下，
快閃記憶體市場將會朝向標準化電
產品
甚至達到 1.2V 超低電壓。（來源 : 華邦電子）
壓， 集 中 在 1.2V 與 1.5V 延 伸 電 壓， 華
W25QxxNE 和
邦電子有信心讓系統設計師成功將產品
W25QxxND 系列支援
的工作電壓設計規劃在約 1.2V，以符合
標 準、 雙 通 道 與 四 通
未來的趨勢。[ENDS]
道 SPI 及 QPI 介 面，

圖 2：1.2V 串列式 NOR 快閃記憶體在 50MHz 速度操作下的耗電情形

資料傳輸速率最高可
達 每 秒 52MB， 適 用
於 傳 統 行 動 式、 穿 戴
式與物聯網裝置。
如同 1.8V 串列式
快閃記憶體一樣，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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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力專注於開發資源或套件的完整度，

顆系統單晶片(SoC)中，將有84%是記

傳輸到雲端平台分析，或是遠端更新韌

更透過社群軟體，讓開發者能夠相互交

憶體，邏輯的部分僅佔16%，未來記憶

體與管理、追蹤產品狀況。

流，期可協助客戶盡快設計出所期望的

體的比重也將越來越高。

不過，要開發物聯網服務平台，或

為物聯網專案實現效率最佳化

厚翼科技(HOY)資深協理王炳興表

是將產品連結到雲端，說起來很容易，

示，隨著無論是傳統 或FRAM記憶體開

實作上相當難。粘靜芳認為，要讓裝置

記憶體容量/穩定性需求增

始大量內建在單核及多核心微控制器

順利連結到雲端平台，若是選擇與第三

對於開發人員來說，如果只是鑽研最

不僅微控制器順應物聯網市場逐漸變

中，如何測試內建於微控制器的記憶

方雲端平台供應商合作，業者無論選擇

新的微控制器(MCU)規格表，很容易

化，記憶體也是如此。富士通(Fujitsu)

體效能，甚至進一步有效修復記憶體，

哪一家廠商，都要注意其平台是否支援

就會認為有效地使用了CPU資源(包括

市場部總監馮逸新表示，物聯網節點

都將是微控制器或是SoC的重要課題。

開放原始碼、是否擁有伺服器或和其他

記憶體和時脈週期)，這是目前在硬體

[0]

7

2

1

0

裝置大多是以電池供電，甚至不需電

不可否認，在物聯網應用市場中，

伺服器廠商合作，以及是否已架接好應

設計上的一個小問題。最新的32位元

[1]

15 14 13 12 11 10

9

8

池，且產品尺寸也需小型化，再加上

降低產品設計成本已成為業者追求的終

用程式介面(API)。

MCU可以為嵌入式系統提供快閃記憶

[2]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許多節點負責感測環境的工作，有時

極目標之一。王炳興認為，「透過更

體和RAM分配，這在不久前還是前所

[3]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未聞的；而且其CPU通常還能與桌上

[4]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型電腦預設的運行速度一樣。

[5]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6]

55 54 53 52 51 50 49 48

[7]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物聯網裝置。

需配置在較為嚴苛的環境，對傳統的
記憶體來說，是一大考驗。
為解決上述問題，寫入速度快、

有效的記憶體測試與修復解決方案，
將能有效降低物聯網開發平台的設計
成本。」

如此一來，才不會需要花許多時間
或成本去調整，甚至出問題還得花人力
與更多資源去修復。粘靜芳說：「目前
有許多公司已開始將目光從物聯網可以

資料漏失較少的鐵電隨機存取記憶體

作者：Matt Gordon、Thom Den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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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然而，近來開發過物聯網(IoT)產品

賺多少錢，轉向物聯網可以為企業省下

的人都知道，這些硬體的進步並非空穴

多少成本。」

來風；它們一直在因應終端用戶的期望

(FRAM)，可以說相當適用於物聯網應

建構服務平台不再傷腦筋

用中。馮逸新指出，FRAM可降低印

阻礙物聯網加速開發的絆腳石包含基礎

若是廠商要自行開發物聯網平台，

和設計要求而發生顯著的變化。因此，

刷電路板(PCB)佔位面積、減少物料

建設的成本、裝置與連線端的安全性，

該如何省成本？Ayla大中華區管道市場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開

清單(BOM)成本，加上沒有讀寫次數

以及開發時，人員及時間成本。不僅如

與區域銷售總監張家源表示，對於資本

發人員必須確保其軟體以最高效率執

的限制，因此相較於EEPROM、SRAM

此，物聯網服務平台的建置，對於沒有

雄厚的大企業來說，自行建置物聯網服

行，並且能有效地利用時間。

或DRAM具備較多優勢，因此物聯網

太多資源或是概念的產品製造商來說，

務平台，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對

執行於現代嵌入式系統中的軟體

應中的各種RFID標籤，FRAM即相當

也是令其相當頭痛的部分。

於中小企業而言，要升級、轉型至開發

往往出自各種來源。應用開發人員編

安謀國際(ARM)物聯網事業群業務

物聯網產品，光就人才難尋且「價格

寫的程式碼通常結合了即時作業系統

有用武之地。

OSRdyGrp
7

0

OSRdyTb1[]
6

5

4

3

最高優先級

最低優先級

圖1：在µC/OS-II排程器中，每一項任務的優先順序由陣列中的位元表示

FAT檔案系統
檔案
分配表

來源：Micrium

Reliance Edge
Metaroots

資料夾名稱

使用者資料

檔案名稱
中繼資料

使用者資料

此外，由於FRAM可為微控制器提

總監粘靜芳表示，物聯網產品發展的成

高」這一點，就很有可能扼殺中小企

(RTOS)供應商的現成軟體元件，而這

供高儲存容量與讀寫速度、更低功耗…

功要素是使用開放性標準、避免採用單

業進入物聯網市場的機會。

些元件又可能利用最初由半導體公司

等優勢，因此許多微控制器業者也開

一廠商擁有的技術、安全性與裝置完整

也因此，張家源建議，企業可以尋

提供的驅動程式碼。開發人員可以編寫

始將FRAM內建在微控制器中。根據

的開發工具支援；再者就是服務平台的

找專門的業者合作，將產品到連網、通

每段程式碼以最佳化效率，但本文更著

Semico Research的統計，2017年一

建立，產品收集的相關資訊才能進一步

路、雲端平台這一段補齊，僅需專心研

重於現成軟體元件中的效率最佳化。特

使用即時核心提供了重要優點，包

部份取決於其排程器的實現方式。一

發並銷售產品。此外，物聯網產品也需

別是其中兩個組成部份將作為審視資源

括提高效率。選擇將其應用程式碼用於

個核心的排程器(只是一段負責決定每

跟隨市場潮流進行「改版」，最快且便

效率的基礎：即時核心和事務檔案系統

核心基礎的開發人員可以最佳化其系統

項任務何時執行的程式碼)最終是一項

利的方式就是透過雲端，因此選擇合作

(transactional file system)。

中處理器資源的使用，同時更有效率地

開銷，但它必須不能蠶食掉透過擺脫

利用自己的時間。然而，並不是所有的

裸機系統獲得的好處。

廠商時，也需考量其技術平台是否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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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Silicon Labs

來源：Datalight

即時核心：高效系統的核心

核心都生而相同，因此，簡單地決定在

通常，在即時核心中，排程任務是

事實上，物聯網不是眼睛所看到的

即時核心是執行於當今許多嵌入式系

新的專案中採用核心，並不一定能保證

基於優先順序的，這意味著應用程式

那麼簡單，背後需要非常多的技術才能

統中的軟體核心。簡言之，核心是

提高效率。

開發人員為其任務分配優先順序(通常

實現。物聯網市場也不是廠商說要進入

一個排程器；為基於核心的系統編

「排程」(scheduling)是可能有不

以時間數字表示)，而且在進行排程決

就能順利進入，業者需要「做」的功課

寫應用程式碼的開發人員將程式碼

同核心且CPU資源的使用效率差異大

策時，核心即可支援更高優先順序的

非常多，開發的產品要如何「一站到

分為多個任務，而核心就負責安排這

的關鍵領域。透過提供一種允許任務以

任務執行。在這種機制下，核心必須

位」，真正滿足市場需求，還要兼顧產

些任務。那麼，核心是main()中無限

回應事件的方式執行的智慧調度機制，

保持某種類型的資料結構，即追蹤應

品上市時間與成本，有志進入物聯網市

循環的替代方法，它常常作為裸機

讓核心有助於開發人員在無限循環中提

用程式不同任務的優先順序以及每項

場的業者們真的需要努力再努力。

(bare-metal)嵌入式系統中的主要調

升效率，並以固定順序執行任務(或函

任務的當前狀態。例如Micrium的µC/

度機制。

數)。基於核心的應用程式之確切效率

OS-II核心，如圖1所示。

擴充，並與其他業者的雲端平台接軌。

圖4：支援多重網際網路通訊協議物聯網應用情境

圖2：FAT檔案系統與Reliance Edge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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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SRdyTbl[]中顯示8-元素陣列

中。然而，對用於記錄每個任務狀態的

組的理由通常是：從頭開始編寫等效

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甚至免費贈送。

更具成本效益的開發週期。處理器資源

(每元素8位元)，每個位元表示不同的

任務控制區塊(TCB)等資料結構，或甚

首先，有些RTOS提供類似FAT的

的程式碼相當浪費時間。換句話說，

因此，降低BOM成本，並以最少時間

的使用一直是系統的整體限制之一，在

任務優先級；其中：第一個元素的最

至在情境切換期間儲存CPU暫存器值

檔案系統。這包括使用標準媒體格式

應用開發人員最有效的時間利用是編

開發這些儀器的壓力很大。不過，開

開發資料記錄程式碼時不可避免地必須

低有效位元對應最高優先順序；最後

的堆疊，核心供應商可以選擇在內部

(包括資料夾和檔案)執行I/O的程式

寫應用程式，而不是埋首於數萬行的

發這些設備並不容易。事實上，新的

予以考慮，因此使用高效的事務檔案系

一個元素的最高有效位元表示最低優

進行分配或交給應用程式碼來實現。

碼。一般來說，其可客製程度有限，很

基礎架構程式碼。

血糖儀功能增加了彩色顯示、資料記

統較為理想。藉由Reliance Edge等檔

錄功能和雲端連接。

案系統方案，開發團隊可以輕鬆地將服

計能完全免受於電源故障的影響嗎？

先順序。陣列中的位元值反映任務狀

無論是哪一種方法，只要在建置時

少能防範電源故障時的資料遺失。另一

然而，正如核心和檔案系統的使用

態：如果相關優先順序的任務準備就

以靈活性為目標之一，即可產生一個高

個選擇是Datalight的Reliance Edge，

本身並不能保證CPU資源的有效應用

面對如此複雜的需求，負責血糖

緒，則用1表示；若任務尚未準備就

效核心。延遲將資源配置給應用程式碼

它採用交易點提供電源故障安全環境，

一樣，將這些模組導入新專案的決定，

儀開發的團隊當然希望利用核心的多

緒，就用0表示。

務縮減到最低限度，以便儘量為應用程
式留出最多的儲存空間。

也是為開發人員提供最大靈活性的方法

其令人振奮之處在於設計的靈活性如何

也不會自動確保開發人員能最有效地利

工處理功能。最佳化核心的記憶體佔

附帶的OSRdyTbl[]是µC/OS-II排

之一，因為它提供了選擇靜態或動態分

有助於提高效率。

用時間。為了讓開發人員真正專注於應

用空間可能是開發團隊的首要關注之

結論

程器的一部份，即圖中所示的單個八位

配機制的空間。Micrium的µC/OS-III即

Reliance Edge提供儲存選項的

用級程式碼，嵌入式軟體模組必須具有

一，因為典型的高產量、低成本MCU

雖然每個嵌入式系統都有其獨特的需

元變數—OSRdyGrp。該變數中的每

採用這種方法，讓應用開發人員決定如

客製化。在最小化的用例中，它稱為

直觀的介面，該介面還必須有詳盡的文

往往只有有限的快閃記憶體和RAM資

求，但適於為血糖儀實現最高效率的

個位元表示陣列中的一整行或元素：1

何最有效地分配其TCB和堆疊。然而，

「檔案系統要素」，不必使用資料夾或

檔介紹。在缺乏有效文檔的情況下，開

源。減少空間佔用的關鍵步驟是刪除應

方法也可以輕鬆地用於開發其它裝置

位元表示對應的行至少有一個任務就

如同在µC/OS-II的TCB情況一樣，強

甚至檔名。資料儲存於編號的索引節

發人員可能要花數週的時間解決事後證

用程式碼不需要的核心資源(如TCB)。

類型。重覆利用元件早已被公認為軟

緒；0位元表示該行尚無就緒的任務。

制在核心中實施資源配置是同樣有效

點(inode)中。這些位置的計數在編譯

明是函數誤用導致的問題。

消除應用中各種核心管理任務所需的堆

體開發的最佳實踐，而血糖儀所需的

透過使用清單1中所示的程式碼先掃

的方法，只要能配置分配資源量的方

時確定，但大小無需預先確定。一個

遺憾的是，如果無法可靠地實現所

疊耗費也將會有幫助。

許多基礎架構程式碼(包括即時核心和

描OSRdyGrp、再掃描OSRdyTbl[]，

法即可。最終，應用開發人員需要一

「檔案」可能包含較其它檔案更多的

描述的功能，即使是文檔編寫良好的程

例如像Micrium µC/Probe這樣的

檔案系統)可以作為其它裝置開發的基

µC/OS-II即可確定在特定時間中準備好

種從系統的記憶體空間中消除未使用

資料，並且僅在「檔案」的總容量達

式碼也會不必要地浪費開發時間。這就

工具，可用於實現這一目標，如圖2所

礎，除了替換少數底層程式碼外，僅

執行的最高優先任務。如列表所示，如

資源的方法。

到閾值時，儲存媒體才算滿載。還可

是為什麼除了要求完整的文檔外，開發

示。µC/Probe可以深入瞭解基於核心

需很少改動。

自由地對檔案進行截取、讀取和寫入。

人員在為新專案選擇軟體時，應尋求可

的應用的堆疊使用情況，讓開發人員

透過選擇具有品質保證的現成元件

相形之下，FAT格式的檔案系統具

靠性證據—例如過去的認證或測試結

輕鬆地辨識低效情況，以及提高效率。

作為專案的基礎，開發團隊可以確保

此的作業方式十分高效率，只需要兩行
C程式碼。

檔案系統效率

當然，緊湊、高效率的程式碼只是

大多數的裝置都需要儲存資料和記錄

有專用於兩種檔案配置表的媒體建構模

果。實際上，每個軟體模組在宣傳文

當實施血糖儀的資料記錄功能時，

自己的資源以及嵌入式硬體的有效利

開發人員在核心中尋求的特性之一。

事件的選項，作為在傳送到雲端之前

組。針對每個用戶資料檔案，為其分配

獻中聽起來都很可靠，但只有一部份

儀器的開發團隊將可從檔案系統的功能

用，並且可以專注於編寫創新的應用

有鑒於大多數新款MCU提供的快閃記

的臨時保存空間、或者是更長久地儲

檔名和中繼資料—前者可能相當大以

模組提供了可靠證明能確保其「言行

中受益。在此，與核心一樣，使用現成

程式碼，使其設計在眾多的產品中脫

憶體相對多於RAM，對於開發人員來

存在裝置上。為此目的設計的任何程

支援較長的檔名。如果使用子資料夾，

一致」。例如，Datalight的Reliance

的軟體模組可以減輕開發基礎架構程式

穎而出。物聯網創新的曙光已經開始

說，考慮核心所佔用空間的資料端也

式碼就是檔案系統，無論是由開發人

其中繼資料和長檔名也將會佔用空間。

Edge就提供了用於各種不同測試的原

碼的負擔，從而有助於實現時間更短、

閃爍。

很重要。對於核心的排程器來說，龐

員編寫和測試的，還是以RTOS解決

所有的結果都會導致儲存媒體上用於收

始程式碼，讓應用開發人員確認檔案

大的RAM佔用空間導致過多的開銷，

方案的一部份提供。檔案系統還可以

集使用者資料的可用空間變少。

系統在特定開發環境中能否可靠執行。

從而減少了多工應用程式碼通常具有

提供效率選項，其範圍從簡單(保留多

對於較大的設計，Reliance Edge

的好處。

少記憶體緩衝)到複雜(是否支援完整

提供了更像是POSIX的環境。這裡的

以最佳效率開發IoT醫療裝置

的POSIX作業)。

檔案名稱、資料夾和檔案系統中繼資

什麼類型的開發環境可能出現在物聯

核心可以採用兩種方法來分配多工
處理所需的基本資源：分配這些資源的

開發人員應該從對於儲存資料的要

料(如屬性以及資料和時間)是一種可

網專案中？有鑒於嵌入式裝置對於連

責任可以留給應用程式碼，或是本身可

求開始。資料是否能在現場進行操作？

配置的選項。對於期望從其它設計移

接性的要求迅速增加，不可能確定一

以處理分配的核心。在任何核心中必

或只是暫存並在稍後傳送？要測量多少

植POSIX介面的應用來說，這可能是

種硬體、軟體和工具鏈的特定組合來

然存在某些變數和資料結構，因為它

內容？資料應該分開或合併儲存？資料

非常好的選擇。最終，檔案系統要求

界定這個範圍。要找到一種能完全代

們對於執行多工服務至關重要，所以

暫時儲存至裝置進行收集之後？還是要

的最終選擇與用例直接相關，成為最

表物聯網可能範圍的終端產品同樣具

這些變數和資料結構完全存放在核心

傳送到雲端？儲存媒體有多可靠？設

有效率的資源方案。

有挑戰性。儘管如此，這一領域的討
論當然可以從具體的例子中受益。

全面考量效率
y
=OSUnMapTbl[OSRdyGrp];
OSPrioHighRdy=(INT8U)((y<<3u)+OSUnMapTbl[OSRdyTbl[y]]);
列表1：只需使用µC/OS-II的兩行C程式碼即可完成排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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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說明物聯網開發人員面臨的

除了資源使用問題之外，多年來，在

挑戰，本文以一款在幾年前還未被視

購買核心、檔案系統和其他軟體模組

為連網裝置的血糖儀為例。這種產品

時，效率一直是開發人員關注的頭等

的關鍵特徵之一是市場容量：血糖儀

大事。這是因為用於證明採用這種模

每年的產量有數百萬，並且往往以低

圖3：µC/Probe提供對於系統資料的執行時間存取，包括核心統計資訊

來源：Micrium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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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藍牙重塑LED照明
控制網路

分析這些資料可以產生很多新的

使用者能輕鬆地與周圍的現代照明互

信標可以觸發訪客智慧型手機上的應用

用途，例如可用於使智慧照明因應環

動。Casambi的平台方案可提供從基

程式(App)，以顯示有關博物館/零售商

境光線、濕度或二氧化碳濃度等因素

本的個人照明燈具控制到工業規模、

的展示資訊。

而變化。這些資料還可以用於統計人

基於雲端的遠端控制、監控和資料記

數、記錄事件、在適當的時間提供行

錄的解決方案等多種功能，而且可以

能量採集

銷資訊或協助管理人群。

輕鬆地以低成本整合於照明燈具、驅

對於任何無線裝置，電源正成為重要

動器和模組中。

議題。在維護和停機成為關鍵成本要

Matthias Kassner，EnOcean GmbH產品行銷副總裁；Saara Guastella，Casambi產品行銷經理

無線協定和網狀網路

素的大型商業建築中，使用一次或二

LED照明革新了照明產業，創造了全

能量採集無線或所謂的EnOcean標

新應用

新的市場條件。藍牙低功耗(BLE)是

準是目前最成熟的技術之一。它由

基於藍牙的照明不僅支援透過智慧型

要瞭解這個挑戰，必須考慮搭載超

EnOcean聯盟(EnOcean Alliance)定

手機的直接控制和配置，還可以實現

過10,000個獨立感測器或開關節點的

義，該聯盟是國際建築自動化產業從

新的照明功能，如近接感測(proximity

大型辦公大樓，這一類建築物必須儘可

業公司的一個聯合組織。1-GHz以下

sensing)或信標技術。在此，藍牙網

能避免需要維護(電池更換)的情況。多

Wi-Fi等其它通訊協議提供了有趣的方

RF頻段的無線通訊，由於頻段內沒有

路基於各節點的接收訊號強度，以檢

年來，能量採集感測器和開關已充份證

案，還能與其它技術結合，使智慧照

Wi-Fi或藍牙裝置，因而集廣範圍、低

測各藍牙節點的位置。

明是這個問題的理想解決方案。

明更聰明。

RF干擾的雙重優點於一身。

用熱點地圖分析消費者行為

針對智慧照明最佳化的協議。由於它
獨特地結合了低功耗通訊與智慧型手
動作

機的廣泛支援，從而為取代ZigBee和

次電池的傳統方法並不可取。

基於藍牙的網路適用於近接感測，

能量採集無線技術開發商EnOcean

藍牙低功耗(BLE或藍牙智慧)是為

因為各個節點的RF範圍非常有限(這點與

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部署這樣的裝

物聯網打造的創新。它的第一大賣點

EnOcean RF協定等其它協定不同)。因

置。在2016年10月，導入了第一個用

是幾乎可在近年出售的每一部智慧型

此，基於密集鋪設的接收器基礎設施，

於藍牙低功耗系統的能量採集開關模

在三個明顯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都

手機和平板電腦內發現它的蹤影，而

可以非常準確地確定發射器的位置。

組PTM 215B。最近，EnOcean向全球

有其獨特性。

且BLE是唯一可如此自我標榜的低功

位置資訊可用於實現接近敏感的智

推出用於藍牙照明系統的無線和自供電

第一階段的特徵在於用基於LED的

耗RF技術。因此，你可以使用大多數

慧照明。例如，有人進入房間時，自動

Easyfit牆式開關。結合來自Casambi

方案取代白熾燈泡，或螢光燈管等傳統

現有裝置直接設置和控制BLE智慧照明

啟動預設場景；或者在人們通過建築物

的自供電藍牙照明系統，Easyfit牆式

光源。其主要目標在於透過降低功耗以

系統。這使得由BLE控制的系統部署和

時，根據其位置開關燈光。

開關為照明安裝者提供免維護、易於

及延長LED光源相對於傳統光源的使用

運行簡單且具成本效益。

從照明控制到物聯網
從現有照明方案轉型至LED照明發生

消費者行為

圖1：從照明控制到物聯網

來源：Casambi

壽命，從而降低運營成本。
基於LED照明的功耗降低了約75%，

它還可應用於其它方式：想像一下

Casambi即利用了這項技術於其無

在商店或博物館的展示照明，有些就搭

線照明控制軟體平台，使智慧裝置的

配了內建信標的設置。當有人走近時，

了靈活控制以及直觀使用。
這些自供電開關使用按鈕的動能來
產生控制和調光的無線訊號。此外，還

使用壽命比傳統白熾燈更長25倍。根

可以添加自供電感測器，為必要的感

據美國能源部(DoE)估計，在2027年以
前，當LED照明普遍使用後，僅在美國

定位和即用型解決方案的優勢，實現

圖2：基於藍牙的照明控制

來源：Casambi

測器位置克服缺少線路電源的問題。

間的無縫通訊。

就可節省約348兆瓦時(TWh)的電力。

量(所謂的日光照明)調節室內照明

這相當於44座發電廠(每座約1,000百

的亮度。這特別適用於帶大型玻璃

第三階段的特點是照明系統成為

萬瓦)的年發電量，按目前的電價計

帷幕等擁有大量環境光的建築物。

物聯網(IoT)應用的資料骨幹。照明系

基於藍牙網狀網路(Mesh)的新型照明

算，相當於節省了300多億美元成本。

· 定義可調光燈(所謂的任務調節)的

統在此繼續提供傳統的照明功能，同

方案可為物聯網應用提供新的基礎設

第二階段重點在於LED照明與感

最大亮度設置，以避免出現過度

時產生各式各樣的感測器資料並將其

施。它們實現了不同感測器資料的整

測器、控制的結合，進一步最佳化能

照明的區域，並最佳化各個區域

發送到雲端。

源效率和用戶便利性。它使用三種主

的光照水準。

要控制機制：

為了滿足這些用例，基於標準化無

例，其基本功能仍在於控制燈光。此

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進行輕鬆控制和

· 在場感測器(Occupancy sensor)

線技術的LED控制是最有效的選擇，因

外，還可以使用在場感測器的資料來

配置，使其使用時更直觀。此外，使

可以在不需要時自動關燈。這對可

為它可實現最短中斷的快速安裝和輕鬆

確定辦公室的空間利用率。此外，在光

用能量採集開關和感測器的可能性還

能不會一直使用的個別區域，如大

升級。由於射頻(RF)技術的進步和標準

源之間搭建的無線網路可用於傳送與照

具有免維護操作、定位和易於升級等

型辦公空間等尤其有利。

的出現，無線應用在過去十年的普及程

明控制無直接相關的感測器資料，如溫

多種便利。因此，照明將迎來另一次

度正穩步提高，從而支援了不同裝置之

度、濕度或空氣品質感測器等資料。

· 環境光感測器能根據可用的環境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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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搭配在場感測器的照明系統為

結論

圖3：近接感測

圖4：用於藍牙照明系統的自供電Easyfit開關

來源：EnOcean GmbH

來源：EnOcean GmbH

合和視覺化，從而提供對於建築參數
更深入的瞭解。這些方案可以透過智

的技術飛躍。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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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現成元件打造5G和
物聯網RF系統

件也已經選好了，並且經驗證可在系
統中運作。此時，我們已經準備好可
建構RF系統的硬體。

使用現成元件實現5G系統
如圖3所示，打造28GHz 5G RF接收器
系統，使用了來自Mini-circuit、Analog

How-Siang Yap，是德科技產品經理和規劃師

Devices、Qorvo、Marki、Avago等供
5G是指即將來臨的第5代無線行動網

應商的現成元件，並透過X microwave

路，可運作於24GHz到95GHz頻段，

作成模組。每個模組化的板塊稱為

支援極高速的無線連接，例如4k/8k

X-Block，包括LO、混頻器和放大器等

超高解析度(UHD)串流電視。物聯網

主動元件的所有偏壓和週邊被動元件，

(IoT)是另一個快速成長的無線技術，

其特點是在共平面互連的參考平面上量

可將生活周遭的所有事物——從個人

測模擬用的X參數或Sys參數，以便精確

電子裝置到工業感測器－緊密相連並

建立系統硬體實際使用它們的模型。
這些元件之間透過一個翻轉的共平

即時追蹤。
預計到2020年，全球將有超過500

面層連接，該層跨過X-Block之間極小

億個實際運作的物聯網裝置。為了快

的間隙，透過按壓安裝，無需焊接即可

速設計並建構5G和物聯網產品以便提

運作到67GHz。1.9mm測試發射器也

高市場佔有率，射頻(RF)和微波工程

圖3：28GHz接收機系統硬體原型採用X-microwave的X-Blocks。「模擬什麼就得到什麼」，
不至於發生接點寄生效應或系統模型不準確造成不相符的情況

圖1：頻率為28GHz的5G RF接收器系統，雙降頻至1-GHz中頻

圖4：以不同R F輸入功率測得的量測 EVM與模擬EVM比較。二者的誤差都在儀器的不確定
範圍內

由按壓安裝，因此X-Block可無損地重
複使用。待原型確定後，由於採用相同

師背負著大量的工作和沈重的壓力。

的層疊材料建立，可直接將相同的組合

5G RF系統模擬頻率達
28GHz

佈局用於生產。

由於互連寄生效應、週邊裝置偏壓和

結果意外地接近，如圖4所示，二者的

被動元件，以及缺乏可用的系統元件

差距在向量訊號分析儀不確定性誤差

模擬模型等因素，使得設計和建構可

的範圍內。

而在測量系統時，量測結果與模擬

在24GHz或更高頻率運作的RF系統，
成為挑戰性極高的任務。而且使用試
算表計算，然後用實際的硬體進行測

圖2：針對EVM進行損失估算，即可診斷RF系統路徑上的哪個元件導致數位調變RF訊號退
化，如此可避免耗費硬體原型的重覆操作

圖5：在不到1小時的時間內完成2-3GHz的3級匹配網路之阻抗匹配合成和微帶傳輸線佈局，
實現-20dB回波損耗和35dB增益

(30%或更多)上針對隨頻率而變的複雜

器晶片組S參數，以及匹配從2到3GHz

物聯網設計

阻抗，如天線、物聯網晶片組的S參數

實現的-20dB回波損耗和35dB增益。

物聯網的無線傳輸效率、覆蓋範圍、

量測結果或不穩定的非單向離散電晶體

微帶傳輸線的佈局尺寸也是利用自動

試，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儀表和

· 線性電路資料的S參數；

成EVM效能退化的元兇，來自於LO相

資料頻寬和作業頻率息息相關，其中

放大器等進行多級阻抗匹配，是極其困

插入不連續元件，如T型線和開路截線

努力，才能確保反覆迭代。

· 根據特性方程式建構的模型。

位雜訊以及混頻器與放大器的線性度。

有多項標準正在制定中。物聯網的頻

難和繁瑣的。

來合成。整個過程在一小時內完成。

所幸目前有了一種更有效率的方

自使用試算表以來，RF系統模擬

改善這些問題元件並調整其違規的規

率大致分為兩類︰Sub 1-GHz，以

更有效率和最佳的方法是利用自動

5G RF系統和物聯網裝置如今可快

法，能夠一次完成RF系統的設計、原

技術已歷經長久發展，在準確度和診

格，即可提高系統效能。如此一來，我

及更高頻的2.4GHz和5.8GHz工業、

阻抗匹配合成，該途徑採用了多種演算

速模擬、製作原型，並利用現成的系統

型製作和實現。圖1顯示一個5G系統

斷功能方面也有了重大的改善，例如

們可選擇不超出或低於規格的適當系統

科學和醫療(ISM)頻段。從設計在這

法，從簡單的L段到真實頻率技術，解

元件生產，可歸功於診斷能力的突破，

方塊圖，包含28GHz RF輸入和兩個降

辨識非線性調變失真(IMD)的元件來

元件，以便用最低成本現最佳效能。

些頻段作業的物聯網實際無線鏈路來

決上述日益困難的阻抗匹配問題。因為

以直接找出系統中規格錯誤的元件。現

頻用22GHz、7GHz本地振盪器(LO)、

源和頻率方程式，以及系統線路中哪

在設計過程中指定特性規格，然後

看，重點應該放在天線和物聯網晶片

這種合成功能可以在幾秒內，以分散式

成RF系統元件準確的X參數和Sys參數

一個1-GHz中頻(IF)。透過系統模擬器

些系統建構模組和規格導致系統性能

試著在實現過程中找到符合規格的實際

組間的阻抗匹配。為了將訊號發射到

或整合式網路完成困難的同步多級匹

模擬模型，使得從設計、原型到生產的

可模擬此方塊圖，包括以下的系統建

退化，如數位調變RF激勵導致的誤差

元件，這種方法相當常見但效率奇差，

更遠的地方，可在晶片組和天線之間

配，使得物聯網無線設計工程師能夠

過程中無需任何反覆，即可達到「模擬

構模組︰

向量幅度(EVM)、位元誤碼率(BER)與

而且不可避免地導致多次重覆。Sys參

插入放大器。

快速試驗多個匹配拓撲結構，並選擇其

什麼就得到什麼」的效率。阻抗匹配合

· 非線性電路資料的X參數；

相鄰頻道功率比(ACPR)。

· 系統特性資料的Sys參數，與頻
率、偏壓和溫度相依；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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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可模擬的現成元件規格表，X參數

理想情況下，阻抗匹配網路必須要

中最節省時間的方式來實作。圖5顯示

成功能可即時從多種適合的匹配拓撲中

圖2顯示，藉由進行EVM誤差對系

則可直接用於RF系統模擬非線性元件

精巧且易於實作。使用傳統的Smith圖

3級、同步匹配天線到低雜訊穩定電晶

選出最經濟的實作，取代了繁瑣的手動

統元件的損失估算，就能立即發現造

的量測數值，因此在完成設計時，零

表或桌上逐次連近法，在廣泛的頻寬

體放大器電路的結果、測得的功率放大

設計和最佳化。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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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眼中的工業4.0

LVDS

ADC

作者：Thomas Brand，ADI現場應用工程師

4A~20mA

PHY

目前，經常被稱為「工業4.0」(Industry

因應這兩種觀點的策略。舉例來說，

蓋了生產及其產品的整體價值鏈—起

4.0)或是德國所稱的‘Industrie 4.0’典

半導體產業的公司就很擅長採用這些

始於感測器節點，透過雲端，然後到達

範轉移正在進行中。在國際間的使用習

雙重策略。

下游服務。

感測器

聚合至乙太網路
(PROFINET、EtherCAT、
PowerLink、Ethernet/IP)

ADC

ADXL356/ADXL357

RS-485

介面/
通訊

慣上，(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oT)、

許多半導體製造商都能處理這種複

就轉型至智慧工廠而言，在智慧化

智慧工廠或是虛實整合(生產)系統等專

雜的概念，將自家生產線轉型為全自動

以及節能產品方面有著強制性的需求，

有名詞通常可以互換用於代表同一件

化的智慧工廠，例如Analog Devices

或者甚至是可以透過簡單的方法(例如

事。工業4.0意指工業價值鏈及其產品

(ADI)。此外，這些製造商也為同屬製

即插即用)整合至現有生產架構的完全

朝向數位化與網路化發展的全球趨勢。

造領域的其他公司提供了創新的技術，

自動化系統。這些系統是由各種半導

工業4.0的高度發展(特別是在德

協助將其製造設施轉換成智慧工廠。因

體元件與感測器，並結合類比與數位訊

國)，絕非僅僅發生在商業世界。工業

此，中小型企業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

號處理IC而組成的。價值鏈從這些元件

4.0因為其對於經濟帶來的衝擊，例如

因為他們是德國工業的主要組成(比重超

開始—首先，感測器負責收集來自於

比數位轉換器(ADC)、微控制器，以及

額外的工作，且能持續地專注於其核

進一步地發展德國製造業的競爭力，

過98%)。究竟，工業4.0實際的支援類

現實世界的資料，接著必須在數位領域

各種類比與數位元件，部份絕緣或是支

心事業上。尤其是供應商企業之間的

因而也受到政治面的驅動。在這樣的氛

型為何，半導體製造商面對的挑戰，以

內轉換與處理資料(圖1)。

援乙太網路(Ethernet)、6LpoWPAN或

合夥或合作計劃，都可以被視為是支

圍之下，政府官員開始推動一項結合供

及它將帶來什麼樣的機會，這些問題都

ADRadioNet等通訊標準的無線介面，

援的類型。

應商與使用者公司觀點的雙重策略，主

會在文中逐一探討。

隔離

低複雜度乙太網路

低功耗微處理器

RF

圖2：以MEMS為基礎的智慧型感測器解決方案

新的需求是什麼？

實現整合型訊號處理功能。ADI開發的

因為工業4.0有著許多的優點，許

要著眼於工業自動化以及工廠設計。為

公司必須決定其製造設施是否要轉

隨著價值鏈的發展，市場需求也需要

ADRadioNet通訊標準是一種無線的自

多相關的問題也隨之而起，像是為何

此，對於製造商來說，重要的是將最新

型成智慧工廠，而其所代表的則可能是

隨之改變。這就是為何半導體製造商

癒多點跳躍通訊協定，具有高可擴展性

有許多的企業至今仍未投資打造自家

技術用於其生產製程中，以及將這些技

無意義的努力，或者是以相應地成本降

必須調整自家企業及其產品以因應智

與低記憶體消耗等特性。此外，整合的

智慧工廠？

術與產品推廣到市場上。

低實際提升生產力。

慧工廠現實之故。技術的趨勢正朝著

加密方式像是AES-128與AES-256改善

從主導供應商的角度而言，資訊或

為了找到這些關鍵問題的答案，多

智慧化與節能產品，以及整合安全防

了安全性，以避免可能的網路攻擊。最

猶豫的原因

通訊技術與典型高科技方案的整合，主

家市場研究公司已經進行大量的研究

護與能量採集等功能的方向發展。這

後，功能安全在這些系統的開發過程中

投資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對於智慧工

要是用來擴展生產部門以及其技術。為

了。他們都得到了相同的結論：工業

樣的元件，或是更完整的系統看起來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這一點在智慧

廠感受到的非利益因素及其有關的成

了實現如此的擴展，必須滿足由於市場

4.0將會對中小型企業提供附加價值，

就如圖2所示，採用ADI以MEMS為基

工廠架構下也具有相等的重要性。

本。舉例來說，由於缺乏貨幣評估的

動態與複雜度日益升高而出現的先決條

而企業也應該抓住相關機會，藉以鞏

礎的加速度計ADXL356。

件。從製造商的觀點來看，設計出適合

固其公司的成功。特別是對於半導體

新市場並且在往後可以服務這些市場的

對於半導體製造商而言，未來若只

標準，因此目前想要計算投資率仍然

ADXL356是一款低成本、低雜訊的

是延伸其感測器與其它半導體元件的範

是相當困難的。所以半導體製造商必

製造商而言，其研究的結果可以分成

三軸加速度計，具有高達±40g的量測

圍是不夠的。為了要在市場上被認可為

須提升其客戶的認知，並提供能夠展

智慧技術與產品十分重要。因應供應

三個部份：新技術、新產品的提供以及

範圍(FSR)。此元件的關鍵特點在於具

一家全球廠商，以及深入開發工業4.0

現智慧工廠優點的教育材料，同時也

商與製造商的需求，公司需要有能夠

新事業模式。這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涵

有極低的偏置漂移以及低功率耗損。由

的完整潛力，現有產品的範圍必須要

要指出在投資時所能獲得的價值。

於ADXL356採用高度密閉的封裝方式，

以通訊和低功率微處理器技術予以擴

然而，投資的進行不能只限於有意

因此特別適合在嚴苛環境中進行精密的

展。例如，ADI為通訊領域提供多個使

願要將自家設施轉型為智慧工廠的中小

傾斜量測、高解析度的振動量測，以及

用HART數據機的解決方案，可利用既

企業。智慧化解決方案的供應來源，例

在低電流或是以電池運作的無線感測器

有的基礎架構，以相當簡單的方式改

如半導體製造商，必須要投資於其產品

網路中實現高性能(長時間)的測量，例

善傳統的匯聚型通訊網路，實現其新

上，甚至可能要投資於各種事業部門所

如用於結構健康監測(SHM)、姿態航向

的節能技術。

需的重新建構方面。對於新的技術與事

感測器

類比
訊號處理
ADC/DAC

數位
訊號處理

致動器

閘道器

IoT雲端資料
歷史/資料分析

參考系統(AHRS)或是其它各種猛然間受
控制/微控制器

圖1：智慧工廠的訊號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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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模式，以及行銷活動、資格評估以

得到製造商與供應商的大力支持，以便

及銷售管理的開發與擴展而言，投資

ADXL356形成了系統的基礎，然

更快且更具效率地將新產品整合於其系

是必要的。

後再以更多的功能加以延伸：透過類

統中。透過這種方式，企業就可以減少

到過多力度的應用裝置。
軟體

根據市場研究顯示，中小企業希望

隨著生產領域的轉型，資料與IT安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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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領域的重要性不斷地受到重視。

此哪一種工業4.0將被完整執行並沒有

然正加速中，假如錯過了這一波大勢，

這些主題不只是成功導入工業4.0的重

確切的日期。與其討論工業革命，改用

往後將很難以再跟上腳步。

要需求而已，還必須持續地實施於數

「工業演進」這樣的說法還更具意義。

因此，企業不再只是把工業4.0當作

位系統當中，做為關鍵的接納與成功

隨著生產環境的改變，新的廠商

是一個短暫炒作的話題。同時，目前的

與競爭者也會出現或是影響市場。各

市場發展也清楚地顯示出業界朝向工業

對於許多公司而言，重要的是在實

種聯盟也會隨之出現，並將以一種更

4.0與智慧工廠前進之勢不可擋。至於

施工業4.0的早期階段即設定基本策略

有意義的方式塑造生產的形象。工業

缺少標準、缺少安全性、缺乏知識等

課程，以相關技術匯整經驗。然而，這

或是企業的未來將越來越不必在工廠

大問題，顯然也就相對地變成小問題

個過程需要相當的耐性，因為許多相應

內決定。軟體與服務領域也將會扮演

了。此外，對於未來生產環境的疑慮

技術在5至1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都還不

重要角色，因為只有將虛擬與現實的

也隨之減少了。

太可能充份地發揮潛力。因此，工業

世界加以連結與合併，才能確保有更

4.0的實施過程將會需要很長的時間。

強大的生產潛力。

的因素。

此外，由於缺乏一套清楚的定義，因

對於企業而言，目前的發展步調顯

表1：目標應用的功耗預算

外部電流

MCU無線操作

MCU感測器測量
MCU睡眠基準

功耗元件
電源管理
工作週期感測器，以ADC採樣
其他
接收(Rx)
發射(Tx)
CPU/系統，實現無線操作
ADC操作
CPU，用於操作ADC
RTC與振盪器
基礎設施
總計

平均電流[µA]
1
2
0.5
2
10
20
0.5
24
0.4
1.1
61.5

總而言之，朝向智慧工廠轉型的
工業4.0及其所需的技術，為半導體製
造商與其成功提供了龐大的潛力。

ADC採樣，系統電流
1000µA

100µA

實現以0MIPS運作的嵌入式系統

10µA

作者：Øivind Loe，Silicon Labs MCU資深產品行銷經理
1µA

降低功耗一直是微控器(MCU)市場的

到在深度睡眠模式時的功耗低於2μA，

著頻率線性調整。其組成部份有二，

主要關注焦點。超低功耗MCU現在可

以及在某些睡眠模式時的功耗甚至低於

其中的第二部份在較高的操作頻率下

大幅降低主動和深度睡眠的功耗。此

50nA。您可能認為這些模式的可用性

具有較小的影響：

種變化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

自動地使系統功耗降低，但情況並非

1. 處理程式本身隨時脈頻率而變化

大幅提高了日常嵌入式應用的電池壽

如此。相反地，應用使用睡眠模式的

2. 用於基礎設施元件，如穩壓器、欠

命，以及在未來使用能量採集的可能

能力才是關鍵。

性。然而，為了適當地利用現有MCU

1Hz

10Hz

100Hz
1000Hz
以IRQ驅動

10000Hz

圖1：採用中斷進行ADC採樣，隨著每秒相互作用的次數增加，功耗隨之增加

ADC採樣，系統電流
1000µA

壓檢測器(BOD)等的基準電流
盡可能地將其卸載到MCU中的其

的電流消耗規格，開發人員必須考慮

為什麼主動模式有好也有壞？

他周邊裝置，並盡可能使CPU處於休

許多因素。開發人員可利用現代MCU

使用MCU或WMCU最直接方法，是讓

眠狀態，以避免從主動模式帶來的高

中周邊裝置的自主操作，透過更接近

CPU管理一切。例如，您可以啟動類

功耗，是相當有助益的。

於‘0’MIPS的操作，實現規格表中

比數位轉換(ADC)，將一些資料放入通

所要求的低功耗。

訊介面(如USART傳輸)中以讀取ADC

功耗預算

100µA

10µA

對於在功耗敏感的物聯網(IoT)

資料，並對資料做出決策，其中的一

對於具有有限電能的電池供電應用，

應用中所使用的現代MCU和無線

切都由CPU直接控制。直接的CPU控

重要的是要知道能量在哪裡被使用，

MCU(WMCU)，執行程式碼時的功耗

制簡化了開發，但其代價是：每當必

以便能開始為其實現最佳化。表1顯示

已經明顯下降了，甚至達到40μA/MHz

須關注週邊裝置或外部事件時，MCU

未經有效最佳化的(感測器監測)無線應

以下。藉由這些低功耗規格，您可能會

將會發現自己處於主動模式，從而使

用之功耗預算。

想知道為什麼需要睡眠模式。為什麼不

功耗大增。

1µA

1Hz

10Hz
以IRQ驅動

100Hz

1000Hz

以PRS+DMA驅動

10000Hz

以PRS+CMP驅動

圖2：ADC採樣圖顯示最小化電流消耗的各種方法

藉由平均每個元件的電流消耗來測

包括一個低頻振盪器和一個即時時脈

封包，這對於低功耗藍牙裝置來說是
非常普遍的。

直接以500kHz運作時脈，以實現20μA

近來，一些規格表將指定40μA/

量或估計功耗。如果CPU的工作週期

(RTC)，為系統事件進行定時並允許

的電流消耗，並且讓您的應用以電池運

MHz及以下功耗作為主動模式，尤其

為2%，並以60μA/MHz操作於20MHz

深度睡眠。感測器測量的貢獻來自於

最後，還有非MCU元件的貢獻。

行長達10年？這可不是那麼簡單的。

是在較高頻率下。因為較低頻率的μA/

的頻率，則CPU的貢獻為24μA。

採用中斷以及中斷之間的深度睡眠，

MCU可能無法直接控制這些元件中的
一部份，包括電源管理周邊裝置，但
由ADC採樣的感測器在這種情況下可

過去幾年來，睡眠狀態下的功耗

MHz數值較高，導致絕對功耗更高。

請注意，表1所示的功耗預算是

以0.5kHz採樣感測器。這種以藍牙低

已經顯著地改善了。我們現在可以看

這是因為在主動模式下的電流不會隨

根據功能劃分。例如，基準睡眠電流

功耗實現的裝置每秒均傳輸廣播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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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MCU直接進行工作週期。若非如
此，感測器電流將完全進行控制。對
ADC動態比較器

於這個例子，連續的感測器電流約為
390μA，但是在適當的工作週期下，
幅降低了電流。
如果該無線應用由具有225mAh容
量的CR2032電池供電，則在61.5μA功
耗作業時的壽命約為0.4年。但我們其
實可以做得更好。

輸入訊號(V)

每個ADC採樣只能使用10μs，從而大

3.5
3.3
3.1
2.9
2.7
2.5
2.3
2.1
1.9
1.7
1.5

較低功率運放：實用正弦波
設計要點 564
0

2

4

6

8

12

14

16

現在看看降低MCU感測器測量電流的

ADC輸入訊號

下限閾值

上限閾值

圖3：當訊號超過 值時，動態ADC比較器的值可透過CPU中斷進行更改

感測器，但相關示例可能集中在一系
列不同類型的測量以及與外部環境的

Main CPU

ta

Da

互動。在這兩種情況下，在MCU和

Interrupt

外部環境之間都會發生頻繁的互動。
DMA

RTC

實現低功耗感測的最簡單方法是

RAM

PR

盡可能地讓CPU睡眠，僅在採樣時喚

S
Data

醒，同時盡快地重新回到睡眠狀態。
針對非常低的採樣速率，這會是個好方

PRS

OPAMP/DAC

法，但從圖1可以看出，當採樣速率或

Ex

cit

每秒相互作用次數增加時，系統的電流

ADC

ati

on

WDOG

Sensing

許多類型的應用程式必須具有高度
的活動狀態，同時仍保持電池壽命。超
且需要採取措施，才能使這些應用處
於低功耗設置。
圖2顯示兩種其他的感測器管理

耗。在1kHz時，系統電流從58μA降

棄置。當監視緩慢改變訊號或是尋找

至25μA。

訊號中的特定事件時，這種途徑多半

更有效驅動ADC的方法是以PRS/

(PRS/DMA)途徑完全無需使用CPU，

人們並不指望採用一個 5V 低功率運放來產生一個具
–100dBc 失真的正弦波。雖然如此，採用 LTC6258 的
帶通濾波器仍然能夠與一個易用型低功率振盪器相
組合，以在低成本、低電壓和極低功耗的情況下產
生正弦波。

比較器(CMP)驅動的途徑，其中RTC

當使用比較器監測訊號時，一種方

仍然透過PRS系統觸發轉換，但在這

法是測量訊號值，並在訊號中最後一個

式下進行。因此，RTC透過事件系統

種情況下，ADC使用比較器函數立即

已知值的任一側設置比較器。只要訊號

(如Silicon Labs的PRS)將事件直接發

對樣本進行評估，除非發現特別的事

保持在比較器閾值範圍內，系統將維

送到ADC，而不是由RTC喚醒CPU來

項，否則不啟用DMA或CPU。這種途

持深度睡眠，而ADC同時監測訊號，

啟動ADC轉換。ADC在接收到此事

徑能以1kHz的採樣速率和3.5μA的系

CPU則將保持睡眠狀態。

件時自動啟動ADC轉換；待完成轉換

統電流進行最終的節能。

後，DMA在這種情況下也能夠從深度

圖 1 所示的帶通濾波器是 AC 耦合至一個輸入。因
此，LTC6258 輸入並沒有給前一個電路級施加負擔來

生成一個特定的絕對共模電壓。一個由 RA1 和 RA2
構成的簡單電阻分壓器負責為 LTC6258 帶通濾波器提
供偏置。把運放輸入規定在一個固定的電壓有助於減
小可能由於共模的移動而出現的失真。
該濾波器的中心頻率為 10kHz。確切的電阻和電容值
可以向上或向下微調，這取決於最重要的是實現最低
的電阻雜訊還是最小的總電源電流。該實施方案通過
減小回饋環路中的電流以為低功耗實現優化。電容器
C2 和 C3 最初為 4.7nF 或更高，並採用較低的電阻器
阻值。最後，為實現較低的功耗採用了 1nF 電容器和
較高阻值的電阻器。
除了功耗之外，回饋阻抗第二個同樣重要的方面是運
放軌至軌輸出級的負載。較重的負載 (例如：介於 1K
和 10K 之間的阻抗) 顯著地降低開環增益，這反過來
又影響著帶通濾波器的準確度。產品手冊建議把 AVOL
降低 5 倍 (阻抗從 100kΩ 至 10kΩ)。採用較低的 C2 和
、LT、LTC、LTM、Linear Technology、TimerBl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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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極其有利。

並讓ADC採樣可完全在深度睡眠模

然而，如果訊號發生變化且超過
閾值，系統將會察覺並採取適當的措

睡眠模式下啟動操作，以及從ADC擷

動態ADC比較器

施。在回到睡眠狀態之前，ADC閾值

取資料並將其儲存在RAM中。PRS/

使用PRS/CMP途徑，CPU將只在必要

應該重新配置，以適應新的訊號值，

DMA途徑的好處是顯著降低了電流消

時花時間查看樣本，而使許多樣本被

並使系統再度進入休眠狀態，直到下

電子工程專輯 | 2017年08月 | www.eettaiwan.com

我們的運放系列已經取得了擴充，而且速度指標相
對於電源電流達到了業界領先水準。LTC ® 6258 /
LTC6259 / LTC6260 系列 ( 單、雙、四路 ) 可在 20μA
的超低電源電流情況下提供 1.3MHz 增益頻寬，並
具有 400μV 的最大失調電壓以及軌至軌輸入和輸出。
結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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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理成本提供不打折扣之
性能的應用。

主動濾波器
圖4：自主ADC系統包括自動感測器工作週期和看門狗監測器

途徑。周邊反射系統/直接記憶體存取

32

引言

實用正弦波
PRS

消耗也會明顯增加。

過1KHz的活動速率並非前所未聞，而

Catherine Chang、Philip Karantzalis 和 Aaron Schultz

樣本

改善現狀
方法。雖然此示例涉及ADC測量外部

10

圖 1：10kHz 帶通濾波器
08/17/564

圖 2：帶通濾波器增益 / 相位與頻率的關係曲線

設計新技術
一次訊號發生變化。圖3顯示此種技

+
–

圖 3：採用 LTC6906 TimerBlox® 輸入的 10kHz 振盪器電路
C3 可能是可行的，但是這樣 R6 會變得更大，從而在
輸出端上引起更大的雜訊。
該帶通濾波器的目標 Q 值是適中的，大約為 3。一個
適中的 Q 值 (而不是高 Q 值) 允許使用準確度為 5% 的
電容器。較高的 Q 值將要求使用更準確的電容器，而
且非常有可能需要高於採用回饋阻抗負載可提供的開
環增益 (在 10kHz)。當然，與較高的 Q 值相比，適中
的 Q 值所產生的諧波衰減幅度會較小。

增設振盪器
通過把一個方波驅動至帶通濾波器中可獲得一個低功
率正弦波發生器。在圖 3 示出了一個完整的電路原理
圖。LTC6906 微功率電阻器設定的振盪器可容易地配
置為一個 10kHz 方波，並能驅動帶通濾波器輸入電
阻器中相對溫和的負載。LTC6906 在 10kHz 時的電源
電流為 32.4μA。
圖 4 示出了 LTC6906 輸出和帶通濾波器輸出。正弦
波的 HD2 為 –46.1dBc，HD3 為 –32.6dBc。輸出為
1.34VP-P 至 1.44VP-P，具有由於有限的運放開環增益

箭頭表示當CPU喚醒時，將會記錄變

自主地履行其職責，但也有許多需要互

1. 顯著地節能；

化並重新配置閾值。

動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

2. 確定性的感測器操作，即使是在具

透過這種方法，系統將會失去一些

利用一些像現代MCU中的PRS系統等

有大量CPU負載期間。

訊號的準確性，因為訊號可以在觸發器

周邊互連。這些互連可讓多個周邊裝

其缺點在於並非所有的MCU都支

之間的閾值間移動。然而，其優點是功

置互連，以便自主執行更複雜的任務。

援這種類型的操作，而且在設定互動

圖4顯示此自主系統的示例，使用

時，您可能會希望像硬體設計者一樣

如果系統的目標是測量訊號的動
態值，那麼以PRS/DMA驅動方法十分

(在 10kHz) 引起輕微變化的精確電平。當採用一個 3V

理想，因為它讓所有的資料可用，同

電源軌時，總的電流消耗低於 55μA。

時仍然提供非常有效的節能。

其他增強功能
圖 5 示出了可任選的增強功能。一個低功率基準利用
了 LTC6906 和 LTC6258 的能力以在非常低的電源工
作。該基準從一個電池輸入提供 2.5V。固定的 2.5V
電源可在輸入電壓變化的情況下穩定輸出電壓擺幅。
此外，更低的濾波器電容值和較高的電阻進一步減小
了 LTC6258 的負載，從而可降低功耗並改善濾波器
的準確度。

結論
LTC6258 / LTC6259 / LTC6260 系列 (單、雙、四路) 可
在 20μA 的低電源電流下提供 1.3MHz 增益頻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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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成本提供卓越性能的應用。

要優點：

在許多情況下，單個周邊裝置就能

耗顯著降低。

圖 4：電壓波形振盪器和濾波器輸出

這些自主子系統具有以下幾個主

一次即可運作10年。

術的一個例子。圓點表示ADC樣本，

自主子系統
ADC示例只是睡眠模式可利用以顯著
降低應用功耗的許多方式之一。專注
於低功耗應用的現代MCU(如Silicon

事件鏈來執行其功能：
1. RTC週期性地向ADC發送PRS訊

地思考。對於許多電池供電的應用，
其優點明顯多於缺點。

號，以特定時間偏置開始轉換
2. RTC訊號也開始外部感測器的激勵，

結論

且將在採樣時間之前準備就緒；

透過利用各種節能技術，在進行感測

3. ADC採樣並提醒DMA，該DMA擷

器測量時，幾乎完全無需使用CPU。

取採樣並將其傳輸到RAM；
4. 來自ADC的完成PRS訊號，確保外
部感測器斷電；

對於表1所示的無線應用，這將使總平
均功耗從61.5μA降低到37.5μA，能效
提高了39%，而使電池使用壽命大幅

Labs的EFM32 Gecko MCU)擁有大

5. 當緩衝器已滿時，CPU只會產生

增加了64%，從大約5個月延長到8個

量功能，可在深度睡眠模式下運作，

中斷，或者在超過ADC閾值時才會

月，或是允許縮減電池尺寸，進而改

從而實現高度的自主行為。

中斷；

良系統外型。

例如，Gecko MCU的LESENSE

6. PRS看門狗監測事件迴圈功能確保

對於非無線的應用，節能效果將

(低功耗感測)周邊能完全自主地對多

持續運行，但這項功能是可選的。

更加顯著。在表1中的示例中，利用

達16個感測器進行自動化的採樣和評

請注意，在此不必再使用DMA，

CR2032電池大小的能量，可使功耗從

估，完全不需要CPU的干預，並與感

而且該設定可以與動態比較器設定一

29.5μA降低至5.5μA，使用壽命甚至可

測器進行高頻互動，同時讓電池充電

起使用，以實現最低的功耗。

從10個月延長到4.6年。

不是加密專家也可實現安全認證
作者：Christophe Tremlet，Maxim Integrated微晶片和安全部門執行業務經理

+
–

圖 5：採用一個穩壓電源的振盪器和濾波器
Data Sheet Download

www.linear.com/product/LTC6258
DN564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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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數位安全是電子設計領域中最

這是指網際網路瀏覽器在建立安全

常重要：一個不可信任的終端可能會讓

熱門的話題之一。對於許多工程師來

連線時，第一件確認的事情就是銀行網

整個基礎設施陷於危險之中。我們以連

說，當提到安全性時，腦海中浮現的

站的真實性；換句話說，就是要對銀行

接到配電系統的智慧電錶為例。對於要

第一個字可能就是加密。或許只有極

網站進行安全認證。的確，發送登入和

破壞電網的攻擊者來說，一種簡單的方

少數人會想到安全認證。

密碼資訊到釣魚網站是非常危險的，因

法就是在智慧電錶中載入病毒或惡意程

然而，安全認證是安全裝置或交易

為這些憑據可能會被進一步重複使用，

式。受感染的電錶會向基礎設施發送假

的基礎功能。我們以家庭銀行(home

以受信任的銀行賬戶持有人的名義執

訊息，反應出與實際相差非常大的功

banking)為例。顯然，您希望餘額和

行任何形式的未授權交易。安全的網

耗。這時候電網會變得無法平衡；最

賬號等機密訊息能夠加密，此時，您

際網路瀏覽一般都透過TLS/SSL協議

糟的情況是攻擊可能會引發完全的電

的網際網路瀏覽器上會顯示帶有綠色

來執行，以確保其真實性及機密性。

力中斷。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必須檢

「鎖頭」圖示的https://。

安全認證對於物聯網(IoT)應用也非

驗電錶硬體及其韌體的真實性。對韌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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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
隨機數字
產生器

驗證裝置F
(詰問、密鑰)=
遠端裝置回應

隨機數字=詰問

F(詰問、密鑰)

遠端裝置F
(詰問、密鑰)=
遠端裝置回應

鑰，而公開金鑰可透露給希望對設備進

惠的方案。儘管支援相互認證，但共

(DS28C36的輔助IC)等主機端協同處

尺寸協同處理器。這些元件並內建安

行安全認證的任何一方。與上文中討論

享密鑰的分發要求採取一定的防範措

理器，以簡化系統解決方案的開發。

全開機，從而確保韌體的可靠性

的方法一樣，主機向裝置發送詰問。裝

施，以確保裝置製造和配置期間不會

置根據詰問和私密金鑰計算數位簽名，

洩露密鑰。為了克服這個缺點，可以

並將其發送給主機(圖2)。

採用Maxim的工具對密鑰進行編程。

數位簽名驗證F
(詰問、公開金鑰簽名)

隨機數字=詰問

支援對稱和非對稱加密的安全
MCU

計必須充份考慮未來的安全挑戰。例

例如，Maxim的DS28E15/22/25

支援對稱和非對稱加密的安全MCU

處理器還支援TLS/SSL標準安全通訊協

簽名進行驗證。用於運算數位簽名的函

IC是以SHA-256為基礎的技術，而

適用於數位簽名、安全認證，以及

議的關鍵步驟。在晶片內實現TLS協議

數擁有特定的數學屬性至關重要。非

且擁有不同容量的內部記憶體配置。

加密演算法。其特點是配備支援

可提高安全水平並減輕主處理器執行運

對稱式方法中最常用的函數是RSA和

由於主機和裝置端分別儲存相同的密

SHA、RSA、ECDSA和AES的硬體加

算密集型任務的負載。MAX32626等低

ECDSA。同樣地，裝置經認證已知密

鑰，建議在主機端使用協同處理器，

速器，以及完整的加密工具庫，從而

功耗MCU雖然不是「安全為中心」的

鑰，即私密金鑰，但並不會洩露密鑰。

例如DS2465。

提供符合標準的整體API方案。

IC，但內建支援安全認證的硬體信任

DS28C36和DS28E35等以非對

例如Maxim提供的各種安全

為什麼安全IC有利於認證

稱加密為基礎的產品提供更靈活的方

MCU，包括從可運作於Linux等進階

「詰問-回應」認證始終要求被認證的

法，因為主機端不需要防止密鑰被洩

作業系統的MAX32590(採用ARM9核

總之，多虧有了目前以IC為基礎的

對象持有密鑰。在對稱加密方法中，

露。然而，為了卸載公開金鑰運算並且

心，運作頻率為384MHz)應用級處理

解決方案，就算不是加密專家，也能夠

這就是主機和裝置之間的共享密鑰；

提供更安全的操作，可利用像DS2476

器，到MAX32555或MAXQ1061等小

實現安全認證。

數位簽名

遠端裝置F
(詰問、私密金鑰)
=簽名

詰問-回應式的安全認證就失效了。安
主系統

全IC有助於防範這種情況。安全IC的

1

附件或周邊裝置

主機詰問資料

強大的保護。例如，Maxim提供支援

3

安全認證的解決方案系列。

認證從屬裝置

· 安全認證IC：IC是可配置但固定功
以對稱加密為基礎的安全認證途徑

能的裝置，為實施詰問-回應安全

依賴於共享密鑰。主機和被認證裝置持

認證提供最經濟的途徑，並且具

執行有效的安全認證方法

有相同的密鑰。主機向裝置發送一個隨

有基本的加密操作。

現在我們已經了解安全認證的重要

機數字，即詰問。裝置運算一個數位簽
名作為密鑰和詰問的函數，並發送回主

認證的基礎上，安全微控制器

的安全認證方法是使用密碼。在智慧

機。之後主機執行相同的運算並對結果

(MCU)提供全面的密碼學功能，

電錶的例子中，裝置可向電網控制系

進行比較。如果兩項運算結果符合，則

包括加密。

統發送密碼，伺服器會驗證密碼，然

裝置通過安全認證(圖1)。
為了確保結果不至於被模仿，必

· 低功率微處理器：儘管這些產品並

須使用數學屬性足夠的函數；例如必

安全認證所需的建構模組。

的方法。攻擊者很容易偵查通訊、記

須保證無法透過計算結果獲得密鑰。

在安全認證IC中，基於SHA-256

錄密碼，並且重複使用於驗證非真實

諸如SHA-256等安全散列函數能滿足

的產品支援基於共享密鑰的安全認證

的裝置。因此，我們認為以密碼為基

這些要求。對於詰問-回應法，裝置必

(圖3)，而基於ECDSA的IC使用私密金

礎的安全認證方法比較薄弱。

須證明知道密鑰也不至於洩露密鑰。

鑰/公開金鑰配對(圖4)。

是詰問-回應法(challenge-response)。

即使攻擊者攔截通訊，也無法存取共
享的密鑰。

目前有兩種主要的詰問-回應方法：一

以非對稱式加密為基礎的安全認

種基於對稱式加密，另一種基於非對

證依賴於兩種金鑰：私密金鑰和公開

稱式加密。

金鑰。只有被認證的裝置知道私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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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鑰

除了加密引擎外，這些產品內建
可配置的EEPROM記憶體，可用於儲

符合

SHA-256
運算

4

從屬資料元素

(從屬裝置)

SHA-256
運算

密鑰
資料元素

N

未認證從屬裝置
安全微控制器或SHA-256安全協同處理器

SHA-256安全認證IC

邏輯介面

圖3：SHA-256安全認證以共享密鑰為基礎
主系統

非專用於安全功能，但擁有支援

種方法非常容易理解，但並不是最好

2

Y

· 安全微控制器：在支援詰問-回應

性，接下來將討論如何執行。最簡單

數位領域執行安全認證的更好方法

且內建安全開機。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一旦密碼洩露，

一項基本特性就是為金鑰和密碼提供

圖2：非對稱密鑰認證依賴於公開金鑰和私密金鑰

後再授權執行下一步的交易。雖然這

保護元件，以及用於加密的硬體AES

而在非對稱加密方法則指私密金鑰。

私密金鑰

體進行安全認證的過程稱為安全開機。

如，除了安全認證，MAXQ1061協同

但此時，主機使用公開金鑰對數位

圖1：以對稱加密為基礎的安全認證依賴於主機和裝置之間的共享密鑰

主機
非對稱密鑰驗證
公開金鑰
隨機數字
產生器

隨著攻擊現象日益頻繁，產品的設

附件或周邊裝置

1
主機詰問資料

(從屬裝置)

2

從屬資料元素

SHA-256
運算

主CPU或ECDSA協同處理器

3
公共金鑰

ECDSA
驗證

通過/
失敗

ECDSA
數位簽名

4

SHA-256
運算

RNG
私密金鑰

資料元素

ECDSA安全認證IC

存經過安全認證的用戶數據，例如感
測器的校準資訊。
以SHA-256為基礎的產品是最實

邏輯介面

圖4：以ECDSA為基礎的安全認證算法取決於私密金鑰/公開金鑰的配對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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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攜式激發向量
實現從IP到SoC的自動化測試

因此，Accellera PSS提供了一些機

中行動之間的資料交換。這能讓使用

制，能夠重複使用以這些語言所描述

者描述正當情境的邊界規則，並讓工

DMA描述元類別包含了用於定義

的行為。

具根據這些規則自動建立複雜的正當

有效DMA傳輸的欄位與限制。能夠

情境— 如同指定正當交易邊界的資

運用來自可攜式激發向量的既有描述

可攜式激發向量概要

料限制一樣，讓限制解算器自動產生

是很重要的，因為工程師已經投入許

可攜式激發向量試圖提升擷取的層

許多的正當交易。

多時間，以便能正確地擷取限制，而
且環境的其他部份也是由此類別驅動

級，並讓使用者能夠針對子系統與

Matthew Balance，Mentor產品經理暨可攜式激發向量技術專家

SV限制的再利用

過去幾年來，業界已投入許多心力來

自動化測試。但是，Accellera PSWG

可攜式激發向量在區塊級的
應用

提升設計驗證的生產力與結果品質，

所開發的PSS是以基於限制的交易級

可攜式激發向量應用在區塊級驗證環

此許多基於SystemVerilog限制的描述

其中大部份的努力都是專注於開發區

驗證為基礎，業界對此技術已經非常

境可產生顯著的效益。可攜式激發向

都能被轉換為PSS描述。

瞭解且已廣泛佈署。在這些基本的特

量工具要求非常有效、明確的測試產

性之上，Accellera PSS提供的特性

生，由於這項要求，因此能為SoC級

的提供匯入工具。如圖3顯示原始

完全聚焦於讓使用者能更具生產力地

環境有效地產生測試。在區塊級環境

SystemVerilog class與PSS struc的比

(UVM)— 都已大幅提升了驗證的品

擷取複雜的SoC級情境，並有效地予

中，有效的測試產生能夠更快達到功

較。匯入SystemVerilog描述，並使其

質與生產力。然而，雖然這些技巧在

以實現。

能覆蓋的目標，並儘早在驗證週期中

可在PSS描述中使用，此過程利用了在

SoC級驗證中會出現的複雜情境進行

塊級(block-level)適用的技巧。這些

激發向量

技巧— 例如限制性隨機交易產生、
功能驗證覆蓋以及通用驗證方法學

測試意圖

的。所幸Accellera PSS的交易級子集
會與SystemVerilog限制子集重疊，因

Questa

inFact可針對此目

區塊級已經非常成功，但在子系統與

因此，Accellera PSS支援隨機與

找到錯誤。舉例來說，Mentor Questa

SystemVerilog中建立序列級的描述，

SoC級的驗證挑戰日益嚴峻，因此我

非隨機的資料欄位(field)與結構，如同

inFact的使用者通常會發現，此工具

因此能更簡單地開始執行PSS，並確保

們仍需要新的作法來解決此一問題。

常用的SystemVerilog限制，同時，其

在達成覆蓋目標的效率比隨機產生更

PSS描述能與在SystemVerilog端進行

固有的向量型態與物件導向語言相近。

高10~100倍，讓他們能夠更快找到

的任何序列修改保持同步。

透過混合運用限制隨機產生與程

錯誤，而且無需增加模擬資源就能擴

提升生產力)、增加測試產生的效率，
並能應用於各種驗證環境之中。

序程式碼，可建立SystemVerilog的情

DMA傳輸序列

各種驗證型態的驗證引擎。
BFM

除了上述可攜式激發向量的目標

BFM

BFM

之外，更重要的是強調其不同之處。

隨著業界越來越想把自動測試帶到

可攜式激發向量的描述並不會強制規

交易導向的區塊級環境之外，因此對於

定所有的描述都必須為單一層級的

擁有一套標準化的輸入規範語言，用於

擷取，或要求所有的測試意圖必須以

明確指定這些測試的需求也日益升高。

一種固定的方式來進行。我們將會看

為此，EDA產業標準組織Accellera成

到，PSWG目前正在開發的可攜式激

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稱為「可攜式激發

發向量規範包含了許多的要素，使

向量工作小組」(PSWG)，目標在於收

用者能夠擁有描述其測試意圖的靈

集各方需求、匯整技術貢獻，並規範一

活性，因此能以最自然的方式符合其

種標準化的輸入語言，用於說明測試意

驗證任務的需求。另一點值得注意的

31-通道
DMA引擎

圖2：基於IP的UVM測試平台簡圖
SystemVerilog

PSS

struct wb_dma_descriptor {
class wb_dma_descriptor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rand bit[5:0] channel;
mode;
uvm_object_utils(wb_dma_descriptor) rand bit
rand bit[5:0]
rand bit
rand bit
rand bit
rand bit
rand bit

channel;
mode;

rand bit
rand bit
rand bit
rand bit

inc_src;
inc_dst;
src_sel;
dst_sel;

rand bit[31:0]
rand bit[31:0]

inc_src;
inc_dst;
src_sel;
dst_sel;
src_addr;
dst_addr;

rand bit[31:0]
rand bit[31:0]

src_addr;
dst_addr;

rand bit[11:0] tot_sz;
rand bit[8:0] chk_sz;

讓PSWG尋求可攜式作法的主因。可

rand bit[11:0]
rand bit[8:0]

tot_sz;
chk_sz;

什麼是可攜式激發向量？

constraint channel_c {
channel inside [0..30];
}

攜式激發向量不僅是取得「最小公

可攜式激發向量(Portable Stimulus)的

分母」的技巧，讓它能輕鬆支援所

constraint channel_c {
channel inside {[0:30]};
}

圖，並適用於各種驗證平台。

目標可用圖1來說明。它的基本概念是

是，建立高效率的自動測試，才是

有的驗證引擎。此外，Accellera可

針對適用於IP級、子系統級與SoC級驗

攜式激發向量規範(PSS)的目標並不

證的測試意圖進行單一的描述(可攜式

在於取代現有的程式語言，例如C/

激發向量描述)；同時，測試意圖必須

C++或 SystemVerilog。由於現有

以適當的方式來建置，使其能夠用於

語言的程式碼再利用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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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 tot_sz_c {
tot_sz > 0;
}

constraint tot_sz_c {
tot_sz > 0;
}
constraint chk_sz_c {
chk_sz > 0;
}

constraint chk_sz_c {
chk_sz > 0;
}
}

指定基本運算

境。但此作法在情境的再利用，以及無

在本文中，將以多通道直接記憶

現在，我們將描述最基本的DMA運

需更改原始程式碼就能進行客製化等方

體存取(DMA)引擎為例說明。像這樣

算：DMA傳輸。在可攜式激發向量的

面，卻有一些限制。對此，Accellera

典型的DMA引擎，其記憶體傳輸運算

描述中，資料以及運算的行為都會被

PSS提供了一種「行動」(action)，作

的特性是由傳輸描述元決定，它包含

封裝在一個「行動」之中。

為行為的原始要件，並提供了一個封裝

了傳輸大小、來源與目的位址、位址

複雜行為的方法，讓它能夠輕鬆地被再

增量設定以及詳細的傳輸選項。在區

利用與客製化。在這些複雜的行動中，

塊級，我們希望能完整地執行這些傳

可指定子行動的序列與平行執行，以及

輸描述元欄位的結合，以便能完整地

子行動的重複動作。在該行動中的行為

驗證DMA建置。

會以宣告的方式來指定，因而實現高度
的自動化與靜態分析。
Accellera PSS提供了專屬的架
構來建模行動的資源需求，以及情境

圖2簡單檢視與此IP相關的UVM測

component wb_dma_c {
import wb_dma_pkg::*;
action do_dma {
rand wb_dma_descriptor desc;
}
}

試平台。DMA引擎利用UVM序列來執
行，此序列會根據DMA描述元類別編
程DMA引擎中的暫存器。

如 上 所 示 ， 行 動 可 在 元 件
(component)中進行宣告，其中封裝了

RV-8803-C7 全世界极小的溫度補償實時時鐘模組 / 32.768kHz TCXO
超高準確度 ± 1.5ppm (0 ~ +50°C); ± 3.0ppm (-40 ~ +85°C)
超低電流功耗 240nA

endclass

圖3：SystemVerilog與PSS的比較

大覆蓋範圍。

M I C R O C R Y S TA L S W I T Z E R L A N D

C7

inFact商用工具，可提高擷取的層級(

記分板

3-

效率。例如，明導(Mentor)的Questa

圖1：可攜式激發向量的目標

80

的工具，都已提升了驗證的生產力與

RV
-8

不論是商用還是公司內部自行開發

Micro Crystal AG
Muehlestrasse 14 CH-2540 Grenchen Switzerland
sales@microcrystal.com www.microcrys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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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個行動共享的資源。在基本的區塊

測試與測量
指定環境介面

級驗證，我們不需要為wb_dma_c元件

至此，我們還不用太擔心「行動」

相較於專注驗證DMA引擎的建置，我
們更有興趣的是DMA引擎如何與子系

提供任何特別的東西。我們的do_dma

該如何連接至UVM測試平台環境。

統或SoC中的其他區塊整合。不同的

PSS Sequence

行動只是擷取隨機的wb_dma_描述元

PSS提供的type extension功能可輕

是，特別是在SoC級，它還提供一個

PSS Impl

struct欄位，稍後會說明建置細節。

鬆地連接至環境，而無需更改我們所

嵌入式處理器，可用於處理器上執行

描述的任何行動或元件。

的程式碼以驅動某些測試活動。

描述情境

向量是由UVM序列來驅動的，該序列

的第一件事只是產生一連串單一的

並產生wb_dma_描述元序列細項。我

現在，DMA引擎位於子系統環境

DMA傳輸。我們在行動中描述測試

們要將PSS描述整合到UVM序列中，

中，其中包含了一個處理器(連接至匯

情境，就像我們的基本運算一樣。由

並讓它產生wb_dma_描述元序列細

流排功能模型)以及其他的IP。

於我們的測試情境是由行動本身組成

項— 但採用的是可攜式激發向量工

的，因此增加一個Activity Graph(關

具所選擇的欄位數值，而非利用一般的

鍵字：activity)來指定子行動之間的

SystemVerilog隨機限制工具。

wb_dma_c

dma;

action simple_xfer {
do_dma xfer;
activity {
repeat (256) {
xfer;
}
}
}
}

}

請注意，我們在元件中宣告了

1. 為情境級測試需求進行建模

action back2back_xfer {
do_dma xfer1, xfer2;
constraint { xfer1.desc.channel != xfer2.desc.channel; }
activity {
repeat (256) {
xfer1;
xfer2;
}
}

憶體緩衝

定一個上層的行動來執行平行的DMA

component aes_c {
resource struct aes_s { };
pool [1] aes_s aes;
action do_encrpyt {
input membuf_s in_data;
lock aes_s aes;

驗證與子系統中其他IP的整合。為此，
我們將執行多個平行的DMA傳輸。首

}

// Force the destination address to be the address of the AES block
constraint { in_data.addr == 0x8000000; }

DMA通道。同時，我們將建立一個

節。特別是，我們假設該序列可提供一

新的行動類型，它會消耗一個DMA通

個名為do_item的任務，它可接受並執

道，並指定其資料流需求。

行動應如何使用此匯入方法。PSS提

行動。

(DMA和AES區塊)，同時，我們還指

將do_dma行動整合至UVM序列的細

dma_c元件的一個實例，而此元件並
xfer行動只是重覆執行256次do_dma

如上所述，在此環境中的目標是要

action src_data_a {
output membuf_s out;
// Address inside the DDR region
constraint { out_data.addr inside [0x10000000..0x1000FFFF];}
}
action parallel_xfer {
do_mem2mem_dma x1, x2, x3, x4;

resource struct channel_s { };
pool [31] channel_s channels;
action do_dma {
rand wb_dma_descriptor desc;
}
action do_mem2mem_dma : do_dma {
input membuf_s src;
output membuf_s dst;

程式碼之間的關係。在exec區塊中

lock channel_s channel;
constraint channel_c { desc.channel == channel.instance_id; }

的‘body’型態指定了執行期間的行
為(類似UVM序列body任務)。在此案
例中，我們指定了do_dma行動的執

pool membuf_s mem_pool;
bind mem_pool {*};

component wb_dma_c {
import wb_dma_pkg::*;

供exec區塊，以指定PSS物件與外部

}

}

constraint addr_c {
desc.src_addr == src.addr;
desc.dst_addr == dst.addr;
}

Memory
Subsystem

圖5：UVM序列子系統方塊圖

址必須能搭配來源與目的地的記

定可用的資源— 在此案例中為31個

接下來，我們必須指定do_dma

AES
Accelerator

package wb_dma_soc_pkg {

述帶到子系統/SoC環境中：
2. 指定新的環境整合

Ethernet MAC

台，更高效地執行DMA傳輸模式

的絕佳方式，我們可利用封包涵蓋如何

宣告則是詳細說明此外部方法的特點。

31-通道
DMA引擎

圖4：以PSS驅動的UVM序列可驅動UVM測試平

component wb_dma_soc_c {
wb_dma_c dma;
aes_c
aes;

simple_xfer行動。此元件包含wb_
宣告了do_dma行動。我們的simple_

31-通道
DMA引擎

}

行wb_dma_描述元序列細項。import

GPU

BFM

BFM

Interconnect

先我們要做的是擴展dma_c元件來指

PSS封包提供了一個封裝環境特性

BFM

利用以下的兩個步驟，可將PSS描

package wb_dma_block_uvm_pkg {
import void do_item(wb_dma_descriptor desc);
extend action wb_dma_pkg::do_dma {
exec body {
do_item(desc);
}
}

Processor
BFM

從如圖5所示的方塊圖開始著手

從測試的觀點來看，我們要做

component wb_dma_block_c {

do_item()

對於一個子系統級環境，我們應該

在我們的UVM測試平台中，激發

關係。

UVM
Sequence

記分板

}

}

activity {
repeat (256) {
parallel {
x1;
x2;
x3;
x4;
}
}
}

import void wb_dma_drv_single_xfer(
bit[31:0] channel,
bit[31:0] src,
bit[31:0] inc_src,
bit[31:0] dest,
bit[31:0] inc_dst,
bit[31:0] sz);

傳輸。請注意，我們僅擷取了想用於
執行四個平行DMA運算的事實。這
是一種局部的規範：無需指定資料應
該從哪裡來，也不必指定資料應該去
哪裡。PSS處理工具將會推論並連接
至適當的行動，以確保產生正當情

}

extend action do_dma {
exec body {
wb_dma_drv_single_xfer(
desc.channel, desc.src_addr, desc.inc_src,
desc.dst_addr, desc.inc_dst,
desc.tot_sz);
}
}

就像在區塊級環境中一樣，核心

境。重點是：

PSS描述可擴展至環境指定的分層中。

· 在四個平行傳輸中的每一個都發生

在此案例中，我們描述了會採用到的

在不同的DMA通道上；
· 一次只能有一個運算鎖定AES

C API(wb_dma_drv_single_xfer)，此
外，也為do_dma行動提供exec區塊的

區塊。

定義，此行動將從DMA描述元中調用

局部規範是一項功能非常強大的技

API以及傳送數值。

巧，可從簡單、精簡的規範中產生複雜
的測試情境。

以可攜式激發向量提高生產力
可攜式激發向量工具有助於提升測試描

進一步說明更多的細節：我們建

SoC級的整合

述的層級並實現情境的建模，如果利用

立了aes_c元件，為AES區塊上的運

在子系統級環境中，DMA傳輸仍

導引式、交易級的限制隨機測試來建立

算建模。請注意，do_encrypt行動

是由序列而驅動的，我們能重複使用與

這些任務將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它們

會佔用記憶體緩衝，而使我們將輸

UVM環境整合的相同方式，就像我們在

可促進更多獨特測試的自動化任務。透

可指定：

入資料的位址作為AES區塊的緩衝位

區塊級環境中所做的一樣。在SoC級，

過本文的範例說明，Accellera PSS輸

透過此方式，我們便完成任務了！

· DMA有31個通道資源(利用資源庫)

址。membuf_s輸入上的限制是雙向

測試將利用以C撰寫的公用程式功能來

入規範的特性能讓測試在不同的環境中

我們可能會想要稍加擴展測試，

現在，以PSS驅動的UVM序列可驅動

· 每個DMA運算佔用來源記憶體緩

的，所以當do_mem2mem_dma行動

編程DMA。在許多案例中，這些公用

重新利用，並讓描述的核心在不同環境

以便能執行兩個緊接的DMA傳輸，

UVM測試平台，且其優點是能夠更有

傳送資料給do_encrypt行動時，其限

程式功能將成為驅動程式常式的開始，

中保持獨立。此外，隨機欄位與限制能

但是兩個傳輸所使用的通道限制並不

效率地執行DMA傳輸模式。

· 每個do_mem2mem_dma運算(來

制迫使DMA鎖定AES元件。我們還利

其後則被用在OS驅動程式中。整合測

夠輕鬆地從既有的SystemVerilog描述

自於do_dma)必須存取一個DMA

用了aes_c元件中的資源庫，指定在

試這些具有相同工具功能的常式，為這

帶入，同時還能逐量地採用標準的關

通道(利用lock欄位)

特定時間中的AES區塊上只能出現單

些工具常式以及實作硬體IP(如下指令)

鍵元件，使其易於上手。

一運算。

提供更高度的信心。

}

行期間行為，以便將wb_dma_描述元
欄位傳送給do_item任務。

相同。這將會在DMA控制器中引發
更有趣的動作。請注意，如上所示，
我們如何限制一個行動實例的隨機欄

可攜式激發向量在子系統與
SoC級的應用

位— 利用引導式隨機序列途徑則是

在子系統與SoC級，需要驗證的項目

相當困難的。

以及如何進行驗證都改變了。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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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更新後的DMA元件與行動

衝，並產生目的地的記憶體緩衝

· DMA描述元中指定的通道必須與指
派給DMA運算的通道一樣
· DMA運算使用的來源與目的地位

的系統，該系統指定了可用的資源

所以，下一次當你的驗證任務超出
引導式或限制隨機測試的能力時，不妨

最後，指定一個元件來代表我們
package wb_dma_soc_pkg {
import void wb_dma_drv_single_xfer(
bit[31:0] channel,
bit[31:0] src,
bit[31:0] inc_src,
bit[31:0] dest,
bit[31:0] inc_dst,

考慮採用可攜式激發向量。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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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精選

還在分享同事
的雜誌嗎？

「新創」火苗點亮新時代
還未滿40歲的法國新任總統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在古老的歐陸上帶
來一股「新」動力，他從當選總統前擔
任經濟部長時，就鼓勵國民創業與投入
技術創新，並積極推行吸引海外投資與
人才的策略，希望能藉此扭轉外表浪漫
多彩、內裡古板守舊的法國產業環境風

新總統讓法國科技產業改頭換面

氣，促使人們以不同的思維來看待職業

https://goo.gl/CfXWkt

生涯以及國家的未來發展。

透過讓年輕一代的法國人以及科技產業社群支持新創，
馬克宏正在為法國的社會文化轉型播種，促使人們對於

當科技產業發展已經達到成熟階段，最
怕遇到的瓶頸就是「不變」；各家企業
或者是因為規模太龐大而很難有什麼改
變，或者是根本不想改變、不知道如何
改變。但時間還是不停地向前走，世界
的面貌一直變換，如果不能跟著改變，

職業、未來發展以及對國家的責任有不同思考。

物聯網掀起食物革命
https://goo.gl/7DcyPj
說到物聯網，很多科技業者都同意工業物聯網是真正能
獲利的應用；但儘管能拿出一堆物聯網相關產品，很少

C

M

Y

CM

MY

CY

就只能停滯在原地，甚至是往後退步。

有廠商真的能…

在這個時候，新創公司以及他們的創新

機器人利用機器視覺幫你燙衣服

技術、產品/服務的出現，會是一股刺激

https://goo.gl/zmoFKi

改變的力量；無論他們最後有沒有變成

TEO利用機器視覺技術，首先建立衣服表面的3D重現影

下一個Apple的賈伯斯(Steven Jobs)，

像，然後再用地形圖計算出摺痕的位置，以及燙平這些

為國家經濟帶來龐大新收益，當創業者

摺痕的最佳軌跡。

CMY

K

單槍匹馬闖蕩市場的勇氣與熱情為社會
風氣帶來改變的動力，就是一件好事。

鼓勵下一代投入研發是工程師能做的事！
https://goo.gl/B1VtKt

為了孕育創新火苗，世界各國都有官

為一位專業研究人員，我認為很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只

方、學校或民間資金支持的所謂「創

是仰賴公司內部團隊，也需要與更廣泛的產業界連結，

業育成」機構，也被稱為「孵化器」

朝著共同的目標進行討論與尋求最佳的解決之道。

(Incubator)，提供創業者在公司誕生初
期階段幾年內所需的各種資源；近年來
還出現了「加速器」(Accelerator)這樣
的機構，則是以協助準備好進入商業市
場的新創公司加速產品上市為主要訴
求。隨著物聯網(IoT)時代的來臨，這些
新創公司的表現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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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免費訂閱！
如果您已訂閱，
請儘快續訂以確保繼續收到雜誌。

中文智慧語音助理裝置點燃市場新戰火
https://goo.gl/RuSyb7
阿里巴巴以及百度開發出媲美Amazon Alexa與Google
Home的嵌入式語音助理軟體以及服務，為各種應用的自
然語言以及機器學習服務新興市場開闢新戰線。

立即掃描訂閱
備註： 僅符合條件的業內人士可獲得免費贈閱，出版方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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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發郵件至：
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註明「雜誌續訂」及您的讀者編號。

升級您的 ΔΣ ADC
具 0.5ppm INL 和 148dB 動態範圍的
靈活 32 位 ADC
IN+
IN-

32-Bit

dB

78-Way

INL ADC

LTC2500-32

32-Bit
61sps to
250ksps

Conﬁgurable
Digital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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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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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2500-32 把兩個產品領域的優勢都帶到了高精度測量之中，實現了凌力爾特專有 SAR ADC 架構的高準確度和速度，並具有靈
活、整合的數位濾波器。LTC2500-32 同時提供兩個輸出：一個經過數位濾波的 32 位低雜訊輸出，實現了高達 148dB 的動態範
圍；和一個用於輸入信號快速追蹤的 24 位元 1Msps 無延遲輸出。寬輸入共模範圍和高 CMRR 使 LTC2500-32 能夠連接共模電壓不
斷變化的信號，因此減少了信號處理的需要。
Integral Nonlinearity vs Output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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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輸出 32 位 SAR 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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