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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醫療電子
真的安全嗎？
穿戴式醫療電子將越來越走進普羅大眾生活，但這些醫
療設備的安全性如何讓使用者百分之百信任，其關鍵掌
握在產品研發業者與元件供應商手中。智慧化、連網技
術以及安全認證⋯都是產品開發時必須深思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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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互連介面瞄準記憶體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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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亟需毫米波技術標準
監管機構必須儘快為5G蜂巢式網路
的毫米波服務提供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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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用於優化性能、功耗和面積的 7nm 設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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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牙Mesh擴展工業物聯網領域
藍牙正式支援Mesh網狀網路技術，擴
展至M2M與工業物聯網等新市場。
法國影像技術產業聚落崛起
法國Grenoble/Lyon地區一個以影像
技術為基礎的產業聚落正快速崛起...

不受時空束縛，線上！行動！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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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智慧語音
浪潮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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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被稱為「語音介面年」。從年
初CES的「語音啟動」成為焦點，延燒
到年中在 上 海 舉行的 MWC，多家網
路和技術巨擘紛紛推出以智慧揚聲器
為基礎的個人語音助理。隨著第二波
14
智慧語音浪潮來臨，裝置製造商必須
在價格、功能特性和使用者體驗之間
找到最佳平衡⋯

創新天地
開放互連介面瞄準記憶體為中心的運
算架構
Gen-Z 聯盟 展示最 新的開放互連原
型，並計劃自2019年起用於新一代持
久型記憶體。
深度學習演算法接近線性微縮效率
IBM發表深度學習演算法的最新突破：
分散式深度學習軟體隨著處理器的增
加，使微縮效率趨近於線性加速。

設計揭密
深度解讀Optane記憶體材料結構
深入探索TechInsights拆解英特爾
Optane記憶體的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影像圖⋯

讓 ADI PLL 產品發揮最大效用

網站內容

本線上研討會概述鎖相迴路 (PLL) 技術和應用。ADI 公司擁有業界最寬的頻率範圍，提供
超過 80 款獨特 PLL 和 PLLVCO，頻率範圍從 DC 到 18GHz。ADI 還提供適用於各種應
用、多種系統的元件，可幫助縮短上市時間、降低成本以及滿足用戶的高性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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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通過 ASIL 認證的 IP 加快汽車 ADAS SoC 開發
本次線上研討會介紹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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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你可能還有印
象的老PC⋯

我們需要跟機器對話的
標準！

在一場「老電腦嘉年華」上，吸引
了不少1970-80年代PC誕生初期
系統的粉絲們，前去回顧「古時
候」的迷你電腦與工作站。看看這
些古早時代推出的系統，也許能
勾起你年輕/小時候的回憶？

為了促進不同語音助理之間的有
效溝通，業界需要統一的標準。畢
竟，你可不希望為了使用這些裝
置而學習不同的數位語言；而終極
的願景是AI發展到足以瞭解各種
不同裝置類型的指令⋯

https://goo.gl/pg7pa4

https://goo.gl/oEyo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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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節能
最大化電源
管理效益

建築物自動化網路的IP融合⋯

穿戴式醫療電子真安全嗎？
穿戴式醫療電子將越來越走進普羅大
眾生活，但這些醫療設備的安全性如
何讓使用者百分之百信任？

實現準確、迅速的電子熱設計
本文探討整合的電子+熱設計環境，如
何協助電子工程師迅速打造準確的熱
設計，並且第一次就通過正確性檢查。

從穿戴式過渡至醫療裝置設計
透過新一代的穿戴式VSM平台，有助於
讓電子設計師和系統架構師加快產品開
發過程，設計智慧且準確的醫療裝置。

通用語言簡化數位硬體設計
使用SpinalHDL是改變數位硬體設計願
景的一種體驗，可讓晶片設計人員描述
靈巧和可重複使用的硬體⋯

利用小型低功耗MOX VOC感測器監
測室內空氣品質
本文介紹新一代VOC感測器如何運作，
以及如何提供資料給空氣管理設備，以
營造更舒適、更健康的室內空氣。

DRAM的技術瓶頸與創新
本文針對DRAM的技術挑戰提出新的製
作、控制與存取技術，以補償電晶體的
洩漏電流以及電容器的直接穿隧電流。

醫療應用的可穿戴、可擴展和可用性
利用多種環境能量為健康監測裝置供
電的能量採集和IoT方案，可在不影響患
者康復的情況下讓他們更快回家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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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醫療電子

28

設計新技術
商業領域導入PoE連網照明
最佳化的PoE網路結合低壓電纜基礎設
施，可實現連網LED照明系統以及其他

38

40

測試與測量
使用多個VNA執行簡單的天線表徵
本文介紹如何透過可經由LAN介面遠端
操控的單埠向量網路分析儀(VNA)，為
天線特性化實現低成本純量傳輸測量。

編輯精選
製造業正絕地反攻
智慧製造技術將會如何改變技術創新
的風向？

參與廠商

大會媒體

發行人：Victor Gao 高志煒

Worldwide Sales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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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粉絲頁

China & Asia
Beijing Tel: (86-10) 5913-3198
Hong Kong Tel: (852) 3547-0483
India Tel: (91) 98103-10770
Japan Tel: (81-3) 6824-9377
Korea Tel: (886-2) 2759-1366 ext:100
Shanghai Tel: (86-21) 5368-1226
Shenzhen Tel: (86-755) 3324-8199
Singapore Tel: (886-2) 2759-1366 ext. 300
Taiwan Tel: (886-2) 2759-1366 ext. 300
Americas
US East Coast Tel: (1-978) 461-4902
US West Coast Tel: (1-510) 559-3104
Europe
Headquarters Tel: (49-0) 8092-2477 4-11

內容查詢
台北：

Judith Cheng
judith.cheng@aspencore.com

香港特別行政區： Yorbe Zhang

yorbe.zhang@aspencore.com

國際版
美國版：
日本版：

Junko Yoshida
junko.yoshida@aspencore.com
Tetsuhiro Yamaguchi
yamaguchi@e2p.co.jp

EE Times-Taiwan

(ISSN 1684-1131) is published monthly by eMedia Asia Ltd. All publishing rights and copyrights
©2017 are held by eMedia Asia Ltd. The magazine is distributed free to a limited number of
qualified readers. Paid subscriptions are available for non-qualified readers. Please send
subscription requests and change of addresses to 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Although
every care will be taken, the Publisher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for damage to or loss of
photographs, transparencies, or other materials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Printed by C & C
Offset Printing Co. Ltd, 1-9/F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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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牙Mesh擴展工業物聯網領域
Junko Yoshida

網狀網路(Mesh)終於正式獲得藍牙

術，它需要行動裝置以及人們加以擴

Mesh「進一步擴展範圍、打造更大規

(Bleutoth)支援，成為經互通性測試的

展。」Ratliff解釋說：「Mesh則使藍牙

模的網路，同時也減少了網路所需的

全球標準，讓藍牙支持者能夠將目標

能處理各種有關分散式智慧系統的IoT

天線數量。」因此，過去五年來，藍

瞄準於以往一直無法突破的機器對機器

應用，而無論是否需要人員的介入。」

牙SIG的許多成員都在要求：「請給我

(M2M)、工業物聯網(IIoT)等新市場。

最終，其結果是使藍牙具有「因應大部

們Mesh！」

藍牙技術聯盟(Bluetooth SIG)行銷

份IoT市場的必要能力。」

將使其成員公司能夠「圍繞著諸如商

「給我們Mesh！」

藍牙Mesh、ZigBee、
Z-Wave和Thread比較

業建築物自動化等新興市場發展並提

芯科科技(Silicon Labs)物聯網產品資

Ratliff認為，藍牙Mesh不可避免地

振業務」。Kolderup解釋，藍牙Mesh

深副總裁兼總經理Daniel Cooley可

「將會明顯侵蝕到ZigBee、Z-Wave

是商業建築物和工廠自動化的「工業

說是網狀技術的強力支持者。Silicon

和Thread原有的領域——其差異化的

級」網狀網路技術。它充份發揮了其他

Labs已經從發展ZigBee和Thread等

優勢一直就在於網狀能力。」

網狀技術無法達到的「可靠性、安全性

其他網狀網路技術中累積多年經驗

他指出，「這些傳統的網狀協議

以及可擴展能力」。

了，深深瞭解為什麼消費者和工業市

都缺少在行動裝置(以及其他主要平

場都需要網狀技術。

台，如數位語音助理)中的原生位置，

副總裁Ken Kolderup表示，新的標準

IHS Markit連網與IoT首席分析師
Lee Ratliff認為，SIG宣佈藍牙支援

Cooley說：「隨著人們對於網路

因此，藍牙還可以充份利用在行動生

Mesh的決定「從長遠來看是非常重要

的期望越來越高，他們期待網路能夠

態系統的影響力，這對於任何於消費

的」。Ratliff指出，雖然「藍牙Mesh可

處理數百(或數千)個IP位址，從而在整

應用(如智慧家庭)而言都相當重要。」

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找到自己的發展

個房子和建築物上提供Wi-Fi等級的訊

那麼，ZigBee、Z-Wave和Thread

之路，但從藍牙的新標準中已能清楚地

號性能。人們無法再忍受微弱的Wi-Fi

看到諸多優勢，特別是在許多最具吸引

訊號了，如果能以更少的天線擺脫束

力的市場，如照明、自動化、安全性、

縛會更好。」

資產追蹤以及定位等方面。」
「藍牙至今一直是點對點的連接技

接下來如何求生存？
Ratliff建議，「其他技術必
須更專注於其強項和差異化」。例

Cooley表示，藍牙5帶來了更高

如，ZigBee在照明、智慧電錶和商

的資料速率和更長的範圍，但藍牙

業應用方面表現強勁。Thread則是建
立在網路級經IETF標準認證802.15.4
PHY/MAC基礎上的全IP協議。Z-Wave
在智慧家庭自動化和安全性方面佔據強
勢地位，並廣受專業安裝人員和服務供
應商的採用。
Zigbee聯盟(Zigbee Alliance)技術
副總裁Victor Berrios指出，業界確實一
直在期待藍牙Mesh的來臨。但在他看
來，這一場戰爭還沒有結束。
他觀察到，藍牙Mesh「只是捲進
了一場原本就在進展中的戰事，靠的
是它現有技術與功能的品牌資產。」
然而，Berrios提醒道：「物聯網的世

圖1：藍牙Mesh有助於擴展工業物聯網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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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Bluetooth SIG

界正迅速地向前邁進，它相當仰賴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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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全IP的。許多人認為整個物聯

事實上，James

Brehm &

模式

網應該從端對端都使用IP。如果這一

Associates的IoT策略負責人Mike

基礎模式

點變得來越重要，藍牙就可能因此而

Krell指出，「對於藍牙長期成功但不

輸給Thread。」

一定需要網狀技術的關鍵領域就是信

接取層
上層傳輸層
底層傳輸層
網路層
承載層
藍牙低功耗

法國影像技術產業聚落崛起
Junko Yoshida

Silicon Labs當然不會僅支持一種

標(Beacon)。但是，網狀技術能與

網狀技術。Cooley表示：「不同的終

Beacon結合的事實，為藍牙在特定的

在今年的消費電子展(CES)上，我們

端應用將選擇不同的網狀技術。」但他

廣告與定位應用方面，帶來了更勝於

意外地看到新一波的法國公司(共275

認為藍牙Mesh的優勢在於其互通性。

其他技術的真正優勢。」

家，其中包括233家新創公司)閃亮登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機器對機器之間

IHS分析師Ratliff也認為照明「非常

的真正互通性。」他解釋說，因為藍牙

具有吸引力」，原因有很多。首先，這

經認證的既有網狀網路與應用層支援，

Mesh涵蓋了完整的堆疊，包括網路層

是一個普遍的市場，橫跨所有地區的消

新當選的法國總統出席了今年6月

並正擴展其互通性至更高層。」

和應用配置。

費、商業和工業應用。其次，它本身就

下旬在巴黎舉行的Station F創業園區

圖2：藍牙Mesh架構

來源：Bluetooth SIG

場，同時，業界也開始密切地關注這
些充滿活力的法國初創公司。

他指出，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經

例如，藍牙SIG定義了用於燈泡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第三，照明節點較

盛大開幕，印證了當今的法國如何看

常要求多種選擇(單一來源提供多種技術

和通用開/關模式的藍牙Mesh應用配

密集，而非分散。Ratliff解釋說，對於

重其新興創業文化對於長期成長的重

選擇，即單一晶片支援多種無線電)，

置，從而為其互通性增加了不同的嚴

一個可靠、強大的網狀網路來說，這些

要影響力。

並期待互通性」，例如Dotdot等計劃。

密程度。相形之下，競爭的網狀網路

都是十分關鍵的特徵。此外，燈具通常

當然，這一波熱潮湧現出無數的物

他們的設計旨在「提供一個強大的通用

技術定義的是網路層，而非應用層，

高掛在上，因而具有清晰的視線，可以

聯網(IoT)和穿戴式新創公司，他們致

應用層，以支援Thread、Wi-Fi等不同

讓開發人員突破參考設計限制並開發

看到房間/建築物的所有部份，覆蓋範

力於創新的軟體、應用和服務。

網路上的數百種裝置類型，從而實現

自己的應用。

圍和接收面更廣。

但可別忘了，法國是一個以「硬科

最重要的是，Ratliff說：「誰能在

物聯網的承諾。」

學」(自然科學)聞名的國家。

圖2：ST位於Crolles的晶圓廠

來源：ST

區的研發(R&D)、技術發展和測試/

一樣源遠流長，但它卻不像矽谷那樣

製造經驗而逐步累積。法國人將格勒

廣為人知。格勒諾布爾地區的高科技

諾布爾-伊澤爾(Grenoble-Isére)地區

業務遠小於其美國同業，而其社群也

的影像技術產業聚落稱為「影像谷」

相當地孤立。矽谷迄今已經孕育出英

(Imaging Valley)。

特爾(Intel)、蘋果(Apple)或Google

照明平台

照明上勝出，就能擁有有巨大的優勢，

路由網狀協議vs.可控制泛流
式架構

隨著藍牙Mesh的推出，整個藍牙社群

因為網狀網路的建立一直是以照明系統

軍用級成像技術

似乎由於「藍牙Mesh應用於建築物照

為基礎，而且還可被其他無法自行夠快

幾十年來，法國研究人員和工程師已

Chronocam感測技術和營運副

傳統的網狀網路協議和藍牙Mesh之間

明的美好前景」而備受鼓舞。

達到相同密集/分散式網路的應用(自動

經在成像領域累積了許多關鍵技術。

總裁Jean-Luc Jaffard同時也是一位

化、安全與資產追蹤等)重覆利用，以

其範圍從X射線和遠紅外線到可見光影

成像專家和顧問，他認為這個地區具

確保有效通訊。」

像感測器、3D成像和軟體等。

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在25公里半徑範

格勒諾布爾是著名的歐洲同步輻射

存在架構差異。Ratliff解釋說，相較於

但為什麼對於燈泡感到振奮呢？

藍牙Mesh採用「可控制的泛流式」

首先，我們都知道，最受歡迎的Apple

(managed flood)架構，所有的傳統協

HomeKit採用的是Philips Hue燈泡，它

議使用的都是預先規劃路徑(routed)的

透過ZigBee連接照明系統。

網狀網路架構。

Kolderup解釋說：「我們目前正將

等巨擘—至少現在還是。
然而，這並不是說，格勒諾布爾地
區缺乏深入的技術專長。

Ratliff預測，「藍牙擁有更好的機

法國軍用級成像技術的關鍵核

圍內，「將會看到所有基本的成像技

實驗室(ESRF)所在地。 CEA—法國

會，能夠更快搶進ZigBee原已佔有一

心力量就集中在格勒諾布爾/里昂

術— 感光耦合元件(CCD)、互補式

新能源(French Alternative Energies)

席之地的商用照明。畢竟，沒有哪一種

(Grenoble/Lyon)地區。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X射線和

和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紅外線等應有盡有，且高度集中。」

Commission)在50年前於格勒諾布爾

技術能永遠鎖定一個市場。」

「藍牙Mesh是一種泛流式網狀架

照明視為一個平台。」一旦商業建築開

構，它十分簡單，而且僅需要很少的網

始用LED燈替代小型螢光燈(CFL)以符

路管理開銷。但在某些情況下並不像路

合規定，Kolderup說：「他們可以使

由網狀架構那麼有效率。」他接著說：

用藍牙Mesh經由無線連接這些新安裝

「而且，由於通常所有的節點都必須重

的燈。」突然之間，網狀網路可以涵蓋

覆每個封包，以保持其喚醒狀態，因此

整個建築物，因為每隔幾公尺就安裝了

Yole Développement成像與感

在功耗方面較不利。」

一盞燈。簡而言之，他說，照明在「熱

測器執行主管Pierre Cambou解釋

當然，藍牙的「可控制泛流式」架構

氣、冷氣和安全等其他建築物自動化應

說，50年前發展起來的軍事和核能

希望透過讓低功耗節點保持「休眠」，

用之上，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據點，並成

技術，在1980年代轉型為半導體發

只在收集佇列訊息與回應時才喚醒，以

為一個重要平台。」

展。進入2000年代，該地區成為先

提高功率效能。Ratliff指出，「藍牙架

Kolderup補充說，通常安裝在天花

構是否能像ZigBee/Thread/Z-Wave所

板上的照明系統，佔據了可實現「尋找

使用的一樣好，還有待時間的證明。」

路線」和「資產追蹤」等其他藍牙應用

「而且，藍牙Mesh並不像Thre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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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位置。」

法國對該於領域的大多認知深植
於國防和軍工級技術，並經由在該地

影像谷就像矽谷(Silicon Valley)

建立了CEA-Leti。CEA-Leti的使命
是致力於微電子和資訊技術的發展。
這也是法國政府將大量資金投入科
學研究之處。

進研究、技術開發和成像感測器生產
的中心。
圖3：藍牙Mesh網路可用於資產追蹤
來源：Bluetooth SIG

據Jaffard表示，軍用領域和非軍
圖1：法國格勒諾布爾地區的影像技術產業聚落— Imaging Valley 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工應用是影像谷的兩大支柱；共同撐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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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切可能 TM

起了在CCD、紅外線和CMOS技術等

生態系統的重要性。雖然Leti在開發

完整的產業鏈。

FD-SOI時，她還未加入，但她告訴

Jaffard指出，設計適合手機的影

我們，作為技術先驅，「我們本可以

像感測器模組需要大量詳細的系統知

開「谷」元老

從一開始就嘗試打造一個完整的生態

識。他說：「ST若沒有先前在光學模

Jaffard認為，影像谷的最初締造者包括

系統—包括所有關鍵環節。」

組方面累積的經驗，就不太可能在飛

Thomson-CSF(後來成為Thales Group)、

Leti現在也試圖將其研發成果擴展

愛特梅爾(Atmel；收購Thomson-CSF

到法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Cambou就

的CCD技術)、e2v、CEA(開發紅外線

發現最近宣佈的CEA-Leti與Fraunhofer

技術)、Sofradir(拆分自CEA)和意法半

Group合作計畫十分重要。

維艱。

行時間(ToF)感測器這塊看到如此巨
大的成功。
吸引大型系統客戶進入影像谷至
關重要。

在與CEA-Leti合作推動歐洲的微

令人鼓舞的是，十幾名蘋果(Apple)

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出，影像谷聚集

電子創新計劃時，Semeria說：「藉

工程師進駐格勒諾布爾，在「影像谷」

著不少大型法國公司。該地區成為影

由合作進行歐洲大型專案，我們可以

設立研發中心。許多人認為，這是因為

像谷更多是偶然形成而非計畫中事。

更快地推動研發進展。」

該區已經證明在影像感測器和生產方面

導體(ST)等公司。

顯然地，在20或30年前，在這個地區
還不熟悉「生態系統」一詞。

簡而言之，格勒諾布爾區產出的成
果不會僅留在當地獨享。

(由ST主導)確實別具專長。
像專門從事能源管理和自動化的
施耐德電機(Schneider Electric)這樣

根據Jaffard的觀察，與矽谷形成
鮮明對比的是，這裡幾乎沒有創業投

還少一塊拼圖？

的法國跨國公司，很可能是就智慧建

資(VC)，也很少有國外投資。這裡基

根據Cambou的看法，影像谷生態系

築、智慧城市和智慧工廠等成像技術

本上並不存在創業文化。

統的建構模組看起來幾乎完整— 但

的大客戶。此外，法國智慧家庭系統

Cambou：「我自己就是純粹的格

其實還少了一塊。影像谷目前雖然擁

設計業者Somfy，也可能需要影像技

勒諾布爾生態系統出身。」Cambou

有幾家新創公司、強大的研發運作以

術設計人員和產品。

從學校畢業後，先後在Thomson-

及關鍵的製造基地，如ST的Crolles

Cambou還觀察到，位於格勒諾布

CSF、Atmel與e2v工作，最終成立

廠。然而，缺少有能力大量購買該

爾的數位技術創新育成中心Minalogic

了一家叫Vence Innovation的新創公

地區開發、製造的技術與模組之大型

也正努力推動建立系統公司，以彌補

司，現在更名為Irlynx，從事IR感測

OEM—系統公司。

這一空缺。

ST的CMOS影像感測器技術發展

Jaffard也希望成長中的汽車市場

Cambou曾在影像谷生活和工作

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初期取得了

將有助於推動成像技術的進展。他補

了20年，他說：「如果你瞭解法國，

巨大進展，因為其光學模組贏得了諾

充說，紅外線領域的技術將為影像谷的

就會知道我們並不像德國或北歐的公

基亞(Nokia)照相手機的大筆設計訂

Sofradir等公司帶來「大量新應用」。

司之間那樣步調一致。」他解釋說，

單。但是，隨著諾基亞在智慧型手機

Sofradir是專為軍事、航太和工業市

影像谷中的每一家公司基本上都是埋

市場式微，ST的這塊業務也隨之步履

場開發高性能紅外成像解決方案的領

器的研發。

頭苦幹型的。
但那樣的時代正迅速發生變化。
Jaffard強調，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
這種單打獨鬥的態度「變得越來越不
真實」。
例如，研究機構CEA-Leti已經向
產業界開放了，透過業界合作鼓勵創
新，培育實驗室內外的雙邊研究計劃。
而當討論到Leti從開發全耗盡型絕
緣上覆矽(FD-SOI)的經驗中學到的最
重要一課時，CEA-Leti執行長MarieNoëlle Semeria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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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Grenoble-Is é re地區的影像谷

來源：AEPI

業界趨勢
導廠商。

大廠地位不可或缺

思維與觀點
他並補充說，新技術的新創公司和紅

3D感測器的需求、紅外線的新應用，以

外技術的新應用出現也將有所貢獻。

及三星/Globalfoundries、Soitec和CEA-

Cambou告訴我們，兩年前他對影

Leti之間就新晶圓結成的新興聯盟。

至於推動影像谷的發展和繁榮，必須具

像谷的未來還不是那麼有信心。「現

Cambou指出，影像谷曾經在2000

備什麼條件呢？Jaffard說：「重要的

在，我認為，接下來的五到十年前景光

年初經歷泡沫化。但他強調，「我認

是諸如ST等大廠維持其巨擘地位。」

明。」他的樂觀看法來自於市場對ST

為星星將在此區再度閃閃發亮。」

5G亟需毫米波技術標準
Rick Merritt

第二波智慧語音浪潮來襲
Moshe Sheier，CEVA 策略行銷總監

或許您還沒有聽說過，2017年已經被

由Cortana提供支援。今年初，進軍

而產品彼此間的相似程度令人驚訝，

稱為「語音介面年」了。從年初CES

該市場的另一重點是Lenovo的Smart

似乎只在內部有一些更有趣的區別。

的「語音啟動」成為最受矚目的焦點

Assistant揚聲器，它將會是Amazon

麥克風的數量存在相當大的變化，從

開始，話題持續延燒到年中在上海舉

Alexa的新主人。使用者現在可以選

Google Home中只用了兩支麥克風

行的MWC，並進一步受到多家網際網

擇任何一款由Alexa智慧語音服務提

(執行遠場語音提取的最小要求)，到

路和技術巨擘的加持，他們不斷加入

供支援、但不一定由Amazon製造的

Lenovo Assistant支援高達8支麥克

競賽行列並推出以智慧揚聲器為基礎

裝置產品。

風。揚聲器的數量和品質也不盡相

的個人語音助理。

同，在Lenovo和Apple即將推出的產

中的毫米波(mmWave)服務提供指導

但何時能看到這些規則滿足客戶

Anokiwave創辦人Nitin Jain早

慧揚聲器Echo推出以來，這個市場一

中文智慧揚聲器為全球1/5人口
敞開大門

方針，一位等待技術細節以實現相關

的承諾？他說：「它並不會很快浮出

在2013年就看到了機會。他聘請了

直呈指數級成長。根據audioxpress.

同時，在中國，阿里巴巴(Alibaba)宣

而將音訊提升到大幅超越Amazon和

設計的工程師表示。但他只不過是多

檯面。」

Google現有產品的水準。

監管機構必須儘快為5G蜂巢式網路

策，Gresham說。

本/性能比推向商用水準。」

自從2014年亞馬遜(Amazon)智

品中，嘗試透過多聲道高音擴音器、
室內校正和音訊波束成形等技術，從

Gresham、新任執行長等人，協助該

com，在美國，智慧揚聲器佔家庭音

佈推出Tmall Genie X1，正式進軍智

位為其設計等待技術標準的工程師之

Verizon已經宣佈將在今年下半年

公司從設計服務轉型到產品，特別是

訊硬體類別的30%。預計未來幾年將

慧家庭揚聲器市場。

一。這位工程師積極發出呼籲的時

推出固定式無線服務，而對手AT＆T

基於CMOS的毫米波晶片。Gresham表

持續成長，到2020年將可達到1億美

Tmall Genie X1It預計不久即將上

顯。人工智慧(AI)平台在技能組合和可

間，剛好就是美國和韓國的營運商緊

也表示對類似服務感興趣。韓國營運

示，Jain認為「航空航太、國防和衛星

元的規模，其中75%的美國家庭將擁

市，價格比美國各種裝置更便宜。不

執行的任務方面不完全相同。Alexa具

鑼密鼓地為行動和居家工作者提供寬

商的目標是為明年2月初的冬季奧運

產品與電信的融合，將在5G技術交集，

有智慧揚聲器。

過，中國市場本身已經開始競爭了。京

有15,000多種技能，遠勝於任何競爭

頻無線服務之際。

會(Winter Olympics)提供5G服務的展

我們致力於為消費者降低5G量產市場的

Google Home揚聲器自去年發佈

東商城(JD)與iFlytek合作，在去年發表

對手的產品。根據Voicebot，Google

毫米波專業公司Anokiwave的技術

示，包括基於毫米波的增強行動寬頻。

成本。」在1990年代，Gresham和Jain

後，成功地佔據了一定的市場份額，

玲瓏叮咚系列智慧揚聲器。

Home排名第二，僅支援378種技能。

研究員Ian Gresham表示：「具體來

就Anokiwave而言，它去年推出了

都曾在Macom工作。

但仍遠落後於Echo。根據eMarketer

百度(Baidu)則與硬體公司AiNemo

說，工程師必須知道監管機構將會在

一款CMOS晶片以實現28GHz射頻，

雷達技術並不是第一次在主流市

US對2017年的預測，Amazon Echo揚

合作，在智慧揚聲器領域搭建不同的

通道分配、頻段外雜散發射以及通道頻

今年再接再厲發表一款針對39GHz鏈

場大顯身手。大約在幾十年前，由於

聲器將擁有70.6%的市佔率，Google

選擇。這款稱為Little Fish的裝置是由

另一個重點是基礎AI平台的「智慧

寬的其它基本要點」中設置什麼限制。

路的晶片。

當時客製元件的成本仍然高昂，本地

Home約達到23.8%，而剩下的市場將

百度的DuerOS提供支援。它與迄今討

程度」。能夠對話、理解語言的情境以

揚聲器背後的智慧控制差異更為明

就技能組合而言，未來可能會是一大
賣點以及差異化的因素。

在該領域有著30年從業經驗的

Gresham說:「我們已經在開發功

多點分散式服務系統(LMDS)未能在最

分佈於聯想(Lenovo)、Harman Kardon

論的其他產品不同之處在於配備了螢幕

及回答後續問題就是很好的例子。衡量

Gresham說：「嚴格的規則可能會限

能更強大且更豐富的第三代設計了。

後一英哩網路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從

和LG等市佔率更小的參與業者。

和相機。智慧機器人可以追蹤使用者的

這一點比計算技能更困難，但Google

制我們能做的事，所以提供詳細的規

我們的64元素陣列是一款快速原型平

那時起，摩爾定律(Moore’s Law)就

不過，在Apple發佈其高價位的高

臉部，並使用臉部辨識功能驗證線上購

Assistant在這方面可能就超越Alexa

範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必須在短時間

台，可以讓客戶掌握學習曲線。」

一直對這些成本佔有決定性的影響。

階揚聲器—HomePod後，這個情況

物。它還可以顯示資訊和影像，以回應

了。像Google和百度等搜尋巨擘可以

使用者的查詢。

取得大量的資料，在深度學習方面更有

內儘快提出，以確保部署順利而不至

對曾經受限於昂貴雷達系統這一利

而今，65nm CMOS適用於短距

即將發生重大變化。微軟(Microsoft)

於中斷。」他接著表示，「關於這些限

基市場的毫米波技術來說，最後的詳細

離、低功耗系統。包括BiCMOS SiGe

也將加入這場競賽，即將推出一款名

這與Amazon Echo產品系列的最

制應該是什麼，我們已經看到相關提案

規則被視為其進入主流市場所欠缺的最

等其它製程也各有用武之地。多家公

為Invoke的Harman Kardon裝置，

新產品Echo Show有點類似。但相對於

目前，AI平台和實體揚聲器已經

提交給了FCC和其它機構且正在進行討

後一大塊拼圖。

司的WiGig產品現在的售價都不到10美

Little Fish，Echo Show並不能移動，

整合了，很快地就會發生變革。由於

元，部分原因就在於研究人員將CMOS

所以無法在房間周圍進行追蹤，但這是

Amazon和Google已經向第三方裝置

RF推向了更高的性能水準。

美國第一款配備螢幕的智慧揚聲器。

開放其服務了，因此，揚聲器硬體本

Gresham強調，你並不需要「最先進

因此，當我們看到越來越多模仿原始

身的設計對任何人都是開放的。只需

的新式製程技術，只要根據你的目標，

Amazon Echo的產品出現時，Amazon

藉由足以實現遠場語音拾音功能的解

本身正開始轉向新功能。

決方案，任何裝置都可以透過API連接

論中，但在發佈最終結果之前，開放任
何詮釋方式。」
Gresham補充說，這些規定將決
定附加輻射(incidental radiation)「是

毫米波領域正處於爆發式成長
點。Gresham說，「原本的手機產業
是低於5GHz微波技術的轉捩點，這
些技術如今已紮根並廣泛使用中。」

否會是一個問題？還是可忽略不計？

他說，5G代表一種技術性的「典

就有一大堆功能特性鮮明的候選技術可

以及我們可能達到的性能水準。」在

範轉移⋯首先是從60GHz的WiGig和

供你選擇。一旦根據需要整合於單一IC或

這個階段，規則可能不會顯著影響晶

80GHz汽車雷達開始。現在我們可以

多個晶片組時，就會有低成本的建構模

片設計，更可能影響的是板級設計決

採用毫米波應用，並將商業應用的成

組可直接放在FR4電路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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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將有助於其日後的發展。

到所選擇的個人助理，並提供智慧語音
技術領域的各大巨擘現正競相爭奪您咖啡桌上

技能組合是差異化關鍵嗎？

服務。這為晶片和裝置製造商開啟了大

的一小塊圓形空間

這個市場的競賽還處於早期階段，

量的機會。

來源：Reuters/Harman Kardon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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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開放互連介面瞄準記憶體為中
心的運算架構
Rick Merritt

Gen-Z聯盟(Gen-Z Consortium)在日

最大優勢。」

前舉行的2017年快閃記憶體高峰會展

實現。當今的28G NRZ和56G PAM-4

出貨中SSD所用的3DXP晶片，並預計

介面更可能成為首款商業產品，時間大

在明年開始出貨。

達到最高資料速率和最低延遲。
HPE已經打造出以記憶體為中心的
電腦原型了，採用的即是Gen-Z的早期

約是在2019年左右。

預計2019年導入商用

版本。此外，該聯盟也為多家公司認可

處理器打造基於OpenCAPI介面的

Gen-Z將免費與聯盟成員分享支援基

的連接器加以定義。HPE研究人員兼

設計。Gen-Z支援網狀網路、交換機

本讀/寫操作的RTL，可用於控制器、

Gen-Z創辦人之一的Michael Krause

與透明路由器拓撲，以及OpenCAPI

交換機和橋接器。展會中也將展示採

表示：「它雖然不是一個巨大的生態

所欠缺的記憶體、儲存語義與硬體

用程式碼的FPGA。

系統，但正在成長中。」

IBM則為其即將推出的Power9

新的模組將有助於彌合與2.5D堆疊晶

強制安全功能。然而，Gen-Z規格

目前已有一款商用Gen-Z橋接器正

從2011年開始的這項工作最初集

片間的差距。

至少要到今年年底後才會完善，因

開發中，以及至少兩款設計分別用於

中於智慧型手機，如今則看到伺服器

此，IBM在這方面存在領先一年上市

Gen-Z媒體控制器和交換機。

以及其他的資料中心設備成為更有利

示其無需特定記憶體的互連原型，並

新型DIMM提升速度與容量

計劃自2019年起用於新一代的持久型

率先導入Gen-Z互連技術的首款記憶

DIMM，以及當今DIMM所使用的對稱

記憶體；預計它可能率先用於現正開

體在去年10月發表，它可能會是搭載

型式。其任務是在嵌入式PCI Express

英特爾(Intel)希望能夠同時在

Gen-Z嵌入於至少一款處理器中，這

Krause表示，Gen-Z旨在成為通用

發中的高性能DRAM模組。

新型DIMM的DRAM。

或乙太網路模組中，使用串列解串器

OpenCAPI和Gen-Z上取得成功。其

些處理器預計要到2020年之後出貨，

的協議，廣泛支援讀/寫、載入/儲存以

(SerDes)連接處理器和記憶體。

Apache Pass記憶體模組將採用目前

但它們必須在硬體中支援Gen-Z，才能

及緩衝區放置和獲取。

Gen-Z將支援非對稱讀寫操作的

來自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

包括HPE以及至少另外兩家公司

(HPE)、Western Digital (WD)、Lam

都使用Gen-Z來定義模組— 封裝更

許多工程師都在呼籲使用112G介

Research以及其他公司的主管指出，

高容量、以更高資料速率執行，而且

面，為記憶體模組打造每秒400GB的

新的記憶體類型將顛覆現有的記憶體

使用較當今DIMM更少80%的接腳。

速率，但這預計要到2020年以後才能

一直著眼於成為快閃記憶體與DRAM的
替代或補充技術。截至目前為止，這些

DRAM
Cache

Core

FPGA

Gottscho強調，新型記憶體的神聖使
命在於成為新一代處理器的核心。他
以未來的機器學習晶片概念為例表示，
「神經網路的權重無法像數位定量一樣
儲存，而是作為類比電阻值儲存⋯⋯突

R. Colin Johnson

Core

FPGA

PCH
CPU

CPU

Memory-Fabric
(e.g. Gen-Z)

Cache Coherence Bus
Cache

Lam Research技術長Rick

Core

FPGA

Cache

Core

FPGA

NIC
CPU

CPU

DRAM

DRAM

CPU-centric
architecture

WD描述以記憶體為中心的運算架構

Memory
Controller

Large Pool
of Shared
NV Memory

Off-Load
Engine
Off-Load
Engine
Off-Load
Engine

Storage-Fabric
(e.g. NVMeoF)
Storage
Controller

Large Pool
of Shared
Storage

OffLoad
Engine
OffLoad
Engine
OffLoad
Engine

Data-centric
architecture
來源：Western Digital

IBM Research發表深度學習演算法的

深度學習架構，可將最多達256個

像的訓練中，達到了33.8%的驗證精確

最新突破，據稱幾乎達到了理想微縮效

Nvidia Tesla P100 GPU添加至單一

度；在相同的條件下，微軟(Microsoft

率的神聖目標：新的分散式深度學習

伺服器，最終達到了95%微縮效率的

Corp.)原先的記錄是在10天訓練中達

(DDL)軟體可隨著處理器的增加，實現

測試結果。這一測試結果可用於影像

到29.8%的準確率。IBM的處理器—

趨近於線性加速的最佳效率。

辨識學習，但預計也適用於類似的學

PowerAI平台，可支援64節點的Power8

這一發展旨在為添加至IBM分散式

習任務。IBM在50分鐘的訓練時間內

叢集(加上256個Nvidia GPU)，提供超過

深度學習演算法的每一個伺服器，實現

達到了接近線性的微縮效率。在相同

2PFLOPS的單精度浮點性能。

類似的加速效率。

的訓練數據集時，Facebook Inc.先

該公司正為PowerAI平台用戶免費

前曾經在60分鐘的訓練時間內實現

提供其分散式深度學習套件，同時，

89%的效率。

還為第三方開發人員提供各種應用的

IBM研究人員兼IBM Research加速

觸到突觸，從而實現極其快速的資料

認知基礎設施部門總監Hillman Hunter

傳輸⋯⋯讓記憶體晶片成為電腦！」

認為，其目標在於「將與深度學習訓練

而在ImageNet-22k的數據組合

有關的等待時間，從幾天或幾小時減少

下，IBM聲稱可在7個小時、750萬張影

WD描述了一個類似的概念，顯示
指令集的大量低閘數處理器。該公司

Hunter指出，「深度學習架構開

將在2020年以前推出ReRAM，並支援

始擴展到伺服器中的多個繪圖處理器

Gen-Z互連以及RISC-VISA。

(GPU)，而非使用GPU的多個伺服器。」

HPE 3Par儲存部門首席軟體架構

IBM的開發團隊「為連接至數十個伺服

師Siamak Nazari認為：「轉型至新型

器的上百個GPU加速器所需的龐大、複

記憶體將追隨硬碟轉型至快閃記憶體

雜運算任務，編寫了自動化與最佳化其

的相同路徑，首先發生在快取層，最

平行任務的軟體與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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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介面，讓他們能選擇與其應用最
相關的底層演算法。

到幾分鐘或甚至幾秒鐘。」

持久型記憶體周圍將圍繞著採用開放

終還必須融合儲存與運算，才能取得

潤的目標。

DRAM
Cache

新型的記憶體也已經琢磨出一些較小的
利基市場了。

2020

2018

新型的相變、電阻和磁阻式記憶體

設計人員必須儘快決定是否將

深度學習演算法接近線性微縮效率

和處理器設計，而Gen-Z聯盟將會是
這一過程中的重要推手。

的優勢。

Gen-Z將改寫處理器和記憶體關係

IBM聲稱，使用開放源碼的Caffe

深度學習演算法隨GPU增加而趨近於線性加速效率

來源：IBM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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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設計揭密

深度解讀英特爾Optane
記憶體材料結構

接近熔化之時，這需要大部份的非晶
矽材料都處於熔融狀態。
使用更高的生長晶體介面溫度，
並使其保持在接近熔融的溫度，等於
把所有的電遷移和有關的元件分離問
題都施加在RESET脈衝上。問題就在
於熔融熱點越大，任何相關的電遷移

Ron Neale，獨立電子/電氣製造專家

和元素分離問題就越多。

傳統PCM藉由生長中的晶體介面保持在一
定溫 度，以實現最高的晶體生長 速率以及
最短SET時間

歷經50年的波折，PCM正從微米級CNP發
展至20nm新架構

TechInsights在不久前拆解了英特爾

如果以更長的寫入(SET)時間為代

(Intel)的Optane記憶體，並以穿透式電

價，就可能經由降低介面溫度而減緩

子顯微鏡影像圖(TEM)的方式發佈其拆

生長速率。這可在(SET)期間實現較小

解分析的結果(如圖1)。TechInsights目

的熔融熱點，並使任何電遷移和元件

實際數據保留時間相當於NADN以及英

前正準備完整版拆解報告，不久就會公

分離情況減至最輕。有些人甚至認為

特爾宣稱1,000倍的各種相關討論。

開進一步的分析細節。

可能完全避免熔融材料的存在。純電

對稱的Optane記憶體結構之第

薄膜邊緣作為底部電極，在可用的時

其中特別令人感興趣的似乎是基於

子切換機制在這方面將會十分有幫助。

三種可能性是它確實無需大型晶核和

間下實現微影躍階。它以較小元件提

鍺銻碲(GST)的記憶體元素結構(見圖

進一步延伸這個論證意味著，相較

RESET，包括留下一部份微晶體，平

供較低功耗，同時決了主動式材料必

1插圖)。它採用了20奈米(nm)技術，

於傳統以單核方式操作的裝置，如圖2

均地分佈在作為多晶核的整個記憶體

須在結晶狀態沉積的問題。

深寬比為2:1，表示厚度約為40nm，

所示的任一個對稱裝置與固定厚度，

材料上。但這種方法對於升高的溫度

第三則是避免了與正常操作不一致

在相同的溫度下可能會具有更短的寫

數據保留也並沒什麼幫助。在每個微

的原始(或初次啟動)閾值電壓問題。這

入時間。或者，與存在更小熱點與更

晶體的周圍只需要非常少量的結晶，

些步驟產生了具有更多控制晶體生長

現成的雙向晶體成核位置— 在此情

低介面溫度的傳統單核裝置一樣，具

就可能產生電極橋接導電顆粒間滲透

介面的「圓頂」或「蘑菇」型結構。

路徑以及數據保留失效。

至於以往較大面積的微影PCM結構，

寬約20nm。
從圖1的插圖看來，該記憶體材料
的兩端採用了阻障層或介面層封端，

圖1：Te c h I n sig ht s以T EM 呈現英 特 爾

圖2：Optane形成對稱PCM的幾種可能

Optane的拆解分析

和不同方向。

其厚度估計大約不到4nm。但該介面

預測之一以圖2表示，其中的兩個

況下，(SET)期間的結晶鍵將從晶核

有相同的寫入時間。此外，還可能會

層在作為化學反應/合金阻障層的同

介面阻障層(黑色部份)是高導電的材

的兩側朝向每個電極延伸，直到完成

有熱耗散的好處。

時，也用於作為發熱電極。

料，主要用於防止在PCM材料和電極

整個過程。

寫入時間的估計有時採用GST可獲

圖3：傳統的非對稱PCM結構

圖4：PCM生命週期

一般來說，記憶體解決方案中的
發熱體可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可使用

克服在晶體狀態沉積材料的方法是，

預測與討論

在最初測試時施加可逐漸讓晶體材料

從TechInsights發佈的圖片可知，

結構的其他部份之間發生任何化學作

相較於從一個電極介面的單個成

得的最大晶體生長速率。對於GST，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果有發熱電極，

回到非晶態的RESET脈衝突波。顯

它預先假設了該主動式記憶材料處於

用，此外，它在協助建立對稱的熱結

核位置結晶相同體積的材料，雙晶生

在750K時可觀察到0.55m/秒的最大

它可能是圖1(b)的綠色區塊，或者可

然，這並不適用於非常大型的陣列，

其結晶或導電狀態。事實上，在較底

構方面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長選擇的優點是完成總體積結晶只需

晶體生長速率。至於40nm結構，理

能是閾值開關電極/阻障層。如此則意

但在當時很自然地整合於測試預算，

層的結晶材料塊中，看起來確實存在

在此情況下，RESET狀態將從中

要一半的時間，同時為高深寬比元件

論上會是72奈秒(ns)的(SET)時間。在

味著發熱體可在記憶體和閾值開關起

成為策略上重要應用的嚴格測試協議

著較小的微晶體，不過在較上層的結

央熔融熱點開始，擴展至熔融結晶材

提供閾值電壓。在單個中心晶核的第

700K介面溫度時，(SET)時間上升到

作用。等到TechInsights或英特爾提

組成部份。

晶塊中並沒那麼明顯。這可能是在記

料。RESET脈衝並不會完成，而是

二個選擇也可能在RESET狀態下留下

133ns，而在500K時則快速地提高到

供記憶體材料在其RESET狀態的更多

隨著微影技術持續微縮，以往的

憶體堆疊上層部份嚴格的處理步驟期

必須加以終止，以便在具有高電阻非

更多的記憶體材料。(SET)狀態是寫

4毫秒(ms)。雙重熱點或雙向端點的結

資料時，就能為各種猜測提供解答了。

「圓頂」結構實際上已經消失了，隨

間，自然形成的較大微晶體。

晶態材料的兩電極介面阻障層留下晶

入過程的時間越長，任何方法的增益

構選項則可使時間大幅縮短一半。除

雖然我對於雙重結晶熱對稱模型

後被緊密封裝的垂直「鑽孔」PCM結

(例如2倍)都極其重要。

如圖2的相變記憶體(PCM)所示，

核。在任何隨後的(SET)狀態操作期

如果可以從結晶開始生長的(SET)狀

間，晶體的生長將同時發生在兩個晶

態掌握結晶材料的較大成核位置，就

核上，如圖2左側所示。

此之外，還必須考慮從矩陣的I/O晶片

的猜測可能是— 或可能不是— 正

構所取代，如今則可能實現無需發熱

選擇阻障層/發熱體的電極電阻將

驅動器/解碼器部份進行存取的時間。

確的，但作為Optane解決方案的一部

體的對稱結構了。

決定雙或單個中心熱點之間的選擇，

中央晶核或每個電極記憶結構上的

份，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因

令人印象深刻的先進微影技術、

能達到更快速的寫入(SET)時間。這可

或許更有趣的是可能存在著不同

此外，還必須加上由於存在矩陣隔離

晶核，對於升高的溫度數據保留並沒

為它提供了讓最長寫入時間SET減少

封裝和電腦架構等夢想並不是整個故

避免需要更多的寫入時間，包括足夠

的雙晶生長選擇，如圖2b所示，而且

閾值開關或從堆疊記憶體單元之間熱

什麼幫助。如果數據保留失敗始於晶

兩倍以及權衡寫入時間功率的辦法。

事的結束。無論記憶體技術如何發

成核與生長晶體的時間。每個Optane

如果介面阻障層由高電阻的發熱材料

串擾導致的任何熱偏壓。

核生長的結晶鍵或滲透路徑，則兩種

如圖4所示，它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回

展，每個記憶體單元的核心都將決定

記憶體單元由閾值開關、記憶體隔離

形成，則更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而

當生長中的晶體介面保持在最大

情況下的距離都將減半。或者更簡單

到未來」的研究途徑。

Optane在某些利基應用的未來。

元件與記憶體本身組成。如果PCM元

在此情況下，將首先形成RESET熔融

晶體生長速率的溫度時，可達到最快

地說，來自更快寫入(SET)的雙重結構

PCM的雙重結晶作業如今已可能

等到TechInsights或英特爾提供有

素是垂直對稱的，那麼介面電極/阻障

熱點，並從結構的兩端向中心延伸。

速的寫入(SET)時間。圖3顯示具有更

增益往往會影響升高的溫度數據保留

實現了，因為在3D堆疊記憶體結構

關Optane記憶體材料在RESET狀態的

層的作用則有兩個有趣的推測，可為

如果能可靠地終止這種RESET過

常規非對稱結構的PCM SET過程。問

性能— 因此，這可能適用且達到相

中，記憶體元件並不會有因緊密耦合

更多資料後，各種預測與討論都將變

之前有關發熱體電極討論帶來全新的

程，則會使結晶材料的中心區域成為

題在於最快速的晶體生長速率發生在

對較短的數據保留時間，以及Optane

施加在晶片與發熱體上的不對稱性。

得更加明朗。

14

電子工程專輯 | 2017年09月 | www.eettaiwan.com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15

聚焦：醫療電子

聚焦：醫療電子
式」和「隱匿式」的裝置也是主要的
設計方向。另一個發展趨勢是為了解
決特定問題而提供的單一或幾種功能
的產品也日益受到重視，特別是結合
醫療保健功能的穿戴式裝置。

穿戴式裝置結合醫療保健功能
「在終端消費者的剛性需求推動下，
醫療保健已經是穿戴式裝置的一項剛
需功能了。」王勝引用美國BTC的統
計指出，超過80%的消費者認為穿戴
式技術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能讓醫療保
健變得更加便利；同時，還有71%
的人相信穿戴式技術有助於「改善
健康與健身」，顯示醫療保健與穿戴
式裝置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包括

再成寵兒 穿戴式醫療電子
真安全嗎？

心率、血氧、血壓、運動、體脂、體
溫和呼吸等基本的生命徵象訊號監測
(VSM)與身體的健康及其趨勢性變化
息息相關，因而更適於整合至貼近身
體與日常配戴的穿戴式裝置中。
另一方面，這也衍生出對於更多
半導體硬體與軟體的需求。包括用於
監測這些生命徵象號的感測器、光
學、MEMS與阻抗元件，處理這些訊
號的類比訊號處理、數位訊號與無線

先前穿戴式裝置在大廠的帶動下，曾

業者焦點，再進一步討論穿戴式醫療

人口數量，再加上，包括中國或其他

26.9%，遠高於全球醫療電子市場發

展，亞德諾(ADI)亞太區醫療產業市場

通訊晶片，以及演算法將所擷取的電

經被視為半導體科技產業的未來之

電子如何越來越提升其安全性。

新興地區的民眾收入逐漸增加，但卻

展速度。

經理王勝認為，穿戴式裝置的發展將

訊號轉換為生理訊號並解讀成有意義

一，不過，由於穿戴式裝置遲遲未找

面臨著重疾的威脅。因此在全球醫療

根據IDC的資料顯示，2016年全

歷經三階段的演變：「從最初著重於

的資料。因此，王勝強調，感測器、
電路與演算法三者缺一不可。

到應用定位，以至於熱潮曇花一現。

穿戴式醫療電子再成產業焦點

企業眼中，中國將很快成為全球最大

球穿戴式裝置大約以32.8%的CAGR

基礎的運動與生命徵象資料擷取、收

然而，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以及

近期醫療電子可以說再度成為業者關

的醫療設備市場，且潛力無限，也使

成長，預計在2020年達到2.37億台

集和處理，發展到目前的第二階段，

人們對自身健康管理的意識抬頭，穿

注的焦點。隨著Apple Watch、Misfit

得許多企業與投資者，再度將重心放

的出貨量。舉凡和人體相關的裝置

穿戴式裝置的功能已經變得更豐富與

專業醫療設備走入千家萬戶

戴式裝置似乎找到重點應用——近期

手環等穿戴式裝置銷售量快速下滑，

在醫療與保健設備產業。

幾乎都可以被賦予智慧化，例如手

完善了，不僅兼顧人體健康和生活環

因應預防性醫療與消費市場的需求，

消費型及專業型穿戴式醫療電子被半

原本生機勃勃，可望成為科技產業新

賽迪顧問表示，2016年全球醫療

錶、手環、衣服、鞋帽、首飾、配

境參數，更強調使用者配戴舒適度的

越來越多原本只用於醫院內的高性

導體科技產業再度視為穿戴式裝置極

希望的可攜式穿戴式醫療和保健電子

電子市場和去年同期比增長4.1%，銷

件(如耳機、背包)、智慧眼鏡，以及

『無感服務』。」接下來，穿戴式裝

能、專業級醫療設備正擴展到院外，

佳的應用市場。

產品市場，在2017年初看似進入了

售額達2431.96億美元。隨著新興經

貼片式與植入式裝置等，主要用於

置將整合更多與人體、環境有關的功

進一步提升穿戴式裝置的功能與服

冷靜期。

濟體的醫療需求提高和發達經濟體對

提供通訊、健康、運動、娛樂、定

能，並成為人工智慧的重要環節，進

務，並促使醫療級與消費級裝置之間

一步提升使用者的生活型態。

的界線模糊。

無論是哪一類穿戴式醫療電子產
品，尤其是專業型醫療電子，使用者

除了中國品牌小米、華為(Huawei)

醫療領域的持續投入，全球整體醫療

位、支付以及人工智慧(AI)介面等功

的安全相當重要。消費型的醫療電子

還在繼續發佈手錶、手環的新品和另

電子市場持續增長。其中，開發中國

能。MarketsandMarkets則預估，全

目前，穿戴式裝置在使用者的

王勝進一步解釋：「『穿戴式裝

也許較不會涉及人身安全，但若是資

闢蹊徑的深圳智慧錶芯堅持走替代傳

家的市場增速明顯高於已開發國家。

球醫療電子市場到2020年將可能達到

「黏性」、個人隱私、健康週期與資

置』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它並不完全

訊的顯示或準確度有問題，也會間接

統手錶的道路以外，絕大部分中國廠

此外，中國醫療電子市場在經歷了

565億美元，2014年到2020年的年複

料可信度等方面都還有進步的空間；

是消費性裝置。例如像穿戴式醫療裝

影響使用者的身心狀態。因此本文將

商已經另謀出路。不過，中國作為全

2015年23.7%的高速增長後，2016

合成長率約5.5%。

此外，使用者並不希望在身上配戴

置也有很多是在醫院中使用或是醫

先探討穿戴式醫療電子如何再度成為

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相當多的

年仍保持快速成長，同期比增長率達

看起來太突兀的裝置，因此，「無感

師建議病人在家療養使用的醫療級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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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弦波输出(+13dbm)

振幅校平
10 MHz•分配放大器

聚焦：醫療電子
置。如今，專業的醫療器材公司正投

智慧。另外，為了避免醫療資源的浪

命。王勝表示，醫療級設備除了高性能

入這一類穿戴式醫療裝置的開發，而

費，居家照護也越來越在高齡化時代

以外，更需側重安全性，包括供電、隔

消費電子產品製造商也在積極推出醫

受到重視，一些更專業的醫療電子

離、靜電保護等，即使故障也不容許傷

療設備的可穿戴，例如華米開發的小

設備甚至已開始滲透到一般民眾的家

害到病患或人員。因此，除了逐條通過

米手環。因此，這二者之間的界線也

中。但這些增添智慧的專業或消費性

醫療級的標準認證，還必須要有臨床實

逐漸消失，開始朝同一方向發展。」

醫療電子器材真的能夠幫助到病人，

驗的指標。以隔離為例，醫院目前通常

保證病人在使用時的安全嗎？

是採電和電池二者兼用，但由於其供電

管理方面的預防類穿戴裝置將會越來

根據美國病人安全組織ECRI的調

越多，所提供的VSM功能也會日趨完

查，2017年病人10大議題問題中，

善。例如基本的睡眠品質監測，將進

電子病歷的外流、準確且迅速的判

相形之下，消費級產品只需要符

一步加入腦電、血氧與心率等指標，

定病灶、臨床決策支援系統(Clinical

合基本的CCC、CE以及電池安全等

提高基本監測的準確性與可靠度。但

Decision Support，CDS)的正確使

標準。這也是為什麼醫療設備的發展

無論是醫療診斷級或院外的預防類裝

用、病患身分識別、藥物使用的正確

相對緩慢，進入門檻高。

置，都正朝向可攜式與穿戴式的方向

性、錯誤的預防方式⋯等，都會嚴重

針對專業醫療級和消費裝置的安

發展，讓病患離開病床的束縛，以及

威脅病人的生命安全。現在的醫療

全要求，王勝認為，二者的不同取決

減輕醫護人員的基本訪視次數。

電子器材如何在各種功能或是偵測精

於如何定位產品的功能。專業級醫療

隨著更多的醫療級技術朝向消費

準度不斷進展，以及透過醫療平台分

裝置的性能並不一定就優於消費裝

級穿戴裝置發展，為了提高對於用戶

析相關數據，給予病人相關建議的同

置，但只要定位於醫療產品就必須取

的吸引力，這一類預防醫療裝置除了

時，提供最保障的安全性，真正發揮

得醫療認證。

增加醫療保健功能，還衍生出協助使

其效用，都將是半導體業者與醫療器

除了電氣安全外，更清楚的資訊顯

用者解讀數據的第三方服務模式，由

材製造商，甚至醫療單位皆須戮力思

示，以及確保具備連網功能的醫療電

專業的醫療數據服務團隊在遠端提供

考的問題。

子裝置，傳輸資訊時的網路安全性，

為了解決醫療電子安全性的問題，

數據的解讀、分析與反饋。

半導體業者也開始根據現階段醫療電

如何確保安全性？

也都將牽涉到醫療電子能否提供真正
的安全性予使用者。

彩色顯示器讓病患療程變彩色
醫療裝置的安全要求

也許你會好奇，支援彩色顯示器

念的風行，醫療電子器材「萌生」了

醫療裝置對於安全的要求攸關病人的生

的醫療電子裝置，對病患而言，

可穿戴設備的應用功能演變
第一階段：
- 基礎的運動及體徵資料擷
取收集和處理；

運動

UVI
第二階段：
- 功能進一步擴展；

基礎健康
使用者介面

安防

- 健康和生活環境參數並
舉；

跌倒檢測

FS730和FS735系列...起价1375美元（全球通价格）
FS730
系列...起價1595美元 (全球通價格)
来自 SRS 的 FS730 和
FS735和
10FS735
MHz分配放大
详情请浏览 www.thinkSRS.com.
器为挑战性的信号分配任务提供最先进的
解决方案。

來自 SRS 的 FS730 和 FS735 10 MHz分配放
大器為挑戰性的信號分配任務提供最先進
这些分配放大器使用输入限制器设计，可
的解決方案。
去除信号幅度调制，提供固定振幅输出和

阻截输入噪声。几乎任何一个具近50 %占
這些分配放大器使用輸入限制器設計，可
空比的 10 MHz 波形均可用作输入。
去除訊號幅度調製，提供固定振幅輸出和
阻截輸入雜訊。幾乎任何一個具近 50% 佔
MHz 波形均可用作輸入。
空比的
FS73510
模型在后面板具十四个
10 MHz 的输
出 BNC 连接器, 并在前面板安有状态指示

FS735 模型在後面板具十四個 10 MHz 的
灯。 半机架尺寸的 FS730 模型提供七个10
輸出 BNC 連接器, 並在前面板安有狀態指
MHz 的输出端,
备有台式和机架两种款式。
FS730 模型提供七個
示燈。
半機架尺寸的
10 MHz 的輸出端，備有臺式和機架兩種
具优秀的混合和匹配能力, 该 FS735 也可将
款式。

- 無感服務和使用者粘性
已進一步加強。

HRM

Co2

睡眠

個人健康

環境

大數據

輔助駕駛

智能家居

第三階段：
- 可穿戴成為人工智慧的關
鍵環節；
- 用戶可無感知的接入萬物
互聯的世界；

環境監測

溫度

安全

- 生活必備品，並進一步改
變人們的日程行為習慣。

人工智慧

穿戴式裝置的發展將歷經三階段的演變，目前已發展至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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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回波損耗

具優秀的混合和匹配能力,
該 FS735 也可將
配放大器并排配置以供其它应用。多个单
10位可以菊花链连接，便于扩展。
MHz ，5 MHz，寬頻，和 CMOS 邏輯分
配放大器並排配置以供其他應用。多個單
位可以菊花鏈連接，便於擴展。

- 服務及用戶粘性需進一步
提高；

壓力

• 高通道對通道隔離

10 MHz ，5 MHz，宽带，和 CMOS逻辑分

- 初步的人機交互；

Vitamin D

• 低附加相位雜訊

行特定的隔離保護。

能也不斷提升，加上物聯網(IoT)概

環境光

• 高回波损耗

高達5KV(工業約2~3KV)，這就必須進

子的發展，而提出相對應的新方案。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醫療器材的功

• 振幅校平

電子工程專輯 | 2017年09月 | www.eettaiwan.com

來源：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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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边带相位噪声 (dBc/Hz)

王勝預期，各種運動健身、生活

• 低附加相位噪声
•• 高通道对通道隔离
正弦波輸出(+13dbm)

基于AGC的放大器
削弱宽带噪声。

基於AGC的放大器
削弱寬頻雜訊。

FS730/FS735使用
限制器以消除杂散
和维持低噪音。
FS730/FS735使用
限制器以消除雜散
和維持低噪音。

偏移载波频率 (Hz)
偏移載波頻率 (Hz)

10 MHz 分配放大器的附加相位噪声:
限制器 vs. AGC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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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穿戴式過渡至醫療裝置設計

如何與安全性有關？意法半導體
(STMicroelectronics)資深行銷經理
楊正廉解釋，醫療電子顯示螢幕轉變
為彩色圖形介面，不僅只是為了更
加價值的「理由」，而是能帶給使用
者更好的安全性。
舉例來說，血糖機、血脂機或是

Jan-Hein Broeders，ADI EMEA醫療保健業務部開發經理

營收(百萬美元)

炫、或是讓業者有更多的提高產品附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
人們需要有關健康的支持系統，因而
對於醫療保健的整體支出產生了巨大

結合多功能的消費型醫療器材，以往

的影響。有鑒於此，政府相關部門和

多是灰底黑字的顯示介面，辨識度較

健康保險公司也越來越重視預防醫
■居家健康照護

低，有時得看得相當「仔細」，才

■遠端病患監測

■健身與運動

能區別各個數字所代表的意義，若是
每個顯示的數值利用不同顏色加以區

學、健康意識和生活型態對於個人健
康的影響。一般而言，這不僅僅是更

圖2：2014~2020年全球穿戴式醫療電子市場發展預估(以使用者應用分類)
來源：Industr yARC Analysis、Exper t Insights

別，則可避免使用者發生混淆。而血

多的運動或是更好的營養攝取，同時
也包含對於某些重要身體參數的監

糖或體重若是飆高時，能用顯著、具

Microchip醫療產品部業務拓展經

的能力也不斷在提升，因此未來會看

測。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從事智慧和健

「威嚇」效果的顏色標示出來，也能

理Marten L. Smith表示，資料和控制

到一些醫療電子儀器會額外再內建一

康手錶業務的企業，近年來能夠在營

進一步達到提醒消費者的目的。

安全對於醫療設備極其重要。不僅需

顆安全晶片。

收上有所成長。

不僅如此，彩色顯示介面除了讓偏

要確保伺服器中患者資料的安全，在

消費性的專業醫療電子，能夠更清楚地

將這些資料從醫療設備傳送到手機、

將訊息傳遞給消費者外，還能夠讓具備

安全法規亦為保障病患安全的
指標

不表示就能擁有更健康的生活。擁有健

平板電腦、個人電腦(PC)，或最終傳

醫療行為的醫療電子裝置，在進行動作

送到雲端時也必須確保安全。

醫療電子裝置由於涉及人身安全，因

體參數，讓自己更熟悉這些數字，並利

時，能夠進一步提醒使用者注意。如糖

此外，對醫療設備本身進行保護

此各國政府都會針對不同等級的醫療

用它們來調整你的日常生活，使其變得

尿病患在使用胰島素注射器時，胰島素

以使其免遭入侵和控制已成為設計人

器材加以制定安全規範。而半導體元

更健康。這是一個幫助你更了解身體如

注射的量通常是一定的，若是機器發生

員密切關注的問題，對於醫療設備設

件或是醫療電子設備若是有通過各國

何運作以及長期下來如何降低保健成本

問題，藥劑的量太多或太少，都會危害

計人員而言，使用整合有硬體加密引

相關法規，不僅可保證其安全性與信

的過程。

到病人的生命安全。此時，若是注射的

擎的微控制器(MCU)、獨立加密/身份

賴度，還可以順利銷售到世界各國。

劑量能夠以彩色顯示，將可提升醫療電

驗證產品，以及可為醫療設備及其資

子設備使用安全性。

料提供保護的軟體程式庫相當重要。

圖1：ADI最新一代穿戴式生命徵象監測平台

購買健康手錶和測量身體參數，並
康生活的訣竅在於長時間地監測某些身

本文以亞德諾半導體(Analog

圖2：新一代智慧手錶平台的感測器電路板

麼諸如智慧手錶和腕帶式裝置等產品

考應該使用那些技術。以心率測量為

迅速出現在市場上的原因。

例，生物電位測量是最古老的技術之

Smith提醒，在醫療法規符合性方

Devices；ADI)最新的穿戴式「生命徵

除了在手腕上進行測量，頭部也是

一。利用兩個或更多的電極，就能夠輕

面，需要牢記以下關鍵點：醫療設備

象監測」(Vital Signs Monitoring；VSM)

另一個適合穿戴式裝置的理想位置。例

鬆地從身體上取得強大的訊號。對於將

楊正廉認為，醫療電子設備顯示

但這樣就夠了嗎？楊正廉指出，

設計人員擔負著證明對美國美國食品

平台為基礎，如圖1所示。ADI並不是一

如，以不同風格呈現的頭戴式耳機和無

電路整合在胸帶或頭戴式耳機的裝置而

器由黑白進化到彩色，設備的資訊提

的確，目前的微控制器內建了不同程

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歐盟和中國國

家終端產品的製造商。然而，這款VSM

線耳機可以內建嵌入式感測器，以測

言，這種方法是相當完美的。然而，要

醒會更清楚、明確，這不但可滿足消

度的加密方式，如亂數產生器、硬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等政

平台能夠提供參考設計，有助於讓電子

量諸如心率、血氧濃度(SPO2)和溫度

在手腕這樣的單點位置測量生物電位訊

費者需求，也更能提升醫療電子裝置

體/軟體加密引擎⋯等，以提供符合

府機構適用性的重任。半導體業者為

設計師和系統架構師加快產品開發過

等參數。

號幾乎是不可能。你必須在產生這些電

的安全性。未來，將發現到市場上有

產品設計時所需的安全等級。但隨著

影響生命安全的應用提供的元件中，

程，同時為專業和醫療市場設計更新

第三個適合在身體上配戴穿戴式裝

更多消費型醫療電子會導入彩色顯示

新的醫療電子逐漸不再需要透過第三

美國FDA將這類應用分為3類應用；歐

穎、更智慧，也更準確的穿戴式裝置。

置的位置是胸部。第一代的心率監測器

對於單點位置的測量，光學技術更

面板，且專業型醫療電子也將跟上這

方——即行動裝置或個人電腦，而是

洲則將其視為3類或4類應用等。

設計就是圍繞在一個胸帶上，這種生物

為合適。當光線被送入組織，並反射動

個趨勢。

直接連上雲端控制中心，就得提升裝

子訊號的整個心臟周圍進行測量。

未來，穿戴式醫療電子將越來越走

測量什麼？如何以及測量哪裡？

電位測量的原理仍是一項非常準確的

脈中血液流動的結果，即可進行擷取與

進普羅大眾的生活，對於這些醫療設

藉由穿戴式裝置就能測量各種重要參

技術。今天我們傾向於採用胸部貼片

測量。透過此一光學訊號的接收，可以

此時，微控制器內建的加密能力也

備的安全性，如何做到讓使用者可以

數。根據不同的總體目標，測量某些

(patch)的方式，因為環繞胸部的背帶

取得心跳資訊。這種技術聽起來相當直

更智慧的醫療電子勢必得內建連網技

許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外加一顆安全

百分之百的信任，其實關鍵掌握在產

規格的要求遠比其他的規格更重要。

配戴起來並不舒服。目前已經有多家製

接了當。然而，有許多不同的挑戰和影

術，以便與使用者的行動裝置或是雲

晶片將是較佳的選擇。楊正廉表示，

品研發業者與元件供應商身上。更多

穿戴式裝置配戴在身體上的位置不

造商投入智慧型貼片的設計，以監測各

響因素，可能讓這一類的設計變得複

端連結。不過，既然牽涉到連網技

以往安全晶片多用在與金融、支付相

的智慧功能、網路技術的加持，或是

同，明顯影響到所能測量和無法測量

種重要的參數。

雜且困難，例如來自移動和環境光源

術，那麼使用者的資料安全，就得相

關的應用上，但消費者對醫療電子安

通過安全認證⋯等，都是業者在開發

的參數。最顯著的位置是手腕。我們

根據身體的位置不同，我們不只面

當受到重視。

全性的需求是永無止盡的，加上駭客

新產品時，需要深入思考的部分。

習慣在手腕上配戴裝置，這也是為什

對哪些參數可用於測量的選擇，還要思

置的安全性。

外加安全晶片趨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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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感測器板上整合各種裝置的示意圖。

利用小型低功耗MOX VOC
感測器監測室內空氣品質

經在主板上加入上述的大部份技術了。

例如ADI新一代裝置設計的光學系

該裝置可用於設計配戴在手腕的裝置，

統是圍繞在光學類比前端(ADPD107)

雖然，你也可以移除軟皮帶，將該裝置

而建構的，使用綠光LED測量光體積變

壓力和持續的血壓

加裝在身體上，將其作為智慧貼片使

化描記圖(PPG)和心率，而整合的紅外

對於心跳速率，通常需要進行ECG或

用。該參考平台的裝置包含了支援生物

光LED則在裝置附加在人體時進行近接

PPG的測量，所以不需要感測器輸出

電位測量、光學心率測量、生物阻抗測

檢測。生物電位心電圖(ECG)的測量則

的組合，除非我們想要對動作造成的

量、動作追蹤和溫度測量等技術，所有

透兩個單獨的數位前端(AD8233)而實

假影進行補償。需要多種測量的使用

這些技術都整合在一個以微小電池供電

現；其中一個前端連接到嵌入在裝置中

案例包括壓力管理或連續性血壓監測

的裝置中。

的電極。位於在裝置背面的一個電極接

等狀況。情緒狀態可以經由監測皮膚

每個人平均每天吸入大約15kg的空

觸一個肢體，而在裝置頂端的第二電極

傳導的變化加以測量。但這只是其中

氣，其中80%是室內空氣。戶外空氣

污染源

排放源

室內空氣污染物

則由其他肢體(如手)接觸，從而形成一

的一個參數，如果希望這個參數結合

品質一般是由政府機構進行監測，而

建築材料

粘合劑、地毯、水泥、地板、溶劑

甲醛、烷、酒精、醛、酮類

燃燒

引擎、家電、煙

碳氫化合物

清潔產品

家居清潔用品

丙酮、酒精、烈酒

傢俱

木頭、聚氯乙烯、膠水

甲醛、甲苯、二甲苯、癸烷

呼吸

丙酮、乙醇、異戊二烯

脹氣

甲烷、氫

化妝品

檸檬烯、桉油精、酒精

印表機、影印機、電腦

臭氧、苯、苯乙烯、苯酚

整體目標

Norwood Brown，ams現場應用工程師

為什麼要設計像GEN II智慧手錶這樣

個封閉迴路。第二個類比前端可以透過

其他參數的監測結果，例如心率、心

室內空氣品質(IAQ)監測則是建築物

的系統？設計類似此一系統的目的在

外部電極實現ECG測量，讓用戶能夠

率變異分析(HRV)，那麼需要測量的

營運業者或居住者的責任— 前提是

於能夠以一種簡單的方式，測量許多

像使用智慧貼片般地穿戴此一裝置，並

值就會增加。在測量壓力狀態時，皮

他們願意實際執行。現在，新一代小

重要的身體參數。該裝置可以同時測

將外部電極直接連接到胸部。

膚溫度也可以作為額外的輸入。

型表面黏著的低功率揮發性有機化合

人

量參數並將結果儲存在SD卡上，或透

在裝置背面的電極具有雙重功能，

血壓的監測是另一個有趣的使用實

物(VOC)氣體感測器已經上市，透過小

過低功耗藍牙(BLE)無線連接並傳送

除了ECG測量之外，也可用於測量膚

例，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參數，但多數

型、低成本的元件即可實現分散式、

至智慧型裝置上。由於許多測量是同

電活動(EDA)。膚電活動或皮膚電流反

的裝置是臂套式的，很難整合於穿戴式

本地IAQ監測功能，因此，用戶可以

時進行的，因此該裝置也有助於發現

應(GSR)牽涉到皮膚的傳導性，因為皮

或連續性的系統。然而有一些用於血壓

更容易地操作建築物中的空氣流動和

節、過濾和/或者通風設備的運作。目

設備，因為他們不是體積太大就是功

在幾個測量數據間的相關性。生物醫

膚可能由於情緒或來自內部或外部的刺

測量的技術裝置是不需要用到臂套的，

空氣過濾設備。

的在於保持室內空氣新鮮舒適，同時降

耗太高。

學工程師、演算法供應商以及企業家

激而改變其傳導性。GEN II智慧手錶平

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測量脈波傳輸時間

本文介紹新型VOC感測器的工作原

不斷地尋找新的技術、應用和使用案

台能夠偵測到皮膚傳導性的微小變化。

(PTT)的技術而實現。動脈的PPT訊號

理，以及它與絕對單一氣體感測器的不

例，以便儘早在疾病的早期階段進行

該電路是以這一測量原則為基礎，包括

能夠利用在R波上所顯示的心臟收縮時

同之處。同時，還介紹感測器如何提供

事實上，CO2濃度是代表某一空間

它可提供表面黏著IC型封裝，功率只

檢測，盡量減少在疾病發生後期可能

其傳送和接收的訊號鏈，完全由離散式

刻和脈衝到達指尖的時間來加以測量。

資料，使得空氣管理設備能夠更高效

中人員密度的適當方式。而且由於人類

有毫瓦級，對於IAQ監測領域來說非

對身體造成的負面影響或損害。

電子元件所構成。它能夠在最小的功耗

這個傳輸時間和血壓有直接的相關。圖

且有效地因應室內空氣品質的變化。

會生產VOC和CO2—在科學上稱之為

常令人期待。這些低成本、緊湊型的

下提供高度的準確性。

3顯示結合PPG的ECG測量。支援ECG

「生物排放」，現在的建築物營運方通

低功耗VOC感測元件很容易整合於燈

單一測量並不具有代表性

最後且同樣重要的是，裝置中還整

辦公設備

表1：通常會在室內發現的VOC類型及其來源

低熱交換率，因為人為加熱或冷卻空氣
的作法，既浪費金錢又耗費了能源。

這就是為什麼推出新一代金屬氧
化物(MOX) VOC感測器的原因，現在

和PPG在同一個裝置上進行測量的智慧

如何進行IAQ監測？

常認為配置了調節CO 2 濃度功能的空

具、空調、風扇以及風扇遠端控制裝

手錶，就可以用來執行此一測量。

目前，商業建築物的專業營運方一般

調設備也能充份調節室內空氣中多種

置等日常用品— 甚至是手機中。分

利用一、兩類空氣品質數據來控制通

VOC的濃度。

散式的本地VOC感測是切實可行的，

新型的穿戴式系統結合了嵌入式感測

合了一款可測量皮膚溫度的溫度感測

器、運算處理能力和無線通訊功能，

器，以及一款可追蹤動作的3軸超低功

可說是一款獨特的裝置。

耗MEMS感測器(ADXL362)。這可以用

從原型到產品

風和空氣過濾系統的運作。最常見的

實際的考慮因素支持了這種假

來進行動作分析，也可以在其他測量時

新一代的智慧手錶具有許多高性能的感

是，他們使用單一氣體— 通常是二

設。CO 2 感測器元件經過多年發展，

因此，空調設備使用者應重新考慮

補償由於動作造成的假影(artifact)。動

測器和功能，均嵌入於一款小型的穿戴

氧化碳(CO 2)進行絕對測量。他們也會

封裝、價格和功耗特性已經非常具有

他們是否還只是依賴於CO2資料。事實

作通常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對於心

式裝置中。除了電子設計之外，許多機

參考居住者對空氣品質的主觀判斷。

吸引力，足以確保其能整合至主流建

上，VOC濃度不會隨著CO 2 濃度的變

率、SPO2或呼吸率等許多重要參數都

械方面的安排也一併考慮到了。對於專

因為人類呼出C O 2 ，所以有人在

築物自動化設備的電路板中。

化而上升和下降，主要有兩個原因：

非常依賴於活動，所以必須測量身體的

注在半專業和專業運動市場以及醫療市

的房間裡，CO 2 濃度隨時間的推移而

直到最近，可選的VOC濃度測量

動作。當你慢跑時，測得140bpm的心

場的設計公司和裝置製造商而言，這使

增加是正常的，因此，在沒有足夠通

方法還相當有限。有一些測量和分析

率還不錯，可是如果你坐在沙發上也測

得此一平台更具有吸引力。它可以同時

風的情況下，房間中的人越多，CO 2

懸浮於空氣中VOC的方法，包括光電

· 其次，人類產生CO 2的速率是持續

到140bpm的心率，可能就要擔心了。

測量許多參數——然而，也需要相應的

濃度就越高。

離、火焰電離、比色管和波長吸收等

的，而且在不活動時一般會相當穩

透過組合各種感測器的訊號，此一裝置

演算法用於補償各種應用並支援各種使

室內空氣中C O 2 濃度過高會讓人

是比較輕便的方法。而在實驗室中，

定。然而，人類產生VOC是波動，

也能夠支援新的應用。

用案例。這個裝置能夠讓產品開發人員

有「悶」的感覺，想打瞌睡、精神不

傾向於結合使用氣相層析與質譜(稱為

例如在飯後一段時間內會上升。

GC-MS)的方法。

圖3：結合PPG的ECG測量結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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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是發展趨勢之一。

· 首先，並不是所有的VOC都是由人
產生的(見圖1)

超低功耗的微控制器(ADuCM3029)

和裝置製造商快速啟動產品開發過程、

集中，而且無法有效決策。因此，現

也整合於此一裝置中，用於收集感測器

無需進行演算法驗證，而且在測試之前

在配備CO 2 感測器的商業建築物管理

然而，這些方法並不適合用於緊

(NIST)建築物和消防研究實驗室的報

的數據，並執行演算法。圖2提供在一

進行產品建構作業。

系統，就可以根據測得的CO 2 濃度調

湊、本地化、低功率的空氣品質感測

告指出：「許多污染源並非僅來自居住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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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直接威脅。這種絕對輸出元件通常：

質下降期間，CO 2 感測器完全沒有任

值參考適當的基準值，且主要是由人

進入建築物的污染物等。CO2濃度並不

· 相對比較昂貴

何動靜，這可能是由於在會議休會期

類VOC排放引起的，與絕對CO2感測器

能提供與居住者無關的釋放源所排放的

· 只能檢測一種氣體

間使用清潔化學品，或者來自影印機

測量的實際CO 2濃度變化密切相關(參

污染物濃度等資訊。」

· 需要定期校準以提供準確的輸出

和印表機等設備的排放造成的。因應

見圖4)。

資料

VOC感測器的輸出(而非CO 2感測器的

CO2感測器記錄到室內空氣中的CO2濃

在IAQ監測應用中這些因素顯然不

指示)，通常會有更好的通風；因此，

整合IAQ監測的新機遇

度較低，但最近重新安裝了新傢俱和地

受歡迎。VOC感測器是對這種重要但

在此例中，出現VOC事件期間，將會

如今，晶片型VOC感測器的尺寸、成

毯，還用黏膠在房間的牆壁和地板上黏

有限絕對測量源的補充：這種感測器

為居住者改善房間中的空氣品質。

本和功耗等優勢，使其成為空調系統

貼了一些固定裝置。在這種情況下，房

能夠檢測到多種VOC，因此可以用於

間中的空調設備通常被配置為在此環境

偵測由一種或者多種VOC化合物引起

空調系統測量資料的標定

整合於空氣品質管制系統中只是時間

下提供最小通風量，導致唯一的居住者

的室內空氣品質變化— 而這會影響

諸如CCS811或iAQ-Core等VOC感

早晚的問題— 最終將建立一個更健

呼吸大量的懸浮VOC。

建築物內的人。

測器能夠有效地偵測空氣中VOC濃度

康、更愉快的工作、生活和娛樂環境。

隨時間的變化。但是，如何使用這些

還可以在以前不具有空氣品質感

到居住者的舒適感。CO2是無味的，但

(2.7mm×4mm×1.1mm，LGA封

資訊來管理空氣過濾或空氣流動設備

測功能的終端產品中整合小型表面黏

VOC氣味很重，而且(大部份VOC)令

裝)或iAQ-CORE(接腳佈局為

的運作？

著VOC感測器，從而體現了這類感測

人不愉快。

15mm×18mm的整合感測器模組)等

今天，空氣管理系統的配置通常

器的價值所在。例如，炊具罩中的寬

然而，空氣中VOC的影響不僅僅

寬頻譜感測器，並非針對安全攸關應用

為了因應所測量的CO 2 濃度絕對值。

頻譜VOC感測器可以偵測原料和熟食

是讓人感到不舒服。美國國家環境保

的某種特殊氣體報告其絕對ppm值，

因此，iAQ-Core和CCS811包括執

氣味、煙霧、清潔劑等產生的空氣中

護局(EPA)網站列出了短期和長期的

而是提供環境中多種VOC濃度的相對

行所提供演算法的處理器，計算相對

VOC濃度的變化，根據這些變化自動

健康影響，指出這些影響可能與室內

變化值，包括但不限於圖1所列出的。

eCO 2 (等效CO 2 )值以及相對TVOC(總

管理氣流。這樣，廚師就不用去手動

空氣中的VOC有關。EPA指出的這些

在IAQ監測應用中，MOX VOC感測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值。如此，則可讓

操作換氣設備了。

影響包括：

器可以與絕對輸出CO2感測器一起使用，

空氣品質管理系統設計人員將來自感

VOC感測器在任何室內空間都非常

· 眼睛、鼻子和喉嚨有刺激感

隨時為CO2濃度提供確切的基準。VOC

測器的輸入轉換為適當的指令，例如

有幫助，包括公共交通工具、私家車以

· 頭痛、失去協調和噁心

感測器補強了絕對CO2的測量，採集有

提高通風設備的風扇速度，或者把通

及醫院、辦公室和商店等公共建築。由

· 損害肝、腎，以及中樞神經系統

關VOC事件的其他資訊，這些資訊不一

風口開寬一些— 或在VOC濃度下降

於這些感測器非常小，足以和其他電子

· 一些有機物會導致動物癌症；有

定與居住者(通常是CO2濃度升高的主要

後，放慢過濾和/或者空氣交換速度以

元件一起安裝在PCB上，因此幾乎可以

原因)直接相關，如圖3所示。

降低能耗。

與任何連接元件整合，從而輕鬆地連接

圖3中，在VOC感測器指示空氣品

根據測試顯示，eCO 2的計算相對

至空氣管理系統。

時間vs.CO 2 感測器和會議室內VOC濃度
圖3：在多人使用會議室數小時後，VOC感測器和CO 2 感測器同時運作時的測量值比較

ppm CO 2

在IAQ監測中，例如ams CCS811

癌症。

VOC/混合氣體

管理區域的分散式感測來源，將它們

室內空氣中高濃度的VOC顯著影響

些甚至被懷疑或已知會導致人類

CO 2 感測器無法擷取的
VOC流動(如氣味)

VOC測量值

例如，在只有一個人的房間中，

開窗後

感測器測量值

者，還包括建材的排放物，以及從戶外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第7天

圖4：在7天時間內，將來自ams MOX氣體感測器計算標定的eCO 2 值與由絕對CO 2 感測器測
量的實際值進行比較

因此，上面的這些實例促使OEM
開始在IAQ監測設備中使用表面黏著
MOX VOC感測器。

實現醫療應用的可穿戴、可擴展和可用性

MOX氣體感測器的工作原理如圖
MOX VOC元件本身可檢測到多種

電極

金屬氧化物
加熱薄膜

VOC，並提供對應於VOC濃度變化的
相對輸出。當配備了板載處理器時，

乙醇,10ppm

Tony Armstrong，凌力爾特(現隸屬ADI)電源產品行銷總監

G [μS]

2所示。

MEMS基板

空氣,
50%r.h.

該感測器還能夠計算多種VOC的等效
相對值。由於這些元件的輸出是相對

時間 [min]

VOC感測器運作規則和感測器圖解VOC回應示例

的，因此不需要校準。

全球醫療電子市場正快速成長。根據

奇了；它包括不斷出現的人口老齡化

身和患者而言都是如此。因此，醫院正

市場研究公司Marketsandmarkets的

和日益增加的文明病；對於個性化、

尋找減少這些費用負擔的方法，在不影

調查，2015年整體醫療電子市場約為

易用型和先進保健裝置日益攀升的需

響患者完全康復的情況下，讓患者儘快

30億美元，並將在其後幾年以5.4%

求；以及穿戴式醫療電子產品使用率

獲得舒適和自主性。實現此目標的一種

另外，還有一類絕對輸出氣體感測

· 氣敏MOX包含高孔隙度和顆粒狀半導體材料

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持續成長，

的不斷提高。

方法是透過遠端監測和診斷裝置協助患

器：它們對於安全攸關的應用來說是理

· 顆粒以獨特的導電路徑在電極之間形成電阻

預計可在2022年時達到44.1億美元的

同時，長時間地讓患者在醫院的病

者，如此他們就可回到家中休養。這些

市場規模。那麼，瞭解以下因素是推

床上治療和復健所產生的費用在經濟上

遠端病患監測功能包括心率、血壓、呼

動這種發展的一些主要動力就不足為

逐漸變得難以為繼——對於醫療機構本

吸率、睡眠呼吸暫停、血糖值和體溫。

想的也是必要的選擇，在這些應用中，
某些氣體濃度過高會對生命或者健康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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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X與VOC相互作用(由加熱薄膜驅動的燃燒/化學反應)，帶來可預測調節的測量電阻

圖2：晶片型MOX氣體感測器的工作原理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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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支持了「加速可攜式和無

很多應用是即使在主電源中斷的情況

以其中很多都配有一個電池備份系統，

線醫療儀器成長的現有趨勢之一為門診

下也需要連續運作功率，因此，關鍵

以防裝置的主電源發生故障。

治療」的假設。而結果是，許多此類可

的要求之一是實現低靜態電流以延長

傳統上，它們的電壓軌一直是由降

製造能量採集IC將近10年了，首款

攜式電子監測系統必須內建射頻(RF)發

電池壽命。相對地，備用靜態電流小於

壓開關穩壓器或低壓差穩壓器提供的。

產品是2009年底上市的LTC3108。

送器，以便從患者監測系統所採集的任

9uA的開關穩壓器常常是使用者所需要

然而，此類IC並未利用電池單元的全工

LTC3108是一款超低電壓DC/DC轉

何資料都能輕鬆地直接發送回醫院的監

的。事實上，有些依靠電池與能量採集

作範圍，因而縮短了裝置的潛在電池執

換器和電源管理器，專為採集和分

控系統，讓主治醫師稍後可根據此資訊

組合作為主電源供電運作的新型系統，

行時間。於是，當採用升降壓轉換器

配剩餘能量而設計，可從熱源產生

進行檢查和分析。

要求其靜態電流為個位數的微安級，或

(能提升或降低電壓)時，它將使電池的

極低的電壓。這可以是從「熱」到

性已經展露無遺。
凌力爾特(Linear Technology)

低功率的精準型零組件促成了可攜

者在某些場合中甚至達到奈安(nA)級。

全工作範圍能得到利用。這增加了操作

「更熱」，或從「冷」到「更冷」，

式和無線醫療器材的快速成長。然而，

這是此類「居家應用型」患者醫療電子

餘裕並延長電池執行時間，因為更多的

因為唯一需要的是1℃ 或更大的溫度

與許多其他應用不同的是，此類醫療產

系統獲得採用所必須達到的先決條件。

電池壽命是可用的，尤其當它接近其放

梯度。

品對於可靠性、工作時間和堅固性通常

儘管開關穩壓器產生的雜訊較線性

具備更高的標準。而這大部份的負擔都

穩壓器更高，但其效率也更優越。只要

落在電源系統及其元件上。醫療產品必

開關電源以可預知的方式運作，雜訊

以能量採集作為電源

理來自熱電產生器(TEG)和熱電堆等

須正確地運作，並且在交流(AC)電源

和電磁干擾(EMI)級在許多敏感應用中

最近，在能量採集領域湧現了大量的

極低輸入電壓電源的剩餘能量，以延

插座、備份電池以及甚至採集環境能

是可控制的。如果開關穩壓器在正常

創新成果；特別是採用人類自身的體

長低功率無線系統中的主電池壽命。

源等多種電源之間無縫切換。此外，

模式中以定頻執行，而且開關邊緣乾

熱作為一種潛在的能量來源，為電子

採用LTC3107後，一個負載點能量

還必須竭盡全力地提供針對各種不同

淨和可預知(沒有過衝或高頻振鈴)，

監測系統供電，或為這些系統供電的

採集器只佔用極小的空間，只要能夠容

故障情況的保護及耐受能力，儘量延

則EMI便可抑制至最低。小型封裝尺寸

電池進行再充電。這類技術進步實現

納LTC3107的3mm x 3mm DFN封裝

集電源和一個同步升降壓DC/DC轉換

即：如果合適的環境能量採集電源至少

長依靠電池供電時的作業時間，並確

和高作業頻率能夠提供小巧的佈局，從

了醫療電子元件尺寸和形狀的改變，

和幾個外部元件即可。透過產生一個

器(該轉換器由再充電主電池供電)，

有一半的時間可用，就能讓以電池供

保每當連接至某種有效電源時，都能

而大幅降低EMI輻射。此外，假如穩壓

以適應毫瓦(mW)和/或微瓦(uW)功率

追蹤現有主電池之電壓的輸出電壓，

從而為WSN和物聯網(IoT)裝置等能量

電的WSN工作壽命從10年延長至超過

實現可靠的系統運作。

器可以使用低ESR陶瓷電容，則能儘量

範圍。這意味著許多複雜的電子系統

可無縫地採用LTC3107以將免費熱能

採集應用提供不間斷的輸出。

20年，假如環境能量源更普遍存在，

地減小輸入和輸出電壓漣波，這些漣波

和裝置(例如穿戴式醫療和自主裝置)如

採集的成本節約帶到嶄新和現有的電

能量採集電源是由一個適合AC或

是系統中的額外雜訊來源。

今的功率消耗大約低於250μW。

池供電型設計中。此外，LTC3107還

DC輸入的全波橋式整流器和一個高效

適於患者監測系統的潛在方案

電曲線的低端時。

能量採集IC可以採集熱能，為WSN供電和/或為電池充電

更近期推出了高整合度的DC/DC
轉換器— LTC3107，透過採集和管

電池充電器可轉換多種能量來源，並能使用再充電的主電池

那麼壽命甚至會更長。

有鑒於上述情形，理所當然地會認為

當今多功能患者監測醫療裝置中的

而且，功率級約在數μW至數百

能與一個小的熱能量源一起延長電池

率同步降壓轉換器組成，從壓電(AC)、

結論

「為患者提供適於家用醫療器材的開

電源軌數量有所增加，而操作電壓則持

mW範圍內的無線感測器網路通常採

壽命(在有些場合中可長達電池的保質

太陽能(DC)或磁性元件(AC)等來源採

智慧型醫療穿戴式產品市場正蓄勢待

銷遠遠不及出於相同目的而讓患者住

續地下降。雖然如此，許多此類系統仍

用電池電源運作。不過，由於電池電

期)，從而降低與電池更換有關且重複

集能量。一個10mA的分路器以採集的

發；醫院病患照護的高成本和呈爆炸

院治療所支付之費用」。不過，至關

然要求採用3V、3.3V或3.6V電源軌，

源內在侷限性(例如電荷的貯存壽命，

發生的維護成本。LTC3107專為增強

能量實現簡便的電池充電，而低電量電

性成長態勢的人口老齡化，都是影響

重要的是：患者使用的設備不僅必須

為低功率感測器、記憶體、微控制器

以及應用中必須定期再充電)的原因，

電池或甚至完全為負載供電而設計，

池斷接功能則保護電池免於深度放電。

這一市場成長的主要推動力。包括使

十分可靠，而且還要能為患者提供防

(MCU)核心、I/O和邏輯電路供電。此

採用熱量或振動等環境能量源以實現

這取決於負載情況和可用的採集能量。

充電電池可為1.8V至5.5V輸入範圍的同

用感測器的醫療與健身穿戴式裝置等

護！因此，這類產品的製造商和設計

外，由於其運作有時是生死攸關的，所

「可再充電」電池定期再充電的可能

圖1所示為LTC3107如何輕易地採集熱

步升降壓轉換器供電，或當採集的能量

新一波產品，都能監測關鍵的生物統

者必須確保其能依靠多種電源(包括備

能來為無線感測器節點(WSN)供電，

無法用於調節輸出(無論輸入高於、低

計資訊，例如在醫院以外測量心率和

份能源)無縫地運作，從患者身上採集

並在環境能量源不可用時無縫地切換

於或等於輸出)也可用該充電池。

血壓等，這為採取更加積極、健康的

的資料具有高可靠性，並實現99.999%

至電池電源。

在處理微功率電源時，LTC3331電

生活方式創造了機會。智慧型穿戴式

的無線資料傳輸完整性。這就要求系統

此外，LTC3331是一款多功能的環

池充電器擁有非常重要的電源管理功

裝置的核心架構取決於產品類型，但

設計者確保即將採用的電源管理架構不

境能量採集器，形成了完整的穩壓能量

能，並納入對電池充電器的邏輯控制

基本上是由一個MCU、MEMS感測

僅具備強固性和靈活性，而且還必須精

採集解決方案，當採集的能量可用時，

功能，以便僅在能量採集電源有多餘能

器、無線連接電路、電池和支援電子

巧和高效。如此，醫院和患者的需求都

它可提供高達50mA的連續輸出電流以

量時才為電池充電。如果沒有這種邏輯

元件共同組成。

可相互獲得滿足。

延長電池壽命。當用採集的能量向負載

控制功能，能量採集電源就會在啟動時

因此，擁有目前這一波利用多種環

幸運的是，凌力爾特(Linear

提供穩壓功率時，該元件不需要電池提

卡在某個非最佳的工作點上，不能完成

境能量形式為人體健康監測裝置供電的

Technology)等多家類比公司持續推

供電源電流，因而在無負載情況下用

啟動，也就無法為目標應用供電。當採

多功能能量採集和IoT解決方案，便可

出創新型產品，以提供針對上述問題

電池供電時，僅需要950nA的操作電

集的能源不再可用時，它還能自動地轉

在不影響患者康復的情況下，讓他們

流。它還整合了一個高電壓的能量採

換到電池。這提供了一個額外的好處，

較快地返回自己家中療養。

的解決方案。由於醫療電子系統中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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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商業領域導入PoE連網照明

平電纜設計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設計良好的PoE控制系統可以為不
斷電服務帶來極高的可用性、提高網路
的彈性，以及降低營運成本。由於PoE

作者：Giovanni Frezza，Molex產品經理

網路不需要在每台裝置端點處安裝電源
在新建或現有的商業辦公大樓或企業

有線乙太網路、電源設備以及使用兩

普及，開創了一個新的領域，讓處於最

插座，因此新的網路與裝置也能更快地

中，乙太網路供電(PoE)的分散式網路

對或四對連接線傳輸電力的裝置指定

前線的建築師、電工及安裝人員可以使

配置。商業建築物是採用PoE照明和自

可透過標準的低壓CAT電纜來輸送電

實體和資料連接層。最初的PoE標準

用乙太網路供電的LED燈具，使建築物

動化系統的主要應用，這類系統的設計

力，並將通訊訊號發送到形形色色的

(IEEE802.3af-2003)使用15.4瓦(W)的開

脫胎換骨。傳統的照明燈具可以隨時改

可以作為建築物基礎設施的一部份，或

端點處，包括LED照明、空調系統控

關埠功率，在使用兩對電力傳輸模式的

裝為LED燈具，以及能夠進行局部智慧

者在現有的建築結構中改造而成。在設

制、攝影機以及其他網路裝置。

PoE+(IEEE802.3at)時可提高到30W。

控制的感測器。

計時必須對電力和資料的分配進行最佳

PoE照明和自動化系統能夠實現十

更新的標準採用四對電力傳輸模式，可

老式建築物中的照明系統採用交流電

化，從而減少所需的PoE埠數。例如，

分創新的建築構思。這類系統的設計可

使每開關埠支援60W的通用乙太網路供

(AC)轉換成低壓電源。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如果一組裝置的功率要求低於50W，

以提高能效、增進生產效率。操作技術

電(UPOE)，以及超過95W HDBaseT供

將現有的照明器具改裝為使用LED，替換

那麼單一台PoE閘道器即可在菊鍊配置

(OT)正迅速地將資訊技術(IT)基礎設施

電(POH)的功率。

掉原有的螢光燈和節能燈具。在滲透到商

中為多個驅動器供電並提供控制。從設

廣泛採用的PoE基礎設施導入商業建築

U P OE技術利用全部的四對雙絞

業建築領域後，LED明顯比其他照明技術

計、安裝到現場操作與建築物維護，系

物中，許多重大的翻新工程和試產設施

線，可較PoE+輸送更高的功率以及改

更具有成本競爭力。LED每瓦功率的照明

統軟體工具在網路化控制系統的整個生

正進行中，而且還有更多的計劃處於準

善能效與降低通道損耗。例如，使用

輸出極為出色，實現較傳統照明技術更大

命週期內提供支援。

備階段。商業建築的建造商、開發商、

UPOE後，PoE節點可以接收高達51W

的改進，因而成為商業建築物採用LED的

設計師事務所以及工程公司都已開始衝

的功率。這樣就能在一個UPOE埠上利

主要推動因素。

鋒在前，展開各種重大的合作，積極地

用菊鍊連接多台裝置，從而最佳化低

先進的LED技術功能日益多樣化，

將強大的PoE網路導入商業領域。

壓電纜基礎設施，以便減少系統所需的

更加高效、安全，能夠在PoE照明系統

富有遠見的採納者將PoE基礎設

埠數與佈線。新的IEEE標準提高了效

中支援各種可用的功率。由於能夠將照

施視為一種具有協同綜效的資產，有

率，實現範圍更廣的一系列裝置功能和

明控制遷移到基於IP的基礎設施，這使

助於實現物聯網(IoT)以及智慧建築計

支援，並且沿用IT產業已經配置了十多

得照明成為一種物聯網建築物資產，實

畫—而且還可以為建築物開發商、業

年的基礎設施，在低壓的D類(Cat5e)

現與其他建築物功能的協同控制。更進

主以及住戶帶來巨大的價值。

電纜上運行。分散式網路則可在整個建

一步的整合意味著不僅可以提供更好的

相較於需要雙層基礎設施的傳統網

築物或企業內實現精密控制、與其他建

控制，實現顯著的節能效果、提高住戶

路，PoE平台能夠在同一層低壓電纜基

築物自動化系統(BAS)整合，提供更詳

的舒適度以及生產力表現，還可以透過

礎設施輸送電力與資料。雖然當今大多

盡的資料，從而更明智地制訂工作人員

照明網路基礎設施的分散式感測器系統

數應用的控制系統都以專有的解決方案

和建築物的使用決策。

收集更多有意義的資料。

圖2：軟體整合LED照明系統示意圖。在PoE照明系統內整合的技術(如Transcend)，可以
實現完全客製化。終端使用者可以根據定義的區域來調整照明需求

和基礎設施
· 顆粒狀感測器陣列提供出色的自動
化和資料報告功能

PoE網路的優勢

· 全新應用案例提高生產力與營運

· 無需認證的電工即可在低壓狀態下
安全地安裝RJ-45連接器
· 乙太網路標準久經考驗、具未來性
且易於擴充
· 為可調諧LED燈具及動態/生物自
動調整控制器實現先進控制
· 在商業建築物的連接能力和資料分

和控制功能，可使得施工過程較傳統硬
線的AC/DC分散式照明系統與自動化系
統更快、更簡單。建築物內的每台LED

PoE技術能夠進一步降低能耗以及

燈具或元件採用RJ-45連接器供電，都

改善光線品質，使光強度更加柔和並增

會收到一個IP位址。空間利用率的變化

強調光功能，還可以動態地調節色溫，

可縮短安裝時間與降低安裝成本，並且

讓商業空間內採用的LED照明提升至更

避免重新佈線施工。對於連接網路的系

高層次，從而提高工作環境的舒適度與

統，可根據空間利用率的需求重新分配

生產效率。業主或營運商可以隨時獲得

感測器，即可快速的更改裝置的參數設

照明狀態、即時能耗、基於感測器的住

定以及分區編程。

上提供電力與資料
測器應用

壓電纜或者以無線方式提供通訊、資料

效率

· 使用CAT電纜即可在單層基礎設施
· 直流電(DC)適用於低壓LED和感

配電力(如AC電源)及其他資源，在低

戶報告、空氣品質、溫度以及其他環境

最佳化的PoE網路和低壓電纜基礎

監控參數。綜合資料將轉換為實際的商

設施是最具發展前景的技術，可實現照

業洞察力，協助您了解流動模式與空間

明網路及其他建築物自動化網路的IP融

利用率、此類空間內的狀態，以及各種

合，但這需要混合配置PoE和分散式功

為基礎，然而，主要的技術供應商以及

各種標準和規格為電力輸送和通訊

PoE閘道器經最佳化後可以提供低

商業建築產業都傾向於採用開放標準，

鏈路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協定，以便進行

壓供電以及可靠的通訊功能，可進行配

· 數位分區與再分區使建築物針對

不同的空間、樓層或建築物在利用率、

率轉換等多種技術。具有這方面專業知

以簡化新型網路的安裝、配置與營運。

資料交換。然而，PoE網路在建築物控

電，並將光源、感測器節點、牆壁電

具體用途實現彈性最佳化，在未

能源使用與生產力方面如何劃分等級

識而又經驗豐富的合作夥伴，將有助於

在IEEE 802.3標準中明確定義了

制系統的價值並不僅止於此，它甚至超

子式調光器以及其他本地裝置與控制

來出現新需求時能夠重新調整功能

或比較。

在現有或新建的建築物或企業部署時，

PoE網路中所使用的技術；該標準為

出了這些標準和規範。各種智慧技術的

元件連接到IP網路和控制管理中心。每

· 輕鬆地融合並整合到現有的BAS

析方面創造新的典範與價值

由於無需採用雙層基礎設施即可分

有效率地擴展PoE技術。

台閘道器都採用Cat5e電纜連接到開關
埠。IP節點負責將電力和資料分配到每
一台本地裝置。燈具、感測器、電動遮
光罩、分配器、馬達和其他裝置都成為
軟體

+

網路交換器

+ CAT電纜

+

PoE閘道器

+

照明燈具/感測器

圖1：Transcend連網照明系統示意圖。Transcend是一種PoE照明系統，由Molex的
Transcend軟體、思科的網路技術、PoE閘道器、CAT電纜、感測器以及來自其他製造
商的照明器材組成
來源：www.transcendl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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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數位物件，可利用軟體進行配置、分

最小的超低功率石英震盪器
OM-7605-C8 32.768 kHz

消耗電流 = 0.45 uA, 快速的啟動時間 < 1us
小型化封裝 1.2 x 2.0 x 0.7mm

組與控制。對於最佳化低壓配電從而提
高實施的效率與性價比來說，優質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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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 Crystal AG
Muehlestrasse 14 CH-2540 Grenchen Switzerland
sales@microcrystal.com www.microcrystal.com

MC_Banner_172x35_2017_Tai_e2.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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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準確、迅速的電子熱設計
作者：Mike Donnelly，Mentor Graphics首席工程師

成功的電路設計包括正確的熱分析：

熱」接點，從內部耗散出來的熱量將

熱網路包括散熱片的熱容(0.1J/℃)、

在不同運作條件下會產生多少熱量？

經由這個點傳到外部熱網路。

傳至環境的熱阻(1℃/W)，以及產品

是否會有元件超過額定值？通常，這

在此例中，針對L78S05中外殼至

規格表發佈的各個主動電子元件的

個過程交由精通熱分析的熱/封裝工

環境的直接熱傳遞進行建模(即沒有散

接面-導線熱阻。BJT熱容採用假定的

程師負責。雖然具備專業技術大有優

熱片)。產品規格表指定接面-外殼的

值(0.005J/℃)。該值並非由製造商提

勢，但流程不連續卻存在劣勢，這可

熱阻值是5℃/W，而針對T0-220封裝

供，而是為實現快速的熱時間常數而

能會導致無法一次獲得成功。在本文

的接面-環境熱阻值是50℃/W。因此，

選定的，僅用於模擬。

中，筆者將探討整合的電子+熱設計

假定45℃/W的差值是外殼-環境的熱阻

環境，將有助於電子工程師的熱設計

值。在示例的電路中，這個值被指定為

「首次就通過正確性檢查」。

散熱片熱阻值。如果使用實際的散熱

使用熱電冷卻器的電子溫度調
節系統

片，則採用發佈的熱阻值。

第三個例子是一個完整的熱控制系

IEEE標準1076.1(VHDL-AMS)是實
現整合系統觀點的關鍵，它不僅原生支

如果提供了散熱片的熱容值，可以

統，在快速變化的功耗條件下使用熱

援類比和數位電子硬體的建模，同時包

輸入到模擬系統，則不僅能預測穩態操

電冷卻器(TEC)將自加熱電子裝置(如

括熱特性以及在這些方面之間的互動。

作溫度，還可以預測輸入電壓和負載

雷射器)產生的熱傳遞出去。負溫度

下面幾個例子說明了這種建模

瞬態引起的溫度響應。輸入電壓函數

係數(NTC)型熱敏電阻器的電阻對溫

功能如何及時提供重要電熱互動的

產生器可以運用任何時間變化輸入電

度極其敏感，用於Wheatstone電橋

可見性。免費的線上電路模擬平台

壓曲線。並可調整負載電流級或使用

配置。電橋產生的差分電壓被運算放

SystemVision Cloud提供了這些例

客製動態負載模型。綜合上述操作即

大器(op-amp)電路放大。在有限範圍

子。建議大家透過本文的數位版點選相

可準確地表示預期的穩壓器操行環境。

內，運算放大器輸出電壓幾乎與溫度

關連結，打開這些電路的「即時圖」。

線性穩壓器溫度探測器

成正比，相位差為180度。

件參數值，或者複製電路並進行修改，

AC-DC電源配接器的熱建模與
電流升壓穩壓器

數學控制模組進行建模。這種抽象化

然後執行新的模擬，就可以立即看到修

第二個例子是類似但更完整的線性穩

使得設計人員能夠專注於穩壓器的整

改後的結果。

壓器電路。5V穩壓器由120Vac/60Hz

體性能，並且評估實際瞬態運作期間

的輸入驅動，使用變壓器/整流器電

的PID增益選擇。自加熱「雷射器」

線性穩壓器溫度探測器

路降至9V的DC線性電壓。所需的電

的驅動電壓透過電熱電阻器簡單建

第一個例子是「虛擬熱校準」電路，

流負載能力是5A，高於線性穩壓器元

模，被逐步提高到幾種操作級(藍色波

當線性穩壓器在預期用途內針對特定

件本身的電流限制(1A)。電流差值由

形)。雷射器的溫度(紅色波形)保持在

元件進行配置後，此電路可以協助設

MJ2955 PNP旁路電晶體的負載分配

25℃的設定值，僅在功率轉換期間出

計人員預測穩壓器的溫度。該配置基

功能提供。(註：該設計基於2014年11

現瞬間的干擾。

於元件製造商的產品規格表所提供的

月Rev.27版《安森美半導體產品規格

資訊。在SystemVision Cloud中，使

表MC7800/D》中圖11的應用電路)。

用者可以調整穩壓器模型的參數，使

請注意，所有的功耗電子模型，包

在現實世界中，系統的電、熱雙方面

之與特定元件編號的電氣和熱特性相

括整流器二極體、線性穩壓器、雙極

是相輔相成的。將電和熱分開來分析

匹配。這些參數包括輸出電壓、壓降

接面電晶體(BJT)與電流感測電阻等，

時是否能妥善評估真實情況？熱工程

(VDO)、電流限制以及接面-外殼、接

以及主變壓器和次變壓器的有效繞組

師是否按各種運作狀態處理各個元件

想要讓電路的哪個部份保持冷卻？明

VHDL-AMS模型同時支援電與熱模

面-環境或散熱片的熱阻值。值得注意

電阻，全部都有紅色的「熱」端子，

的散熱，還是假定所有元件以滿功率

確說明啟用某些部份時哪些部份會關

擬，有助於彌合這些認知差距，以避

的是，穩壓器模型上的紅色端子是「

該端子可將熱傳至外部熱網路。外部

運作？電氣工程師是否知道熱工程師

閉是否對他們有所幫助？IEEE標準

免生產硬體發生意外情況。

在這些圖中，您可以查看其他訊號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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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迴路的其餘部份使用理想的
AC-DC電源配接器的熱建模與電流升壓穩壓器

總結
使用熱電冷卻器的電子溫度調節系統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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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語言簡化數位硬體設計
作者：Charles Papon；SpinalHDL開發人員

VHDL和Verilog是用於描述可合成數位
硬體的兩種主流語言。但我們不應該忘

用於 3.3V 電壓軌的簡單備份電源

記，它們最初可不是為了這個目的而開

設計要點 565

發的，而是為了模擬和歸檔。由於這樣

Victor Khasiev

的事實，加上許多其它語法的弱點，引
發了許多問題，例如設計參數化能力薄
弱、設計再使用性差、程式碼冗長、方

引言

法繁複，以及可合成和不可合成的特性

在嵌入式系統需要可靠供電的電信、工業和汽車應用
中，資料丟失是一個關切的問題。供電的突然中斷會
在硬碟和快閃記憶體器執行讀寫操作時損壞資料。設
計師常常使用電池、電容器和超級電容器來存儲足夠
的能量，以在供電中斷期間為關鍵的負載提供短期電
源支援。

之間界線模糊不清。
為了因應這些限制和問題，一些
有助於提升現代描述典範的新替代

圖1：簡單的硬體描述

解決方案已經出現，如Bluespec、
Chisel、CλaSH、Migen、MyHDL和

LTC®3643 備份電源使設計師能夠採用一種相對便宜的
儲能元件：低成本電解電容器。在這裡提及的備份電
源或保持電源中，當電源存在時，LTC3643 把存儲電
容器充電至 40V，而當電源中斷時，LTC3643 則把該
存儲電容器的電能釋放給關鍵的負載。負載 (輸出) 電
壓可設置為介於 3V 和 17V 之間的任何電壓。

SpinalHDL等。

以不同方式描述硬體
SpinalHDL就和VHDL、Verilog一樣，
可透過定義暫存器和閘極而用於描述硬
體；但不同於VHDL和Verilog之處在
於，SpinalHDL並不使用事件驅動典範
來描述硬體，而是使用專為此目的設計
的語法。這允許在其聲明中區分組合訊

圖2：使用抽象實現暫存器庫

(register bank)

號與暫存器，並透過定義規則來描述硬
體行為。這意味著訊號和暫存器可以分
配至相同的條件陳述式，而這對於「以
事件驅動」(event driven)的替代方案
來說是不可能實現的(見圖1)。
語言的所有語法都可用於硬體描

LTC3643 可容易地適用於 5V 和 12V 電壓軌的備份
解決方案，但是 3.3V 電壓軌解決方案則需要格外謹
慎。LTC3643 的最小工作電壓為 3V，比較接近於 3.3V
的標稱輸入電壓電平。如圖 1a 所示，當採用一個隔離
二極體以使備份電壓電源與非關鍵的電路分離時，這
種餘量就太嚴緊了。如果 D1 是一個肖特基二極體，
其正向壓降 (作為負載電流和溫度之函數) 會達到 0.4V
至 0.5V，足以把 LTC3643 VIN 引腳上的電壓置於 3V
最小值以下。因此，備份電源電路可能無法啟動。

述，而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使用專用
類型明確地定義可合成硬體；另一類則
可用於闡述硬體結構，例如實例迴圈、
譯器將執行許多檢查，以確保用戶設
圈、所有組合分配的完整性以避免不

圖 1 (a) 和 (b)：隔離二極體在備份
系統原理圖中的位置

圖3：仲裁管線的建置

必要的閂鎖推論，以及跨時脈域連接

但SpinalHDL與VHDL、Verilog

個‘Meta HDL’，其中高層級部份

的合法性等等，這使得SpinalHDL使

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其嵌入通用語言

(分類、動態陣列、字典...)可用於透

用起來更安全。

(Scala)。由於這種方法，我們得到一

過演算法產生可合成的硬體描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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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V 備份電源運作
圖 2 示出了一款用於產生 3.3V 備份電源的解決方案，
其採用一個隔離 MOSFET 為關鍵的負載儲備能量。
圖 1 所示的隔離二極體被一個低柵極門限電壓 P 溝道
功率 MOSFET (Q1) 所取代。
在 3.3V 環境中運作備份電源的關鍵是增設 RA-CA 串聯
電路。在啟動時，隨著輸入電壓的上升，流過電容器
CA 的電流取決於公式 IC = C·(dV/dt)。該電流在 RA
的兩端產生一個電位，此電位足以強化一個低柵極門
限電壓小信號 N 溝道 MOSFET (Q2)。當 Q2 接通時，
它把 Q1 的柵極拉至地電位，在輸入電壓和 LTC3643
電源引腳 VIN 之間提供了一條極低電阻的通路。一旦
3.3V 被施加至轉換器，則其隨即啟動，下拉 Q1 的柵
極和 PFO 引腳電平，而且它開始給存儲電容器充電。
當 3.3V 電壓軌達到穩態時，IC 電流減小至某一點，
在該點上 RA 兩端的電壓下降到低於 Q2 柵極門限電
平且 Q2 關斷，因而不再影響備份電源轉換器的功能。
另外，PFO 引腳將 R3A 接地，從而把 PFI 引腳電源
故障電壓電平重定至最小值 3V，以確保轉換器在輸
入電壓電源斷接時保持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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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和分類。除此之外，SpinalHDL編
計的合法性，例如，是否缺少組合迴

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是把二極體移動到供電 DC/DC 轉
換器的輸入端 (D2)，如圖 1b 所示。遺憾的是，在此
情形下，連接至上游 DC/DC 電源的非關鍵負載會從
備份電源吸取功率，因而留給關鍵負載的電能較少。

09/1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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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Pinsec SoC方塊圖

圖 2：用於一個 3.3V 電壓軌的 LTC3643 解決方案之增強型電路原理圖

電路功能
圖 3 中的波形示出了 3.3V 電壓軌啟動時的結果。當輸
入電壓上升時，Q2 的柵極電壓也升高，因而把 Q1 的
柵極拉至低電平。Q1 處於強化狀態，允許完整的 3.3V
電壓到達 LTC3643，將 Q1 體二極體旁路。最後，Q2
的柵極電壓降至低於門限電平且 Q2 關斷，到這個時
候 LTC3643 是全面運行的，並控制著 Q1 的柵極。

了一個 0.5A (10.5A 負載) 的限值 (最大可能設定限值
為 2A)；其餘的電流則輸送至負載。
圖 4 示出了失去 3.3V 電壓軌時的波形。當輸入電壓
下降時，Q2 的柵極電壓保持不變 (接近於地電位)，
而且 Q2 處於關斷狀態。與此相反，Q1 的柵極電壓則
急劇上升至 3.3V。這把 Q1 關斷，由 Q1 的體二極體
起隔離二極體的作用，從而使負載與輸入分離。此時
備份電源接管供電，LTC3643 通過釋放存儲電容器的
電能以給關鍵的負載提供 3.3V。
圖5：Pinsec的匯流排橋接和所有APB3匯流排結構的頂層實例化

圖 3：上電時 3.3V 電壓軌的波形
LTC3643 的多功能性在這裡展現出來：特別是它能
夠限制用於給存儲電容器充電之升壓型轉換器的充電
電流。在必須儘量減小總電流的場合中，例如：當存
在長導線或高阻抗電壓電源時，可把升壓電流設定在
較低的水準，以最大限度減輕充電電流對輸入電壓降
的影響。這一點對於 3.3V 電壓軌是尤其重要。在圖
2 中，0.05Ω 電阻器 RS 為升壓型轉換器充電電流設定

Data Sheet Download

www.linear.com/LTC3643
DN565 0917 45K • PRINTED IN CHINA
 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2017

圖 4：斷電時 3.3V 電壓軌的波形

結論
本文介紹的電路使 LTC3643 可用作一款針對 3.3V 電
壓軌的備份電源解決方案。LTC3643 通過採用低成本
電解電容器作為儲能元件簡化了備份電源。

想得到我們的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請電洽
02-2505 2622

提供了非常高的表現力來描述靈活和

未來展望

可重複使用的硬體。實際上，正是它

為了證實這些概念，我們使用SpinalHDL

使得SpinalHDL有能力以物件導向和

建置一款名為‘Pinsec’的小型SoC，

功能編程的方式來操縱所描述設計中

它整合了RISC-V CPU、SDRAM

的每一個元素；當它與標準庫結合

控制器、嵌入式RAM、GPIO、計時

後，將會在後設硬體描述和闡述能力

器、UART、VGA和JTAG除錯介面，由

方面獲得出乎意料的能力，遠遠超越

AXI4和APB3互連連接所有元件(見圖4)。

VHDL、Verilog和SystemVerilog的範

透過展示板顯示非常易於建置設計

圍所及(見圖2)。
SpinalHDL編譯器能夠將使用者

的頂層，特別是涉及匯流排互連的參數
化和實例化時。

編寫的硬體描述轉換為人類可讀取和

相較於與傳統方法，SpinalHDL只

可合成的VHDL/Verilog網表(正如大多

需幾行程式碼就能搞定，從而大大提高

數原理圖輸入工具所用)，這使其得以

了可讀性和生產力。例如，將新的周邊

與業界所使用的大多數EDA工具相容。

裝置連接到APB互連只需要一行參數化

此外，目標語言/EDA工具不一定

程式碼(見圖5)。

原生支援Spinal-HDL提供的所有先進

另一個有趣的展示是RISC-V CPU

功能(例如類型和資料結構參數化)，

(名為VexRiscv)的第二次反覆運算，證

但在被解壓縮/展開至產生的VHDL/

實了使用SpinalHDL的先進後設硬體描

Verilog網表之前，可在SpinalHDL編

述功能帶來的增益。首先，CPU頂層

譯器內部進行解析(見圖3)。

是一個空白骨架，它只提供一些闡述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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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作為訊號通過各階段的自動管
線以及各階段的仲裁介面。
結合一個可在CPU頂層注入硬體
的外掛程式註冊系統，該方法支援非

設計新技術
然後，指令解碼器將使用與

何開銷，就可詳細描述硬體結構的可

SpinalHDL後設硬體功能相結合的

行性和收益。該語言及其參考編譯器

Quine-Mc Cluskey演算法，以產生最

也是完全免費和開放源碼的。

小指令解碼邏輯。

最後，值注意的是：上述示例中
使用的所有功用和分類，如Stream、

常靈活的CPU架構— 支援相同功能

圖3：充電、放電與保持電流的單元電壓波形

的多個變體，而無需將其整合至CPU

結論

RGB、Queue、Apb3Decoder、Axi

程式碼中。外掛程式可以從最簡單的

使用SpinalHDL是改變數位硬體設

Lite4和AxiLite4SlaveFactory都不是

事情(例如程式計數器或整數ALU)到

計願景並實現真正工程作業的一種

SpinalHDL語言中提供的功能，而是

最複雜的操作(例如透過L1快取實現載

體驗。憑藉其所有功能，可讓晶片

由標準庫使用其常規語法而提供的。

入和儲存支援)。

設計人員描述靈巧和可重複使用

換句話說，透過建置新的工具庫、抽象

外掛程式之間的合作也可能非常複

的硬體，而沒有通常使用HDL(如

層以及可從根本上改善硬體描述表現力

雜。例如，所有外掛程式都可以發佈新

VHDL、Verilog甚至System-Verilog)

的工具，或是在不忽視抽象硬體的條件

的指令操作碼，以及如何由指令解碼器

時的繁瑣和限制。它也證明了使用軟

下導入新的概念(因為這些庫仍然建置

將‘+BL’當成‘-BL’的參考電壓，

充電，將‘+BL’以及‘-BL’維持在

進行解碼。

體工程技術在產生的RTL中，無需任

在RTL域內)，可進一步擴展語言。

然後用來判斷電容器C11的電壓值所對

1/2Vdd，這時，電晶體M01與M11的洩

應的資料值。因此，目前的存取電路會

漏電流會對電容器C01與C11進行較強

增加一倍的訊號連接點來完成差動訊號

的充電或放電，目標電壓就是1/2Vdd。

的偵測動作。

因此，在預充電的期間內會影響電容器

圖4：保持電壓的單元電壓波形

DRAM的技術瓶頸與創新

單元具有1條洩漏電流路徑，DRAM單元

接著，DRAM晶片的控制電路會使

作者：湯朝景

的電晶體在汲極(Drain)與源極(Source)

得控制訊號WL0導通電晶體M01，並且

之間會有洩漏電流，其中，BL訊號會

控制訊號WL1截止電晶體M11；這時，

圖1(b)的樣本用來表示1T1C DRAM

的電壓值。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的最大

溝電容也逐漸難以製作，然而這時又

存取技術，以補償電晶體的洩漏電流以

耦接至提供上拉電流的PMOS，也會耦

電晶體M11的洩漏電流會對電容器C11

優勢是很小的佈局面積，尤其是1T1C

有新的鰭式(FinFET)電容以及新的製

及電容器的直接穿隧電流。

接至提供下拉電流的NMOS，就算是在

進行較微弱的充電或放電。當DRAM晶

DRAM單元可達到最小的佈局面積，

程技術。

未進行存取的保持期間也存在上拉洩漏

片的控制電路進行回寫之時，電晶體

其硬體電路相對於靜態隨機存取記憶

DRAM的技術瓶頸在於電晶體的洩

目前的技術瓶頸

電流以及下拉洩漏電流。上拉洩漏電流

M11的洩漏電流會對電容器C11進行較

體(SRAM)則有較複雜的控制電路、

漏電流並未隨著半導體製程技術的微縮

圖1(a)樣本是一個2×2 1T1C DRAM

會經由DRAM單元的電晶體而對電容器

強的充電或放電。以上的操作流程是獲

存取電路以及更新電路，它的半導體

而減小，電容器會受到直接穿隧電流的

單元陣列，該陣列有2條字組線(WL)

進行微量充電，下拉洩漏電流會經由

得第0位址的資料值，所以，更新時間

製程技術在使用深溝電容之後就不再

因素而難以微縮，而且電容值也難以增

以及2條位元線(BL)，總共4個DRAM

DRAM單元的電晶體而對電容器進行微

會隨著存取操作的次數而減短，可使用

是標準的製程技術所能生產的晶片。

加。因此，本文將會針對DRAM的未來

單元。目前的存取技術在對電容器

量放電。因此，被寫入資料值為‘0’

簡略的數學式來表示：

當半導體製程技術逐漸微縮之後，深

發展提出新的製作技術、控制技術以及

C01進行讀取時會將資料訊號BL00當

的電容器就會逐漸趨近1/2Vdd，被寫

成‘+BL’，以及將資料訊號BL10當

入資料值為‘1’的電容器也會逐漸趨

成‘-BL’，然後進行預充電，這將

近1/2Vdd，這樣的結論就是能夠判斷

會使得導線BL00與BL10的電壓值維

儲存狀態的電壓閾值會隨著儲存時間而

使用高介電常數的絕緣體來製作電

持在1/2Vdd；在預充電完成之後則使

減小，而且最長的更新時間可由簡略的

容器就可以忽略直接穿透電流的影響，

得控制訊號WL0導通電晶體M01，並

數學式來表示：

並且在1T1C DRAM單元之中，影響最

且控制訊號WL1截止電晶體M11；接
著，經由差動放大器增強訊號以及進

圖1：(a)1T1C DRAM單元陣列；(b)DRAM單
元的洩漏電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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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T1C/1T1D DRAM單元陣列

1/2Vdd×RC

1/2Vdd×RC-[(Precharge
time)+(Access time)+(Rewrite time)]

大的是電晶體的洩漏電流，除此之外，
在汲極與基極(Bulk)之間還會有二極體
的逆向電流，當溫度逐漸增高之時也會

行回寫(rewrite)；最後則是導通讀取

透過圖1(a)可解釋電晶體的洩漏電

通道來獲得資料訊號BL00的電壓值。

流如何影響電容器的充電與放電，並

由於目前的存取技術是在進行預

且在每一次完成存取之後將會減短理

經由上述的技術分析得知DRAM的

充電之後將‘-BL’當成‘+BL’的參

想化的更新時間。當處理器要從記憶

技術瓶頸在於製程技術的微縮、控制技

考電壓，然後用來判斷電容器C01的電

體的‘第0位址’(address 0)讀取資料

術的複雜度、存取技術的低效率，以及

壓值所對應的資料值，相對地，也會

時，DRAM晶片的控制電路會先進行預

更新時間的縮短，當然還有預充電所造

逐漸增加逆向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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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值寫入電容器C01至二極體D08，

的控制流程以維持單元的儲存狀態，並

次延長更新時間。例如，正常閾值電

最後截止電晶體M01至M08。在讀取

且減短潛伏時間，進而提升存取效率。

壓的NMOS，其閘極電壓是1伏特(V)，

創新的控制/存取技術途徑

時，DRAM控制電路會先將位元線BL0

圖4是單元電壓波形圖，當低電壓的

高閾值電壓的NMOS，其閘極電壓是

圖2提供的樣本是8×8 1T1C DRAM單

至BL7的電壓值降到低電壓，然後導通

儲存狀態被拉升至保持電壓Vhold時，

2V；此時，DRAM控制電路的電晶體使

元陣列，該陣列有8條字組線以及8條

電晶體M01至M08，此時，電容器C01

控制電路會抑制電容器的電壓值，在抑

用正常閾電壓的CMOS，DRAM單元的

位元線，總共64個DRAM單元；其中

至二極體D08會對位元線BL0至BL7進

制後就會回到低電壓的儲存狀態，然後

電晶體使用高閾值電壓的NMOS，連接

省略了WL2至WL6以及BL2至BL6。圖

行放電，緊接著，存取電路會判斷資料

就是如此反覆動作；上述的動作流程即

電晶體M01/M08的閘極驅動器則使用

2與圖1(a)的最大差異就是未將位元線

值，並且直接進行回寫，最後截止電晶

為「主動保持」(Active Hold)。圖5是

高閾值電壓的CMOS，而且供應電壓為

當成‘+BL’以及‘-BL’，因此，存

體M01至M08。其中，DRAM控制電路

用來解釋如何實現主動保持的電路方塊

2V，於是電容器C01或二極體D08可充

取電路的導線可以減少一半的訊號連

會抑制電容器的電壓值。從上述的操作

圖。圖1(a)經由預充電保持位元線的電

電到達接近1V，再者，高閾值電壓的電

接點，這樣就可以降低電路佈局的複

流程而得知更新時間會受到存取操作

壓平衡，新的控制技術隨時保持位元線

晶體M01/M08具有更小的洩漏電流，所

雜度，當然也會減少訊號干擾。

以及控制操作而減短，可使用數學式

的電壓平衡，如此的方法像是將預充電

成的延遲時間。

在解釋圖2的操作流程之前，必須先
了解不同於使用1/2Vdd判斷儲存狀態的
存取技術，請先參考圖3，這是對1T1C
DRAM單元的電容器進行判斷儲存狀態

來表示：
[Vdd-(discerning voltage)]×RC[(Control time)+(Access time)]。

的時間分散開來。

圖5：1T1C DRAM單元陣列的主動保持

圖6：1T1D DRAM單元的雙阱結構

以可以延長更新時間。
圖6是使用標準CMOS製程技術實現

圖5的字組線WL0至WLn在此定義

到這觸發訊號，然後降低位元線的電壓

其中，電晶體與二極體皆可由標準的

的1T1D DRAM單元結構圖，圖6(a)的實

成一般的定址空間，字組線WLh在此

值。根據上述的原理，「保持偵測器及

CMOS製程技術製造。二極體的實體特

體結構圖顯示正常閾值電壓的NMOS與

定義成特殊的定址空間，用於偵測單元

控制器」的電路方塊圖就在輸入端接收

性是在逆向偏壓時產生空乏電容，其等

二極體的連接結構，圖6(b)的實體結構

的示意圖。在寫入期間，當電晶體M01

經由上述的技術分析而能得知新的

電壓是否到達保持電壓；這樣的定義也

位於特殊的定址空間的單元電壓值，其

效電路就是電容器；再者，製程技術微

圖顯示高閾值電壓的NMOS與二極體的

導通之後，位元線BL0就會立刻對電容

技術可以降低控制技術的複雜度、提高

表示一般的定址空間用來儲存使用者資

輸出端則連接位元線。

縮也會減少二極體的逆向電流；雖然二

連接結構。其中，圖6(a)的二極體經由

器C01進行充電或放電，然後會截止電

存取技術的效率、以及延長更新時間，

料，特殊的定址空間則用於儲存系統資

圖5顯示用於偵測偵測單元電壓的特

極體的佈局面積可能大於深溝電容或鰭

金屬導線連接到NMOS的汲極，而在圖

晶體M01。DRAM單元的電壓Vcell在進

還有減短潛伏時間。

料。位元線BL0至BL7隨著資料寬度而

殊定址空間是被安排到一般定址空間的

式電容，但可直接使用標準的CMOS製

6(b)則將NMOS的汲極直接置換成二極

設計，在此假定其資料寬度是8位元；

尾端，這樣的繞線方法是考慮到電路佈

程技術來降低製造成本。在考慮到電容

體的實體結構，如此可節省DRAM單元

行任何存取動作之前，如果在充電時處
於高電壓的電容器將會逐漸放電，而在

保持方法與控制技術

位元線會連接許多單元，這些單元的數

局的訊號特性。在進行電路佈局時，位

器的直接穿隧電流以及二極體的逆向電

的佈局面積，並且減少繞線的金屬層，

放電時處於低電壓的電容器將會經由控

在CMOS製程技術、金屬導線與矽基

量與一般定址空間的尺寸相同，每一顆

元線的電壓驅動器是在一般定址空間的

流後，DRAM單元的電容器與二極體更

同時在保持期間額外形成1顆電容器。

制技術來抑制充電。

板之間的等效電路包含許多電容器，

電晶體的洩漏電流會流過與其相連的各

頭端，於是靠近電壓驅動器的記憶體單

易於受到本體的放電現象影響，從而維

而在讀取期間，當電晶體M01導通

所以，目前的DRAM單元是使用預充

條位元線，因此每一條位元線的電壓皆

元會受到較為強壯又劇烈的起伏變化，

持在低電壓，由此可知，半導體製程技

結語

後，處於低電壓的電容器不會對位元線

電來保持圖1(a)所示的位元線BL00與

會受到儲存狀態的影響，所以，每一條

到了一般定址空間的尾端，金屬導線與

術的微縮對於本文提出的控制技術與存

1T1C DRAM單元的佈局面積是目前各種

BL0進行放電，或者止於微弱的放電現

BL10的電壓平衡，然後使用差動放

位元線皆要有各自的偵測電路以及控制

矽基板之間的等效電容器會緩和劇烈的

取技術將會更加有利。

記憶體元件所難以達成的整合密度，再

象，而處於高電壓的電容器就會對位元

大器來偵測‘+BL’與‘-BL’之間

電路來維持每一條位元線的電壓。

變化，所以保持偵測器可以接收到較平

根據《IJMECE》期刊發表的

加上與CMOS製程技術的關聯性，因此

線BL0進行放電，這時就要有一種準位

的差動電壓值。圖1(a)的記憶體陣列

除此之外，DRAM晶片在啟動或首

緩的單元電壓值；再者，當控制電路進

‘Proposed Concept of Extending 8x8

具有製造成本的優勢。根據IEEE期刊的

鑑別電路來判斷電壓值的大小，然後將

架構配合上述的控制流程就會產生延

次對某一區塊進行寫入前，要先對特殊

行動作時，保持偵測器不會對於正在下

4t1d Non-Volatile DRAMCell in 0.18um

一篇文章指出，4T SRAM單元的佈局面

低電壓的資料值視為‘0’，將高電壓

遲，造成存取效率難以提升，導致現

的定址空間寫入初始值，之後也要根據

降之中的電壓值產生誤動作。

Technology’一文，作者Teena Susan

積相對於1T1C DRAM單元趨近於4倍，

的資料值視為‘1’；其中，準位鑑別

今的高速處理器必須增加快取記憶體

實際的工作狀態來設定特殊的定址空

Joseph提出1T1D DRAM單元電路圖，

即SRAM單元要微縮4倍才會接近DRAM

電路的訊號雜訊比以及電壓增益將可決

來補償。

間；其中，WLh的定址空間不必使用

在製程上使用新的實體結構

其中，二極體供應順向偏壓以形成擴散

單元的整合密度；再者，微縮後的良率

圖2的記憶體陣列架構已經捨棄雙

位址訊號，而是使用額外的控制訊號以

有鑑於半導體製程技術的微縮導致電

電容，而其等效電路也是電容器，並且

以及製造成本也要能優於DRAM單元，

位元線的差動偵測，又從圖3的電壓波

控制WLh。如果位元線被維持在高電

容器難以製作、電晶體的洩漏電流也

大於二極體的空乏電容，但仍存在導通

才有與之匹敵的產品優勢。另外，新的

形示意圖來看，放電之後的單元電壓值

壓，電晶體的洩漏電流就會對電容器進

無法減小，本文在此提出新的對策，

電壓與順向電流，所以二極體的擴散電

記憶體元件也在角逐1T1C DRAM單元

要維持在低電壓，如果等待電壓值被拉

行充電，反之，位元線被維持在低電

以減緩製程技術帶來的衝擊。由於電

容並沒有儲存電荷的效益。

的產品地位，如果DRAM單元的控制技

升至1/2Vdd之後則難以在短時間之內

壓，電晶體的洩漏電流就會對電容器進

容器在微縮後就要考慮直接穿隧電

圖2的電晶體可以使用高閾值電壓

術與存取技術無法實現跳躍式的進步，

降低至低電壓；再者，當低電壓的儲存

行放電，因而可取其折衷之道；圖1(b)

流，而且也可能使用特殊的製程技

的電晶體形式減少洩漏電流，以及延長

那麼在半導體製程技術的微縮下也可

新的控制技術以及存取技術由以下

狀態被逐漸拉升至1/2Vdd之時，高電壓

表示的洩漏電流路徑會拉升位元線的電

術，這時就可以考慮使用二極體來取

更新時間；再者，針對高閾值電壓的電

能被SRAM或其他新的記憶體技術取而

的操作流程來完成：在寫入時，DRAM

的儲存狀態也會被逐漸降低至1/2Vdd，

壓值，那麼偵測電路所要產生的觸發訊

代電容器，因為電晶體以及二極體皆

晶體M01/M08使用較高的電壓來導通

代之。

控制電路會先導通電晶體M01至電晶

這時已經難以回復單元的儲存狀態。所

號就必須等到低電壓的儲存狀態被拉升

是在半導體製程中的基本元件。

NMOS，可以使電容器C01或二極體D08

體M08，然後將位元線BL0至BL7的電

以，圖2的記憶體陣列架構必須配合新

至保持電壓時，緊接著，控制電路會收

定判斷資料值的準確度以及更新時間，
最長的更新時間可由數學式來表示：
[Vdd-(discerning voltage)]×RC
其中，鑑別電壓(discerning voltage)
受限於準位鑑別電路的總效益。

36

電子工程專輯 | 2017年09月 | www.eettaiwan.com

圖2的電晶體M08連接二極體D08，

充電到達接近標準電壓值，因此可以再

(本文作者—湯朝景，曾任職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委員)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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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測試與測量

使用多個VNA簡化天線表徵

的增益測量技術可用。前兩種是所謂的

到草坪上的三腳架。在700至2000MHz

在三腳架上的TDK精密對數週期天線

「絕對增益」測量：雙天線和三天線方

之間，以100MHz的步長、中頻頻寬為

(充當照明器)。目的是在四個獨立頻率

法；第三種是增益轉移法。

100Hz、激勵輸出為+3dBm等條件下

(700、800、1000和2000MHz)範圍驗

為頻率範圍進行校準。

證天線場型和增益。

雙天線法基於Friis傳輸等式，需要

Ing. C. Culotta-Lopez、Dipl.-Ing. T. Dallmann，亞琛工業大學；Dipl.-Ing. F. Gerhardes，安立知(德國)公司

待測天線安裝在三角形的頂點，

兩個一樣的待測天線樣本：一個作為輻
(LAN)介面遠端操控的兩個單埠向量

主瓣

網路分析儀(VNA)組合，為簡單的天線

旁瓣

特性化實現低成本的純量傳輸測量。
天線的測量通常昂貴且複雜，而且

後瓣

激發向量

圖1：主要的天線特性

得花費很長的時間。雖然VNA是當今用
於測量頻率相關參數的標準工具，但它

f [MHz]

增益(指定)

增益 (1)

增益 (2)

偏差值

的缺點是為了擴展VNA埠至理想的天線

700

6,40 dBi

6,39 dBi

6,40 dBi

0,01 dBi

800

8,00 dBi

7,70 dBi

8,07 dBi

0,37 dBi

位置，幾乎都會引發電纜損耗等問題。
然而，正如本文中所描述的計劃，
諸如安立知(Anritsu)的MS46121A單埠
分析儀等VNA可以為簡單的天線測量提

戶外天線範圍

「照明器」位於相對的一側，而標準

當只有一個測試天線樣本可用時，

天線的測量位置或天線範圍可分為戶

的喇叭形增益天線則在另一側。這種

建議使用三天線方法。接著，可以使用

外範圍或室內範圍(電波暗室)。根據測

安排確保以後計畫的增益測量不需要

任兩支天線來執行三項測量，這使得全

量原理，它們還可以分為反射範圍、

進行機械改變。距離及其相關的自由

部的三支天線能個別計算其增益。這三

自由空間範圍和緊密範圍。對於此類

空間損耗(FSL)是恆定的，而且只需要

種測量方法都在輻射和發射天線之間固

研究計劃，可以使用無反射傳播的自

以雷射重新對準就可以從天線場型切

定的已知距離下進行。

由空間範圍。

換到天線增益測量。

射天線，另一個作為接收天線。

本文介紹了如何透過可經由區域網路

1000

7,00 dBi

7,64 dBi

7,06 dBi

0,58 dBi

2000

8,40 dBi

8,06 dBi

8,42 dBi

0,36 dBi

表1：USLP 9143所用的增益計算法之間的定性差異
f [MHz]

增益(指定)

增益 (2)

偏差值

700

1,80 dBi

1,82 dBi

0,01 dBi

在測量時，天線放置在接近遠場條

使用MATLAB腳本，透過ShockLine

天線阻抗

件的Fraunhofer距離。將待測天線和儀

GUI軟體和Zaber步進馬達，即可控制

天線終端連接到已知特性阻抗的傳輸

器天線分開這一距離，足以為平面波途

ShockLine VNA模組。

線。如果得知反射係數的大小和相

徑減少接收前導波的相位波前變化。

天線測試設置

典型的增益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而

會因為天線輸入阻抗與特性阻抗不匹

根據指定的室外環境，傾斜範圍可根

圖2和圖3中的輻射場型則被規格化為

配造成的損耗而減少。在減損後得到

據邊長10.35m的等邊三角形與待測天

瞄準線方向上的最大值，並以跨度為

的增益稱為實際增益(realised gain)。

線位於下坡頂點等條件加以調整。其

3的平均移動濾波器實施平滑處理。

800

7,50 dBi

7,87 dBi

0,37 dBi

由於實際的匹配條件，天線的增益

得的天線特性化接近製造商的規格。

1000

7,40 dBi

6,82 dBi

0,58 dBi

2000

9,00 dBi

9,37 dBi

0,36 dBi

該研究計劃的背景是德國亞琛工
業大學(RWTH Aachen University)高

表2：SAS-571的指定和計算增益之間的定性差異

測量結果

位，就可以計算出天線輸入阻抗。

供具有價值且可負擔的工具，而且所測

頻技術研究所的一名研究生進行的研

天線測試等複雜應用，則可以使用多達

且藉由以乙太網路(Ethernet) LAN鏈

以我們的例子來看，在測量增益

中一個單埠VNA模組直接連接到安裝

將這些結果與USLP 9143的供應商

究，並由安立知公司提供支援。

16個VNA模組；一個作為激勵源，剩下

路展延到PC的低成本USB集線器傳輸

時，使用VNA直接連接到USLP 9143

在Zaber旋轉台上的USLP 9143對數

規格加以比較後顯示，形式和形狀是匹

的15個作為接收器。

測量資料，以避免不必要的損耗，並

對數週期性的待測天線；該天線被連接

週期天線；另一個則連接到同樣固定

配的，但測得的結果並不像供應商提供

該研究生的任務在於設計和開發一
款步進馬達硬體概念與控制軟體，用於

該系統由使用者經由安裝Windows

節省昂貴的長測試埠電纜費用。其結果

的規格那麼流暢。這是由於非理想的環

待測天線的方位旋轉控制。另一個要求

7或更高版本作業系統(OS)的外接PC或

是動態範圍得到了改善。使用+3dBm

境(到大地的距離、接近測量區域的路

是在MATLAB環境中對天線輻射場型和

筆記型電腦進行控制，安立知則提供了

(>23.2MHz至4GHz)的激勵功率時，

燈柱與建築物等)導致反射所造成的。

天線增益進行視覺化處理。

ShockLine VNA軟體。MS46121A的選

天線旁瓣在高達3GHz頻率範圍內都

安立知為該研究計劃提供了必要的

項(021)可實現純量測量(|S21|, |S12|)

可以降至-30dB級；而在距離天線

結論

VNA硬體、步進馬達、天線腳架，以及

功能，其中每個附加模組顯示為單獨

10m以內，這種設置都可進行預期的

該測量計劃的目的在於證實：以主動

一款Schwarzbeck USLP 9142天線。

的實體測量通道。主動式選定通道始

天線表徵。

式USB-LAN轉換器長距離連接安立知

亞琛工業大學負責該研究計劃的設計、

終作為激勵源，並可透過回應功能表

開發和實現。

(S11, S22 … S16 16)選擇接收埠。
另一個選項(002)提供具有時間閘

ShockLine單埠USB VNA MS46121A

天線特性
必須測量的關鍵天線特性(圖1)為：

模組，在「非理想環境」下進行自由
圖2：待測天線(USLP 9143)的相對增益

空間天線測量的可行性。

實驗設置

控功能的帶通和低通時域測量，可用

· 輻射場型；

MS46121A是一款功能齊全的單埠USB

於測量諸如故障距離或阻抗等參數。

· 天線半功率波束寬度(HPBW)；

天線輻射場型測量結果和實際增益之

根據在供應商的USLP 9143規格、

向量分析儀模組，包括時域測量功能。

對於天線的測量，VNA的基準是動

· 天線旁瓣；

間進行的定性比較顯示，即使不是在

測試工程師可為其添加第二個模組，以

態範圍、激勵功率和測量掃描。限制動

· 天線增益。

表徵天線特性的最佳環境，且以有限

便執行純量的傳輸測量，如S21測試。

態範圍的主要因素之一來自於使用長的

增益測量基本上需要與其對應場型

的測試硬體投資，也可能提供相當準

在此設置中，任一個模組都可用以作為

VNA測試埠電纜時，存在固有的高插入

測量相同的環境。為了測量高於1GHz

確的結果。實驗設置非常適用於VHF

激勵來源，另一個模組則作為完全向量

損耗和受限的VNA激勵功率。

的天線增益，通常使用電波暗室。在

和UHF應用，這些領域的工程師都對

0.1-1GHz之間使用地面反射範圍。

於可證實其天線設計的快速測試結果

校正(校準)的接收器。對於天線測量概

理想的設置是將VNA硬體直接連

念，這兩個模組就足夠了。至於像多頻

接到天線，而無需使用任何電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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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研究計劃範圍內，有三種不同

圖3：天線輻射場型結果

備感興趣。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0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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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精選

製造業正絕地反攻
大多數人對於「製造」的刻板印象，就
算不是吵雜悶熱、環境惡劣的小型傳統
鐵工廠，大概就是在數百坪廠房裡排列
著全副武裝作業員的電子組裝流水線；
儘管我們已然經歷了所謂的第三次工業
革命，繼利用電力實現了大量生產之
後，數位化科技帶來了自動化生產線，
以機械取代所需人力，但目前看來全世

剖析《中國製造2025》：你為什麼該關心這
件事？

界的製造業仍主要仰賴亞洲的大量廉價

https://goo.gl/Cj6PV5

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

中國政府在2015年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戰略計

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來即是藉此贏得「世
界工廠」的稱號；然而隨著當地勞工基
本薪資持續上揚以及對勞工保護的日益
重視，中國的低製造成本優勢似乎逐漸
褪色。在此同時，歐洲以德國為首發起

畫」；藉由推動此新政策，中國期望能扭轉乾坤、徹底

C

擺脫低成本勞動力的競爭...

M

當「中國製造2025」遇上「工業4.0」
https://goo.gl/nM2ADb
與歐洲的先進製造策略相較，《中國製造2025》表現如

Y

CM

MY

CY

的「工業4.0」─即第四次工業革命

何？隨著此戰略計畫的發展，歐洲企業又將受到什麼影響？

─行動，目標是結合機器人、人工智

《中國製造2025》：AI工廠何時實現？

慧(AI)等尖端科技，進一步降低製造業

https://goo.gl/FBxgEU

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並因應終端產業

從智慧協作機器人到虛擬助理等各種AI應用，將會顛覆

的變化，協助製造業從「大量生產」轉

工廠運作的模式，並需要重新思考工廠設計、製造足跡

型為「大量客製化」；美國提出的「工

以及供應鏈模式...

CMY

K

業物聯網」也是對此行動的呼應，該國
政府並積極推動製造業回歸本土，除了

「無晶圓廠」真的好嗎？

期望能為公民增加就業機會，也是意識

https://goo.gl/FzD8iF

到了掌控製造技術的重要性。

那些看著整合元件製造商(IDM)崛起又沒落的人們，傾
向於貶低晶圓廠的價值；我們總是說：「晶圓廠？最好

為了鞏固製造業大國的地位，中國政
府喊出了為製造業提升附加價值、發展
「先進製造」技術的《中國製造2025》
策略，旨在讓中國擺脫低成本勞力的
競爭、重新掌握市場優勢。看來這一波
「製造復興」，將會改變技術創新的風
向，也將對電子上下游產業帶來各種影
響，值得你我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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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然而...

鴻海砸百億美元赴美打造LCD廠
https://goo.gl/njH3TP
鴻海將斥資100億美元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打造製造8K顯
示器的10.5代面板廠，預計這項計劃將為美國創造至少
3,000個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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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encore
全球銷售機構

擴展工業無線感測器網路
SmartMesh® 已經過驗證，能以大於 99.999% 的可靠性支援含有超過 50,000 個
節點的網路，是全球企業依賴連接其業務的無線感測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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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A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ith Thousands of Nodes

查詢詳情
www.linear.com/VManager

• 從小型網路擴展至包含幾千個節點的
大型網路
• >99.999% 的資料可靠性
• 可實現持續多年的無故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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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全球大型企業進行了現場驗證
linear.com/solutions/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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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