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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導入
工業4.0如虎添翼
為了進一步提升現代工廠的智慧化、安全與效率，包括
3D成像、擴增實境(AR)、人工智慧(AI)、機器人、穿戴式
裝置以及智慧運輸等新興技術導入，不僅讓工業4.0概念
持續發展，也為半導體業者創造更多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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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十年的
硬體進展與
創新

為嵌入式系統實現
安全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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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時空束縛，線上！行動！

市擁擠污濁之餘，還能兼顧與全球大千世界保持緊密聯繫的建業居家之良地。

www.eettaiwan.com/web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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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煒
W. Victor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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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發行人暨執行董事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Publisher and Global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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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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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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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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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硬體安全模組將安全性置入您的系統級晶片 (SoC)

借力中國《一帶一路》發展香港本地經濟的一扇新門。同樣，遠在歐亞大陸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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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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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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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馬德里、以及尋求經濟多元化的開羅或雪梨。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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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龍則靈。只要這些城市充分重視工程師社群和日益與物聯網和人工智慧不可

時脈與頻率合成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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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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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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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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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實驗室 軟性電子應用起飛
軟性混合電子技術正展開從實驗室走
向商用市場的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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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 Flash瞄準即時啟動應用
Adesto EcoXiP系列利用新的JEDEC
標準，為系統開發和設計人員提供與
週邊裝置、控制器的相容性，可望進
一步加速標準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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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隨著平面的2D NAND Flash製程
逐漸面臨微縮極限，3D NAND的
平均生命週期也可能比大多數人
所想像的更短許多⋯

高功率時代來臨
電源系統及元件設計與
時並進
在TechTaipei「2017電源管理與
功率元件」研討會中，業界廠商與
專家剖析電源管理與功率元件在
高壓應用的重要性與設計要點。

https://goo.gl/xUqD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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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十年的硬體進展與創新
TechInsights的拆解團隊回顧iPhone
手機從2007年首度發表以來的每一
代新機進展與創新，並分析Apple為
其進行的硬體選擇⋯

3D NAND微縮極限近
了嗎？

GPS GPS
1 pps 1 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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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太網路時脈IC打造高效率網路
芯科科技(Silicon Labs)推出以乙太網
路為基礎的高整合時脈晶片系列，有
助於資料中心與無線應用打造高頻寬
與高容量的基礎設施。

網站內容

http://goo.gl/qZaX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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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預防萬一，包括金融服務與醫療
保險等公司以及政府單位一直將經典
的磁帶儲存技術作為數位記錄的備援
系統。隨著駭客在滲透企業的防範措
施方面變得越來越厲害，如今有許多 14
公司開始回頭尋求磁帶技術，再度將
資料儲存於磁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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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oLED開啟顯示技術新頁
MicroLED預計將在穿戴式裝置、AR、MR
和抬頭顯示器等利基應用迅速成長⋯

FS725
FS725
Single
Single
Sideband
Sideband
Phase
Phase
Noise
Noise
FS725單旁帶相位噪音
-100

-100

-110

-110

-120

-120

-130

dBc/Hz
dBc/Hz

11

12

思維與觀點

業界趨勢

dBc/Hz

05

-130

-140

-140

-150

-150

-160

-160
1

1

10

10

100

100

1k

1k

10 k10 k

100
100
k k

Frequency
Frequency
Off
setOff
from
set from
Carrier
Carrier
(Hz)(Hz)
(Hz)
載波頻率偏移

Stanford
Stanford
Research
ResearchSystems
Systems
FS725_ad1_cmyk_Int'l.indd
FS725_ad1_cmyk_Int'l.indd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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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725後面板
FS725
FS725
rearrear
panel
panel

Phone:
Phone:
(408)744-9040
(408)744-9040
www.thinkSRS.com
www.thinkSRS.com

12/5/2007
12/5/2007
1:41:21 PM
1:41:21 PM

業界趨勢

目錄Contents
18

聚焦：工業4.0

超大規模運算和LTE-Advanced驅
動高性能時序方案需求
為了提升網路效率以及降低傳輸成
本，高性能的時脈和振盪器可實現最
佳頻率靈活性和超低抖動，滿足新一
代資料中心和無線網路需求。

新技術導入 工業4.0發展如虎添翼
為了進一步提升現代工廠的安全與效
率，包括3D成像、AR、AI、機器人、穿
戴式裝置以及智慧運輸等新技術的導
入，不僅讓工業4.0概念持續發展，也
為業者創造更多機會⋯

駕駛評估模組導入深度學習應用
本文描述駕駛評估系統如何訓練和
整合CNN模型，同時介紹其改進版本
VGGNet，以及強調神經網路的再使
用性。

融合物聯網技術 擁抱工業4.0
融合IT與OT領域的挑戰在於整合四
項 不 可 或缺 的工 業 物 聯 網 技術：網
路、處理、使用者介面以及安全性。
高性能慣性感測器促進「可移動的物
聯網」發展
新世代的高效能工 業感測器能夠支
援次級指向精確 度 與精密的地理位
置定位，並進一步推動「可移動的物
聯網」(IoMT)發展。

30

38

設計新技術
為嵌入式系統實現安全啟動
隨著物聯網裝置的廣泛普及，確保各
種連網系統的安全啟動過程，是保護
任何嵌入式系統的首要步驟，也是在
應用中預防惡意軟體的關鍵。

40

測試與測量
擴展向量網路分析儀範圍 精確測量
陶瓷電容
本文介紹三種向量網路分析儀阻抗測
量方法，以及如何選擇簡單的技術實
現精確、寬頻的頻率測量。

編輯精選
期待我們的「機器友人」...
隨著機器人與AI技術的進化，或許很
快就能看到原本只存在想像世界中的
角色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夥伴。

MicroLED開啟顯示技術新頁
Junko Yoshida

尋求智慧型手機的差異化設計並不容

(GaN)LED技術，可支援更高亮度、高

易。不過，顯示器可說是一項重要的

動態範圍以及廣色域，以實現快速更

因數，智慧型手機供應商都相信它

新率、廣視角與更低功耗。MicroLED

是足以讓用戶發出讚歎聲的關鍵。因

的支持者宣稱其整體亮度較OLED更高

此，如果市面上出現了一種新的顯示

30倍，同時提供更高的每瓦流明效率。

器技術，它能在螢幕尺寸、解析度、

長久以來，Apple是否會改用

亮度與功耗帶來明顯差異，就可能因

MicroLED一直是Apple觀察家和顯示

而顛覆整個市場。

器技術專家之間熱烈討論的話題。例

蘋果(Apple)最新發表的iPhone

如早在Apple Watch Series 3發表以

X是第一支配備OLED顯示器的

前，坊間已盛傳這款智慧手錶將搭載

iPhone— 但比起其競爭對手三星

Micro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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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級廠商持續大力投資於MicroLED。
Google日前藉由投資瑞典製造商

(Samsung)和LG推出OLED手機的時

然而，根據Yole Développement

Glo，取得了進入MicroLED的門票。

間更晚的多了。當然，Apple並不像三

資深市場和技術分析師Eric Virey估

瑞典的一家網站報導Glo透過直接授

星和LG一樣擁有自己的顯示器技術。

計，MicroLED至少要到2019年以後

權Google獲得了1,500萬美元，也讓

那麼，如果Apple也自行開發顯示

才可能出現在穿戴式裝置市場，如

Google取得Glo約13%以上的股權。

器技術— 不僅擁有OLED的所有優

Apple Watch。不過，Virey認為電子

雖然有關這項消息的報導不多，但

點，甚至更優越⋯⋯好比說微發光二

產業現在就應該更加重視這項技術，

Google投資Glo之舉反映業界對於這

極體(MicroLED)呢？儘管Apple一直

因為MicroLED的出現不僅將會改變行

項得以實現虛擬實境(VR)眼鏡、手機

對此保持緘默，但該公司其實已經累

動裝置樣貌，還可能使得顯示器市場

與平板電腦的新興顯示器技術興趣日

積令人印象深刻的MicroLED專利產品

排名重新洗牌。

益增加。
率先讓MicroLED浮出檯面的是

組合了，而且有人猜測它正在其於矽谷

發行人：Victor Gao 高志煒

圖2：Apple Watch Series 3智慧手錶仍
配備OLED顯示器

的晶圓廠(2015年從Maxim購入)開發這

Google加入競爭行列

Apple於2014年收購Luxvue— 這

項技術。不過，Apple並不是唯一一家

目前積極在MicroLED領域佈局關鍵

是一家為消費電子應用開發低功耗

致力於MicroLED的業界巨擘。

專利、製造技術和專業知識的競賽

MicroLED顯示器的新創公司。Apple

MicroLED顯示器是由形成個別

中，並不包括位於亞洲的傳統消費性

對於Luxvue的投資造成市場開始傳聞

畫素的微型LED陣列組成。相較於

顯示器製造商；相反地，都是一些像

和猜測Apple將力推MicroLED。

OLED，MicroLED採用傳統的氮化鎵

Google、Apple和華為(Huawei)等重

Facebook的Oculus Rift VR業務部
門也在一年前收購了一家名叫Infin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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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創公司，該公司在2011年從愛爾
蘭廷德爾國家研究所(Tyndall National
Institute)獨立出來。
今年稍早，富士康(Foxconn)透露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對於MicroLED的興趣。富士康與其子
公司夏普(Sharp)聯手收購了eLux約
31.82%的股權；eLux是一家專注於為
紅/綠/藍光LED
磊晶

晶片切割

分類、拾取與放置＋混合並連接至
控制個別畫素的電晶體矩陣

圖1：MicroLED顯示器採用微型LED晶片組成，和OLED一樣能自發光
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VR和擴增實境(AR)裝置研發MicroLED
技術的新創公司。
一連串圍繞著MicroLED新創公司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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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大量投資和收購的活動，反映技術

和Facebook也正積極投入這項技術。

產業永無止境地追求新一代顯示技術。

此外，還有許多研究機構、顯示器製
造商、LED製造商、半導體公司和新

整個供應鏈都面臨挑戰

創公司等等，太多的「有智之士」都

Virey指出：「我們已經看到了經概念

積極參與其中。

驗證的MicroLED顯示器原型。技術

在這些參與廠商中，Virey觀察

已經到位了，而今仍不足的是成本和

到，Apple (在收購Luxvue之後)「目

良率—但這也是MicroLED得以實現

前擁有最廣泛的MicroLED專利組合。

大量生產的關鍵。」再者，MicroLED

而LG和華為也是強大的競爭對手。」

的挑戰存在於整個供應鏈中。

圖3：MicorLED的側壁缺陷導致可用面積大幅縮小

製程挑戰

1,570+項專利(500+項專利家族)，包括680+項授權專利與690+項專利申請中

製造LED晶片一樣。但是，一般的LED

小。這表示為了製造MicroLED，LED

專利家族

專利申請數

為MicroLED晶片遠比一般LED晶片更

專利

優先專利擴展

晶片廠需要另外打造一個擁有「更乾淨

建立供應鏈、
製造專用設備

測試與
投產

首次消費
產品量產

更大量的
消費產品應用？

僅有利基產品應用
(可突顯MicroLED性能差異化)

技術與製造挑戰
仍難以克服

MicroLED仍過於昂貴，也難以
製造或量產消費應用，加上
現有競爭技術進步太快

徹底失敗：MicroLED顯示技術消聲匿跡？

Sony同樣是MicroLED技術的早
期開發商。該公司自2008年以來致力

MicroLED領域專利發展

理論上，製造MicroLED應該就像
製造設備並不適合這項任務，主要是因

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技術開發完成

於MicroLED的創新，並曾在2012年

圖5：MicroLED顯示技術發展藍圖

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CES展示55吋的全高解析度(Full HD)

未來誰將在此領域勝出還有待觀

會完全取代OLED和LCD，而是最終

MicroLED電視原型。但Virey說，Sony

察，但Yole將智慧手錶視為MicroLED

在諸如穿戴式裝置、AR、MR和抬頭

自那次之後的發展重心似乎轉向了大尺

得以最早實現的目標應用。另一方

顯示器等利基應用領域處於強勢地

寸螢幕的工業/商用市場。

面，Virey也強調，MicroLED「將不

位。」

第一波專利擴展

的無塵室」和「更高解析度微影技術」

創新啟動階段

的新製造設施。
(專利車請)年

Virey認為半導體代工廠會更適合
些。例如，為了克服MicroLED製造

圖4：越來越多來自各家研究機構、顯示器製造商、LED製造商、半導體公司和新創公
司投入MicroLED領域
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的第一個障礙，「如果Apple與台積

走出實驗室

軟性電子應用起飛

Rick Merritt

電(TSMC)合作，應該會更有幫助。」

型晶片轉移到顯示器的背面？」將每一

MicroLED顯示器製造商都使用「拾取

能源效率挑戰

個LED移植到6吋的MicroLED顯示器，

和放置」的方法，將微小的LED晶片

在NextFlex研發聯盟位於美國矽谷的

生產LED晶片經常導致一些微小的

大約需要4天的時間。Virey說，其實目

放置在顯示器背板。

製造研究中心，軟性混合電子技術正

「側壁」損壞，通常是在250 x 250微

前已有十幾家公司正試圖解決這個「晶

缺陷管理和維修策略

展開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嶄新旅程。

米(us)的LED晶片上出現約1-2us的缺

片移植技術」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

Virey說，在各種有關MicroLED

該製造研究中心是在2015年底成立

陷。但是，Virey解釋，製造MicroLED

題的方法之一就是Virey所說的「單片

顯示器製造的問題中，業界最需要的

的，募集了大約1.65億美元的私人和

所需的LED晶片小至5x5us，2us的側

式途徑」。

是制定缺陷管理和維修策略。畢竟在

公共資金，用於推動結合軟性基板印
刷電路和超薄晶片的技術進展。

壁缺陷已經足以導致破壞性的影響，留

單片式途徑讓MicroLED能以最終

大多數高階顯示器保證零缺陷的時

下的可用面積極其微小，大約僅佔總晶

顯示器的間距直接生長在晶片上。但

候，MicroLED顯示器將難以因應PPM

片尺寸的4%。

這種單片式途徑對於具有高畫素密度(

缺陷率的競爭。

多達50種產品展現軟性電子在橫跨
航空、消費電子、醫療保健、機器人和

為了解決這個有關能源效率的問

例如>2000PPI[畫素/英吋])的微型顯示

假設MicroLED的良率(結合了外延

工業自動化方面的成果。這些成果來自

題，MicroLED產業必須採取「雙管齊

器極其有利，但並不能成為MicroLED

和晶片製造)是99.9%，而移植與互連

於波音(Boeing)和通用電氣(GE)等巨

下」的做法。Virey指出，這可能涉及

的通用解決辦法。

良率也是99%，二者相乘的結果是使

擘、大型合約製造商Flex和Jabil以及眾

新晶片的設計和製造發展。例如，Glo

為什麼呢？因為LED晶圓尺寸被

MicroLED的組合缺陷率為2000ppm。

多學術研究部門，各單位均試圖在該新

正致力於研發奈米線。從CEA-Leti獨立

限制在4x6英吋。如果顯示器間距太

這當然不夠好，因而正引發業界展開大

興技術領域挖掘屬於自己的利基市場。

而出的法國新創公司Aledia則著重於研

大，大部份珍貴的晶圓面積都會被浪

規模的研究，積極尋求開發MicroLED

美國空軍(U.S. Air Force)算是早期

發類似的微米線技術。

費掉。Virey說：「想像在晶圓表面放

的測試方法。

組裝挑戰

置100um間距的5um MicroLED，你

圖 2：另 一 項 J a b i l 的 化 妝 品 應 用 採 用
1.5V的軟性印刷電池。

圖4：波音公司展示幾種類型的飛機印刷
天線， 如圖中所示的10GHz產品。波音
和美國空軍都在實驗能裝進飛機機翼的
適形天線(conformal antenna)。

項研究計劃。根據一名美國空軍研究

除了製造微型LED晶片外，Virey

可是浪費了99.75%的晶圓表面啊！」

誰將會勝出？

人員描述，在NextFlex所進行的研究

對於行動裝置、電視和顯示器

Virey指出，追逐MicorLED專利的行

任務將有助於加速使這一技術成熟。

有關的組裝挑戰— 「如何將這些微

所需的大尺寸顯示器而言，大多數

動並不只是Apple一家公司，Google

該中心大約有80家成員的商業計劃正

電子工程專輯 | 2017年11月 | www.eettaiwan.com

圖1：Jabil展示軟性的塑料電路板，使用
印刷在軟性基板上的導線和電路，以及安
裝在其上的超薄型晶片。

圖3：GE展示在NextFlex研製的兩代心
電圖(ECG)感測器原型；最新一代(圖上)
可將電阻刻入塑料基板。GE希望能用於
在近幾年內生產商用且可重複使用的電
子醫療貼片，並在5年內發展出夠便宜且
可一次性使用的產品。

採用者，它與NextFlex聯手進行大約9

說，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與MicroLED

6

軟性電子的最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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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切可能 TM

在進行中。
NextFlex執行董事Malcolm
Thompson表示：「我們的進展十分
順利⋯現在已經不再僅僅忙著與研發
團隊打交道，業務部門也正緊鑼密鼓
地搭建中。」
美國空軍材料與製造部門執行總監
Charles Ormsby說：「我們有50名人
員服務於9個NextFlex專案小組，並提
供了230萬美元的資金。」
美國空軍的目標是使用軟性混合電
子，為飛行員和飛機打造即時顯示器，

圖 5：合約 製造商 Flex展示一款帶 ECG
感測器的加熱運動衫，其中編織進軟性照
明和加熱元件。這種軟性加熱元件也已經
開始用於汽車後視鏡和滑雪護目鏡了。

以監測其健康情況。軟性混合電子也將

圖7：Auburn展示一款安全腕帶，可用於
監測在危險情況下工作的人員。目前的設
計採用聚 亞胺基板，但該團隊也正研究
如何在其它塑料基 板上使用增層印刷以
利電路佈局。

用於控制電子裝置，減輕從小型無人機
到最大商用飛機等各種設備的重量。
波音研究集團電子技術總監Per
Beith說：「哪怕只是為55萬磅重的波
音787夢幻客機減輕1%的重量，也已
經相當於一輛車的重量了，並可為整
個飛機機隊節省數十億美元的支出。
軟性電子將創造一場使我們更成功的
革命！」

圖6：美國史丹佛大學學生展示一款包覆
一 連串感 測 器 的 機 器 手臂，使 其得以在
行進中進行偵測與避開物體。

圖 8：亞德諾(A DI)展示使用塗層軟性電
路的雙面ECG感測器。該公司還討論了
各種挑戰，包括如何使軟性設計的成本夠
低以實現商用，以及尋找能夠承受高溫組
裝過程的生物相容粘著劑與軟性材料等。

Watson擴增智慧平台提升人機互動
Weili Lin

有了人工智慧(AI)的機器，智商應該

個性與偏好，並運用自然語意分析技

人工智慧，可能沒有太多資訊，但

是多少？

術，達到接近理想的人機互動。

現在則會找到數十家廠商與不同的

IBM Watson在2011年的電視節目

IBM Watson亞太區技術總監Dev

應用領域。面對新的競爭者快速增

《Jeopardy!》益智遊戲中打敗兩位冠

Mookerjee在日前訪台時深入介紹了

加，Mookerjee說：「我們在AI技術

軍得主，使得人工智慧技術引發熱烈

IBM Watson及其於人工智慧的最新

的發展上起步得很早，也正全方位地

討論，並帶來不少想像空間。究竟人

發展。他一開始即強調，「人工智慧

開發技術。除了增進深度學習能力以

腦與透過訓練的電腦何者聰明，仍有

使得人類能與機器互動，例如目前常

外，也會打造新的晶片模擬人類腦部

待人工智慧的後續發展。而從商業市

見的聊天機器人(Chatbot)。機器與

運作模式。」

場來看，IBM Watson憑藉其獨特的認

人的差別在於機器擅長讀行與列，不

Watson系統試著以人類認知行為

知運算能力，在醫療、金融、零售等

擅長直覺思考，但人類則相反，而AI

模式來運作。Mookerjee指出：「我

市場大放異彩，背後仰賴的技術不僅

正好融合這兩個世界。」

們訓練Watson認知系統模擬人類思
考的模式，訓練如何與人類一樣學習

僅是資料分析，透過其「性格洞察」
(Personality Insights)技術，分析文

Watson AI有何特殊之處？

以及做出決定。Watson是一個機率系

字內容(written text)而了解使用者的

如果在十年前，你在搜尋引擎上打出

統(probabilistic system)透過訓練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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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訓練的Watson系統能理解自
然語言，透過認知了解與分析客戶講

思維與觀點

磁帶儲存技術「捲土重來」？

影像檢測成品包裝是否毀損，而毋須
仰賴人工檢驗。

話的內容，而非僅是依照設定好的規

談到主要應用市場，IBM Watson

則來判定。Mookerjee舉了澳洲一家

平台最早被應用在醫療，之後延伸

保險公司關於汽車理賠的使用案例。

到金融、零售、政府與電信等市

當保險者填了理賠單後，Watson會

場。Mookerjee提到，由於這些領域擁

不會吧？我們現在是一腳踏進時光機

捲磁盤的老舊想法，那才真是落伍了；

高達3個數量級的差異著實令人印象深

先讀取這些資料，然後透過語言使用

有大量非結構化的資料，而Watson平

了嗎？大家都知道「磁帶」是⋯⋯

事實上，現在也只剩下一些檔案磁盤還

刻。磁帶和HDD之間的其他性能比較也

的方式判讀是否有詐領的現象，協助

台的核心能力在於分析解讀這些非結

「古董級」技術了啊！現在所有的儲

能幸運地找到播放裝置。目前，磁帶產

值得注意，甚至可能破解傳統的迷思。

保險公司在第一時間進行審核工作。

構化的資料，因此便自然地運用於這

存應用不是都採用固態硬碟(SSD)或

業已在易於操作的磁帶盒上進行標準

磁帶系統同時也是一種微型的類比

些領域。

Dev Mookerjee
Watson亞太區技術總監
IBM

硬碟驅動器(HDD)記憶體嗎？

化，使其得以在磁帶驅動「場」的較

訊號、無線傳輸鏈路，即使所儲存的資

答案說對也不完全對。最近在《華

大陣列配置下，透過機械手臂播放與倒

料是數位的。從很多方面來看，它類似

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帶。甚至在國際磁帶儲存委員會(Tape

於RF通道，除了RF被磁場取代為能量

能理解自然語言的聊天機器人不僅

Bill Schweber

只是回答問題，還可以透過語言理解能

包括醫師或是金融業理專以往都

力了解對話者的意圖。Mookerjee以訂

要花許多時間研讀龐大的醫學報告或

購機票為例子，一般的聊天機器人需要

理財資料，而Watson系統透過機器

他以韓國SK Telecom的例子強調，

上有一篇文章—「企業尋求傳統技術

Storage Council)的協助下，也開始出

傳輸。此外，它還存在著抖動、訊號雜

與對話者逐步地提問與回答，才能完成

學習、分析與判讀後，便可快速找出

「我們的服務跑在SK Telecom的伺服

對抗新的威脅」中提到，許多公司為了

現一些標準，致力於定義外形尺寸與

訊比(SNR)、符號間干擾、訊號強度變

訂票程序，而Watson的Chatbot技術

相應的解決方案，例如提供退休計畫

器上面，而SK Telecom有團隊幫我們

預防萬一，再度將資料儲存於磁帶上。

格式等等。

化等影響RF「無線」鏈路的所有問題。

試著了解對話者想要什麼，讓使用者能

諮詢或是快速診斷出病症並推薦適當

推廣IBM的服務。」

市場上還有一些強力的數據佐證磁帶單

以自己平常說話的方式來訂票，並非僅

的療法。其中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日

是問與答的對話。如果要再進一步推薦

本東京大學利用Watson在十分鐘內

人工智慧的未來

最好的價位時，可與後方系統進行更多

診斷出一名病患得了罕見的白血病，

Mookerjee強調，「人工智慧將會持續

的整合，以提供決策方案。Mookerjee

並找出適合的療法，因為Watson系

說：「資料分析是Watson的強項，但
也只是其功能之一。我們打造這套系
統是要了解人類說話與提問的方式，
而非只是回答問題。」

當然，讀取通道從類比前置放大器

位出貨量增加，以及有越來越多的資料

兩項關鍵標準

(盡可能靠近讀取頭本身進行安裝)以及

量被儲存在磁帶上。

磁帶技術的兩項關鍵標準是線性磁帶

可變增益放大器(VGA)開始。但那只是

磁帶雖然不像SSD或HDD記憶

檔案系統(Linear Tape File System；

類比訊號處理的開始，因為先進的磁

的存在，如同當年的數位轉型一樣，

體那麼容易存取，但這種屬性也是它

LTFS)—能讓磁帶「幾乎」像是HDD

帶系統使用具有部份響應、最大似然

統本身已讀取了兩千萬篇癌症研究報

將會成為市場標準(norm)，而人工智

的一項優點，尤其是當遇到「最糟

一樣使用；以及1990年代晚期開發的線

(PRML)訊號檢測電路的讀取通道，從

告，閱讀量相當驚人。

慧應用迅速擴展及其普及的速度，也

糕」的情況發生時，它能展現其強勁

性磁帶開放(LTO)標準，用於作為當時

而使實現成功與零錯誤資料還原的機

金融業的客戶服務也是目前成長

遠比當初數位化的速度更快。」例如

且緩慢恢復的機制。此外，由於磁帶

專有磁帶格式的替代開放標準。在Tape

會最大化(儘管通道不規則)。雖然實

快速的應用之一，已經有銀行採用

過去四年來，Watson系統的核心能力

無法「連線」，所以駭客也不太可能

Storage Council最近發表的「技術進步

體尺度可能遠比RF鏈路更小，但訊號
路徑區塊是類似的。

Mookerjee提到Personality

Watson系統研發出客服機器人，自

大幅增加，在IBM各方面的服務都可見

存取。《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指

推動磁帶擴展新市場」報告中，簡單敘

Insights是IBM特有的技術，能透過書

然地與消費者對話，提供全年無休的

到Watson的身影。

出，「政府、金融服務公司、醫療保

述了磁帶技術的最新進展與應用。

寫文字例如信件、部落格或是網路文章

客服系統。例如台灣的玉山銀行採用

內容來分析消費者的個性與偏好，了解

Watson認知技術，透過IBM Watson

這個人對於新事物是否比較開放，進而

Conversation支援繁體中文的自然

分析其在購買行為上所可能做的決定。

磁帶不僅是第一個高密度的資料

險公司以及其他受監管的產業仍然

對於磁帶與SDD或HDD的比較並不

儲存機制(比起HDD更早的多)，也是

將磁帶作為數位記錄的備援系統。現

僅限於安全性；Tape Storage Council

早期的「業餘愛好者」— 個人電腦

未來，企業採用AI技術將是大勢所

在，還有一些公司開始回頭尋求磁帶

認為可靠性和誤碼率(BER)方面也值得

(PC)採用飛利浦的消費級音訊磁帶盒

語意分析技術，蒐集集體對話內容

趨，除了讓企業更了解客戶，也能提

技術，因為駭客在滲透其防範措施方

關注。如表中所示，Quantum LTO-7

作為低成本儲存媒體(當然是低速且低

並進行語音的分析與辨識，以及持

升良好的互動關係。Mookerjee舉顧

面變得越來越厲害了。」

每1019位元出現一次錯誤，而頂規的

容量)，透過「開機加載程式」(boot

機器學習與「擴增智慧」

續的訓練「擴增智慧」(Augmented

客努力指標(Customer Effort Score)

HDD平均1016位元出錯一次，這之間

loader)載入作業系統以及儲存程式與

Mookerjee認為物聯網(IoT)是很好的

Intelligent)，進而提供智慧化的產品

解釋，許多公司沒有想過顧客要花多

應用領域之一。物聯網透過機器如感

推薦與金融諮詢。AI技術對於自然語

少努力才能與企業互動，而人工智慧

測器收集大量機器所產生的資料，這

言的理解與掌握能力預期將會不斷地

些資料大部份是可用來分析的結構化

提升，未來也許在許多需要第一線客

資料。但是物聯網中仍有不少非結構

服的產業上將會看到相關服務。

如今的市場正在改變，他預計未
來五年大家對於AI會有更多的期待。

用而言，使用磁帶並不划算，特別是
各種磁存技術的可靠性比較

人工智慧擴增了人或企業的知識與
能力，這也是為何IBM稱人工智慧為擴

Mookerjee認為亞太區正持續成

增智慧之故。究竟人工智慧能否取代

的影像等。Mookerjee強調收集與分

長，但每個國家對於破壞式創新技術

人類？目前無人能提出肯定的答案。

析非結構化的資料正是Watson的強

的接受度不同，像是紐西蘭、澳洲、

機器透過學習而做出判斷時，若訓練

項，因而能協助處理這些原始資料。

新加坡、韓國、印度接受度較高。此

資料不足或遭遇未曾碰過的狀況，仍

此外，還有一項特殊的物聯網應用是

外，Mookerjee還提到透過夥伴關係

會有失誤的時候，人類透過其經驗與

在生產的最後環節架設攝影機，透過

推廣產品與服務是很好的一個模式，

其互補，相信是最好的結合。

電子工程專輯 | 2017年11月 | www.eettaiwan.com

資料。而今，對於業餘愛好和商業應

在這方面能提供企業最佳的協助。

化的資料，像是聲音與攝影機所拍攝

10

如果你還停留在磁帶就是那種一大

1x1014

1x10

15

1x1016

1x1019
1x1017

1x1012

高密度的HDD價格更合理且可隨機存
取，但潛在的磁帶技術仍然具有至關重
要的作用—甚至還有「捲土重來」的
發展趨勢。
只要與技術有關，對於看來似乎是

藍光

桌上型SATA

企業SATA

光纖通道SAS HDD

LTO磁帶-LTO 5,6 企業磁帶-T10K,
Flash SSD
TS11xx, LTO-7

誤碼率(技術別)

比較不同的資料儲存媒體顯示，高性能磁帶提供最低誤碼率，甚至較其他技術更優1,000倍
來源：Tape Storage Council

過時的技術也「永遠不要說不可能」。
等到有一天「改朝換代」了，它可能會
「重現江湖」，甚至變得更可用或更具
吸引力，成為解決新問題的好辦法。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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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 Flash瞄準即時啟動應用

乙太網路時脈IC打造高效率網路

Gary Hilson

Susan Hong

JEDEC針對非揮發性記憶體(NVM)裝

隨著網路持續過渡至更高速度與更高

利用DSPLL技術提供整合無線與乙太網

James Wilson表示，從10G過渡

置制定的xSPI新標準，旨在滿足「即

性能的5G與物聯網(IoT)世界，業界需

路時脈於一的單晶片時脈方案，同時整

到25/40/100G乙太網路，資料中心設

時啟動」(instant-on)應用的需求，同

要更多新的時序(timing)解決方案。芯

合晶體參考而無需外部晶體元件與壓控

備製造商正升級至更高速率的交換機

時讓位於SoC外部的NOR快閃記憶體

科科技(Silicon Labs)日前推出兩款以

振盪器(VCXO)，因而能提供比競爭方

和接取埠，而這必須採用高性能、更

(flash)保有其性能標準。

乙太網路(Ethernet)為基礎的高整合時

案功耗更低55%、尺寸更小70%的最

低抖動的時脈序方案。Si5332任意頻

脈(clock)晶片系列，有助於簡化複雜

佳化時序方案。

率時脈產生器為下一代資料中心的高

專注於開發小型、超低功耗NVM
產品的Adesto Technologies在過去三
年來一直致力於該標準的合作與產品開
發。在日前接受《EE Times》的電話採

優點：
最佳性能
最佳動態功率

優點：
適於中型系統
較佳待機功率

訪中，Adesto技術長Gideon Intrater表
示，該公司的「晶片內執行」(eXecute-

優點：
記憶體大小靈活性
製程可擴展
較佳待機功率
快速性能

支援xSPI的系統據稱能以較on-chip記憶體SoC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節能與更高性能

的10/25/100G與無線時脈設計，並進

James Wilson解釋，4.5G是邁向

速串列互連提供強化的參考時脈，專

一步協助資料中心與無線應用加速資

5G的第一步，營運商正積極擴增網路

門用於簡化時脈樹設計，且不影響性

料傳輸以及提升網路效率。

容量與覆蓋範圍，並部署各種網路應

能或功耗。

使用者對於網際網路的頻寬與速度

用，包括擴展都會區覆蓋範圍的小型蜂

新系列並支援最新的PCI Express

要求日益提高—特別是視訊流量，正

巢網路(Small Cell)、提升建築物內部

4.0標準，提供60%的抖動容限。相

帶動時序產品市場成長。Silicon Labs

訊號的分散式天線系統(DAS)、回程網

較於競爭方案，Si5332整合內部電

JEDEC標準，為系統開發人員和控制器

高階的功能、新的無線協議堆疊和先進

要是一些需要「即時啟動」功能的應用，

時序產品行銷總監James Wilson引用

路(backhaul)設備以及基頻單元(BBU)

源調節器，因而無需昂貴的外部低

設計人員提供了與控制器和週邊裝置的

的軟體。這一類的設計還必須能夠進行

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ADAS)後視攝

思科(Cisco)的資料表示，2021年以

等，但在利用這些技術擴展覆蓋範圍與

壓差(LDO)穩壓器，電源效率最佳化

相容性，可望加速該標準的採用。

更智慧的本地資料處理，因此，相較於

影機與GPS，以及能喚醒傳送資料後重

前，全球預計將有46億的網際網路用

容量之際，也面對著新一代網路複雜度

的MultiSynth架構可使功耗降低50-

xSPI標準是由大多數NOR flash裝置

採用嵌入式flash或SRAM的on-chip經濟

新關閉的IoT裝置。

戶以及271億連網裝置，而其中有82%

帶來的硬體設計挑戰。

60%，而其230fs rms的抖動性能也優

製造商和幾家PC與微控制器(MCU)公司

建置方案，他們需要更多的編程記憶體。

Objective Analysis首席分析師Jim

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共同開發的，為開

Intrater說：「許多公司開始將大量

Handy表示，許多IoT應用需要更豐富的

然而，目前的網路設計均著重於

低頻寬、點對點的前程網路(CPRI)將升

Silicon Labs尤其看好台灣在其時

發高傳輸速率的八進制裝置建立機械、

的NOR flash從SoC中移出來，打造flash

補充記憶體，「NOR flash製造商可以提

資料與語音，並非為視訊最佳化。因

級至基於乙太網路協議的eCPRI，並連

脈產品市場的重要性。James Wilson

電子與轉換準則。Intrater說，JEDEC雖

位於SoC外部的設計，這使其得以開發

供晶片來滿足這一需求，EcoXIP似乎是

此，他預計在接下來的幾年，當業界

接多個RRH至基頻單元，以支援更高容

表示，「隨著跨國公司將研發中心移

然一直是定義NAND flash的組織，但近

具有更先進製程技術的裝置。」為了讓

解決這個問題的好辦法。」

過渡至更高速的資料中心與5G網路，

量的網路。」儘管網路變得更複雜，透

至台灣，越來越多的資料中心硬體都

來由於NOR flash在標準方面一直有些「

這種途徑更有意義，外部介面需要的性

NOR flash可作為應用程式的程式碼

將著重於打造以視訊為主的網路，並

過高整合的Si5381/82/86時脈IC可望為

在台灣設計。因此，在業界轉型至更

狂亂」，導致在主控制器與記憶體之間進

能級必須比on-chip方案更高速。

儲存角色，使其較NAND更適用於諸如

進一步帶動市場對於更高性能的時序

此4.5G和eCPRI無線應用簡化設計。

更高效率資料中心之際，台灣扮演為

xSPI電氣介面可提供高達每秒

NEST恆溫器等裝置中，而且還能以更

產品需求。

400MB的原始資料傳輸速率。Adesto

低成本設計。Handy說：「IoT正是專為

他說，NOR flash在製程技術方面持

EcoXiP據稱可提供較現有四路裝置更高

續取得進展，過去十年來，可以從裝置

In-Place；XiP) EcoXiP產品系列利用新的

的IP流量都來自視訊。

例如，「從4G/LTE過渡至4.5G，

於競爭方案2-5倍。

預計接下來將會看到更多的設計

全球資料中心提供高性能硬體的重要角

James Wilson指出，時序產品就

行動與網路部署，而針對最終在2019

色，將驅動對於更多時脈方案的需求。

NOR flash量身打造的應用。」此外，汽

像是樂團中掌握樂曲節奏的鼓手一樣，

年即將實現的5G，James Wilson說

此外，台灣有許多專精於無線技術的硬

2.4倍的CPU性能，並為8通道介面建立

車製造商也喜歡NOR flash，因為它能讓

為電子系統執行計時、同步與設定時間

Silicon Labs也作好了準備，新增同

體設計公司，當然也是Si538x系列的重

中取得的頻寬量已有顯著的改善。最近

新標準。在xSPI中使用了8個平行的資料

儀表板在車子一發動時隨即啟動。

間隔等重要功能。因此，「時序產品的

步功能的5G時脈元件正積極開發中。

要市場。」

出現的應用——如物聯網(IoT)和汽車資

(IO)區塊，藉由在每區塊週期中轉換更

Handy表示，設計人員面臨的困難

關鍵就在於超低抖動(jitter)，才能實現

此外，Silicon Labs並針對資料

訊娛樂系統，對於需要更多編程記憶體

多平行位元，進一步提高了系統性能。

之一在於是否可以將所有需要的程式碼

最高的資料速率。因為抖動就像是時脈

中心應用提供高整合的時脈解決方

行通訊的產品分歧，同時也造成控制器設
計人員的混淆。

的嵌入式裝置帶來大量的需求。Intrater

Intrater表示，XiP展現對於中型IoT

放入MCU的內部NOR，或者放在外部(但

的雜訊，對於高速度、高性能的產品而

案。Si5332時脈元件利用MultiSynth

說，Adesto的EcoXiP無需晶片內建記憶

系統應用的諸多優勢，使其得以具有比

如此成本更高)。他說：「有些MCU內建

言，抖動必須越低越好。」

小數型時脈合成技術，提供高度的頻

體(on-chip)嵌入flash或板上flash以儲存

on-chip更多的編程記憶體、編程記憶體

大量的NOR flash，但這極其昂貴。」諸

為了產生高品質、高傳真度與低抖

率靈活性和230fs rms的抖動性能，涵

韌體，但相較於四路的SPI裝置，它能夠

大小的靈活性，而無需重新流片SoC，

如Adesto之類的產品讓設計人員更易於

動的時脈訊號，Silicon Labs分別為無

蓋6/8/12個時脈輸出選項，可為大型

倍增處理器性能、降低系統功耗與成本。

以及能在不需要的時候關閉大部份或全

將大型程式放入系統中，因為成本並不

線領域與資料中心推出以乙太網路協

資料中心交換器、伺服器、儲存、網

部的SoC電源。

高。Handy說：「它能發揮Adesto的優

議為基礎的高性能時脈系列。Si538x

路、Small Cell、寬頻、廣播視訊和工

勢——專注於將大量程式碼放入基於小

LTE + 乙太網路時脈是首款針對4.5G

業等具有嚴苛抖動要求的應用實現時脈

型控制器的應用。」

無線接取網路(RAN)而設計的時脈IC，

樹整合。

Intrater表示，IoT和嵌入式裝置(如穿
戴式裝置、醫療監控器、POS控制器和其

Adesto目前正出樣32Mb元件，提供

他連網的嵌入式系統)現在都必須支援更

一系列的密度規劃。可立即導入的市場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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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

都會/核心網路

資料中心

為了打造高效率的資料中心與無線應用，新
一代高速網路需求正驅動高性能時序方案
市場成長
來源：Silicon Labs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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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十年的硬體進展與創新
TechInsight、EETimes

2017年是iPhone誕生以來的第十個

當然也提供了文字鍵盤。螢幕本身支

管理和美國國家半導體(NS)的行動畫素

年頭，理所當然地受到媒體的廣泛關

援相當高的解析度(以當時的標準而

連接(MPL)介面晶片。相機則是由美光

注。蘋果(Apple)還為此改變了沿用

言)，包括160ppi與200萬畫素相機。

(Micron)製造的。

份採用ST的飛行時間(ToF)感測器，

越來越複雜。北美版本的iPhone手機

作為近接(或可能的自動對焦)偵測器。

中，英特爾利用收購自英飛凌的技術獲

Apple在iPhone 5S時導入指紋感

得了一些設計訂單(其他地區的版本則

測器，到7系列已進展至第二代。除了

採用高通晶片)。此外，我們還看到了

動作和方向感測器，還加進了氣壓、

Skyworks、Broadcom/Avago、TDK

溫度和濕度以及心率監測器等功能。

和Qorvo的晶片。

iPhone目前擁有33億個電晶

以半導體邏輯元件的整合觀點來

體、64位元的四核心A10處理器，採

看，較新的手機預計將會採用更少的

多年的命名規律，推出iPhone X；而

蘋果還將其Safari瀏覽器移植到手

同樣地，我們在此見證了業界的

用TSMC的16nm技術、6核心GPU和

元件。然而，由於新一代的手機應用

TechInsights的拆解團隊則為此里程

機上，並加強了電子郵件功能，提供

發展變化；Wolfson如今屬於Cirrus、

2GB DRAM (Plus手機從前一代6S Plus

範圍十分廣泛，主板實際上採用了更

碑採取另一種分析途徑，著眼於這款

比任何競爭產品更加豐富的介面，各

德州儀器(TI)收購了NS，美光的相機

的128MB升級至3GB)。由於快閃記憶

多的晶片。

手機所帶來的硬體演進與創新。

種功能的組合使得iPhone成為當時最

業務賣給Aptina成為現在的安森美(ON

特別是隨著iPhone 8/8 Plus的發

獨特的手機。

Semi)，而恩智浦(NXP)即將被高通收
購(如果監管機構核准的話)。

圖2：iPhone 4的主板(a)、晶片與晶片標
記(b)

表，回顧這支手機從2007年以來的演

當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微機電系

進以及Apple為其進行的硬體選擇，

統(MEMS)加速度計，它能讓螢幕翻轉

事實上，iPhone的市場優勢或其出

5M畫素單元(5S以後才有自拍鏡頭)。

將有助於瞭解Apple的產品開發策略

以橫向格式查看圖片和視訊。那時還沒

色性能並不是建立在其中某一款獨特的

無線方面則升級至涵蓋3G CDMA和2G

與未來方向。

有人這麼做，也很少有手機結合MEMS

先進晶片上，而是整合了創新的觸控螢

GSM標準，但仍然採用3.5吋螢幕。

功能。而當Apple一推出MEMS應用，

幕、多種應用以及流暢的設計。

第一代iPhone：最初的創新

不久就有應用開發社群加以擴展了。

iPhone；相機升級至具有視訊功能的

從封裝來看，iPhone完整地套

值得回顧。第一代iPhone誕生時採用的

此外，它還支援環境光和近接感測

用當時流行的密集封裝：兩個MCP

是Micron Imaging的CMOS影像感測器

前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將其形

器，可用於調整螢幕亮度，並在通話時

(Peregrine開關和英特爾的記憶體)、三

(CIS)，當時該公司的CIS市佔率排名

容為「具有觸控功能的寬螢幕iPod，

關閉觸控螢幕，以避免誤觸其他功能。

星(Samsung) NAND快閃記憶體的雙層

第二，Sony還只能排名第五。Apple

一款具有革命性和突破性網際網路通

Chipworks在2007年7月拆解了第

堆疊，以及三星應用處理器+SDRAM的

於2009年選擇OmniVision的背照式

訊功能的手機裝置」。他確實將手機

一代iPhone，其電子元件分別位於兩

PoP封裝。Marvell和CSR的晶片則採用

OmniBSI平台，取代了Micron，直到

螢幕做大了— 3.5吋(當然不是目前

塊電路板— iPod與無線。看看無線

覆晶(flip-chip)封裝。

2011年後才開始改用Sony的客製化解

所認為的大尺寸)，並透過螢幕背後的

部份的電路板，還可以瞭解當時的業

軟體定義這支手機，使其實現多點觸

界供應商動態。

轉捩點：iPhone 4
從過去十年間所拆解的iPhone來

機選擇音樂清單和照片、放大和縮小

門賣給英特爾(Intel)、CSR被高通

看，iPhone 4可說是一個發展的轉

iPhone 7和7 Plus

螢幕，以及讓螢幕連接至各種功能，

(Qualcomm)吸收，Skyworks至今仍

捩點，因為Apple開始將手機主板從

相較於原始的iPhone設計，iPhone 7

然是射頻(RF)前端的主要廠商。遺憾

單面PCB改成更緊湊且高密度的雙面

系列幾乎已沒什麼辨識度了。7系列

的是，我們仍無法確定Apple採用誰

PCB。

機型支援4G LTE，可作業於40餘種

兩塊電路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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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先進或採用客製化設計，包括從

8GB提升至256GB。

RF前端到電源管理晶片、相機、記憶

隨著無線功能擴展，主板的RF端

體，以及採用最新FinFET製程打造的

於領先地位。

英飛凌(Infineon)將其無線部

圖1：第一代iPhone的電子元件分別位於

料的需求，記憶體最高容量在十年間從

決方案，如今Sony的CIS市佔率已處

控功能，讓使用者透過觸控或翻轉手

圖3：iPhone應用處理器的十年進展，反映晶片製程技術從90nm到10nm (A10)的變化

家的EDGE多晶片封裝(MCP)。值得

更重要的是Apple自此時開始使用

無線頻段，並配備載波聚合(CA)功

注意的是Peregrine開關採用了藍寶石

A系列應用處理器，雖然在iPad中率先

能，以提升其訊號靈敏度。螢幕採用

矽晶(silicon-on-sapphire)技術，雖然

使用，但iPhone 4所用的剛好稱為A4。

3D Touch壓敏多點觸控技術，分別為

不是率先採用但極其罕見。Peregrine

從第一代iPhone到iPhone 3GS都

iPhone 7與7 Plus提供326-ppi的4.7

如今隸屬於村田(Murata)，所開發的

採用三星的處理器，iPhone 4開始才

吋螢幕，以及401-ppi的5.5吋螢幕。

UltraCMOS製程已成為RF-SOI(甚至是

使用自家設計的A系列處理器，而後在

iPhone 7系列提供7M 畫素的前

300mm)晶圓的最大用戶之一。

很長的一段時間內，A系列處理器一直

置自拍相機— iPhone 7的主相機支

都由三星代工，直到A8才加入台積電

援12M畫素單元，7 Plus則配備雙鏡

(TSMC)代工。

頭相機，分別是f/1.8孔徑的12M廣角

+DRAM、快閃記憶體、音訊編解碼

目前iPhone的每個元件幾乎都十

後置相機影像感測器的一些變化也

在第一支iPhone的發佈會上，Apple

另一塊電路板包括應用處理器

體(flash)的進步，以及對於越來越多資

器、電源管理晶片和MEMS。還有凌

iPhone 4同時也是最先使用羅

和f/2.8孔徑的遠攝相機，以及2倍光

力爾特科技(Linear Tech)的USB電源

盤晶片、陀螺儀與三軸加速度計的

學變焦與10倍數位變焦。自拍相機部

圖4：從iPhone 4S後開始採用Sony的影像感測器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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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處理器等。A10處理器率先採用台

場成本來看，3.5吋的顯示器/觸控模組價格大約在10-15美

積電的InFO技術，板上的其他許多晶

元之間。

片則採用晶片級覆晶封裝。

另一個可節省成本的領域是記憶體。十年前，Apple為
其iPhone配備8GB (當時的高階) MLC NAND和128MB DDR

iPhone的製造成本比較

SDRAM。8GB NAND在60美元成本中佔據了很大一部份(當

在十年之間，8GB容量的第一代

時大多數裝置搭配的是2GB NAND)。到了iPhone 7已配備高

iPhone售價599美元，進展到32GB

達32GB MLC NAND和2GB LPDDR4 SDRAM了。該類別的

iPhone 7時起價為649美元，透過比較

元件成本在這款機型中增加了1倍，而DDR4甚至佔這一類別

就能看出製造成本如何隨時間而變化。

21.49美元的三分之二。

2007年，TechInsights估計第一

我們還看到混合訊號/RF類的成本呈現爆發式成長。該類

代iPhone的製造成本為221.45美元。

別主要由構成RF部份(收發器、功率放大器、濾波器、RF開

針對iPhone 7的製造成本最佳估計為

關等)的元件所組成。原始iPhone僅採用GSM/EDGE的成本

253.82美元，較原始版本貴了32.37美

為4.70美元。iPhone 7由於增加許多HSPA和LTE頻段，導
致成本躍升至24.53美元。據此而言，更多的功能和複雜度

元。儘管這款手機在性能和功能方面
取得重大進展，但Apple也成功地控

圖5：iPhone 7手機的拆解顯示採用了更多的元件

制了成本。
原始的iPhone配備了Apple設計、
由三星生產的應用處理器，以及英飛

意味著更高成本。
同樣地，電源管理/音訊類在iPhone 7時變得越來越複

Apple iPhone的元件成本比較

雜，使其成本從6.95美元增加到10.56美元。

$300.00

其他電子元件也有類似的增加態勢。原始iPhone時約

凌的GSM/EDGE基頻處理器，這一組

15.89美元的成本，到了iPhone 7時提高到23.47美元。事

合估計約為22.58美元。而iPhone 7配

實上，從成本角度來看，手機的差異可歸結於更多的元件

備由台積電製造的Apple A10應用處
理器和高通MDM9645 LTE基頻處理

21.3322
$225.00

18.76
13.035

器；這種更強大的元件組合最多增加
了58.45美元，即原始成本的2.6倍。

17.235

23.4673

然而，在此情況下，手機用戶也獲得

15.89

10.56

了2.34 GHz的四核心處理器以及LTE

6.95
4.7

Advanced的數據機。

24.53

$150.00

成本差異較顯著的領域還有連接

21.49

59.9

能力和感測器。這部份的元件成本讓

32.4829

元件類別
測試/組裝/支持材料
機械/封裝
其他電子元件
電源管理/音訊
混合訊號/RF
記憶體
顯示器
相機
連接元件與感測器
電池
應用處理器/數據機

原始iPhone增加了8.21美元，iPhone
$75.00

60.6771

計。iPhone 7中還增加了安全的NFC、
陀螺儀、羅盤、氣壓感測器、Touch ID

相機類的成本從7.10美元上漲到23.31
美元，漲幅為3.3倍。雖然原始iPhone
採用2M畫素相機，但iPhone 7支援7M
畫素前置相機、12M畫素的後置相機和
LED閃光燈。

本為17.24美元，iPhone 7的成本為18.76美元。從這部份來
看，其差異就在於製造過程。
測試/組裝/輔助材料類的成本則從13.04美元增加到
21.33美元，這主要來自於更高的勞動力成本、組裝時間以
及增加了更多元件。

結語

23.3098

色。從首款iPhone到iPhone 7，Apple隨時間演進逐步更新

13.61
5.8267

以控制其製造成本，而不是跳躍式進展。該公司節制地使用

$0.00

58.45

22.56
Apple iPhone
8GB

維持了市面上的售價，僅在iPhone 7略微增加。

Apple iPhone 7 A1660
32GB

表1：原始8GB iPhone和32GB iPhone 7的成本比較

並沒有太多的功能升級，它仍然是Apple遞增手機功能計劃
中的一步，有時在軟體上的更新進展比硬體更顯著。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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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售價999美元的iPhone X才會有更大的進展，但這至少
要到11月以後上市才能知曉了。

iPhone 6/6S)市場成本目前約32.48美

未來，Apple將繼續在其先進設計上遞增功能，還是擁

不斷地增加了這麼多元件，Apple

吋TFT顯示器的成本約60.68美元，

元。十年是一段漫長的時間，足以帶

抱更多未知的新技術？無論如何，iPhone的演進路徑讓我

如何節省成本？其方式之一來自於顯

而iPhone 7採用的4.7吋TFT(延續自

動這些元件的成本下降。以目前的市

們期待另一個10年的更多進展。

電子工程專輯 | 2017年11月 | www.eettaiwan.com

高磁場強度的稀土磁體，
適合風力發電機應用

隨著iPhone 8與iPhone X的發表，整體來看，iPhone 8

示器/觸控模組。十年前，原始版3.5

16

TDK 技術
推進電能解決方案。

特定技術(如AMOLED顯示器及其較TFT的成本溢價)，以免
壓縮其利潤或導致售價增加到超過原有位置。Apple還有效

7.0995
8.21
5.1725

和環境光感應元件。
從第一代iPhone到iPhone 7系列，

兩支手機之間的機械成本則大致相當，原始iPhone的成

過去十年來，Apple將其iPhone產品線業務經營得有聲有

7則增加13.61美元或多了1.6倍。兩
款手機都配備了Wi-Fi、藍牙和加速度

和功能。

EMC和正弦波濾波器，
工作電流最高達8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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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導入
工業4.0發展如虎添翼

AI改變製造設備「思維」

智慧的十大硬體產業，包括電子零組

更準確辨別物品，操作員也可以透過

隨著智慧製造或工業4.0的導入，未

件、網通產業、半導體，大到汽車產

機械手臂的「眼睛」看到生產線上的

來工廠廠房中最多的不是操作人員而

業、機器人，全都上榜。人工智慧技

狀況。

是機械設備，也就是機械手臂。現階

術的大突破，也讓智慧機器人產業如

凌華科技(ADLINK)表示，機器視

段，機械手臂通常是寫入作業順序的

虎添翼，更是產業邁向工業4.0的關

覺並非新技術，在自動化生產中，機器

程式後，由人員操作，一個口令一個

鍵，Gartner指出，2018年，全球工

視覺早已被導入用於品管檢查，或是增

動作地完成所需執行的工作，且若需

業機器人市場預估可達新台幣1.1兆

添在機械手臂上。但隨著攝影機與演算

與生產線上的操作員共同工作時，還

元，而台灣機器人產值，2015年已達

法的進步，機器視覺的辨識度也越來越

需有隔離設備，以免機械手臂「不小

新台幣570億元，其中有九成是發展

高，除了品管之外，也開始用在其他需

心」傷害到工作人員。

工業機器人。

要「辨識」能力的工業應用中。

工業4.0剛開始發展時，在德國的

由此可見，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將

不過，品管仍是目前機器視覺最大

確發生過協作型機器設備致人於死的事

進一步推升工業4.0發展，並對產業造

宗的應用領域，但未來機械手臂要能看

件。然而，若僅是讓機械手臂依指令動

成新的正向的影響。黃鐘賢強調，人

得更細微，就需要加入人工智慧與深度

作，這樣只能說是半自動化，一些比較

工智慧與深度學習技術不僅自身發展

學習等較強的運算技術。黃鐘賢舉例，

精細的作業，仍然需要人工執行。達明

前途無量，在工業4.0應用中，還能讓

達明機器人目前的機械手臂僅配備2D

機器人(Techman)研發處軟體設計部專

機械手臂變得更加易於使用，解決更

視覺，因此利用GPU顯示卡進行每秒

案經理黃鐘賢表示，傳統的機器人需要

多工業4.0衍生出的挑戰。

數百張、幾百萬畫素的影像處理，仍綽
綽有餘。不過，若是要更精密的檢測物

和作業員分開，以免機器人運作時，因

品，例如現階段還是只能人工目檢的產

而不小心誤傷。另外，現階段的機械手

機器視覺讓機器設備「看」得
更清楚

臂，能進行的工作很「單一」，機器人

機械手臂要能搖身變為真正的協作型

就更需要處理能力更強大的深度學習

無法「舉一反三」，做到更多人工才能

機器人，或是進行更精密的檢測工

與人工智慧演算法。

達成的工作，例如在一個物品很多的大

作，除了透過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之

黃鐘賢強調，在智慧製造應用中，

箱子中，正確取出所要的物品，而這

外，機器視覺亦不可或缺。黃鐘賢認

物品檢測是很難自動化的部分，因為產

些都可以透過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來

為，透過安裝攝影機使機械手臂擁有

品外表瑕疵的判斷方式仍難以化為機械

「教導」機器手臂，進一步達成全自

視覺能力，如此一來，機械手臂可以

手臂能理解的程式語言，但透過機器視

為沒有「意識」到與作業員太過接近，

Anthea Chuang

品外表小瑕疵，則需要3D視覺，此時

動化的目標。
工業4.0(Industry 4.0)強調在安全的

業4.0概念可持續發展，勢必也將為相

估，2018年全球智慧製造及智慧工廠相

環境中提升工作效率與生產力，因此

關半導體業者創造新的市場機會。

關市場規模將達2,500億美元。

工業4.0開始發展時，特別專注生產

事實上，早在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
(WEF)時，論壇中就已將人工智慧視為

(單位：億美元)

這股以智慧製造推動傳統製造模式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與會者並

3000

機器的運轉效能，以及如何避免因機

工業4.0市場仍然相當暢旺

轉型的潮流正熱烈發展中，其中智慧製

預言這個技術將對全球產生翻天覆地的

器損壞造成的損失。此時，工業4.0的

德國提出工業4.0概念至今，各家廠商

造即是與全面連網、自動化與生產效益

影響，可見未來人工智慧的重要性。

重點在於工廠內部的網路與生產機器

紛紛響應，不僅將工業4.0導入自家工

等劃上等號，讓傳統工廠朝工業4.0發

甚至，根據瑞士銀行今年4月最新

上的感測器如何有效連結，並透過大

廠生產線；也有業者聚焦在相關產品

展。而這股火熱的工業4.0潮流實有賴

研究表示，2030年人工智慧在亞洲可

數據分析，以期將生產力發揮極致。

與系統的研發，將工業4.0拱上物聯

於各國積極推出各項政策推波助瀾，

創造最高可達3兆美元(約新台幣90.8

但工業4.0終極目標不僅限於廠房

網(IoT)最受矚目的應用之一。業界亦

但隨著AR、通訊技術、機器視覺、人

兆元)的經濟價值，受影響最大的將是

中的高效率、安全性，還包括如何減少

提出工業物聯網(IIoT)、智慧工廠與智

工智慧/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等，

金融、健康醫療、製造、零售與運輸

浪費、改善供應鏈、再度提升安全性和

慧製造的說法，這些「專有名詞」背

各項新舊技術的再翻新及蓬勃發展，這

業。瑞士銀行研究報告並提到，人工智

效率，以及更佳的服務⋯等，然這些進

後代表的意涵基本上是環環相扣的。

些技術亦逐步被導入工業4.0應用中，

慧對各行各業的影響可分為兩個層次：

階問題如何解決？3D成像、擴增實境

無論工業4.0、工業物聯網或是智

受惠於此，工業4.0的發展將更能契合

第一是產品與服務本身的轉變；第二是

(AR)、人工智慧(AI)、機器人、穿戴式

慧工廠、智慧製造，其衍生的商機持

其所欲達成的終極目標——更智慧、

運用人工智慧在製程、管理或商業流程

裝置，以及智慧運輸等新興技術將可能

續不斷的獲市調單位或相關業者的重

更節省成本、更自動化、更高的生產效

上，可以大幅促成產業升級。

成為關鍵。這些新技術加入，不僅讓工

視。TrendForce旗下拓 產業研究所預

率與競爭力，以及更安全的人機協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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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artner也點名將受惠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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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全球智慧製造市場規模預測。

2018(F)
(資料來源：拓 產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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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

到整個工廠。

覺、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即可「告

光纖網路媲美，面對智慧工廠需要極大

訴」品管檢測機器設備，什麼樣的外觀

的訊號覆蓋率，5G新空中介面(New

Khosrowshahi說明，試想，硬體

也不遑多讓。針對工業4.0，意法半導

意法半導體目前已有微控制器

或是狀態，就是有問題的產品，而機器

Radio，NR)，以及NB-IoT亦可做到，

設備加上軟體演算法分析出來的資料，

體除了有連網、感測器、安全晶片、

(MCU)加上神經網路功能的產

設備也可以根據這樣的「學習知識」，

因此可以預見未來5G技術在工業4.0應

若只是停留在硬體內部，未向外傳送，

節能相關產品外，還開發了分散式人工

品。Bozotti舉例，此原型產品除了具

先將有問題的產品攔下來。

用中也將扮演重要角色。

資訊無法被管理者看見。因此人工智慧

智慧。意法半導體總裁暨執行長Carlo

備低功耗特性，還能擴大從影像或環

工業環境中，要求無線網路技

與深度學習演算法分析資料光是仰賴

Bozotti表示，要能精確地控制工廠產

境接收訊號，因此應用在工廠馬達預

AR創造更多互動

術具備相當的覆蓋率，尤其是感測

CPU或GPU單一元件處理是不夠的，

線，一整條產線上必須布滿感測器，這

防性維護方面，微控制器可先透過麥克

雖然AR一開始發展是在消費性即遊

器網路，需要廣佈節點，因此包括

還需要演算法、軟體、韌體、程式函式

些感測器也需彼此互通，傳遞訊息，加

風接收的馬達聲音訊號，與震動器的訊

戲市場較為蓬勃，但是在製造業現

ZigBee、Thread⋯等短距無線通訊技

庫與雲端平台的配合，才能真正實現人

上人工智慧後，感測器將能自我調適，

號進行分析，加上神經網路學習，即可

場，AR正在漸漸改變工廠的一切。事

術，自然是工業4.0應用的通訊技術選

工智慧與深度學習的優勢，而英特爾在

而分散是指用不同的演算法來控制，

讓管理者更了解馬達的工作狀態，若是

實上，無論是產品設計與測試、產品

項。近期藍牙技術聯盟(SIG)即推出藍

這方面具備完整的解決方案，可協助業

其目的則是不將所有的運算重擔放在

發現馬達運轉有問題也可以事先預防，

與工廠運作，或是銷售及維修服務，

牙網狀網路(Mesh)，供建置或開發工業

者建置完備的人工智慧工業4.0應用。

某一個處理點，也能將「智慧」擴展

避免馬達停止運轉而造成的損失。

都有運用AR的機會，因此，目前AR已

4.0相關應用的業者新的選擇。

或深度學習演算法。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與機器視覺讓機械手臂可
以操作更精細的工作。 (圖片來源：達明機器人)

被視為工業4.0重要的應用技術之一。

藍牙SIG全球行銷副總裁孔德容

置的設備，多不具備連網功能，導致

在今年的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Ken Kolderup)表示，基於低功耗藍牙

這些業者在跨入工業4.0時面臨重重障

中，可以看到多家業者運用AR技術在

的藍牙Mesh，具備穩定、可擴充1,000

礙，為了讓人、機器、產品之間的溝

許多工業製造環境中。威強電工業電

個以上節點、安全、低功耗與大規模特

通連結更順暢，並藉此收集大量生產數

融合物聯網技術

腦(IEI)表示，透過AR，可以讓工作者

性，因此可用於工廠自動化、用於機器

據資訊即刻上傳到雲端，透過Profinet

Joseph Byrne，恩智浦半導體資深策略行銷經理；Jeff Steinheider，恩智浦半導體資深產品行銷經理

深入遙遠、具危險性..等不易或不適合

監測的無線感測網路⋯等應用。且當初

與Profibus將可滿足業者智慧生產需

工作人員進入的地區，或是透過AR呈

規劃藍牙Mesh技術時，即將工業應用

求，也可讓有意進入工業4.0的業者，

面對「工業4.0」(Industry 4.0)的

Technology；IT)以及操作技術

以分析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

現產品製造完成的影像與各類資訊，

環境考慮在內，因此不僅可符合工業

能夠縮短「陣痛期」，加速工業4.0在

轉型浪潮，深具洞見的製造商正忙

(Operational Technology；OT)兩個

of Things；IIoT)提供的即時資料。

消費者或是客戶也可以透過AR了解更

4.0應用需求，也可讓使用者更便利地

台灣的發展。

於籌畫與打造未來的智慧製造。這

領域，建構新一代智慧系統，進而促進

最簡單的物聯網(IoT)概念就是透

多產品細節，因此產業界的確已開始

使用現有的行動裝置控制或得知工廠

些企業融合資訊技術(Information

生產、改善營運、增強客戶支援，還可

過嵌入式系統(embedded system)

漸漸將AR導入，實現工業4.0的精神。

的運作情況。

半導體業者精銳盡出

但相關業者亦透露，不可諱

不僅無線網路的新進展，提供工

看準工業物聯網商機可期，半導體業

言，AR目前的技術發展未臻成熟，包

業4.0穩定發展的養分，工業乙太網路

者也紛紛推出完整的解決方案。英特

括頭盔與相關裝置過於笨重、行動化

也有新的動作。台灣西門子(Siemens)

爾(Intel)人工智慧產品事業群副總裁

仍有進步空間，因此AR要全面應用在

數位工廠與製程工業暨驅動科技事業

暨技術長Amir Khosrowshahi表示，

工業4.0，還有一段路要走。

部總經理席德朗(Tino Hildebrand)表

人工智慧已發展50~60年的時間，此

示，工業4.0要能持續發展，數位化是

波的「復興」關鍵在於類神經網路發

關鍵，而在工業4.0中，工業通訊就是

展的突破。人工智慧可以運用的領域

數位化的基礎。

相當多元，無論在消費者、工業、零

通訊技術使人與機器進一步
溝通
工業4.0組成要素中，通訊技術是最

工業通訊中最主要的通訊技術則是

售、醫療、交通運輸、政府機關或其

不可或缺的一環，這是由於感測器

工業乙太網路，然而市場上工業乙太

他方面，人工智慧或深度學習都能有

收集的資料必須向雲端傳送，才能被

網路標準眾多，採用不同標準會讓網

所發揮。

「知道」，甚至進一步運算及分析。

路彼此間無法共通，勢必阻礙工業4.0

未來，上述領域將會有感測器或是

高通(Qualcomm)產品管理資深副總裁

的發展，因此身為工業網路國際標準

其他裝置收集到成千上萬的資訊，人工

Serge Willenegger指出，一些正在進

「Profinet」與「Profibus」的主要推

智慧與深度學習就是用以處理並分析這

入工業4.0應用領域的技術，如AR、無

動者，西門子在台灣也與合作夥伴成立

些爆量的訊息，並從中找出可用的資

人機⋯等，需要更短的延遲時間，以

「台灣工業網路協會」，以將工業網路

訊。在工業4.0方面，人工智慧與深度

及更高的傳輸速率，才能發揮效用，

的最新技術與未來趨勢導入台灣，可望

學習可以被應用在工廠自動化、預測性

而5G即相當適用。

協助台灣工業網路的進步。

維護⋯等，但要能真正達到更智慧的智

5G不僅Gbps等級的傳輸速率可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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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德朗認為，台灣製造業者早期購

擁抱工業4.0

慧製造，不能只有硬體設備與人工智慧

刀片/雷射控制

機器視覺

振動監控

專用於機器視覺的
乙太網路

多軸運動控制

專用於控制的
乙太網路
適用於人機介面、工廠、整合和
遠端存取的乙太網路

安全系統

圖1：現代設備方塊圖

工作站間傳輸

本地人機介面

工廠整合(PLM、SCADA)

來源：AVNU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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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更廣闊的世界。就更廣泛的層面

輸標準，之後又拓展至專業應用的標

以便於將傳統RTOS應用程式移植到

於使用的視覺化介面具有多點觸控平

因此，必須建立新的保護壁壘以

而言，它還涉及資料分析(通常在雲

準制定。這支團隊制定一套音訊/視訊

Linux。Xenomai還提供裝置驅動程

板，可嵌入任何工業設備，簡化了操

確保系統的完整性，同時保持資料流

端進行)、人機互動以及安全性。而

橋接(Audio/Video Bridging；AVB)

式即時回應周邊裝置的機制，進一步

作員對機器的控制。透過高解析度螢

通共用。設備製造商首先必須保障設

其挑戰在於製造商需要充份整合四項

標準，內容涉及網路設備的時間同步

保障Linux的即時功能。為了降低從

幕可以觀看高畫質(或更好的)拍攝畫

備中處理平台的安全性，確保自己的

不可或缺的工業物聯網技術：網路技

(借鑒IEEE 1588)、流量管控及進出控

傳統RTOS轉換到Linux的難度，恩智

面輸出，以檢查貨物的生產情況。這

系統只執行經認可的軟體，並且與其

術、處理技術、使用者介面技術和安
全性技術。

時效性網路

TSN規格

描述

802.1AS- Rev

定時和同步

802.1Qav

轉發和佇列增強

802.1Qbv

流量調度策略增強

制。雖然不能完全滿足工業應用的需

802.1Qca

路徑控制和預留

浦正與工業Linux社群展開Linux發行

類螢幕將採用與智慧型手機相同類型

他系統實現安全連結。這些系統必須

求，但這些標準為乙太網路流量提供

802.1Qat

流量預留協議

版本方面的合作，在保留標準Linux

的繪圖處理單元(GPU)。為了降低成

進行安全授權和定期更新，並防止硬

一個更精確的管理架構。

802.1Qcc

流量預留協定增強
功能

功能的同時，整合各種即時增強功能

本和功耗，這些GPU的3D效能雖然較

體和軟體的篡改。

802.1Qci

流量控制與管理

和TSN協議堆疊。

智慧型手機縮減，但仍將支援大型高

恩智浦最近發佈了一份有關物聯

802.1CB

提升可靠性的訊框
複製和消除

解析度螢幕；可同時顯示圖形、影片

網安全的白皮書，詳細論述了安全性

聯網不僅涉及網路嵌入式系統，還包

和文字；並採用美觀的使用者介面。

和信任因素。雖然白皮書中所述背景

IEEE團隊在認知將AVB用於工

唯有透過調整連接IT和OT兩個領域的

業用途的潛在可能性後，將其更名

網路，才能實現兩者的融合。因為該

為「時效性網路」(Time-Sensitive

領域的功能各有差異，其網路亦截然

Networking；TSN)，並開始修訂802

802.1Qbu

訊框優先

括從感測器取得資料、分析這些資料

HMI完美展現現代數位工廠所尋

是消費性物聯網，但同樣的因素亦適

不同。IT領域包含將資料轉換為有用

標準系列，致力於滿足工業和汽車應

802.1Qch

週期性佇列和轉發

以及指導系統回應。一般通常認為透

求的IT系統和OT系統融合。HMI應用

用於工業物聯網。工業環境中的財務

資訊的系統。對製造商而言，它不但

用需求，同時改善專業音訊與視訊應

過雲端可從遠端伺服器執行分析。然

通常使用Java SDK或基於Web的工具

和安全風險更高，對於安全系統的需

包含通用系統，如財務、電子郵件及

用的性能。新標準定義了時效性流量

而，需要傳輸和分析的資料量、及時

套件加以建構。這既加快了應用的開

求也更為迫切。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還包括製造業專

管制和關鍵流量調度策略。為了便於

提升工廠產出。此外，亦可增加單一動

決策的能力以及資料的機密性，都會

發，也使廠商能夠輕鬆升級整個工廠

用的管理規劃和物流系統。這些系統

調度，新標準增加非關鍵性架構的優

作控制器所管理的軸數，使機器人具有

促使製造商在本地處理製造資料。

的流程。這需要連接到典型的IT網路，

結語

都以電腦為基礎，沒有絕對必要的即

先調度策略，針對冗餘網路路徑的新

更多關節，進而在更緊密的空間中工

只要處理器的功能足夠強大，分析

支援HMI軟體更新，或提供與Web伺

為了協助工業4.0設備製造商，恩

時性條件限制，因此IT網路可以採用

標準提升網路的可靠性。現在，業者

作，或執行上一代工廠機器人無法解

過程不僅可以在工廠的電腦上進行，

服器的不間斷連接。然而，這些HMI

智浦透過全新QorIQ Layerscape

「盡力而為」(best-effort)的普通乙太

可以只部署一種IEEE標準乙太網路，

決的任務。透過學習與模仿人類操作

甚至可以在生產設備中進行。除此之

用於控制工業設備，通常會提供安全

LS1028A處理器，使其得以在設計

網路(Ethernet)技術。

但既能傳輸OT系統中對即時要求較高

過程的機器人，還需要影像處理功能

外，還可以使用工業4.0規範中的處

控制，因此也必須連接至OT領域。

中整合先進的網路環境、處理性能、

OT領域包含將原料轉換為產品的

的控制流量，又能傳輸IT系統中的一

以及新的機器學習演算法。

理功能實現遠端操作管理，使機器之

系統，以及用於流程監控和工作流程

般乙太網路流量。在工業物聯網的關

商用RTOS包括Wind River的

間實現自主協調，並透過連接生產資

安全性

一代工業系統所需的技術：時效性網

管理的即時嵌入式系統。工廠可使用

鍵網路技術已經確定的情況下，製造

VxWorks以及Mentor Graphics的

料和IT系統(例如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OT與IT的融合也使網路遭受安全威脅

路、高效能處理、硬體加速的使用者

工業乙太網路技術，調整標準乙太網

業業者可以著重關注OT-IT融合和工

Nucleus，這些供應商長期支援恩智

來獲得更高效率。

的風險增加了。過去，操作受到隔離

介面以及高安全性。

路提供即時回應，並使用舊式的工業

業4.0帶來的策略效益。

浦半導體(NXP Semiconductors)的

通訊協議執行操作。遺憾的是，許多

圖2：TSN規格與工業應用

處理功能還必須可用於分析。物

人機介面和安全性。該SoC整合了新

保護，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駭客需

此外，包含開放來源工業Linux

QorIQ系列及前幾代產品。隨著工業

人機介面

要使用實體網路連結才能攻擊設備。

SDK的軟體工具還提供了即時效能並

工業乙太網路協定既不能彼此互用，

處理

級Linux的出現，開放來源的解決方

另一個需要處理能力的功能是人機介

融合後的工業環境削弱了操作隔離保

支援TSN標準。重要的是，該處理器

也無法與標準乙太網路互用，因此限

如同網路必須支援時間關鍵型功能一

案成為另一種選擇。工業廠商和OEM

面(HMI)。智慧型手機介面將越來越

護，以便讓系統之間可以共用資訊以

整合可信賴的平台架構，有助於實現

制了技術供應商的大規模發展，減緩

樣，處理過程也必須如此。採用即時

均可藉由這些方案彈性地為其系統增

滲透到相對保守的工業設備領域。易

提高效率。

可靠的物聯網安全性。

了創新的步伐。工廠中的單台機器可

作業系統(RTOS)有助於確保控制封包

加新功能。

能連接不同的工業乙太網路，每種網

到達支援TSN的閘道時，CPU可以接

迥異於注重IT的非即時嵌入式

路運行特定的協定，以實現不同的控

收這些資料並予以處理。對控制資料

Linux發行版本，工業級Linux可提

制功能，如圖1所示。製造商必須部

的回應能力也有助於CPU處理來自其

供OT所需的特質，包括決策性、可

署閘道，在不同網路之間傳輸資料，

他輸入的處理器事件，並執行控制處

管理性、工業網路和安全性。一種

或將資料傳輸至IT系統。

理器所屬系統的迴路。這些迴路可能

可為Linux增加即時功能的方法是將

由於傳統工業乙太網路協定存在

需要以不到30微秒(μs)的週期運行，

PREEMPT_RT增補程式(patch)應用

以上互連互通的限制，所以無法完善

而這是傳統IT衍生作業系統無法滿足

於核心，以消除某一軟體處理一直受

支援工業4.0。此外，以IT為導向的

的程度。

阻於另一處理任務的情況。在這種方
案中，應用程式可被編碼為常規Linux

標準乙太網路亦無法提供控制系統所

若要提高自動化程度則必須提升嵌

需的即時效能。然而，電機電子工程

入式控制器的處理能力。可以使用更高

師學會(IEEE)在2004年成立了一支團

效能的處理操作來減少控制迴路定時，

Xenomai採取的另一種方法是將

隊，負責制定消費應用的音訊/視訊傳

進而更快速地移動機械手臂和裝配線並

典型的RTOS API加進Linux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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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圖3：HMI面板應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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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慣性感測器促進
「可移動的物聯網」發展

會從頭開始定義感測器套件，並依據
精密度加以挑選，再以智慧化的方式

工業設備

動作相關性

智慧牽引機

地理位置定位、穩定天線

UAV/無人機

地理位置定位、集群、有效負載指向

先遣應變人員

地理位置定位、映射、活動監測器

高價值資產

地理位置定位、庫存控制

火車與其他運輸工具

地理位置定位、安全性

擴增實境

地理位置定位、指向

智慧車輛

地理位置定位、感測器定位、動力學

城市過渡至智慧城市。當為了收集與

機器人與機械設備

地理位置定位、控制、穩定

環境相關的情境資訊而部署更多的感

天線、攝影機

指向角度、安裝/校準、穩定

進行整合，以實現完整可靠且涵蓋所
有預期的系統狀態。

智慧感測
這些智慧且可存取的系統藉由感測器

Bob Scannell，ADI MEMS慣性感測器產品事業開發經理

豐富的情境架構，徹底改變了原本已
經成熟的產業，讓農業轉型為智慧農

隨著高品質的感測器日益普及，並結

業，基礎設施升級為智慧基礎設施，

合可靠的連接能力和資料分析，創造

系統驅動力

應用範例

關鍵需求

了新的工業效率，同時也使得這些智

資源效率

精密農業；庫存/資產控制；
工業監控；設備預測維護

多 參 數 檢 測；地 理 位 置 定 位；建 立 資 料 庫 /
參考引用

臨界精確度

工廠機器人、手術器械；
施工；車輛導引

精確度；穩定性；可重複性；全方位運作

提升安全性

無人車；狀態監測；
自主機器；先遣應變人員

可靠性；不受環境影響；耐用性；預測分析；
安全模式

慧節點越來越具有自主性和行動化。
在許多情況下，感測器節點進行精密
的動作擷取與定位追蹤，成為應用是
否成功的主要核心。
例如，智慧農場可以利用自動化
的地面與空中交通工具，依據豐富的

表1：在IoMT應用中，有價值系統屬性轉化為具挑戰性的設計需求

測器時，對於要求跨平台與跨時間融

表2：充份掌握與動作相關的知識或是相對缺乏，成為許多應用成功與否的關鍵

合(例如，針對去年作物產量或交通狀
況與模式等基礎架構，透過雲端分析

定位感測器

IoT情境感測器

其如何隨時間進展)的資料庫管理與通

慣性

溫度

訊(而非單純感測器對感測器)也帶來

GPS

光

了新的複雜度，如圖1所示。

地理位置定位感測器內容與分析學

的高效能工業感測器能夠支援分度

著眼於這些增強功能的應用分佈在不

習，更有效率的指引地面作業。智慧

(sub-gegree)指向精確度與精密的地

同的產業，橫跨空中/陸地/海洋、室

對於能夠從設備與環境中可靠擷

手術室將典型的導航技術帶到手術台

理位置定位(geolocation)，同時提供

內/室外、短期/長期以及人類/機械等

取資訊的解決方案，成為這些創新企

測距

振動

上，採用感測器融合的精密導引機械

必要的尺寸與成本效率，而且正開始

方面，但無論如何，這些應用領域都

業最終效用與成長的主要衡量依據。

其他

其他

手臂，確保在所有情況下都能夠精確

致力於推動IoMT的發展。

仰賴於共同的屬性；也就是精確度、

準確度帶動效率，並轉化為必要的經

可靠度、安全性以及智慧處理與分

濟規模，同時也是安全與可靠作業的

析，如表1中所列。

核心。雖然增加簡單的特點對於最基

中或是海上)越來越依賴GPS導航系

強以及理想的感測器對感測器狀態等

的指引。在許多領域中，以動作為基
礎的感測器能讓行動應用的價值得到

工業系統中的智慧感測驅動力

加乘效果。

磁力計
氣壓計

+

化學
=

IoMT

氣體

表3：對於物聯網而言，定位感測提供極具價值的加乘效果

工業機械與製程中最有價值的進展就

具有多種類型的感測器成為目標

本的感測器而言並不難，但是這種最

統。然而，無論是蓄意或是自然的因

動態(例如，在任意特定時間點，哪一

消費型慣性感測器應用已廣泛用

是專注於有形的系統級優點，而其通

應用設計任務的核心。然而，為了因

小附加價值對於目標IoMT應用(其中的

素(建築物、樹木、隧道等等)，GPS

個感測器最可靠)而言，融合處理是必

於智慧型手機中，但也造成使用者普

常會帶來設計與實作上的挑戰，另一

應設計的系統複雜度，開發者必須在

是/否、上/下或開/關等介面都會被更

所受到的威脅也日益嚴重。如果選擇

要的。應用級的處理被分層至解決方

遍認為其準確度差強人意；因此，迄

方面也進而轉化為新的解決方案與商

廣泛變化的情況中謹慎考量感測器的

精密的解決方案取代)以及對感測器選

精確的感測器，就能在中斷運作期間

案中，並且針對環境的細節(包括適當

今為止，在推動「可移動的物聯網」

業模式。目前有三種這一類型的系統

品質與耐用度。雖然有些產業可以基

擇的附加影響而言其實都是不足的。

以更多感測器進行可靠的航位推算

的限制條件)進行最佳化。雖然這些節

(Internet of Moving Things；IoMT)

級驅動力，都是為了追求資源效率、

於方便性選擇感測器(例如，利用手機

(dead reckon)。表2列出將動作(M)

點分別具有自主性，但在某些狀況中

概念上一直成效不彰。然而，新世代

臨界精確度以及提升安全性而設計。

中既有的感測器套件)，但是其他產業

「動作」至關重要

加入IoMT中事件範例，顯示動作對於

會協同運作，例如在地面或空中集結

在大多數情況下，IoT是處於運動狀

應用效用的相關性。

成群的無人駕駛車輛等。這些情況中

分析/學習
時間融合

跨平台融合

陀螺儀
與加速度計

可替代定位感測器

智慧工廠
應用特定情境感測器

假如有特定的機會與方法能擷取設

都會部署安全的通訊連結，並且加強

工業安全攝影機)，精準指向仍然至關

備或人的自然慣性，那麼就能增強所

可靠的傳輸以及受到保護的獨特身份

重要，或者意識到出現不想要的動作(

擷取系統狀態的知識重要性，而且可

等，如圖2所示。

如竄改)也具有價值。以採用光學負載

以恰當地融合到既有的情境資訊中，

擷取作物影像的無人機而言，假如可

如表3所示。

以在嚴苛的飛行狀況下維持精確的指
感測器融合補償處理器

應用處理

地理定位映射
智慧感測器

圖1：新興的工業需求結合情境架構，以及動作感測與多層融合
24

智慧基礎設施

態的。即使它不在動態時(例如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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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

智慧醫療

智慧城市

位於自主核心的感測器
就像人體一樣，自主性IoMT節點仰賴

向角度，就能更快提供較佳的結果，

可靠且安全的IoMT節點

多重感測輸入，以實現獨立行動所需要

而且，如果光學資料能夠精確地套用

IoMT節點輸出的有效性與價值最為

的意識，並為將其隨機或甚至是混亂的

地理映射，還能夠進行資料與趨勢的

仰賴的就是核心感測器的品質，以及

事件進行最佳化，最終隨著時間而予以

歷史比較。

其以高傳真度擷取應用情境架構的能

改善。如表4中所註記的，由基本量測

力。其次，對於持續的感測器校正/增

轉換成控制或是自主性，都必須在感測

智慧交通工具(無論是地面、空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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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情況使用，而且應用裝置具有
容錯能力，那麼它或許是適用的；換
個方式說，它適用於無關乎安全性、

分析
IoMT節點

無性命攸關，或是相對精密度不需要
太高即已足夠的情況。雖然大部份的

IoMT節點
應用處理

情境架構
感測器套件

連接性

安全性

感測器融合處理

協同感測

IoMT節點

多感測器

基本、單一感測元素

·

辨識多感測器類型，以符合應用需求

·

自主性

融合感測器 以一種 感測器校 正另一種，或 在感測
器之間切換狀態

·

·

良好條件下充份的運作，但並不適用

智慧感測器 本地嵌入處理，支援即時分析與決策

·

·

·

於處在動態動作(包括振動)中的機械，

互連感測器 通訊鏈路支援跨平台的資訊分享

·

·

·

智慧感測器 利用不同時間(如雲端、資料庫)的資訊
加以適應/學習

·

·

·

其所需要的部份從簡單的線性加速度
或是傾斜測量中分離出來。為了在工

人機融合

·

表4：從高品質感測器基礎開始，提高整合度與智慧，驅動自主性與人機聚合

業環境中運作時具有優於一度以上的

圖2：彼此互連的安全感測器結合情境架構與位置

精確度，感測器挑選的重點在於能針

器合併層級與嵌入式智慧方面提高精

設計者採用最少的晶片空間，在每個

對來自振動或溫度影響造成的漂移進

密度。由於這些節點具備高層次的互

軸(x、y、z)上擷取多重感測類型(g，

行拒斥的設計。像這樣的高精密度感

連與自主學習能力，它們正朝向人體

速率)，但是為了滿足更具挑戰性的工

測器才能支援更大範圍的預期應用狀

與機器聚合的方向發展。

業感測規範，刻意採用更平衡設計性

態，而且可以經歷更長的使用時間。

能的觀點是有必要的。事實上，有些

精密儀器的設計者通常最感興趣

無需基礎架構的定位途徑

MEMS結構嘗試以單一MEMS質量測

的就是使用慣性量測單元，因為其輸

GPS無所不在，除非衛星訊受阻或

量這六種模式。在檢查這類方案進行

出是經過校正的g以及速率，而非行

是停止運作。如果能順利存取的話，

高性能感測的有效性之前，很重要的

可以實現極其精密的無線測距技術。

一點是先了解即使必須使用MEMS元

如果能不受到干擾的話，磁場讀數會

件擷取動作資料，但是，同樣的元件

一直存在著。慣性也可以獨立自主作

是否能夠排除會被解譯為其他型式的

業。很顯然的，慣性MEMS感測器存

感測器

控制

消費級感測器具有低雜訊，而且可在

因為在低性能慣性量測單元中無法將

定位與指向
感測器

測量

錯誤動作，這點也是同等重要的。舉

圖3：用於判定精密動作的微機電結構

進的角度或是距離，因為此系統級資
訊是高度應用特定的，因此也成為了

本效益的設計做為代價。

特點或性能

慣性感測器品質

特性

在感測器融合
中的角色

精準度
(感測器融合後)

理想應用

高精準度

超 低 雜 訊、各 種 情 主 要 感測 器、可
況下均能穩定操作 支 援 嚴 苛 / 無 法
預測的情況

~0.1°

複 雜 的 動 作、長
生 命 週 期、關 鍵
任務

低精準度

低 至 中 度 雜 訊、穩 備 用 感 測 器，具
定性差、振動/溫度/ 有低 權 重、受 限
衝擊導致漂移
或有條件的可
靠性

3°~5°

簡 單 的 動 作、短
生 命 週 期、容 錯
應用

表5：感測器的品質驅動精確度與效用，而非由感測器融合所驅動
參數

典型工業規格

單位

較典型消費裝置改善幅度

陀螺儀
動態範圍

Up to 2000

/sec

~

系統設計者(而非慣性感測器設計者)

雜訊密度

0.004

/sec/ Hz rms

2x

所專注的活動。在此所產生的課題在

角度隨機游走

0.2

/ Hr

2x

於辨識，例如慣性感測器規格表中的

運作穩定度

6

/hr

3x

指向精確度。

偏置重複精度

0.2

/sec

100x

-3dB 頻寬

465

Hz

2x

在自身的不足(漂移)，但這些問題都

例來說，當陀螺儀在量測角速率時，

有些應用可能只是意味著增加特點

是可以管控的，而且新世代的工業慣

應該也要能夠忽略加速度或是重力對

(以裝置的姿勢/方向切換模式)的實質

在表6中，中階工業元件的規格被

性測量單元(IMU)以小巧又具有成本效

於角速率量測的影響。試圖以小巧結

價值，而這些特點透過簡單的MEMS

拿來與手機中常見的典型消費型感測

益的封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穩定度。

構進行各種測量的簡單MEMS元件，

元件就能輕易地擷取。工業或是專業

器做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更高階的工

加速度計
動態範圍

Up to 40

g

3x

雜訊密度

25

μ g / Hz

10x

0.03

m/s/ Hr

10x

慣性MEMS元件採用標準的半導

很自然地(在設計上)也會受到其它干

裝置或許更易於測量價值，因為具

業元件也是可以取得的，其規格較此

體製程、精密的封裝以及整合方案，

擾的誤差來源所影響，因而無法分辨

備了多個方向精確度與分度之間的差

處所列舉的更優一個數量級。最低階

運作穩定度

10

mirco- g

10x

藉以直接感測、測量與解譯其動作，

需要與不需要的動作。最終，這將會

異，或是更高一個數量級的精確位置

的消費元件提供的參數規格並不包括

偏置重複精度

25

mg

100x

它通常是以線性加速度(g)或是角度旋

在導航或是指向應用中轉化為雜訊和

辨認能力，而且又可以在高振動環境

線性加速度效應、振動校正、角度隨

-3dB 頻寬

500

Hz

2x

轉(°/秒或速率)的形式呈現，如圖3所

誤差。

下運作。低階與高階感測器之間的性

機遊走等參數，以及其它實際上可能

0.05

deg

20x

是工業應用中最大誤差來源的參數。

0.01

/sec/ g

10x

0.004

/sec/ g 2

10x

25

ppm/℃

10x

/s/℃

10x

示。因為幾乎所有的理想應用都具有

對於在必要時提供所承諾的寶貴

能差異並非十分微小，事實上其差異

所謂的多重自由度(事實上，動作能在

資源效率、安全增強或是臨界精確度

大到在挑選元件時必須確保經過謹慎

任何以及所有軸上發生，而設備在其

的IoMT來說，它所需要的精密度比目

的考慮。

該工業感測器樣本是針對在預期相
對快速或是極端運動(2000°/s，40g)

角度隨機游走

軸向對準
線性加速效應
振動整流
靈敏度
偏壓

0.007

動作中則相對不受限制)，所以，g與速

前行動裝置中無所不在的簡單感測器

終端應用將會決定所需的精確程

的方案中使用而設計的，而在這種狀

率的測量必須分別針對x、y與z軸進行

更高。針對性能的設計可轉化為分別

度，而所挑選的感測器品質則將會決

況下如果要實現最佳的訊號辨識，廣

擷取；或是在某些狀況下稱為滾動、

為每一種感測模式與每個感測軸進行

定是否能達成目標。表5比較兩種解

大頻寬的感測器輸出也極為重要。運

俯仰與偏航軸。將這些結合起來，有

設計，但必須以融合與整合的方向進

決方案，顯示感測器挑選的重要性不

作期間偏移的最小漂移(運作穩定度)是

法提供後端系統濾波修正所需時間的

用來與陀螺儀搭配，協助分辨與修正

時候可被稱為6自由度慣性量測單元。

行。最後，重要的一點是必須了解：

僅針對設計的過程，同時也影響設備

希望減少對較大互補感測器的依賴，

應用中，啟動漂移的最小化(重複性)

任何與重力相關的漂移。

雖然經濟因素很自然地驅使MEMS

針對性能的設計，並不需要以犧牲成

的精密度。低精密度感測器如果只在

以修正性能。而在某些情況下，在無

也是極為重要的。低雜訊加速度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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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工業MEMS元件提供所有已知潛在誤差來源的特性，並且實現了較消費元件更高
幾個數量級的精密度

陀螺儀感測器實際上已經被設計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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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能夠直接消除任何在元件偏移上重
力事件(如振動、衝擊、加速度、重

工業航位推算

力)的影響，以線性g的方式提供了實
質上的優勢，並且透過校正使溫度漂

部份指示相對於應用
狀態的可靠涵蓋範圍

移與校準獲得了修正。如果沒有校準
修正，即便是整合到單晶片結構當中

慣性
不確定性
測距
其他
GPS
壓力計
磁力計

的典型多軸MEMS元件，也可能無法
對準而成為誤差預算主要原因。
雖然近年來雜訊已經不再是判別感

智慧製造新時代
工業4.0展開高效能革命

測器類型的主要因素，但像是線性g效
應以及未校準之類的參數已經成為在

演算法

任何應用中使雜訊增加的來源，無論

行人/消費者航位推算

是透過晶片設計方案或是零件特定的
校正來加以改善都是最耗費成本的，
而非簡單或是相對靜態的動作判定。
不確定性
GPS
其他
慣性
磁力計

感測器融合能解決感測器品質
差的問題嗎？
簡單的說，不能。感測器融合是能夠
合併與管理感測器結合的濾波功能與
演算法，與環境、動作動力學以及應
用狀態有關。它可以提供確定性的校
正像是溫度補償，而且能依據系統狀

演算法

圖4：應用級的精密度是由感測器品質決定，而非感測器融合的複雜度

估計位置。

態知識，管理從一個感測器到另一個

就會留下一個很大的差距，或者換個

感測器的協調管制。然而，它無法修

方式說，就是位置資訊品質的不確定

不論是哪一種情況，精確度都可以

正感測器中的原生缺陷。

性。雖然先進的濾波器以及演算法通

藉由品質改善的感測器而獲得加強，雖

在感測器融合設計中最具關鍵性的

常會被用來合併這些感測器，因而不

然感測器過濾功能與演算法是解決方案

任務，首要就是開發應用狀態的深度

需要額外的感測器或是更高品質的感

的重要部份，但它們本身無法消除因有

知識，藉以驅動其它的設計程序。接

測器，但是想要實質上的填補不確定

限感測器覆蓋範圍造成的差距。

下來是針對特定應用裝置挑選適當的

性差距，軟體所能做到的其實也只有

新型工業感測器具備了幾乎等同於

感測器，這需要透過詳細的分析以了

微乎其微，最終則會顯著的降低回報

前一代用來導引飛彈的感測器性能。

解它們在總體任務不同階段中的權重

位置的可信度，如圖4所示。

它利用了原本是為了車用裝置可靠度

(相關性)。在行人定位推算的範例中，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工業航

與精密度而設想的感測器架構，以及

解決方案主要受到現有設備(例如智慧

位推算方案是針對具有系統定義的性

經濟上可行且能擴展的製程，使這些

型手機中的嵌入式感測器)的限制，而

能而設計的，並依特定的精確度需求

新世代工業感測器在性價比與性能尺

非因為性能設計所導致。因為這個緣

指示而進行元件選擇。很明顯的，品

寸比方面是完全獨一無二的。

故而會變得相當仰賴GPS與其它現有

質較佳的慣性感測器具有擔任主要角

精密的動作感測不再孤立於利基

的嵌入式慣性或磁性之類的感測器，

色的資格，其它感測器則必須謹慎利

應用，而只能投資於其他昂貴的追蹤

其對於判定有效位置資訊的任務只能

用，以便降低不確定性差距。演算法

解決方案。憑藉採用迷你IMU尺寸的

夠提供很少量的貢獻。這在戶外很自

在概念上則更專注於感測器之間的最

工業級精密度，IoT設計者現在可以透

然地可以運作，但是在充滿挑戰性的

佳化權重、協調管制以及交叉相關，

過整合高品質的動作感測並結合嵌入

城市環境或室內時，GPS無法使用，

以及環境意識與即時動作動力學，而

式情境感知以加乘其所提供的價值，

而其它可用感測器的品質不佳，於是

不只是在可靠的感測器讀數之間外推/

從而驅動IoMT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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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嵌入式系統實現安全啟動
作者：Nathan Padoin，ByteSnap Design嵌入式軟體開發工程師

缺點

的安全指令集。這樣允許你在必要時

最明顯的缺點是必須負責自己的安全

認證系統的其它部份。

性。如果你的金鑰洩露給外界，就會
有人利用儲存在處理器中的金鑰為程

i.MX6安全啟動的重要訣竅

式碼簽名，因此你必須確保處理過程

1. 確保啟動過程是安全的

和硬體的安全。

一旦你決定需要走安全啟動路徑，那

隨著物聯網(IoT)裝置的廣泛普及—

度的系統來說，更多人會建議你使用安

產生的根金鑰(root key)經過雜散後，

從智慧城市到無線珠寶，物聯網幾乎

全啟動，因為任何惡意開機程式碼或作

再以一次性可編程(OTP)設計燒入CPU

另外，只為安全啟動目的而配置的

就必須確保相關過程也能並駕齊驅。

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步，對於物聯

業系統軟體，都可能把你的裝置變成僵

中。一旦這個金鑰燒入處理器後就不

處理器，只有在鏡像得到正確簽名後才

在生產環境中洩露了金鑰將功敗垂成。

網類型的嵌入式系統劃定安全優先

屍網路的一部份。或者可能是從攝影機

能修改了—理由之一是安全。

能啟動。因此，在將雜湊值燒入處理器

順序的需求日益迫切。確保安全的啟

拍到的畫面被公開上傳到網際網路，或

啟動鏡像也在此金鑰基礎上簽名，

的過程中，如果發生任何差錯都會導致

2. 確保強勁的加密方法

動過程是保護任何嵌入式系統的首

甚至被修改成不包含視訊主人想要的影

而在此簽名過程所產生的資料將與鏡像

處理器無法執行程式碼，因為燒入的雜

確保所使用的加密方法足夠強勁。使

要步驟，也是在應用中預防惡意軟體

片片段等資訊。

結合。處理器利用其金鑰檢查你的鏡像

湊值並不相符—因而成為一個無用的

用者很可能建立力度較弱的金鑰，而

金鑰，如果彼此相符，則會以剛好符合

處理器。

i.MX6上的安全啟動也支援一些較老

壁壘的必要部份。讓我們看看其優缺
點，並以電子產業中常見的處理器之

i.MX6上的安全啟動過程

處理器的金鑰檢查你的鏡像。如果仍然

一旦處理器被設置為安全執行，那

舊或如今被視為妥協折衷的組合。因

一—i.MX6為例加以說明。

一旦在i.MX6上建立了開機啟動鏡像，

相符，就能執行鏡像。這一步驟會將你

就必須載入安全的程式碼。它只允許你

此，確保你的演算法是最新的，能夠

為了利用安全啟動，必須針對為此目

帶到更上層鏈，從CPU啟動載入程式到

從儲存(如SD卡或NAND快閃記憶體)中

滿足目標要求。

的產生的SSL憑證產生一組安全金鑰。

正常啟動載入程式，再到作業系統。

安全地載入，或以其它方式將軟體載入

什麼是安全啟動？

3. 檢查你的程式碼

「安全啟動」(secure boot)是指作業

這些金鑰用於產生一組安全指令，

當然，這可能是i.MX6特有的情

系統(OS)在啟動鏡像與程式碼之前必

然後利用供應商(如飛思卡爾，如今的恩

況，實際上還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安全

因此，硬體和處理器的準備工作一

為了實現安全啟動，意味著任何事情，

須先根據硬體進行認證，才能使其用

智浦)提供的工具編譯後追加到啟動鏡像

啟動，例如採用UEFI安全啟動的X86，

定要保證安全。此外，還必須確保你的

包括啟動載入程式中的其餘程式碼、

於啟動的過程。硬體必須以此方式提

中。處理器隨即取得第一階段的啟動載

但為了便於理解，本文重點還是放在

啟動載入程式也為此作好充份準備。

作業系統和其它軟體都必須在安全啟

前作好準備：它只認證使用受信任的

入程式，並採用你的憑證來認證以安全

i.MX6上。

安全憑證所產生的程式碼。總之，它

啟動編譯工具產生的憑證資料。

處理器(USB鏡像載入)中。

如前所述，你的啟動載入程式必須
調用處理器上的安全啟動庫，以便認證

動的原則下正確編寫，而不能出現安
全漏洞。

利用硬體

啟動鏈的下一階段。如果未能正確地

另外，啟動過程的每一階段在執行

中的金鑰資料符合儲存在處理器安全記

i.MX6硬體套件包括許多有益於安全啟

編碼啟動載入程式以便正確使用安全

前必須檢查下一步。如果沒有做到這

憶體中的金鑰資料，將會開始執行安全

動的特殊安全機制。用於安全啟動的

庫，那麼你可能無法完全確保作業系

點，或者部份做到，那麼能夠稱為過程

安全啟動適用於任何單一用途的

指令，然後檢查鏡像的密碼雜湊值，確

關鍵部份是燒入金鑰時所使用的一次

統的安全性。

安全的範圍就會小很多。

裝置，例如廣泛使用i.MX6處理器(如

保其與安全指示值相符。如果彼此符

性熔絲(one-time fuse)。一旦熔斷後

整合E-Ink顯示控制器的i.MX6 Solo和

合，處理器將會開始載入並執行你的

就無法再接起來，因此一旦燒入你的

不要掉入虛假的安全感陷阱

4. 認證每個地方

DuaLite)的電子書閱讀器(e-reader)，

啟動鏡像。

金鑰後，其雜湊值就具有永久性了。

需要弄清楚的是，i.MX6的安全啟動並

為了實現真正的安全，盡可能地認證

確保開機啟動和OS軟體是預期的製

在寫入啟動媒介時，如果啟動鏡像

造商版本，而不至於被惡意軟體或惡
意的第三方篡改過。

它們主要用於閱讀電子書，而不是一般

一旦這個過程通過CPU的內部啟動

多個金鑰也可以整合於一個金鑰雜湊

不會鎖定整個系統，而只是鎖定作業系

你想載入的所有程式碼，並確保遵循

的運算。在這種案例中，在開機啟動時

載入程式，你仍然可以從啟動載入程式

值，因此如果受到威脅時就可以廢除

統軟體。因此有人可能編寫一些在作業

針對庫建立的操作方法。

鎖定Linux環境是很有幫助的。

的程式碼調用安全開機庫。這可讓你載

一個金鑰。

系統上執行的Linux惡意軟體，如果它

你必須確保整個過程的安全，即如

們成功載入後，將會危害到整個系統。

何產生和儲存你的金鑰。安全啟動只能

諸如Android手機等其它情形可能

入作業系統鏡像，並以CPU啟動載入程

系統安全性的另一個功能是CPU

就有所取捨了，例如，使用安全啟動

式認證軟體啟動載入程式的相同方式加

內部啟動載入程式，這是一段同樣經

可能會限制終端用戶執行客製ROM。

以認證。

過安全測試的靜態程式碼。這是一直

i.MX6安全啟動認證

到作業系統的整條鏈得以保持安全的

如果要求更完整的安全性，還可以認

因此，確保你所寫入的每一個程式

重要基礎。

證檔案系統中的其他部份和程式碼。i.

碼獨立部份，都能被調用於處理器的安

檢查簽名，而任何簽名的鏡像都會被處
理器認為是安全的。

能夠做到這點也許是一項特色功能，或

在這個過程結束時，作業系統將在

者可能是根據產品佈局或安全要求的理

通過驗證的安全環境中完成啟動。你知

想功能。基本上，適於使用安全啟動的

道這很合理，因為每一階段都對於處理

此外，i.MX6具有一個硬體密碼演

MX6的安全啟動過程原則是特定記憶

全啟動庫中，以便繼續認證你的鏡像，

理想時機在於，當你不希望另一方在你

器中儲存的金鑰雜湊值進行認證測試。

算法加速器。諸如AES雜湊、Triple

體塊具有特定的密碼雜湊值和有關的

因為大多數i.MX6電路板都有多個階段

DES雜湊、SHA1和SHA256等演算法，

簽名資訊。如此就可以將作業系統的

的啟動過程， CPU內部啟動載入程式

一次性可編程設計

都能經由i.MX6處理器進行加速，從而

根檔案系統和其它重要檔案載入記憶

先是載入SPL，然後SPL接著載入完整

從安全角度看這個過程，從SSL憑證所

大幅提高安全處理的速度。

體中的某個固定位置，同時載入正確

的啟動載入程式，以便載入作業系統。

的裝置中載入作業系統或其它啟動載入
程式之際。
對於執行Linux的IP相機等更高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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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步都必須經過前一步驟的認證，以

到記憶體的任何位置繼續執行，因為

全啟動。它需要進行配置，不過比較簡

便確認是安全的。

處理器的工作原理就是這樣的。為了

單些。當有大量的工作已經先行處理好

保持安全，實際確保程式碼將會認證

了，你應該就會較少出錯。從頭開始編

下一步程式碼至關重要。

寫安全性並不是個好辦法，最好是採取

5. 確認過程經過有效認證
確保程式碼能真正執行安全啟動至關

i.MX6最常使用的啟動載入程式是

重要。即使是安全的程式碼也可能跳

U-Boot，它真正支援在i.MX6上執行安

一種已知的理想建置方式，並使其符合
你的設計需求。

超大規模運算和LTE-Advanced驅動
高性能時序方案需求
James Wilson，Silicon Labs時脈產品資深行銷總監

乙太網路(Ethernet)自從IEEE 802.3

不斷推動對於更高性能時脈(clock)和

謂的「超大規模運算」(hyperscale

於1980年首次發佈以來已經走過了漫

頻率控制產品的需求。

computi ng)趨勢。使得超大規模運

漫長路。乙太網路一開始是作為連接

算具有商業吸引力的基礎技術之一就

個人電腦(PC)和工作站的技術，然後

資料中心

是高速乙太網路，以及資料中心交換

逐漸發展成為企業運算、資料中心、

隨著傳統的企業工作負載迅速遷移至

機快速過渡至25G、50G和100G乙

無線網路、電信和工業領域等廣泛應

公共雲端基礎架構，帶來全球對於資

太網路，以加速資料傳輸和網路效率

用的網路技術。

料中心的巨大投資熱潮。除了日益增

(如圖1)。

由於乙太網路的普及，以及所需

加的低延遲需求之外，資料中心還面

從10G到25/50/100G乙太網路的

支援的硬體成本不斷下降，意味著乙

臨著獨特的挑戰，即大部份的資料流

過渡，推動著資料中心設備製造商將

太網路將繼續在這些應用中獲得更大

量都保留在資料中心，而資料的處理

交換機和接取埠升級至更高的速度，

的普及率。目前一些最有趣的技術變

則分佈在多個運算節點。

而這又需要更高性能、更低抖動的時

革即將發生，例如100G乙太網路被應

現代資料中心正最佳化其網路架

序(timing)解決方案。在這些應用中，

用於資料中心和無線接取網路。這些

構，透過讓每個交換機彼此互連，以

超低抖動的時脈和振盪器是必備的，

朝向高速光纖乙太網路遷移的趨勢，

支援分散式的虛擬化運算，這就是所

因為時脈雜訊高可能導致無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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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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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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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誤碼率或通訊中斷。表1顯示對於
乙太網路實體層(PHY)、交換機和交
$15

軟體

換架構的典型時序要求。讓高速乙太

營收(＄單位：10億美元)

網路實現安全可靠的方法是使用超低
抖動時脈源，為這些乙太網路規格提
$10

供出色的抖動餘量。

≥100GE

40GE

無線接取網路

50GE*

$5

無線網路將在未來幾年內從4G/LTE過

10GE

渡至LTE-Advanced和5G，預計將歷

25GE*

經巨大變化。下一代無線網路將為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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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資料中心交換機快速過渡至25/50/100G乙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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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具有高效率的 2MHz、12V、4A 降壓-升壓型電壓穩壓器

帶行動資料而最佳化。如圖2所示，到
2021年，行動資料流量預計將增加到
每月49百京位元組(exabyte)，比2016

11/17/567

設計新技術

10GbE

25GbE/40GbE

100GbE

1ps RMS
(12kHz~20MHz)

0.3ps RMS
(12kHz~20MHz)

0.15ps RMS
(12kHz~20MHz)

表1：高速乙太網路的典型相位抖動要求

年成長7倍。為了支援頻寬所需的這

的LTE功能，以支援高速行動資料，包

種指數級成長，無線網路正重新設計

括載波聚合(CA)和大規模多輸入多輸

和最佳化資料傳輸。在無線接取網路

出(Massive MIMO)。此外，網路密

(RAN)中廣泛採用高速乙太網路，預計

集化和採用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

將成為推動該技術進展的關鍵部份。

特微型基地台(pico cell)和微型基地

在4G/LTE無線接取網路中，由
基地台執行的射頻(RF)和基頻處理功

台(micro cell)將為前程網路帶來額外
的頻寬要求。

能被分為獨立的遠端射頻頭端(RRH)

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資本支出和

和 基 頻 單 元 ( B B U ) 。 如圖 3 所 示 ， 每

營運成本，5G將使用Cloud-R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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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RRH透過基於通用公共無線電介面

RAN)架構，將集中部署的基頻處理

(CPRI)協定的專用光纖連接到BBU。

(C-BBU)用於多個R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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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架構使得無線電收發器(通常位於基

用於前程網路的新標準已經在開發

地台塔中)和基地台(通常位於附近的

中，以支援C-RAN演進。IEEE 1904

地面)之間替換的專用銅纜和同軸電纜

接取網路工作組(ANWG)正在開發一

連接，並且讓BBU能夠放置在更方便

種新的乙太網路承載無線— Radio

的位置，以簡化部署和維護。

Over Ethernet(RoE)標準，用於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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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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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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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LT8390A 的效率 (圖 1 所示電路)

這一網路架構雖然比傳統3G無

在乙太網路上封裝CPRI。這個新標準

線網路更有效率，但由於頻寬受限

將使其得以透過單個RoE鏈路聚合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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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CPRI鏈路的速度(通常為1Gbps至

多個RRH和小型基地台的CPRI流量，

10Gbps)，連帶使其受到限制。此

從而提高前程網路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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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CPRI連接是一種點對點的鏈路，

另一個工作組IEEE 1914.1下一

光纖帶來的延遲及其變化使得RRH和

代前程網路介面(NGFI)正重新審視RF

BBU通常得部署在彼此附近(<2km至

與基頻之間第一層(Layer-1)的劃分，

20km距離)，從而限制了網路部署的

以支持在RRH進行更多的Layer-1處

靈活性。

理。NGFI使得前程網路介面能夠從

而在eCPRI和其他5G前期標準

支援點到點連接演進到支援多點到多

結論

(pre-5G)中，很多對時間有嚴格要求

點拓撲，從而提高網路靈活性，並且

的處理將在RRH中完成，這樣eCPRI

讓不同的基地台之間有效協調。2017

鏈路可以容忍更大的延遲，進而使得

年8月發佈的5G前程網路CPRI標準

網路部署更加靈活，C-BBU可以部署

(eCPRI)詳細定義了基地台功能的新

在離RRH更遠的位置。

功能劃分，並支援CPRI over 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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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5G演進的一部份，無線產

傳輸。

業正在重新思考基地台架構，以及基

這些新的前程網路標準需要頻率

頻和射頻單元之間的連接— 即透過

靈活的時序解決方案，以便同時支援

「前程網路」(fronthaul)，是實現最佳

RRH、小型基地台和超微型基地台

化的關鍵領域。

中的LTE和乙太網路時脈，如圖4所

更高頻寬的前程網路才足以實現新

示。這些新的解決方案為硬體設計提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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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統一所有時脈到單一小尺寸IC的
機會。

47% CAGR 2016-2021

另一個關鍵的挑戰是精確的時序
行動網路依靠頻率同步，而將所有網
路元素(NE)同步到非常精準和準確的
主參考時脈上，這通常來自由GNSS
衛星系統(GPS、北斗)傳輸的訊號。

每月的Exabyte流量

和同步。一般來說，3G和LTE-FDD

60
49EB

50

作者：Hemang Bhimani、Ankur Devani和Samir Bhatt

40

35EB

30

24EB

20

17EB

11EB

7EB

10
0

這些系統在無線介面需要50ppb的頻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率精度，而在基地台介面至回程網路
時則需要16ppb。LTE-TDD和LTE-

圖2：行動資料流量增加

來源：Cisco VNI Mobile

Advanced保留了這些頻率的精確度要
求，但增加了非常嚴格的相位同步要

CPRI

RRH

求(+/-1.5us)。這是實現增強基地台間
干擾的協調(eCIC)和多點協調(CoMP)

CPRI

等新功能的關鍵要求，可以最大限度

BBU

RRH

的提高訊號品質和頻譜效率。這些相

GbE

Gb

位同步要求預計也會在即將到來的5G

核心網路

BBU
GbE

標準中進一步加強

CPRI

圖5顯示了LTE-Advanced網路
架構，其中多個RRH透過基於封包

BBU

RRH

的eCPRI網路連接到集中式BBU，而

回程網路

其相位/頻率同步則由IEEE 1588v2/
SyncE提供。在RRH和集中式BBU上

圖3：4G/LTE無線接取網路(CPRI前程網路)

建置IEEE1588/SyncE，即可支援計
時和相位同步。更高頻寬的100GbE

LTE時脈

ADC,
DAC,
DFE

乙太網路
時脈

乙太網路
PHY,
MAC

網路則用於實現每個BBU到核心網路
之間的回程傳輸。現在可以使用更高
性能、更靈活的時序解決方案，簡化

圖4：單晶片時脈IC在RRH、小型和微型基地台中產生所需的LTE和乙太網路時脈

結語
乙太網路被廣泛用於資料中心和無線網

功能和服務。在這些基礎架構應用中，

RRH

這一市場需求，從而實現最大的頻率靈
活性和超低抖動。
34

電子工程專輯 | 2017年11月 | www.eettaiwan.com

PRC

eCPRI
100GbE

eCPRI
C-BBU

對於更靈活、更低抖動時序解決方案的
架構的高性能時脈和振盪器元件來滿足

料。事實上，這是一種真陰性(TN；

(CNN)已經證明是一種非常強大的道路

央運算系統。這樣的電腦和其它模組

假陽性)的情形。

特徵辨識工具。經過工程師團隊的訓

可以用於作為一套組合工具，以評估

練，卷積神經網路可以偵測道路類型

駕駛人的表現。

本文提出的系統有助於判斷上坡
和下坡，而檢測到真陰性後可以改善

和路側特徵。在用於這種訓練的各種

圖1對傳統的駕駛評估系統進行了

資料集協助下，這種模型會以類似幼

簡單的描述。類似這樣的系統可以用來

如上圖所示，資料區塊的智慧處理

兒學步的方式教汽車學習駕駛技巧。

接受來自不同感測器的資料，然後提供

取代了資料區塊的離線處理。這種資料

本文描述現有的駕駛評估系統如

給板載電腦(低階)進行儲存，並完整地

處理是在經訓練的神經網路協助下完成

何訓練和整合CNN模型，同時介紹了

傳送至離線資料處理單元。當駕駛人加

的。卷積神經網路可以將連續視訊觀察

這種模型及其改進版本VGGNet的本

入進行評估時，離線資料處理單元再將

的任務從人卸載至智慧機器。其目的在

質，以期更能理解這一相對未知的課

資料發佈給管理者。

於分類特徵(在此例中的上坡和下坡)，

題。VGGNet的使用可以大幅提升預

在傳統的環境下，視訊提供的資

測的精準度，特別是考慮到車內駕駛人

料以及來自感測器的資料必須進行人

面前的攝影機時。作為嵌入式系統，駕

為管理。但眾所周知，人為管理很容

駛評估系統的運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易出錯。

駕駛人的評估。

並使用這些資訊和時間軸上的OBD-II
資料，以判斷駕駛人的表現。

實作細節

工程師團隊受命在該模型和現有駕駛評

有鑒於此，能夠智慧地摘要、分

NeuralTalk2可用於分類影像。它使

估系統的基礎上使用現實世界資料開

類並擷取資訊的機制特別管用，尤其

用卷積神經網路機制分類影像。針對

發CNN，結果將涵蓋在文末的總結部

是加上來自OBD-II的幫助。以下我們

每一種偵測到的特徵，它都提供了置

份。本文還討論了CNN的模型整合和

將討論如何融合/結合這兩組資訊，從

信值。

訓練處理最佳化，同時強調了神經網

而為駕駛人和管理者產生合理的結果。

卷積神經網路的工作方式：
步驟1：濾波器、參數和權重被分

這裡的區別是什麼？

配一定的隨機值。權重是指完整連接

駕駛評估系統

伺服器端如果只有感測器資料，並不

的網路值，而濾波器則是卷積濾波器

定期的駕駛人評估是車隊管理和服務

足以完成駕駛人的評估。例如，讓我

的數量。

產業的一個重要步驟。具有正確回饋

們看看一個即時的場景：在下坡時，

步驟2：網路接收輸入的圖像，開始

措施的定期評估可以提升駕駛人的表

一般意味著連續的加速，比方說8到

正向傳播(卷積、非線性啟動、空間池

現。藉由近來機器學習領域的進步以

10秒，遠遠超出發佈的極限。這肯定

化，最後進入完全連接[FC]的層級)，

及儀器使用的價值，我們可以輕鬆地

會影響駕駛人在駕駛汽車時的表現資

它還尋找每種特徵的可能性— 參考
卷積和非線性部份以及圖3中的池化

eCPRI

向基於封包的乙太網路過渡，正推動著
需求。業界時序元件供應商正藉由創新

將機密和精確的資料連接到登錄的中

RRH

路，以實現更高的網路利用率和更低成
本的資料傳輸，並催生新的服務供應商

在自動駕駛汽車技術中，卷積神經網路

路的再使用性。

LTE-Advanced應用中的時脈產生、
分發和同步。

駕駛評估模組導入深度學習應用

主要
參考時脈

部份。
Convolution:
f(x)=fD(⋯f2(f1(x;w1);w2)⋯),wD)

核心網路

這裡的fd作用是輸入一個值xd和一
個參數值wd，產生輸出結果xd+1。雖

RRH
IEEE 1588v2/
同步乙太網路
圖5：LTE-Advanced無線接取網路

然函數的類型和結果是人工的，但參
微波
回程網路

資料庫
(時間、視訊、感測器資料)

收集資料的離線處理

管理員評估

數w=(w1,⋯,wD)是從訓練中學到的。
非線性啟動ReLU(調整過的線性

圖1：傳統的駕駛評估系統

來源：Einfochips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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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max(0, x)

汽車參數也會被分析。由於電腦已經

在有效地針對各種道路類型和特徵進

空間池化(spatial pooling)：

學會了偵測上坡，因此會自動排除不

行訓練後，卷積神經網路本身可能成

f(x) = max(Stride)

斷增加的汽車轉速資料，這在傳統裝

為未來自動駕駛技術的強力武器。這

步驟3：計算總誤差

置中是不可能的。這種機制在避免錯

種模型也可以整合於軟體平台，以增

總誤差 = Σ1/2(目標誤差–輸出

誤地駕駛評估中是很有用的。

強現有駕駛評估系統的精確度。還可

誤差)
步驟4：使用後向傳播最大限度地

資料庫
(時間、視訊、感測器資料)

資料的智慧離線處理

自動產生成果報表

減小誤差。為此，先獲得相對權重的

透過偵測現場影像可看出，經訓

以利用各種資料集對這種神經網路進

練的模型能夠以很高的精確度辨識直

行再次訓練，如物體辨識、物體分類

線道路和坡道。

以及快照辨識等。因此，這種模型很

梯度誤差，然後使用梯度下降更新濾

有效率，並且可重複使用。

波器的值和參數，以儘量減小輸出誤

演算法的虛擬程式碼

經訓練的神經網路

差。這裡發生改變的是濾波器值，連
接權重也得到了更新。這是在完全連
接層完成的。

圖2：以經訓練的神經網路為基礎之駕駛評估系統

來源：Einfochips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卷積神經

以下列出訓練演算法與測試演算法的

網路模型和其它軟體整合，將可提供更

虛擬程式碼。值得注意的是虛擬程式

大的靈活性。未來的工作可以透過最佳

碼中提到的概率值是假設性的。

化模型的整體訓練過程加以實現。最佳

w = wi - * dL/dw

化底層資料庫函數和頻繁使用的函數，

w = Weight

結語

鳥

可以大幅地改善整體訓練過程。

wi = Initial Weight
日出

= Learning Rate

海洋

由於這個應用與駕駛評估有關，因
此他/她在駕駛時所處的場景或事件是
最重要的，而不是只是儀器讀數。為了
理解這種場景(讓我們想像一條路)，我
們需要一個非常好的分類器。為了克服

卷積+非線性

池化

完全連接

上坡路

圖3：一般的深度學習流程圖

來源：Einfochips

這個問題，可以選擇內部使用VGGNet
的NeuralTalk2。VGGNet是一種卷積
網路，最擅於辨識物體的位置。它還
擅長於分類物體本身。輸入是一個影
像，而輸出則是概率(圖4)。
VGGNet具有這種能力主要取決
於一種因素。它相信為了辨識/分類影
像，理解影像的深度是很有用的。進

圖4：一般的VGGNet模組

取得更高的精確度。

來源：Einfochips

可用的完整細節。

行越多的深度分析，影像的分類就越

所產生經訓練的網路/模型可專門

精確。換句話說，卷積的越多，物體

關注訓練集提到的特徵，如上坡、左

操作

分類的越好。VGGNet共有16個卷積

轉和右轉。這個模型可以被移植到大

前置攝影機記錄汽車前方的視訊。當

層，用於提升預測的精度。CONV層

多數X86 Linux電腦。

駕駛人駕車行經上坡時，很明顯地，

執行3×3卷積，步幅為1，填充為1。

輸入感測器：OBD-II是汽車內的

他會重踩油門以維持汽車前進的推動

POOL層執行2×2最大共用，步幅為2，

標準介面。該硬體用於從終端感測器

力。隨後這些資料連同前置攝影機的

填充為0。

收集OBD-II的引擎轉速、散熱、速度

視訊一併被記錄到與硬體相連的儲存

資料，並將這些資料提供給運算模組

裝置中。

在訓練階段會為NeuralTalk2提供
一套訓練用的輸入集。我們將訓練集

作為輸入。

當駕駛人的旅程結束並將車子停在

限制為直路、上坡、下坡、彎路、左

評估儀錶板：儀表板將為這些資

停車場後，這些記錄的資料將會被分

轉和右轉。這在以更有效方式訓練模

料進行第一層分析，顯示理想的和原

析。視訊和影像將會透過已內建訓練

型時特別有用，因為輸入數量是有限

始的資料圖。當點選原始資料圖上的

分類模型的電腦進行分析。除了視訊

的。這樣做的目的是想在進行評估時

任何點時，將會在該點顯示資料集中

外，還包括轉速、速度、散熱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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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測試與測量

mag (反射法)
mag (並聯直通法)
mag (串聯直通法)

擴展向量網路分析儀範圍
精確測量陶瓷電容
作者：Steve Sandler，Picotest.com執行長

陶瓷電容是影響電壓穩壓器控制迴路

技(Keysight Technologies)的E5061B

穩定性與供電網路(PDN)阻抗的主要

網路分析儀也僅能測量低至5Hz的電

測量法

Min

Max

動態範圍

因素，因而對於電路性能發揮重要作

容阻抗。本文討論的技術可以將測量

單埠反射法

1Ω

2 kΩ

66 dB

用。在使用這類電路進行設計時，你

擴展到1Hz、動態範圍可達164dB。

10 Ω

2.5 M Ω

108 dB

必須在較寬的頻率範圍內提供良好的

從10Hz開始掃描能將動態範圍降低到

1m Ω

225 Ω

108 dB

阻抗資料。正確的測量技術是實現精

144dB；但在每個阻抗極限增加10dB

雙埠串聯
直通法
雙埠並聯
直通法

確測量的關鍵。本文討論藉由擴展向

的雜訊餘量，可以讓你馬上回到所要求

量網路分析儀(VNA)的範圍，如何有

的164dB範圍。

進行電容的測量

圖1：比較三種用向量網路分析儀測量100nF陶瓷電容阻抗的技術

正確的阻抗值，在本例中是1.6MΩ。單
埠反射(reflection)測量方法在低阻抗和
高阻抗範圍內都不太精確。

內建於向量網路分析儀中，因而無需進
行任何計算。

效利用兩種簡單的技術實現精確、寬

選擇正確的儀器

頻的頻率測量。

表2：VNA阻抗測量的高真實度測量範圍

圖2：將阻抗配接器連接到Bode 100
頻率 (HZ)

兩種可用的測量技術

這三種測量技術在特定阻抗範圍內

你可以使用兩種擴展動態範圍的技

圖3：這種雙埠阻抗測量設置採用了由串聯電阻

圖4：根據圖3原理圖所示串聯電阻的

Reseries1和Rseries2組成的‘TEE’型配置

雙埠阻抗測量

除了專門的阻抗分析儀外，很少有儀

都很精確。每一種測量技術的推薦範圍

術，在1Hz到50MHz範圍內精確地測

圍，因而難以測量其電容值。較大的鉭

器能夠支援如此大的動態範圍。如果

如表2所示。

量電容值。一種方法是使用通常作為

電容和鋁電解電容的動態範圍較小，其

測量這些元件是你的主要工作，而你

這些是推薦的範圍。只要在測量之

向量網路分析儀配件的阻抗配接器。

電容值較容易測量。

又沒有任何預算限制，那麼使用專門

前進行仔細的儀器校準，大多數向量網

阻抗配接器使用電阻橋來擴展動態範

就拿100nF陶瓷電容的測量來說。

的高性能阻抗分析儀可能是個很好的

路分析儀都能做的更好。

圍。圖2中連接至向量網路分析儀的

在1Hz時，電容電抗(容抗)約1.6MΩ。

選擇；否則這個方案可能並不實際。

最常見的去耦電容值之一是

阻抗配接器支援1Hz時20mΩ的推薦範

在串聯諧振時，等效串聯電阻(ESR)的

那麼，向量網路分析儀則是下一個最

0.1 μ F，這就是我為什麼選擇0.1 μ F低

圍。在20MHz諧振頻率點，推薦的最

典型值約為10mΩ。在寬頻率範圍內精

佳選擇。向量網路分析儀可以測量阻

ESR陶瓷電容進行測量的原因。本文在

小阻抗測量值約為6Ω。在低頻率時，

確地測量這種電容時，動態範圍(最低

抗，並顯示電容、電感、實數、虛數

此使用OMICRON Lab Bode 100為例，

最大推薦阻抗是600kΩ。

頻率時的容性阻抗與低阻抗時的ESR之

與量級等。

針對電容樣本進行了上述三種技術的測

第二種方法是在向量網路分析儀

向量網路分析儀天生就可以使用三

量。圖2顯示的就是測量結果。測量結

的每個埠之間插入一個電阻。圖3顯示

種不同的技術測量阻抗。這三種技術都

果直接從Bode 100向量網路分析儀匯

採用‘TEE’型配置測量的元件。選擇

是以散射參數(S參數)為基礎。表1列出

出到Touchstone格式，然後同步顯示

串聯電阻可修改這種方法的阻抗範圍。

份原因是將電容直接焊接在印刷電路板

擇串聯電阻，可以針對特定範圍為具

有些工程師可能會認為，測量低至

了這三種方法以及從S參數到阻抗的變

於Keysigt ADS資料顯示器。正如你所

串聯電阻和並聯電容的連接如圖

上，消除了校準與測量之間阻抗配接器

有串聯電阻的雙埠並聯方法進行最佳

1Hz的電容值太小了，因為即使是德科

換。值得慶幸的是，這些阻抗變換一般

看到的，這裡顯示的測量技術可以擴展

比)至少必須達到164dB。
Dynamic range = 20log

1.6 · 106
0.01

= 164dB

ZDUT - Zref

單埠反射法

雙埠串聯直通法

雙埠並聯直通法

ZDUT + Zref
2 · Zref
2 · Zref + ZDUT
2 · ZDUT
2 · ZDUT + Zref

表1：向量網路分析儀的阻抗測量中使用的阻抗和S參數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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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

Zref ·

2 · Zref

Zref

1 + S11
1 - S11

(

1

S 21

)

-1

S 21

2 1 - S 21

頻率 (HZ)

圖5：用阻抗配接器和帶串聯電阻的雙埠一併精確地測量從1Hz到50MHz範圍的100nF電
容，包括諧振點的10mΩ阻抗

接觸電阻變化的影響。無論何，阻抗配

化。這種方法通常要求將元件安裝到

電容的測量同時使用阻抗配接器

接器的性能都遠遠超出指定的20MHz時

電路板上進行測量。

在從大約100Hz到300kHz的頻率範

和雙埠並聯與串聯電容的方法進行。

6Ω性能，而且這兩種方法都能提供很高

圍內，三種方法的表現都一樣好，它們

測量結果直接從Bode 100向量網路分

的動態範圍。

的測量性能都比推薦範圍更好得多。在

析儀匯出到Touchstone格式，然後同

小於100Hz和大於1MHz時也都出現了

時顯示在Keysight ADS資料顯示器，

兩種方法的比較

儀阻抗測量方法：單埠反射法、雙埠

偏離。雙埠並聯直通法(Shunt Thru)在

如圖5所示。

這兩種方法各有優缺點。阻抗配接器

串聯直通法和雙埠並聯直通法，以及

Bode 100的動態範圍。
S(Z)

mag (擴展埠)
mag (阻抗配接器)

陶瓷電容由於具有高阻抗動態範

4所示。

總結
本文介紹了三種原生的向量網路分析

低阻抗量級時非常精確，因此這種技

這兩種方法都能適應從1Hz時的

很容易使用，而且不必將元件焊接到

三種方法分別支援的動態範圍和阻抗

術在諧振時可以測量出10mΩ的阻抗。

1.6MΩ到諧振點10mΩ的整個164dB

印刷電路板上。另外，它具有較高

範圍。其中有兩種簡單的向量網路分

雙埠串聯直通法(Series Thru)在測量阻

動態範圍。帶串聯電阻的雙埠可以在

的最小阻抗，需要短暫開路和負載校

析儀方法可以用來精確地測量100nF陶

抗值時非常精確，因此可在1Hz時提供

10mΩ諧振時作出更加精確的評估。部

準，而且無法調整測量範圍。藉由選

瓷電容的164dB動態範圍。
www.eettaiwan.com | 2017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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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精選

期待我們的「機器友人」⋯
伴隨著「工業4.0」或「智慧製造」等
話題而來的技術，必然包括機器人與
人工智慧(AI)；它們早已超越人類的想
像，出現在真實世界發生的場景中：在
新一代的製造業生產線上，有許多崗位
已經由機器人接手，而且是可以肩並
肩地與它們的人類同事一起工作；各種

機器人攻佔CEATEC Japan：不可愛的別來！

AI技術不但能打敗全世界最強的人類棋

https://goo.gl/JFKNwJ

士、賦予電子裝置與人類互動的智慧，

在10月初舉行的2017年CEATEC會場上，最受來自海外

甚至能更了解人類⋯

記者們矚目的，就是各種被編程為說話、思考與行為模
式就像是日本人的機器人與感測器產品⋯

機器人與AI的結合儼然成為一種趨勢。
在10月初的2017年日本先端電子資訊科
技展(CEATEC)會場上，眾家日本老牌
消費性電子廠商拋棄了各種智慧家電，
試圖用「很能聊天」的機器人來展示他

https://goo.gl/RK413r
拜IBM Research在今年夏天於愛爾蘭完成的研發工作
之賜，需要高性能運算(HPC)的應用，可能很快就能在

們的最新科技研發成果，也期望能在未
來用那樣的產品抓緊消費者的心；IBM

與科幻小說家談新科技未來發展

Research的研究人員們所開發出的新一

https://goo.gl/4q3aVJ

代深度學習演算法，讓原本需要超級電

知名科幻小說作者David Gerrold對AI、IoT、生物科技、

腦或整個資料中心來執行的AI任務，在

能源與資料安全等技術做了預測，並認為「幽默感」是

掌中電腦就能執行。

判別機器是否具備智慧的一個重要指標⋯

隨著這些機器人與AI技術的不斷進化，

AI能預測婚姻結果？

我們或許很快就能親眼看到童年動畫

https://goo.gl/n8SnZJ

裡的「哆啦A夢」、「原子小金剛」，

在一項實驗中，AI被用於婚姻治療中分析配偶的聲音特

或是《Star Trek》系列影集中的機器人

徵，並預測治療的結果。實驗顯示AI在預測治療結果方

「百科少校」(Lt. Commander Data)、

面十分成功...

Doctor)等等原本只存在想像世界中的
角色，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好夥伴、好同
事？在擔心未來發生像是電影裡機器人
統治世界的驚悚情節之前，我們還是先
抱著對那些可愛、幽默的「科技朋友」
之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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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你的掌中實現。

全像緊急醫療程式(EMH)「醫官」(The

40

AI可望讓手機具備HPC任務執行能力

C

CMY

日本廠商沒搞懂工業物聯網？
https://goo.gl/5wxNK5
說到感測器資料以及自動化技術，日本廠商是老手，他
們知道如何有效安裝利用這些技術以改善生產力──特
別是在工廠的應用上；但令人遺憾的是⋯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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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V/2.3A 同步降壓
4.4V to
105V

LTC7103

3.3V
@ 2.3A

ICTRL

IQ = 2μA

IMON

超低 EMI/EMC：符合 CISPR25 Class 5 標準
LTC7103 整合了 100V 輸入能力、同步整流和超低 EMI 設計，可提供一款緊湊的 2.3A 降壓解決方案。它實現了高達 94% 的效
率，並為新興的 48V 汽車、交通運輸和電信系統等高電壓應用，提供了緊湊的解決方案和占板面積。該元件的獨特設計可提供超低
的 EMI/EMC 發射，因此容易符合 CISPR25 Class 5 限制要求。LTC7103 在未採用外部 RSENSE 的情況下，依然可實現快速和準確
的輸出電流設定和監視。它僅消耗 2μA 靜態電流，並採用 5mm x 6mm QFN 封裝。

Efficiency vs Load Current

特點
100

• 4.4V 至 105V 輸入電壓能力

95

• 高效率同步晶片：效率達 94%

• 準確的輸出電流限制/監視
• 超低靜態電流

www.linear.com/product/LTC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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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換開關操作能力高達 2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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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簡單/高電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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