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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浪潮不退
2018年AI當道
如果說2017年是人工智慧(AI)發展元年，那麼在新的
2018年，人工智慧將開始走出實驗室，跨入更實際的技
術領域與應用。隨著人工智慧技術大舉進入晶片產品，
預計2018年將會是人工智慧大鳴大放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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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應用推動服務機器人蓬勃發展
消費型機器人的成長速度遠超過其他
服務機器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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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針對 USB Type-C 的電源、安全、音訊、替代模式等設計
USB Type-C 已經被廣泛採用。USB Type-C 電纜、充電器、電源和配接器電纜現成可用。大多數新的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行動電話已轉換為 USB Type-C。現在，USB Type-C 正變得無處不在，SoC
設計人員必須瞭解如何設計 USB Type-C、並滿足上市時間、尺寸、功耗和成本要求。

加速記憶體的設計、驗證和特性化，促進產品更快上市

車用照明革新 ADB智慧頭燈崛起
汽車廠商、一線供應商和光源技術供
應商開始湧入新興的ADB市場。
物聯網博覽會催生創新技術與應用
IoT Tech Expo展示物聯網在消費與工
業市場的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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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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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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尋找低成本
DRAM替代方案了！
2017年是DRAM位元需求強勁成長的
一年，DR AM價格持續升溫。而要緩
解價格居高不下的問題並不容易，因
為它並非來自供給與需求的失衡，而
是源於平面DRAM的摩爾定律終結。
因此，隨著轉變為賣方市場，現在正
是尋找低成本替代方案的時候了。

隨著設計趨向更先進製程節點的發展，設計變得更加複雜，有更多的製程壓力溫度 (PVT) 變化需要被
考量，還會給早已吃緊的設計週期增加額外的工作時間。最新的 Cadence® Legato™ 記憶體解決方案
可以滿足所有記憶體單元設計、陣列和編譯器的驗證及特性化需求。

創新天地
低成本晶片加速NB-IoT規模部署
Riot Micro正出樣一款為最新4G物聯
網(IoT)標準打造的數據機晶片，據稱
能以遠低於業界目標— 每模組5美
元的價格銷售。
產品顯示畫面好看又省電的秘訣
內建顯示器的裝置通常因顯示器過於
耗電，而無法達到節能的效果。現在，
業者新推出的MCU不僅具備圖形處理
效能，更兼具省電的需求…
3D NAND儲存加速行動應用發展
WD推出採用64層的3D NAND以及UFS
與e.MMC介面的iNAND嵌入式快閃記
憶體，讓智慧型手機使用者能夠充份體
驗當今由資料驅動的新興行動應用。

網站內容

採用熱電偶進行設計的獨特方法
目前，熱電偶廣泛應用在溫度測量中的解決方案。為什麼人們樂於採用熱電偶？是因為熱電偶可精確
測量到 -200˚C 到 1800˚C 的寬廣的溫度範圍？抑或是熱電偶的獨特優勢和靈活性，使它完全適合各種
應用，尤其是在惡劣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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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德科技醫療測試方案線上研討會
人口老化及長照的問題日益重要，國人也愈來愈關心自己的健康。拜科技之賜，醫療裝置的進步也
日進千里，例如非接觸式的斷層影像科技，以及輕薄短小的穿戴式監控裝置。本次研討會討論的主
題分成二部分，其中一個是核磁共振系統關鍵元件的測試方案，另外是探討醫療健身用低功耗的穿
戴式無線監測裝置的解決方法。

CES 2018值得觀察的
4大趨勢

當摩爾定律不再是
萬靈丹…

CES 2018將更加強調人工智慧、
連接能力以及軟體平台的無所不
在。但業界如何成功打造一款實現
融合硬體/AI體驗的共同平台？預
計一場AI平台之爭將從今年1月的
拉斯維加斯CES 2018開打…

還記得那些只要追隨著摩爾定律
的腳步就能在半導體產業界取得
成功的美好時光嗎？但是現在，
要邁向下一個製程節點的任務更
加複雜─ 而且昂貴；今日的晶
片業者需要審慎思考。

https://goo.gl/tmypNY

https://goo.gl/S5q2Ft

還在分享同事
的雜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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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探索藍牙、蜂巢式物聯網SoC
TechInsights最近探索並比較一些市場
上主要的藍牙和蜂巢式物聯網裝置，這
些裝置預計將持續主導物聯網市場一
段時間。

新式封裝結合極低導通電阻功率電晶
體打造高功率密度鈦金牌切換式電源
在高效率、高功率密度以及降低產品
不良率的電源設計需求下，結合新式
封裝與極低導通電阻的功率電晶體，
有助於開發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

聚焦：2018年技術瞭望
智慧化浪潮不減 2018年AI當道
如果說2017年是人工智慧(AI)發展元
年，那麼在新的2018年，人工智慧將跨
入更實際的應用領域，並大舉進入晶片
產品中，預計2018年將會是人工智慧大
鳴大放的一年…
高層觀點—
擁抱半導體產業成長的新動力
除了人工智慧，2018年將會延續5G、物
聯網、自動駕駛以及AR/VR在2017年的
熱度嗎？哪些技術會有新的突破？半導
體產業還將出現哪些新的變化？……來
自全球電子產業的高層主管與讀者分
享最新觀點。

30

撰寫關於超頻的BIOS，發現微處理器
受限於主記憶體的性能而必須降低時
脈頻率以維持電腦系統的穩定性，因而
探索提升DRAM存取速度的新技術...

你能「聽」出數位助聽器的不同嗎？
相較於更便宜的舊式類比電路型助聽
器，精密複雜的新型數位助聽器可透
過編程放大某些特定頻率，並經由調
整以滿足佩戴者的獨特聽力需求。本文
介紹如何為小型助聽器設計合適的無
線充電方案。

39

設計新技術
新式DRAM存取技術倍增超頻性能
本文作者曾經為電腦主機板製造公司

測試與測量
藍牙低功耗OTA測試系統破解無線性
能驗證難題
外形小巧的BLE裝置採用完全封裝的
保護外殼，以避免受到環境影響。這對
於設計人員和測試工程師帶來了挑戰：
如何在不使用RF或數位連接的情況下
驗證無線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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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照明革新
ADB智慧頭燈崛起

design guidelines for ADB)報告
中，SAE總結道：「車輛技術的最新
進展已經實現了對道路照明的主動控
制，使其能夠根據車輛和/或其周圍的
輸入，將部份光束調暗或關閉。這與
用於車道偏離警示、自動遠光燈啟動
和其它功能的技術進步結合起來，使得

Junko Yoshida

夜間在辨識和定位其它車輛的道路使用
在整個科技界向自動駕駛車(Robocar)

採訪時解釋，當車載攝影機感應到迎

Driving Vision News執行長

大躍進之際，提出如何為人類駕駛設

面駛/走來的車輛或行人時，ADB能自

Hector Fratty(同時還是巴黎的一位車

計更好的汽車頭燈，似乎有點不合時

動調節燈光，將車燈內的各個LED調

用照明技術和市場研究專家)在接受

在被問及ADB需要哪些技術時，

宜。畢竟，自動駕駛車的烏托邦是這

暗或使光束向下和橫向移動。

《EETimes》的採訪時稱，ADB是「

Magney說：「這些系統採用相當複雜

者成為可能，並且主動限制可能對這些
車輛道路使用者帶來不適的眩光。」

樣的未來：無論誰坐在車內，他/她都

「你可以一直開著遠光燈，以提供

車用照明領域最大的創新」。儘管配

的演算法來做出有關的照明決策。你

無需瞻前顧後，就能安全抵達目的地。

最佳照度，」而ADB會自動調節光束使

備ADB的汽車目前僅佔全球車用市場

還需要一款功能強大的電子控制單元

然而，最近幾乎有一半的交通致

其照不到對向駛來的駕駛，Lumileds

1%的比重，但預計到2025年時將成

(ECU)來執行演算法以及進行計算。同

命事故都發生在夜間。當我們等待

汽車LED全球策略行銷資深總監Dirk

長至15%。

時也需要不同的資料傳輸線纜，這主要

喬治 · 傑森(描繪未來的動畫片《The

Vanderhaeghen表示：「我們正著眼

Jetsons》中的人物主角)誕生的同時，

於為了安全而設計的照明。」

奇怪的是，ADB對於美國的大多

取決於攝影機的用途。」

數駕駛來說還很神秘。因為美國聯邦

Vanderhaeghen表示，歐洲的

機動車安全標準局(FMVSS)要求獨立

主要的廠商與技術創新

ADB陣營不僅有奧迪(Audi)和賓士

的遠光和近光燈設置，因此，ADB在

根據Fratty的說法，ADB市場大約有

歐洲和日本的汽車廠商、一線供

(Mercedes-Benz)等高級車供應商，

美國是被禁止的。

10家主要參與廠商。其中包括四大汽

應商和光源技術供應商已經開始湧入

歐寶(Opel)、標緻(Peugeot)和雪鐵龍

新興的自適應頭燈(Adaptive Driving

(Citroen)等小型車也即將推出ADB。

Beam；ADB)市場。

日本的豐田(Toyota)也是ADB的重要

ADB目前正接受美國國家高速公

推手。他補充說：「現在，我們甚至收

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評估，

到了來自中國的ADB報價請求。」。

有些供應商預計美國在2018年或最遲

提高在黑暗中行駛的道路能見度，可能
是個不錯的主意，尤其是現在。

總部位於荷蘭的LED照明公司
Lumileds最近在接受《EETimes》的

圖2：Audi在其Matrix矩陣雷射頭燈中使用了DMD。藉助於靜電場，每個單獨的微鏡每
秒鐘可偏轉5,000次，根據各微鏡的設置將光投射到道路上
來源：Audi

Lumileds等技術供應商希望這種
情況會很快發生改變。

於2020年「放行」ADB。

車照明供應商Hella(德國Lippstadt)、
Koito Manufacturing (東京)、Valeo
(巴黎)和Automotive Lighting (德國
Reutlingen)。
Fratty說：「ADB非常重要，許多
二線供應商和照明技術供應商正在努
力提高其方案競爭力」。他補充說，
從機械遮罩、LED矩陣光束、數位微

汽車「頭燈」技術也許聽起來比較「

鏡元件(DMD)、LCD、 μ AFS和雷射掃

古老」，但其實如果沒有近來的先進

描開始，用於ADB的照明光源技術正

探索DMD，它可點亮和關閉其上的1百

駕駛輔助系統(ADAS)迅速走紅，ADB

迅速發展中。

萬個畫素。Vanderhaeghen說，DMD

根據該德國研究聯盟，「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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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控制的畫素。

據Vanderhaeghen介紹，在提高

帶來的畫素提升，還促進了新應用的發

市場上的自適應頭燈中，若干LED元

Vision Systems Intelligence (VSI)

精確度方面，照明供應商已經增加了

展。他指出：「它可以辨識路上的障

件被並排以及彼此堆疊其上地安裝在

創辦人兼首席顧問Phil Magney說：

矩陣LED所使用的畫素行數和列數(每

礙物，甚至還能讀取號誌與路標。」

頭燈中。還需要附加其他電子元件，

「我的確對自適應頭燈系統感興趣，

個畫素等於一個LED)。他說：「我們

據Fratty介紹，用於ADB的其它新

用於開啟和關閉各燈光段(segment)。

儘管它與自動駕駛並沒有直接關係。

現在有一系列解決方案，從20個LED

技術還包括微自適應前照系統(uAFS)。

由於頭燈的空間有限，所以燈光段數

有趣的是，ADB需要的資源與安全系

矩陣到84個LED矩陣都有。例如日前

德國聯邦教育和研究部支持的

也受到限制。」該聯盟說，藉由使用

統的需求相同，尤其是前置攝影機。」

在美國加州AutoMobility LA展會上推

uAFS 計劃是由歐司朗(Osram)、戴姆

在 μ AFS計劃下開發的新方法，「LED

在去年由汽車工程師協會(SAE)

出的Mercedes 2018 C-Class轎跑車，

勒(Daimler)、Fraunhofer、Hella和

的電子啟動現在整合於晶片中，從而

發佈的《ADB的測試程序、性能要

配備了採用Lumileds LUXEON Neo解

英飛凌科技(Infineon)共同合作開發的

實現了更高的解析度，同時也滿足了

求和設計指南》(Test procedures,

決方案的84個LED矩陣模組。

創新型LED晶片，能「將ADB帶入新

有限的空間要求。」

就不會出現。

圖1：矩陣式頭燈會自動迴避迎面駛近的車輛，同時保留照在對向兩車之間的遠光燈，以
來源：Hella
及分別照在每輛車的左右兩側

圖3：歐司朗根據µAFS研究計劃開發出首款混合LED— Eviyos。該原型結合發光晶
來源：Osram
片和單畫素控制電子技術於單一元件中，可作為ADB的理想選擇

為什麼現在推ADB？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為了提供更高亮度，有些工程師正

層面」。新的LED晶片包含1,024個可

一年後，歐司朗根據μAFS計劃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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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切可能 TM

完成了第一款混合LED原型，稱為
Eviyos。歐司朗將其形容為「朝向第
一款市場就緒的智慧可控制高解析度

配備LED矩陣技術的自適應頭燈(ADB)

LED邁進了一大步」。
今年9月下旬，歐司朗專業照明公
司(Osram Specialty Lighting)在一款
展品中整合了該原型LED，並在德國
舉辦的國際汽車照明研討會(ISAL)展

前置攝影機模組

車用導航
模組
CAN 匯流排
ADB頭燈

資料處理

示該技術。
歐司朗的一位發言人表示：「許多
照明製造商已經表現出對於Eviyos的

例如：Mercedes 2018 CLS轎跑車的ADB頭燈

興趣，同時考察該技術與其它技術，
以滿足未來ADB的需求。」不過，她
並不願討論有關商用發佈計畫的進一

圖4：使用LED矩陣技術的ADB頭燈如何運作？

來源：Lumileds

步細節。
此外，雷射掃描正在開發中，進

在近光和遠光之間動態切換，並將阻斷

Magney同意這個看法。他指出：

一步實現快速從左到右、由上而下地

照明區域內的某些區段。」Magney解

「如果沒有前置攝影機和一些智慧功

掃描、開啟和關閉。

釋說：「這兩種系統都需要使用能夠讀

能，你就無法使用自適應頭燈。如果

取和分類對向車輛的前置攝影機。」

在攝影機模組中完成處理，那麼就可

而當被問到每項新技術的時間表
時，Vanderhaeghen預測，用於提

那麼，為什麼美國的監管機構花

高解析度和針對高階ADB的原型(如

了很長時間才接受ADB？Magney說：

DMD)預計在2019年前後出現。他認為

「很大的阻力來自於特定的獨立遠光和

但是，如果攝影機必須關照許多

雷射掃描的問世不用等到2021年。同

近光燈的表述語言。安全性、測試和相

事，例如特斯拉(Tesla)車內的系統，

時，他認為LED矩陣很可能作為一種主

容性也是據此而來的。」

「你就必須要有一條高通量的電纜，

流技術，佔率ADB市場的最大比重。
Fratty認為，雖然光源技術很重
要，但價值在於ADB模組。Fratty表

以透過CAN匯流排發送控制訊號，而
不至於出現任何問題。」

雖然美國聯邦機構還沒有明確規

將攝影機連接到處理域。」Magney列

定，但Magney指出，「在不久的將來

舉了Gigabit多媒體序列鏈路(GMSL)、

就會更新FMVSS 108。」

FPD-Link和GB乙太網路(Ethernet)等

示：「附加價值就在於組合在模組內的

另一方面，Fratty懷疑歐洲-美國之

電路和驅動器。」歐司朗、Lumileds

間的落差可能源於「商業政治」。歐洲

那麼，如果光達(LiDar)和車頭燈

和Everlight等公司正積極展開競爭中。

在汽車照明市場有好幾家大廠，而美國

整合在一起，對於ADB來說有什麼優

則落後於日本和歐洲。

勢？或者，我們是否不久就會看到視

美國為什麼禁用？
那麼，為什麼ADB在美國被禁用呢？

選項。

覺/頭燈系統的整合？

照明影響車輛結構

Magn ey說：「頭燈模組是放置

Magney解釋，美國FMVSS [法

如同Magney所指出的，ADB與車輛

感測器的好地方，因為它們受到較好

規] 108「不允許使用『自適應頭

安全特性有著錯綜複雜的關聯，在某

的保護並能保持清潔，而且靠近支援

燈』系統，但允許目前在豪華車很

種意義上十分有趣。Vanderhaeghen

電子。」

常見的『遠光燈切換系統』(beam

坦言，為了使ADB搭配使用車載攝

至於把頭燈變成一個巨大的光達，

switching systems，通常稱為

影機，二者必須密切配合。ADB中的

他強調「這可能是近期的一個長遠目

adaptive headlamp)。」

LED需要根據攝影機處理的影像進行

標。」另一方面，他補充道：「如果

相較於遠光燈切換系統，自適應頭

開啟和關閉。他說：「資料一經編碼

車輛是沒有駕駛的自動駕駛車，那麼

燈系統將會調整光束，以遮蔽保護迎面

和辨識，就必須發送到頭燈系統，例

你就不需要所有的照明……在那個時

駛來的車輛，同時照亮道路的其餘部

如經由CAN匯流排，以便將其轉換為

候，雷射頭燈在本質上就是光達發射

份。相反地，「遠光燈切換系統將會

在LED矩陣上開啟和關閉的動作。」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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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博覽會催生創新技術與應用

第一步，目前已經出現了首家LoRa

Rick Merritt

客戶。不過，該公司認為NB-IoT網路

研華科技才剛在這一領域踏出了

將從明年下半年開始出現強勁發展態
在日前於矽谷舉行的年度「北美物聯

勢。研華科技的一位產品經理表示，

網技術博覽會」(IoT Tech Expo North

到目前為止，對於Sigfox的需求主要

America)上，來自全球各地的參展商

仍限於歐洲。

展示從玩具、智慧互連、原型開發到
圖7：像樂高積木一樣堆疊的 B re a dwa re
原型板

工廠等各種最新的物聯網(IoT)應用，
讓業界一窺物聯網如何在整個消費與
工業市場的快速進展。

協同軟體瞄準機器人與無人機
新創公司Swarm Technology展示用於

個感測器，可支援2個感測器的一個小
圖2：Singing Kumi玩偶採用Chirp的音
訊編碼技術，可搭配Netflix應用程式接收
嵌入式音訊

機器人和物聯網領域的「群體智慧」
(swarm intelligence)，期望能讓機
器人和無人機隊合作進行共同任務。

圖6：Define的高階閘道器與雲端平台原
型，瞄準工廠監控與管理

Swarm創辦人Alfonso Íñiguez希望
籌措150萬美元，打造一支嵌入其軟體

型閘道器，以及採用RS-485鏈路的嵌
入式開發板。另外，該公司還展示了一
款雲端平台的原型，可用於管理和監控

圖 3：C h i r p 希 望 搭 載 其 音 訊 編 碼 技 術 的
Singing Kumi玩偶成為聖誕節與新年假期
銷售季的熱銷商品

廠房監控與自動化

工廠系統，用於取代造價可能高達上萬

圖 5：Syste na Ame rica展示 LoRa 閘道
器與感測器

如同研華科技，Define Instruments對

美元的專用PC監控程式。

夥伴關係。

全力押注LoRa

中立途徑。該公司目前支援3G/4G蜂

類似樂高的IoT原型板

Systena America展示其全系列LoRa

巢式網路、藍牙(Bluetooth)和Wi-Fi，

合約設計公司Breadware展示其

於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oT)採取網路

該公司展示以愛特梅爾(Atmel) 8位

產品的無人機機隊。Swarm目前正與

元微控制器(MCU)驅動的四輛自動駕駛

另一家新創企業— Phi Robotics合

車，彼此之間如何在蹺蹺板上平衡。其

作，Phi Robotics將使用這一群體智

保持對於LPWAN的中立性

產品，包括從停車和化學/氣體感測器

預計明年將再增加LTE Cat M數據機。

Mega-B IoT原型板。這款Arduino

中一個控制器板透過Zigbee網路向機

慧軟體。

研華科技(Advantech)對於物聯網網

到閘道器，以及其他終端節點等，並

該公司表示，推動當今Cat M模組

Mega包括該公司自己的子卡，以及多

路採取不可知論(中立)的途徑。該公

計劃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建立

儘早上市的驅動力，還無法支援Define

達二十幾款模組化的感測器和軟體，它

嵌入玩具中的音訊軟體

司展示了一款採用LoRa低功率廣域網

LoRa試用網路。該公司成立於2013

所希望的一些安全與其他功能。此外，

能在安裝進感測器模組後自動載入正確

這種群體協調的導航技術也應用

新創公司Chirp藉由一款期望在假期銷

路(LPWAN)的終端節點開發板(圖4)和

年底，是一家總部位於日本東京的IT

預計在未來幾個月內，NB-IoT網路的部

的驅動程式。這款原型板目前已用於史

於農業，以及該公司目前開發中的全

售季熱銷的「玩具」，展示其可實現

閘道器。不過，研華科技更換了系統

與服務集團旗下分部— 美國的分部

署也還無法快速普及。

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和惠普

自主式機器人(支援GPS與GSM網路)。

通訊的嵌入式音訊軟體。

上的M.2模組，以實現支援窄頻物聯

辦公室擁有大約3,000名員工。

隊回報板上的軸心變化，並採用專利
方法回應與分享意圖。

Define的高階閘道器最多可容納16

實驗室(HP Labs)的學生研究中。

網(NB-IoT)蜂巢式網路和Sigfox網路

例如，當有幾架無人機或機器人

這款會唱歌的Singing Kumi玩偶採

機隊共同進行搜尋任務時，如果其中

用Chirp的音訊編碼技術，以高達1-kb/s

的一架無人機(或機器人)失靈了，透過

的資料速率接收嵌入於Netflix應用程式

這一軟體技術就能讓機隊迅速協調並

的聲音。玩偶中的ARM MCU將幾乎聽

填補空缺任務。人類管理員還可以手

不到的鳴叫聲詮釋成各種指令，使其能

消費應用推動服務機器人蓬勃發展

動增加無人機或機器人至機隊中，加

在播放視訊時同步點亮以及唱歌。

Ann R. Thryft

速任務的完成。

圖1：Swarm創辦人Alfonso Íñiguez
展示該公司的概念驗證(PoC)產品
8

電子工程專輯 | 2018年1月 | www.eettaiwan.com

的變化版本。

截至目前為止，該公司採用現成的
揚聲器和麥克風成功地執行了兩種應用

根據德國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對於

程式。除了上述的嵌入式音訊，另一種

全球服務型機器人發展趨勢進行的市

是針對行動支付用途。

場研究顯示，消費型機器人的成長速

Chirp目前還在開發第三種應用程

度遠超過其他機器人類型。在2020

式，稱為Fuzzy，它將會利用某種形式

年，個人或家用的服務機器人預計將

的機器學習功能。該公司的技術源於

賣出4,000萬台— 其中一部份來自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現正快速成長中的機器人新創企業。

London)的研究生研究計劃而來，至

服務型機器人類別幾乎涵蓋所有的

今已經獲得了大約350萬美元的首輪資

機器人，除了固定位置的工業機器人

金，目標是在今年二月份尋求新的合作

圖4：研華科技展示支援LoRa LPWA網路
的終端節點開發板

(專為快速且準確完成一項主要任務而

圖1：大多數服務型機器人來自美國製造

來源：IFR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9

業界趨勢

思維與觀點
23%，佔2016年專業用機器人銷售量

在去年6月發佈研究報告指出，僅在

的2.7%。此外，協助病人行走復健或

2014年至2015年間，機器人領域的私

減輕負載重量的動力外骨骼(powered

人投資成長了3倍。價格降低以及功能

exoskeleton)機器人，其單位銷售成長

持續提高，包括更便宜且更好的電子

了21%。物流系統的成長速度更快，如

產品以及更易於編程，都有助於促進

工廠中使用的自動導引車(AGV)，2016

這一成長態勢。

年的數量增加了34%，佔專業用服務機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價格持續
升溫，而要緩解這個價格居高不下的問

費應用，更多服務於消費領域的公司

題並不容易，因為它並非來自供給與需

大部份的個人/家用機器人是指幫

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這一趨勢由

求的失衡，而是源於平面DRAM的摩爾

忙做家事的機器人，如草坪修剪和掃地

來已久：從2012年起，大約有40%的

定律(Moore s Law)終結。

機器人。IFR的報告估計，2016年這類

機器人新創公司都是以消費者為目標，

2017年是DRAM位元需求強勁成

機器人的銷售量成長了25%。另一個迅

鎖定服務於軍事、商業與工業領域的新

長的一年。如圖1所示，過去三年來，

速成長的類別是娛樂機器人，如複雜的

創公司並不多。

平面DRAM微縮已經大幅減緩了。因

玩具，在2016年的銷售量成長22%。
IFR預計，服務型機器人將在未

BCG合夥人暨該報告共同作者Vlad
Lukic指出，「到2025年，大多數的加

此，DRAM正轉變為賣方市場，並為
廠商寫下利潤新高紀錄。就像石油危

來幾年大幅成長。2017年專業用機器

速成長將來自消費市場，針對自動駕駛

機一樣，在DRAM危機下，客戶必須為

設計)。服務型機器人的形式和功能不

人銷售量將增加17%，而從2018年至

車和家用裝置等應用。其餘的成長則將

DRAM付出更多代價。

同於工業機器人，銷售量也較高。大

2020年，預計全球專業用機器人的年

來自成長率約34%的商業機器人。

部份的分析調查都將服務型機器人分

複合成長率(CAGR)約為20%至25%。

此外，根據瑞典市場研究公司Berg

記憶對於平面DRAM帶來了挑戰。然

為「專業用」和「個人/家用」。專業

成長最快速的專業用服務型機器人之

Insight最近的研究顯示，2016年全球

而，MRAM轉向嵌入式應用，而PCM

用服務型機器人包括軍事或醫療應用

一是公共服務系統，2017年銷售量

服務機器人的安裝量約2,960萬台，其

(如3D XPoint)則被用於高階SSD應用。實

機器人，個人和家用機器人則有智慧

達到了10,300台，成長37%，預計到

中地板清潔機器人約有2,380萬台，佔

際上，考慮到每位元成本、性能和可靠

吸塵器和玩具等。專業用服務機器人

2020年將成長至66,100台。而工廠、

據高達80%。其餘的分別是400萬台無

性，它們也很難直接取代平面DRAM，

較複雜、價格更高，每年的銷售量約

醫院和電子商務環境使用的AGV等物

人機；160萬台機器人割草機；10萬台

因而必須尋找自己的利基市場。

數萬台。個人和家庭用機器人的設計較

流機器人則在2017年成長46%，2018

AGV；50,000個擠奶機器人，以及其他

簡單、價格更低，每年都有數百萬台的

年至2020年間的CAGR預計約為25%

單位數量較小的機器人類型，如人形、

銷售量。這兩種類型的機器人大多數都

至30%。

助手和陪伴、遠端臨場、手術、自主移
動和動力外骨骼等機器人。

在美國生產。

根據IFR，動力外骨骼機器人將持

DRAM平均銷售價
從2016年7月到2017年7月

探索DR AM技術
■ DR AM製程節點開發藍圖(製 造商)

增加111%

來源：IFR /Omron

Sang-Yun Lee，BeSang執行長

2016年，機器人技術逐漸轉向消

器人的43%。

圖2：工 廠中使用的自動導引車(AGV )等物
流系統是成長最快速的專業用服務機器人類
型之一，佔專業用服務型機器人市場的43%

該尋找低成本DRAM替代方案了！
來源：WSTS、IC Insights、
David Manners

圖1：DRAM發展藍圖的計劃與現實
3 D DRAM

平面2D DRAM
單元陣列

記憶體邏輯

單元陣列
記憶體邏輯

半導體基板

基板

晶圓可切割
晶片數(dpw)
更多400%

目前，諸如MRAM和PCM等新興

圖2：3 D DRAM可讓每片晶圓切出更多的晶片與低成本DRAM

以取代DRAM作為主記憶體。相較於

持續高漲的DRAM價格而受衝擊。許多

DRAM晶圓廠擴產是提高DRAM供

其他以儲存為導向的NVDIMM，DDR4

分析師認為，這一波穩步上揚的態勢只

應的一種方法。然而，DRAM廠商可

NVDIMM能夠和DRAM一樣快，而且

能說是DRAM的另一個榮景，預計接下

能會猶豫不決，因為新廠的成本大約

可以作為主記憶體。它也不需要預測

來將隨著市場供需平衡而出現低潮期。

是升級晶圓廠的六倍。由於DRAM的

軟體，因而能夠始終保持高性能。此

如果我們看看DRAM的歷史就會發

IFR日前發佈「2017年全球服務型

續快速成長態勢，2017年這一類別的

Berg預計，到2026年，全球服務

橫向微縮，供應商開始升級晶圓廠來提

外，SLC NOR快閃記憶體具有很高的耐

現，當DRAM位元需求成長超過45%時，

機器人」(World Robotics：Service

單位成長率達35%，預計在2018年至

型機器人的總裝機量將達到2.643億

高DRAM產量，從而以2 倍數指數級地

久性。因此，DDR4 NVDIMM的NOR快

就會開始出現下滑並導致供過於求。如

Robots 2017)調查報告指出，2016年

2020年間的CAGR為25%。個人/家用

台，自2016年到2026年間的年複合成

提高DRAM位元輸出。相形之下，新晶

閃記憶體能夠取代DRAM，並以大量的

今，摩爾定律已經不再適用於平面DRAM

全球專業用服務機器人銷售量較2015

機器人單位數量增加了30%，在2018-

長率(CAGR)約24%。

圓廠明顯需要更多的投資，也只能線性

主記憶體大幅提升系統性能。

了，而其位元需求的成長也將會是過去

年成長24%，但銷售額僅增加2%。IFR

2020年間CAGR為30%至35%。娛樂

提高DRAM位元輸出，再加上製造成本

如果能透過3D NOR帶來價格更

23年來的最低點。不過，我們並未看到

認為原因在於高附加價值的軍用機器銷

型機器人在同期間的單位銷售量每年

較高，將使得DRAM的價格更昂貴。此

可負擔的NOR快閃記憶體，DDR4

平面DRAM的位元需求成長率超過45%，

售量微幅下滑(佔2016年銷售量的19%)

將增加20%至25%。

外，以賣方市場來看，DRAM供應商也

NVDIMM可能更具吸引力。

預計未來也不至於出現任何低迷市況。

。雖然市佔率最高的軍用無人機(UAV)

IFR服務機器人部門主席Martin

銷售量成長4%，但無人地面車(UGV)

Hägele說：「業界對於服務機器人的

銷售量大幅下滑了32%。

興趣不斷增加，部份原因在於相關的新

農場或農業機器人(如擠奶系統)大

N

傳統的平面NOR由於單元(cell)尺寸

當然，現在還無法選擇3D DRAM，

較大(約10F2∼12F2)而使得價格不菲。

因為技術尚未到位。使用3D NOR的

從平面DRAM轉換到3D DRAM是大

因此，3D NOR對於DDR4 NVDIMM來

NVDIMM能夠大幅降低記憶體子系統的

創企業類型和數量越來越多，佔所有機

勢所趨。如圖2，採用3D DRAM可以增

說必不可少。以3D NOR的情況來看，

總擁有成本，因為3D NOR每GB約6美

約佔10%的專業用服務機器人，2016

器人公司約29%。」美國目前約有200

加每片晶圓的可切割晶片數(dpw)。只要

成本大約會是每GB6美分。

分的價格能夠取代DRAM和SSD，同時

年的銷售量較2015年略微下滑。但

家新創公司都在開發服務型機器人，歐

是，在所有服務機器人中價格最高的

盟和瑞士有170家，亞洲則有135家。

醫療機器人，其單位銷售量成長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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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

沒什麼特別有力的理由需要透過投資新
晶圓廠來增加產能。

圖3：個人/家用服務機器人主要用於家
務勞動，如吸塵、修剪草坪或娛樂；消費
型機器人年銷售量達數百萬台，且正迅速
成長中
來源：IFR

晶圓製造成本合理，而且易於生產，那
麼採用3D DRAM將有利於降低成本。
另一項建議是採用DDR4 NVDIMM，

以10GB 3D DRAM加上1TB 3D NOR

作為主記憶體和儲存記憶體。過去幾十

來看，DDR NVDIMM的成本大約是10美

年來，平面DRAM一直沒什麼進展，現

元+60美元=70美元。目前，業界正因

在必須開始創新DRAM了。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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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晶片加速NB-IoT規模部署
Rick Merritt

然而要能顯示圖形介面，產品一定

的電力調整，因此在120MHz頻率，

的晶片上儲存容量，以及圖形處理功能

要內建顯示器，偏偏顯示器一向是最耗

並有外部SMPS電源的工作情況下，

帶來的流暢使用者體驗，使該產品可用

電的零件之一，且要處理圖形，身為裝

耗電量最低可達43μA/MHz。不僅如

於需要複雜功能、快速回應、最短電池

置控制中心的微控制器也需要較高的運

此，新微控制器系列還內建圖形處理

充電必需停機時間的產品，如做為健康

算效能，甚至得採用數位訊號處理器

功能，以及大儲存容量，可協助業者

手環、智慧手錶、小型醫療設備、智慧

新創公司Riot Micro現正出樣一款為

用執行頻率大於100MHz的控制器，以

(DSP)，如此，產品的耗電量就很難降

實現功能更複雜、人機互動更流暢的

電表、智慧工業感測器等各種智慧物件

最新4G IoT標準量身打造的數據機晶

及主要來自外部的最多16MB RAM。

低。可以想見，智慧物件產品開發商仍

新一類智慧產品。

的中央控制器。

片。據稱這款RM1000晶片只需用約幾

低速時脈速率讓Riot採用低壓差穩

毫安培(mA)到幾微安培(uA)的電流，

壓器(LDO)進行電源管理，取代更昂貴

而且能以遠低於業界目標— 每模組

的DC/DC轉換器，因而無需補償快速

5美元的價格銷售。

邏輯元件的雜訊。

全球各地的營運商才剛剛啟動各種

其結果是當基頻在處理23dBm傳

基於LTE的蜂巢式IoT網路。他們的目

輸時，從3.7V的電池中汲取約20mA

標在於超越這一波新興的各種低功耗廣

電流。完整晶片組包括第三方功率放

域網路(LPWAN)，如LoRa、Sigfox，

大器(PA)和RFIC的功耗則約100mA。

以及802.11ah Wi-Fi等等。

而在睡眠模式下，該元件的功耗

值得注意的是，STM32L4+內部

意法半導體亞太區資深產品行銷經

為解決上述問題，意法半導體

的Chrom-GRC圖形控制器可以如同處

理楊正廉補充，STM32L4+是現階段意

推出新一代STM32L4+微控制器系

理方形顯示器，高效地處理圓形顯示

法半導體全系列微控制產品中，唯一具

列。Denis說明，新款STM32L4+運

器，不會因為管理從未顯示的畫素而

備圓型顯示器處理功能，因此只要需要

算效能提高到150DMIPS，最高運作

浪費記憶體資源，也能在顯示複雜圖形

有顯示器，尤其是圓型顯示器及音訊處

頻率達120MHz，更採用彈性的省電

時，不佔用CPU的工作負載。Denis強

理的產品，都將是STM32L4+的主要目

機制，讓微控制器可依應用而做最佳

調，STM32L4+的運算性能、同級最大

標市場。

得面臨功能與功耗的抉擇。

RM1000的基本方塊圖

過渡計劃的一部份，因為2G網路設計
並不支援大規模的IoT節點。

Riot Micro的晶片是專為用於處理

還不到2uA。大部份的晶片處於睡眠

Riot的另一項挑戰在於它是一家市

窄頻物聯網(NB-IoT)和LTE Cat M1 (或

模式時，程式碼仍會監看訊號的傳呼

場新進者，晶片與軟體均尚未經過測

稱eMTC)標準而設計的。Riot Micro 執

通道。RioT宣稱，該晶片由於不需要

試。因此，該新創公司正為其晶片進

3D NAND儲存加速行動應用發展

行長Peter Wong表示，「這兩項標準

載入DSP程式碼，因而在進入和退出

行基地台與營運商軟體測試，計劃今

Susan Hong

的數據機晶片非常類似，彼此之間也存

睡眠模式時的延遲也較競爭產品更低。

年6月以前量產。

在許多共同點，但卻無法同時執行。」

RM1000評估板採用Skyworks PA

包括高通(Qualcomm)和Sequans

智慧型手機使用者不斷尋求更好的

包繼紅介紹，iNAND系列採用X3

Riot並非在DSP上以軟體建置基頻

以及來自瑞士ACP的RFIC，但也能與

等競爭對手已開發出M1與NB-IoT晶

行動體驗，除了提升裝置的處理性

3D NAND與SmartSLC技術，可為資

功能，而是將快速傅立葉變換(FFT)和

Qorvo或其他供應商的晶片搭配使用。

片，並展開營運商測試了。隨著量的增

能以外，還需要更高容量的儲存，

料密集型的新興行動應用打造最佳儲存

基頻濾波器分割成幾個實體層區塊。另

該公司面臨著兩大挑戰。其高度客

加，他們預計將進一步最佳化晶片以符

才足以支援5G、人工智慧(AI)、擴

環境。iNAND 8521專為支援5G網路的

外，它還將LTE協議堆疊精簡為物聯網

製的數據機並不支援傳統的2G/3G，但

合規格要求，而像英特爾(Intel)與高通

增實境(AR)、高解析視訊等以資料

旗艦行動裝置設計，iNAND 7550則瞄

規格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Riot行銷副總裁Greg Wynans說：「如

等巨擘已經打造自家的PA和RFIC了。

為導向的新一代應用。以往容量僅

該晶片採用台積電(TSMC)的55nm

接下來，Riot打算將PA或RFIC整

今這項需求已經消失了。」

準主流的智慧型手機。

16GB、32GB的智慧型手機已無法滿

3 D N A N D 採 用 創 新 製 程 架 構，提 供 較 2 D
NAND更高的容量、更好的性能和更高可靠性

iNAND 8521嵌入式快閃記憶
體採用UFS 2.1介面以及WD第五代

技術製造，透過26MHz ARM M0控制

現 在 ， 營 運商更有興趣利用N B -

合到下一代元件中。然而，為這些區塊

足當前的行動應用需求，從而為3D

來源：Western Digital

器、嵌入式SRAM和新的PLL，處理

IoT推向功率和價格的新低點。此外，

找到獨立的IP來源並不容易；到目前為

NAND快閃記憶體(flash)的進展鋪路。

重大進步，可為邊緣裝置帶來巨大的儲

SmartSLC技術，相較於為旗艦機推

NB-IoT和Cat M1。競爭的晶片通常採

有些人認為NB-IoT是其關閉2G網路

止，Riot尚未建立自己的類比團隊。

Western Digital (WD)推出採用64

存容量與成長潛力。」WD嵌入式與整

出的前一代產品，其連續寫入速度更

層堆疊的3D NAND技術以及UFS與

合解決方案行動和運算產品線市場管理

高2倍，隨機寫入速度更高達10倍。

e.MMC介面的iNAND嵌入式快閃記憶體

總監包繼紅指出，隨著平面2D NAND

此外，更高資料傳輸速率，讓行動用

(EFD)，可望讓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充份

技術逐漸達到微縮極限，越來越難在儲

戶能利用Wi-Fi或未來的5G網路提升

體驗當今由資料驅動的新興行動應用。

存容量及其效能方面取得突破。

效能與體驗。

產品顯示畫面好看又省電的秘訣
Anthea Chuang

隨著智慧型手機用戶數持續增加，

如今，採用創新製程架構的3D

iNAND 7550讓行動裝置製造商生

各種行動應用程式(app)的下載量、豐

NAND技術出現，以更低的每位成本解

產符合成本效益的智慧型手機與運算

富的多媒體內容，以及照片和視訊擷

決了平面2D NAND微縮的挑戰，提供

裝置，充足的儲存空間滿足消費者持

隨著智慧物件持續滲透到人們的生活

低功耗的產品，可望解決產品開發商

「智慧」，才能稱得上是智慧物件，

取產生的資料量正如雪球般地越滾越

較2D NAND更高的容量、更好的性能

續增加的資料需求以及快速的app體

中，而要滿足「智慧」的條件，又得

的煩惱。

而智慧的表現之一在於人機介面(HUI)

大，再加上5G、AI以及AR/VR等資料

和更高的可靠性。此外，在當今約有高

驗。iNAND 7550支援e.MMC 5.1規

兼顧到省電的要求，對智慧物件產品

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

的易用度，其中，圖形顯示或操作介

密集型的新興應用出現，不斷為行動

達96%的資料量都必須在邊緣處理的環

格，可實現最高260MB/s的連續寫入

開發商來說，是一大挑戰。所幸，微

微控制器產品部STM32產品線行銷經

面較為直覺，因此受到許多智慧物件

裝置帶來龐大的資料儲存需求。

境下，為行動裝置採用3D NAND嵌入

效能，隨機讀/寫效能分別為20K IOPS

控制器業者推出新一代擁有高效能與

理Bertand Denis表示，產品要能擁有

開發商的青睞。

式快閃記憶體已是大勢所趨。

和15K IOP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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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藍牙、蜂巢式物聯網SoC
Daniel Yang，TechInsights半導體研究員

TechInsights最近探索並比較分析了
一些市場上主要的藍牙和蜂巢式物聯

圖3：高通MDM9206數據機晶片圖

網(cellular IoT)裝置，這些裝置預計將

圖4：Quectel蜂巢式IoT模組BG96採用高通MDM9206數據機

持續主導物聯網市場一段時間。

括兩種基於LTE的物聯網技術—NB-

藍牙5.0 SoC將快速地被消費型物

IoT和eMTC。包括AT&T、中國移動

聯網裝置採用，例如智慧手錶、健康

(China Mobile)、中國聯通(China

與健身產品等。兩種新興的蜂巢式物

Unicom)和Verizon等全球主要的行

聯網標準— 窄頻物聯網(NB-IoT)和

圖1：Dialog DA14580藍牙SoC晶片圖

增強型機器類通訊(eMTC)，在行動營

製造商
元件型號
封裝尺寸(mm)
晶片標記
晶片尺寸(mm)
無線標準

運商的推波助瀾下，也將廣泛用於智
慧電表、自行車和其他新興應用中。
物聯網裝置中包含一些當今最先
進的晶片。如同物聯網本身，底層技
術也在快速地發展中。
根據TechInsight對於各種產業中

圖2：聯發科藍牙SiP內部

高通
MDM9206
6.8W x 7.8L x 0.73T
HG11-P1007-100
4.16 x 4.89
eMTC/NB-IoT

Neul (海思)
Hi2110 (Boudica 120)
5.3W x 5.3L x 1.0T
BOUDICA
3.83 x 3.83
NB-IoT

動營運商均推出了NB-IoT測試網路或
制定相關發展計劃。NB-IoT預計將用
於智慧城市、公共電表和工業等應用
中。其他新興應用案例之一是2017年
5月，高通(Qualcomm)宣佈與中國移
的測試計劃將採用高通MDM9206數

表2：Quectel模組中的高通和海思數據機晶片比較

據機，以辨識可用的自行車。

數十種物聯網裝置的拆解與分析，很

(Dialog Semiconductor)的DA14580、

解決方案。例如，聯發科技(Mediatek)

針對Ofo日益壯大的自行車車隊，

顯然地，藍牙將繼續作為SoC中所使

Nordic Semiconductor的nRF52832，

的MT2523G藍牙SiP設計中包括藍牙

使用NB-IoT實現的智慧鎖是最顯眼的

用的主要技術之一。最新版本的藍牙

以及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的

SoC、PMIC、記憶體和GNSS接收器。

蜂巢式物聯網應用之一。採用NB-IoT

5.0正快速地取代較早的版本。2016

BlueNRG。一般來說，這些物聯網SoC

在單一封裝總共整合了6顆晶片。這種在

免除了由於容量不足而經常讓消費者

年發佈的藍牙5.0將傳輸範圍擴展了4

在單一晶片中都整合了包括CPU核心、

單晶片上的高度整合以及SiP，將繼續推

卡在等待中的困擾。中國電信指出，

倍，同時也倍增了傳輸速率，以及增

電源管理晶片(PMIC)、記憶體，以及射

動未來的藍牙物聯網SoC設計。

智慧鎖採用的低功耗NB-IoT晶片意味

加了SoC的資料傳輸量。

頻(RF)收發器。

透過比較分析顯示，在許多產品

系統級封裝(System in Package；

中經常使用的SoC包括戴樂格半導體

SiP)是用於許多物聯網裝置中的另一種

圖5：Quectel蜂巢式IoT模組BC95採用Neul Boudica 120數據機

動和Mobike聯手的計劃。該三方合作

圖6：海思蜂巢式IoT數據機內部：Boudica 120 NB-IoT SoC的晶片佈局和封裝圖

著電池壽命將可持續8年到10年，也就

利用蜂巢式物聯網定位自行車

是說在Ofo自行車的標準生命週期內，

3GPP最近發佈的Release 13版本中包

永遠不需要更換電池。
中國電信在2017年5月推出NB-

CPU
CPU速度(max)
記憶體

連接性
靈敏度
RF收發器
封裝尺寸(mm)
晶片標記
晶片尺寸(mm)
製程節點
RF收發器晶片
面積大小(mm2)

Dialog Semiconductor DA14580
32-bit ARM Cortex M0
16MHz
32kB OTP記憶體
42kB系統SRAM
84kB ROM
8kB持久型SRAM
藍牙4.2
-93dBm Rx
2.4GHz收發器
2.5W x 2.5L x 0.5T
WLCSP
DA14580
2.44 x 2.45
65nm CMOS
約2.59

表1：蜂巢式物聯網裝置中常見的三種藍牙SoC比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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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ic Semiconductor nRF52832
32-bit ARM Cortex M4
64MHz
512kB Flash
64kB RAM

STMicroelectronics BlueNRGCSP
32-bit ARM Cortex M0
32MHz
64kB Flash
12kB RAM

初版藍牙4.2，新版升級至藍牙5.0
-96dBm
藍牙低功耗模式
2.4GHz收發器
6.0W x 6.0L x 0.9T
QFN48
TMGQ02
3.25 x 2.68
55nm CMOS
約1.55

藍牙4.0
-88dBm Rx

IoT網路，覆蓋面達到全國的95%，並
於6月發佈NB-IoT服務的資費結構。部
署於800MHz頻段的NB-IoT網路提供
室內和室外覆蓋，一個基地台可在2.5
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支援10萬個裝置。

Quectel蜂巢式物聯網模組

2.4GHz收發器
2.6W x 2.6L x0.3T
WLCSP
GF128CA
2.66 x 2.55

來源：TechInsights

圖7：藍牙和蜂巢式IoT晶片發展藍圖

針對兩款Quectel NB-IoT模組—

BC95模組則基於英國物聯網公司

合了數據機、RF收發器、PMIC和記憶

BG96和BC95的分析顯示，二者都採

Neul的數據機晶片—華為(Huawei)

體，並支援3GPP Release 13版本。

用了高度整合的SoC。BG96採用的是

在2014年9月以2,500萬美元收購Neul

此外，TechInsights並根據對於

高通支援eMTC和NB-IoT的MDM9206

之後，如今Neul已經是華為晶片部門

各種藍牙與蜂巢式物聯網SoC的拆解

數據機晶片，並與高通的WTR2965

海思(HiSilicon)旗下的一部份了。這

分析，發展出物聯網SoC藍圖(如圖

RF收發器搭配使用。

款稱為Boudica 120的NB-IoT SoC整

7)。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15

聚焦：瞭望2018

聚焦：瞭望2018
的數量；然而到了2020年，Gartner預
測人工智慧創造的工作機會將足以彌補
其取代的數量。更何況，人工智慧將提
高許多工作的生產力，若能巧妙運用，
確實可以豐富人們的就業生活，重新改
造舊的工作，並創造新的產業。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針對
2018年提出的ICT十大產業趨勢中，
也有幾項與人工智慧相關。資策會MIC
產業顧問兼主任洪春暉表示，2018
年十大重點趨勢的發展其實圍繞在智
慧、開放、服務與整合等四個方向，
其中產業朝智慧化的發展，就與人工

智慧化浪潮不退
2018年AI當道

智慧的發展有著深厚的關係。
2018年人工智慧將可擺脫2017
年可分析資料數不足的窘境，增強演
算能力，將促使語音、影像辨識等技
術不斷突破，也將進一步增加智慧終
端的附加價值，開拓更多元的智慧化
應用。零售服務也可受惠人工智慧的
演進，分析來店客人屬性，藉以發展
更符合客戶需求的服務，也將帶動具

Anthea Chuang

備影音與感測的智慧終端設備需求的
增加。
此外，人工智慧技術也可讓資安
防禦系統更完備。洪春暉認為，從系
統外部的情資分析、端點行為異常分
用將會出現，特別是與「安全」相關

析、身份認證都採用人工智慧強化能

龔培元認為，人工智慧已開始向大

的應用。隨著人工智慧需要蒐集越來

力，將可打造更有效率、更即時的資

(GUP)為運算基礎的伺服器有更大的採

眾或科技產業「證明」其未來的影響

越多的資料作為其深度分析的基礎，

安防護。且隨著物聯網(IoT)設備數量

用興趣；Google為自家伺服器中心自

相當深遠，才會吸引IT或是晶片「大

人工智慧不僅需要保護資料的安全

急遽增加，針對系統與產品端的人工

AI影響力不僅深入更將充斥生
活周遭

行研發打造專屬晶片Tensor Processing

老」與新創公司積極推出人工智慧相

性；更須有能力防範並找出錯誤或是

智慧應用發展也會成為資安系統人工

Units (TPU)；微軟(Microsoft)發佈的

關的晶片產品。舉例來說，人工智慧

假資訊，以免分析結果出現誤差。

智慧化的主要推手。

若從整體產業來看，Gartner列出

Gartner所提出的十大技術趨勢，事實

基於FPGA低延遲深度學習雲端平台

在2018年將在「用戶體驗」這一方面

不僅如此，2018年人工智慧發

了2018年十大科技趨勢，包括以人工

上與智慧數位網格(Intelligent Digital

Project Brainwave；英特爾(Intel)專為

創造新的應用，也就是說，2017年已

展的另一項重點則是人們與人工智慧

企業該如何抓緊商機？

智慧(AI)為基礎、智慧應用程式與分

Mesh)息息相關。龔培元解釋，智慧的

機器學習開發的Nervana晶片；Nvidia

由蘋果(Apple)iPhone X帶出來的新用

的互動。龔培元說明，現階段人們對

根據Gartner的預估，到2020年深度

析技術、智慧物件、數位分身、從雲

部份無疑就是人工智慧，2017年產業界

的繪圖處理器(GPU)及人工智慧晶片

戶體驗，隨後也將透過人工智慧強化

於人工智慧仍有疑慮，尤其是人工智

神經網路(DNN)和機器學習應用將為

端到邊緣運算、對話式平台、沉浸式

將其視為人工智慧發展元年，到了2018

亦不斷推陳出新；高通(Qualcomm)

用戶資料分析過程、減少盲點，以及

慧究竟會不會取代人工這一點，事實

半導體供應商創造100億美元的市場

體驗、區塊鏈，事件驅動，以及持續

年，Gartner認為，人工智慧將跨入實用

推出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專用晶

增加特定方面分析的能力，帶給使用

上，若是人們或企業真正懂得「運

商機，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將逐漸滲

的適應風險與信任。

技術的領域，轉變為可用的技術成果，

片；IBM研發的首個大腦晶片TrueNorth

者更嶄新、不同以往的使用體驗，且

用」人工智慧，不但不會被取代，還

透所有事物，成為未來5年科技廠商的

而不再是實驗室中研究的技術，2018年

及為大腦晶片無監督學習研發的神經元

人工智慧也能協助服務供應商提供更

可收1+1大於3的綜效。

主要戰場。

將是人工智慧大鳴大放的一年。

自適應處理器Spiking，以及新創公司

符合消費者所需、更好的應用服務。

2017年半導體產業有不錯的發展，

著每項技術有越來越趨成熟的態勢，

進入晶片產品，亦即「AI on Chip」。

市場景氣對許多廠商而言還算滿

進而更深入地影響產業動向與人們的生

例如科技業已經開始對以繪圖處理器

意。2018新的一年來臨，整個半導體

活，也順勢成為2018年的重點技術。

科技產業的發展會是如何？市場的主
流關鍵技術又是哪些？業者該如何佈
局未來一年的市場？以下將一一道來。

Gartner大中華地區資深合夥人龔
培元表示，上述十大科技趨勢也許和
2017年的預測有點相似，但這也代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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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18年，人工智慧將大舉

Cerebras、Groq預計於2018年推出人

工智慧晶片。

再者，2018年人工智慧主流性應

也就是說，從現在到2019年，人

而企業該如何掌握人工智慧在

工智慧所取代的就業機會將超過其創造

2018年甚至未來幾年衍生的龐大商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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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

機？龔培元表示，以數位分身、智慧物

應人工智慧的風行，未來運算架構將

架構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只依賴一顆

聯網代理、區塊鏈、成熟人工智慧等技

會有很大的改變、且人工智慧與物聯

主CPU進行自然使用者介面及人工智

術組織而成的智慧數位網格，衍生出的

網勢必會進一步融合。而更先進的運算

慧，或者其他部份的運算，將捉襟見

新商業解決方案都將比以往更加真實，

架構也將促使異質運算(heterogeneous

肘，勢必須要內建另一顆協同處理器

無論是高科技產業還是終端使用者都不

computing)架構的出現、持久型記憶

(co-processor)。此外，整合自然使

應忽視。而接下來的一年裡，將出現更

體(persistent memory)日益受到重視、

用者介面的智慧物件還須結合更多的

多實際的應用及解決方案。

固態硬碟(SSD)需求增加、快閃記憶

感測器，半導體業者還須思索如何進一

Gartner認為，相信企業在2017

體陣列(AFA)調整為固態陣列(SSA)、

步降低主處理器功耗與裝置整體功耗。

年已見證並感受到人工智慧、物聯網

高效能網路勢在必行，以及更高密度

周士雄表示，自然使用者介面包括

與區塊鏈等技術的成熟，也明顯觀察

封裝技術更顯重要，因此半導體相關

自然語言、臉部、虹膜…辨識等，未

到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商業模式及其

廠商可從上述幾點切入，推出相應的

來這些人體生理特徵的辨識技術，將

解決方案的持續創新，因此全球CIO

產品或新技術。

因人工智慧的進展而更加精確。而要

的業務將回歸到智慧工具和App所引

資策會MIC產業顧問兼副主任周

在智慧物件上實現自然使用者介面，

領的突破性創新。所有高科技產業在

士雄指出，人工智慧將加速智慧物件

除了感測器外，麥克風陣列、音訊或

現階段都應該開始面對、規劃及採用

的發展已成大勢所趨，未來半導體業

影像處理器、攝影機…等，都可為半

人工智慧技術，清楚定義「智慧」應

者不僅可朝人工智慧專用晶片研發，

導體廠商帶來新商機。

用情境和業務層面的影響更為關鍵。

智慧物件也將具備人工智慧推論及訓

至少在2020年以前，科技廠商的主要

練的能力，因此各式各樣的ASIC，如

戰場都將在於如何打造能夠學習、適

語音辨識ASIC、影像處理ASIC、運

人工智慧大行其道所衍生而來的

應甚至可能自主行動的系統。

動控制ASIC…等，將蓬勃發展，協助

雲端服務、資料中心、運算架構、智

及分擔中央處理器(CPU)或GPU工作

慧物件…等的改變，除了主處理器或

半導體電子產業應鎖定的方向

負載，更可依照應用終端的需求，打

感測器、專用ASIC之外，記憶體的發

人工智慧在2018年甚至未來幾年熱潮

造專屬的產品。

展也相當值得關注。周士雄認為，記

更重要的是，要從IC設計時，就

憶體產品後續發展關鍵將是高頻寬的

內部開始導入人工智慧外，也應開始

加入數位雙胞胎(digital twin)的思維，

資料儲存和傳輸能力。其中，由於次

利用人工智慧打造更貼近消費者的服

不但能因應人工智慧帶來的運算架構

世代記憶體如磁阻式隨機存取記憶體

務。Gartner預測，到2022年，將有企

的改變，還能進一步節省成本。這也

(MRAM)、可變電阻式記憶體(RRAM)

業推出的物聯網專案將有超過80%會內

是台灣半導體業者未來在研發IC產品

所具備的高傳輸效率與低延遲特性，

建人工智慧元件，相比2017年僅不到

時，需要多加思考的部份。

可滿足智慧應用高容量與高頻寬的需

10%的比例，可謂大幅成長。而半導

另一方面，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的結

求，即使價格稍高，但有些人工智慧

體廠商又該如何把握人工智慧的商機？

合也將造就許多智慧物聯網物件的出

或物聯網應用對於成本較不敏感，因

Gartner研究總監鄭雅君表

現。智慧物件指能按照固定的程式模型

此率先採用次世代記憶體，推升次世

示，Gartner提出的十大技術趨勢技術

執行任務，並利用人工智慧做出更進階

代記憶體的需求。

都有半導體業者能切入之處，其中因

的行為的實體物件，同時能以更自然的

根據資策會MIC的統計，目前次

方式與周遭環境還有人類進行互動。人

世代記憶體僅佔整體記憶體出貨量的

工智慧正帶動新型智慧物件如自動駕汽

0.15%，預估至2020年將成長至3%，

車、機器人和無人機的技術進展，也為

且2015~2021年次世代記憶體的

許多既有物件強化功能，例如連結物聯

CAGR將達139.8%。周士雄指出，未

網的消費性與工業用系統。

來應用市場對記憶體製程微縮及效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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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Hz、4 GHz & 6 GHz模式
• 卓越的相位雜訊性能
• AM、FM、ΦM、PM & 掃頻
• 方波時脈輸出
• 乙太網路、GPIB與RS-232介面

剛變得消費得起！

記憶體市場強強滾

看似不會中斷，一般企業除了從自己

未來智慧物件內建自然使 用者介面後
的晶片架構
來源：Gar tner

射頻訊號產生器

鄭雅君進提醒，未來的智慧物件

要求持續提升，如車用需要高速嵌入

如人們不可或缺的智慧型手機，一定

式記憶體，物聯網產品需要低功耗嵌

會內建自然使用者介面(NUI)，甚至比

入式記憶體，可見嵌入式記憶體的研

使用者還要聰明，因此手機內部晶片

發對記憶體供應商來說將是2018年或

SG382 ... DC至2GHz

$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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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瞭望2018

聚焦：瞭望2018

高層觀點—
擁抱半導體產業成長的新動力

未來重要面向。而針對嵌入式記憶體
的需求，晶圓代工廠和封裝業者包括
三星(Samsung)、台積電(TSMC)也
已開始發展eMRAM與eRRAM技術。
在記憶體市場趨勢面的部份，
DRAMeXchange研究經理黃郁璇表
示，從應用裝置來看，智慧型手機一

2017年，全球半導體產業經歷晶圓、記憶體、晶圓代工與被動元件等半導體持續漲價，特別是DRAM、NAND Flash等記憶體晶

直都是佔記憶體出貨量最大的類別，
這是由於手機導入人工智慧要比人更
聰明，或是要顯示4K或8K影像畫質，

片的漲幅更大，而且這種趨勢還在蔓延中。另一方面，物聯網(IoT)、汽車電子、人工智慧(AI)等晶片需求快速成長，成為半導體
2015~2017全球記憶體市場規模

來源：資策會MIC

或是執行其他新興應用，應用處理器

於具備單一工作負載且高效能運算的

效果；Google採用的伺服器晶片內建

的效能就得持續提升，直接促使記憶

伺服器的需求會越來越高，如此才能

ASIC，但由於ASIC無法調校，因此英

體容量也須提高。而這也讓DRAM平

處理龐大資料量，實現更多應用。

特爾在自家伺服器平台將搭載FPGA，

均漲幅在2017年已經超過四成，2018
年DRAM的價格仍將向上攀升，呈現

產業成長的新驅動力。
人工智慧對於半導體產業的影響逐步顯現，包括系統廠商、EDA/IP供應商、晶片商都在2017年針對人工智慧應用推出新一
代的架構和產品規劃，預計人工智慧帶來的影響將在2018年持續擴大。
除了人工智慧，2018年還將延續5G、物聯網、自動駕駛以及AR/VR的熱度？哪些技術將會有新的突破？半導體產業還將出
現哪些新的變化？……半導體產業的高層主管將與讀者分享最新觀點。

未來伺服器主處理器內建的晶片FPGA
伺服器市場不可輕忽

將超越ASIC。

智慧型手機、個人電腦(PC)在

「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的情況。

實現物聯網的願景

記憶體需求不可忽略的一匹黑馬是

2018年的表現大約會與2017年「差

產業整併仍將繼續

伺服器。黃郁璇認為，在手機內建的

不多」，不過，伺服器可以是業者另

最後，洪春輝表示，無論2018年半導

人工智慧技術須和雲端結合，此時很

闢蹊徑的目標市場。劉家豪認為，除

體或ICT產業如何受到人工智慧議題的

需要伺服器即時運算的支援，整個架

上述提到的需求面之外，Arm陣營處

影響，朝智慧化邁進，近幾年持續不

雖然物聯網(IoT)已然成熟，但也伴隨

和尋路的信標，或使亞馬遜(Amazon)

構相輔相承，才能提供使用者最佳化

理器積極進軍伺服器市場，即可看出

斷的產業整併潮，在2018年仍會再度

著一些成長的痛苦。安全問題、智慧

的Alexa可在每個房間使用揚聲器，而

的服務或功能。目前智慧型手機內建

伺服器對半導體業者來說將是未來重

發生。比如2017年底最受矚目的博通

家庭產品採用率低於預期，以及IoT

Sengled推出的LED燈泡，可以利用智

記憶體主流容量為8G，但2018年伺服

要商機所在，台灣伺服器代工業者在

(Broadcom)欲收購高通的消息，雖然

生態系統分散等，都是業界面臨的一

慧型手機控制整合的揚聲器。

器記憶體容量可望上看10G，且沒有

這一塊雖已卡到不錯的位置，但還是

現階段雙方「條件」尚未談攏，最終

小部份挑戰。儘管存在這些障礙，我

連網照明廣泛部署的理想地點為商
業環境，如機場、醫院和購物中心。

Michele
Grieshaber
全球行銷長
Silicon Labs

在2018年是否真正發生，仍待觀察。

們預計2018年及後續的IoT市場仍將

在伺服器關鍵處理器元件的部

此外，除了晶片業者的整合浪潮

持續強勁成長。到2025年時，估計

這些大型的連網照明應用對於節能、

DRAMeXchange分析師劉家豪表

份，劉家豪指出，X86架構仍是市場

不斷，服務供應商或是電信業者也在

連網裝置的配置將高達700億台。麥

安全以及建築管理人員和政府帶來了

協定之間動態切換，同時處理最終的

示，伺服器對記憶體需求量不斷攀升

主流，2017年英特爾(Intel)與AMD在

往產業集中化的方向發展，購併潮後

肯錫(McKinsey)最近的報告估計，這

顯著的投資效益(ROI)。隨著連網照

應用程式碼。單一多重協定SoC可以

的主要驅動力來自雲端、資料中心、

伺服器處理器的市佔率已接近100%，

續發生的效應，亦為台灣ICT或半導

些裝置將為全球經濟貢獻約11兆美元

明的價格不斷下降，消費者將直接受

分時使用CPU、記憶體和RF天線，進

網際網路資料串流與企業伺服器機房

2018年仍是如此，只有英特爾與AMD

體業者須關注的部份。洪春輝認為，

的價值。Gartner也預測，到了2020

益於環境照明的便利和操控，使他們

而使無線子系統物料清單(BOM)的成

對於伺服器效能的要求提升。其中，

各自市佔率有所消長。

博通若是成功購併高通，將佔據多數

年，IoT技術將嵌入於95%的新興電子

能夠調節光線，增強睡眠品質、健康

本和數量規模減少高達40%。

網通晶片市場，不過台灣IC設計業者

產品設計中。

和生產力。

容量上限，預計5年後，會超越智慧型

要審慎小心應對市場變化。

手機成為DRAM採用量最高的裝置。

此外，伺服器主處理器平台架構也

資料中心的建置佔伺服器需求量的最
大宗，這是由於未來的所需傳輸及處

會有些許改變。如GPU已開始進入伺

仍可能受益於客戶轉單效益，而有不

理的資料量會一直暴增，資料中心對

服器主處理器市場，提供加速運算的

錯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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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主要晶片設計廠在網通與物聯網技術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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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資策會MIC，2017年11月

網狀網路(mesh network)在家庭

互連照明是IoT市場的亮點。越來

硬體和軟體技術的最新進展可讓

和商業安裝的連接設備已成為主流。

越多的家庭和商業空間燈具正轉換為

新的IoT功能以最低的成本增加到LED

亞馬遜採用Zigbee技術推出的Echo

LED技術，為感測器、控制器和燈具

燈等產品中。多重協定技術是IoT無

Plus反應了主流消費者對mesh應用

的連接提供了一個平台。在未來幾年

線連接的未來，因為它實際緩解了缺

的市場接受度日益成長。Zigbee已被

中，我們將看到雲端分析和智慧的增

少單一標準的連接問題。使用多重協

用於許多智慧家庭和連網照明產品，

加，並且具備可根據照明網路資料進

定SoC創建的裝置能夠經由藍牙低功

在美國和英國也被廣泛應用於智慧電

行決策的能力。

耗(BLE)與智慧型手機的介面進行連

表應用領域。2015年出現的802.14.5

結，以執行裝置的調整、添加或刪除

mesh堆疊Thread，由於與Nest和

元件以及控制網路上的裝置。

Google的聯盟而獲得了巨大的成長動

智慧型LED的激增使照明設備添
加藍牙或Wi-Fi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並
普及為連接家庭的網路。這將使照明

IoT的市場趨勢是以單一無線SoC

能。隨著eero Wi-Fi路由器的推出，

設備能支援其他應用，例如佔用偵測

取代雙晶片的架構，並且能夠在多個

首批Thread支援的產品已經上市。藍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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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mesh技術於2017年7月的崛起，也

裝置數據傳輸，以及信標式廣播等。

部署，這種趨勢將會增加。為了讓這

全的需求十分迫切，例如智慧聯網車

並具有智慧，由此產生的巨量資訊對

展望2018，科技的飛速進步為我

凸顯IoT mesh的發展趨勢。

藍牙mesh為大規模網路應用增加了

些IoT產生的資料更有意義，最佳方式

輛與新能源車已經被列入《中國製造

資料的即時處理和運算也提出了全

們帶來無限可能。無論是物聯網、雲

每一種mesh技術都有其優勢和最

「多對多」通訊，包括資產追蹤、家

就是利用人工智慧(AI)系統。

2025》發展規劃，代表汽車電子市場

新、更高的要求。在雲端運算方興未

端運算，還是邊緣運算、人工智慧的

佳應用案例，所以我們不會只看到一

庭和建築自動化、照明、信標和智慧

將創造更多的合作發展機會。

艾的同時，邊緣運算正得到越來越多

發展，都將對製造業、城市管理、交

種mesh標準。Zigbee已經有十多年

電錶。

的關注，可能成為物聯網時代的新成

通運輸以及居家生活產生深遠影響。

長動能。根據市場研究公司IDC預測，

未來，恩智浦將攜手更多大中華區產

到2021年，將會有43%的物聯網運算

業鏈的夥伴，致力為人們建構一個更

在邊緣完成。

加智慧、安全、便捷的生活環境。

新技術讓AI功能更貼近於網路，
使IoT終端節點變得更智慧化，新的應

的歷史，建立了豐富的叢集庫或應用

隨著IoT應用的終端節點數量不斷

用能夠在本地進行關鍵處理和控制決

層(現稱為dotdot)，可以使許多不同

增加，安全仍然是急需解決的關鍵問

策，並且比雲端的延遲時間更短。IoT

邊緣運算將成為物聯網時代成
長動能

類型的裝置(從燈泡和開關到門鎖)相

題。阻止未來IoT受攻擊的最有效方法

可加速智慧化普及、對工廠設備進行

物聯網爆炸性的發展使一切裝置互連

互通訊。Thread是基於6LoWPAN和

是保持領先對手的競爭能力。隨著攻

預測性維護、協助產業最佳化生產

IPv6技術建構而成的，雖然缺少應用

擊者不斷改進技術並發現新的漏洞，

力、讓消費者和醫生即時掌握穿戴式

層，但它利用Zigbee dotdot實現了裝

設備安全性的發展必須與時俱進。

裝置產生的生物測量數據，以及協助

掌握市場動態

迎向成功的未來

儘管安全問題不斷受到關注，IoT

智慧城市預防事故並提高照明和運輸

藍牙mesh為大眾提供網狀網路服

革命仍在持續發展。未來幾年，IoT將

效率。隨著IoT與AI協同作用日益增

務，包括從用於連續語音/音訊串流傳

成為地球上最大的數據來源。數十億

強，改善生活和改造工業的可能性無

輸的傳統基本速率/增強數據速率(BR/

個感測器節點向雲端發送大量資料並

可限量，而我們則正處於這場革命的

隨著時序進入2018年，包括物聯網

次大規模部署，因此這一年將成為5G

EDR)，到用於低功耗版本的裝置對

進行處理和分析，而隨著更多節點的

浪頭上。

(IoT)、5G、人工智慧、自動駕駛與

技術發展的里程碑。除此之外，3GPP

AR/VR等在2017年已經非常熱門的領

打算提早一年實現5G計畫，因此2018

域，預計到了新的一年仍然會炙手可

年將可見到蜂巢式基礎設備加速向

熱。而且，其中一些市場區隔的範圍

前邁進，各種解決方案迅速發展，為

十分廣泛，例如5G和物聯網技術，因

2019年的部署作好準備。前五大基

此，我們在2018年仍然會在這些市場

地台OEM中的三家已取得CEVA的授

領域發現值得留意的新動態。

權，將在其5G ASIC設計中採納CEVA

均在其智慧型手機上增加了神經網路

的DSP，其中包括中興通訊。

功能，顯示該市場即將起飛。神經網

置對裝置和網路互通的性能。

2018年半導體產業前瞻與觀察

Richard
Kingston
投資者關係及
公共關係
副總裁
CEVA

共贏發展的重要途徑。在過去一年，

窄頻物聯網或稱NB-IoT技術(通

恩智浦半導體(NXP)延續了合作共贏

常歸類為蜂巢式技術和物聯網範圍)是

聲音是2018年的另一個熱門話

路難以利用訓練來產生，而要配置在

的發展理念，與小米、百度、阿里巴

將物聯網設備連接到蜂巢網路的低傳

題。無論是Alexa或中國北京靈隆科技

嵌入式設備中則更加困難。CEVA開

巴、長安汽車、廣汽集團等企業在智

輸速率技術。傳統的LTE是用於智慧

(Linglong；京東和科大訊飛合資企業)

發了特殊的處理器、加速器和軟體框

慧家庭、行動支付、連網汽車、物聯

型手機和其他需要在蜂巢式網路高速

的叮咚等語音助理產品，一直到使用

架，並已提供授權，期望大幅簡化嵌

著行動網路、雲端運算、大數據、物聯

網等領域展開廣泛合作。國際合作與

傳輸資料的設備，但NB-IoT卻截然不

神經網路進行語音生物辨識的家用安

入式設備中的神經網路部署。2018年

網、人工智慧等新一代資訊技術向經濟

產業融合有利整合全球優勢資源，提

同，它的功耗極低，發送的資料量非

全系統，以至工業應用，為了要在這

預計將可看到很多這樣的產品上市。

升產業水準，促進大中華區半導體產

常少，是高效率的連接技術，因此更

一系列的應用中聆聽、解讀、淨化和

台灣有許多客戶使用了CEVA的電腦

全球半導體產業在歷經兩年的波動和
調整後，2017年重新進入快速發展
的階段。市場研究機構Gartner和IC
Insights對於2017年半導體市場的營收
成長預期分別達到22%和19.7%。伴隨

社會各領域加速滲透，我們的世界正走

鄭力
全球資深
副總裁暨
大中華區總裁
恩智浦半導體

兆新台幣，成長率為3.5%。

向「萬物互連」的時代，為半導體產業

資訊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大中華

業快速推動供給鏈結構性的改革。而

適合於需要使用電池來運作一段很長

分析聲音，可以配置智慧聲音處理器

視覺和神經網路技術，包括聯詠科

帶來更多的機遇和空間，也影響半導體

區實現創新發展、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在合作過程中，國際半導體企業亦得

時間的連接設備。

來監視機器的異常噪音，這些噪音往

技(Novatek)和凌陽科技(Sunplus)，

產業的發展走向。

的重要方式，並一直受到長期高度重

以更有效地將領先的技術和產品與大

往可以顯示問題所在。

預計在來年將會見到先進的神經網路

視。中國十九大報告中即指出要「推

中華區市場的需求相連結。

中國移動(China Mobile)現正積
極推動這項技術，並投資升級其鋪設

2018年還有其他熱門話題，包括

的網路以支援NB-IoT技術。目前有數

更多電腦視覺和人工智慧技術將會用
於智慧型手機。

產品。

加深生態融合是產業共贏發展
的必然趨勢

動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和實
體經濟深度融合」，台灣前瞻基礎建

汽車電子市場將持續升級

十家半導體公司正為NB-IoT技術市場

大中華區市場已經成為並將繼續是全

設計畫中也強調數位建設的重要，並

作為人工智慧的一個重要發展領域，

開發解決方案，預計2018年這個市場

此外，在2018年，我們將可見

果可能會對競爭、定價、技術可用性

球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成長動能。以中

透過推動「亞洲 • 矽谷」計畫順應趨勢

汽車的智慧化和新能源趨勢，意味著

將會迅速發展。例如，中興通訊(ZTE)

到神經網路在許多終端市場和產品中

等方面產生影響。另外，中國和台灣

國市場為例，近三年來中國半導體市

發展。作為資訊與通訊技術的基石，

汽車在感知技術、傳輸技術、處理技

的一個晶片組選用了CEVA的IoT處理

的使用迅速增加。這技術在過去的十

將繼續大力投資開發自己的半導體元

場規模都以超過全球20個百分點的速

半導體產業已經成為大中華區極具戰

術、電池管理以及運算能力等各方面

器，目前已準備好進入這塊市場，明

二個月已經突飛猛進，2018年將可

件產業，2018年將出現一批在其專有

度快速成長，而身為半導體產業焦點

略的新興產業。

的全方位提升，將為汽車電子市場帶

年將會有更多公司跟著投入。

見到大規模市場部署，其中不僅包括

領域裡掌握先進技術的中國和台灣新

在產業面也會出現變化，我們可
望看到電子業中出現更多的併購，結

的台灣，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加強國際合作將成為大中華區半

來廣闊的發展前景。特別是大中華區

在5G方面，2018年在韓國舉行的

視覺以及聲音，甚至還有無線通訊。

公司。我們已經和一些這樣的公司合

預估，2017年台灣半導體產值將達2.4

導體產業與全球IC產業生態體系融合

市場對智慧交通、綠色移動、道路安

冬季奧運會將會是5G網路和設備的首

近來，蘋果(Apple)和華為(Huawei)

作，並且期待分享他們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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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連網的世界：2018年9大關鍵技術預測
今年是各種技術展現顛覆性進展的一

和研究也將開放給各種商業應用，讓

年。業界在物聯網(IoT)、自動駕駛車

前所未有的「新」頻寬問世。

等領域的持續發展以及一連串的安全漏

推動物聯網產業縱深發展的要素
的資源來快速對接多樣化的第三方系

物聯網(IoT)近年蓬勃興起，引領顛

Jay Alexander
資深副總裁兼
技術長
是德科技

覆性的產業變革與商業價值。根據
Gartner預測，到2020年將有204億

張南雄
大中華區總裁暨
聯合創辦人
Ayla Networks

統顯得非常吃力。未來與IoT平台間
的連接需要實現低成本、快速部署、

著2017年邁向尾聲，我們將會在一年

混合光子積體電路快速擴展，
以支援高速通訊和電腦應用

看到哪些進展？隨著5G、自動駕駛車

資料中心的傳統電氣/光學資料傳輸介

加。必須承認，IoT並非一項「錦上

戰將促使越來越多的製造商選擇與可

和區塊鍊等技術的不斷快速發展，我們

面相關的電源需求，已逐步逼近其實

添花」的技術，而是傳統產業轉型升

靠的IoT雲端平台供應商合作來降低自

正進入一個更加連網的世界，而2018

際限制。為了讓未來的資料中心交換

AR/VR遊戲興起

級的關鍵，將逐步成為支撐企業營運

大數據中挖掘出企業所需的模式、趨

年將引領我們迅速通往目標之路。

器能以經濟有效的方式突破25.6Tbps

這類的開發者套件預料將被廣泛應

與業務發展的基礎。

勢以及關聯性資訊，讓企業藉此找到

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

的傳輸速率，新的封裝技術即將問

用，進而帶動電玩遊戲以外的新應用

就這一領域的關鍵技術與最新發展趨

世，使得各種不同的光子和交換器

問世。在製造、營運、服務與支援，

勢，提出一些重要的預測與觀察。

IC能緊密整合在一起。到2020年之

洞和攻擊方面不斷取得突破。如今，隨

個裝置連網，帶來每年2.9兆美元的
市場，這個數字可能還會持續快速增

高拓展性及全球覆蓋的同時，企業還
要能夠將維護負擔降到最低，這種挑

行研發的風險與成本。

更加明智的管理機制、產品規劃或商

整合解決方案克服IoT挑戰

IoT推動企業營運與服務升級

業策略。而有效數據的累積也需要一

完整的IoT架構分為四個層面：感測

以及培訓等領域的應用，將有助於建

面對技術與市場的同步成熟，IoT正

個長期的過程，依照目前的趨勢，預

層數據收集、網路層數據傳輸、平台

前，這項技術不大可能進入大規模的

構穩定的生態系統，因為擴增實境

處於快速起飛的發展期，各種連網裝

計未來1-3年內IoT市場將會逐漸成熟。

層數據處理與儲存，以及支持應用層

區塊鏈迅速成長

商業部署，但2018年業者將積極進

(AR)可大幅改善需要人為判斷的複雜

置以及含有感測器的IoT產品將遠遠

區塊鏈(Blockchain)是像比特幣加密

行研發。

環境之間通訊。

超過人口數，蘊藏的數據如同一座巨

PaaS成為IoT雲端運算核心

而當前IoT產業的主要挑戰之一就在

大的金礦，創造新的商機與價值。產

作為承載設備、用戶數據的集散、處

於各廠商之間的標準不一，長期處於

品製造商可藉助IoT數據使生產管理

理和儲存中心，在任何針對IoT架構及

各自發展的分裂狀態。因此，一個好

流程最佳化，對硬體產品、生產和營

產業鏈的分析中，IoT雲端運算的典型

的IoT解決方案可以統整各種硬體、

貨幣背後的支援技術，具有相當強大

針對不同客戶及場景進行功能開發。

的安全性，預料將被廣泛採用。包含

太空發展進入商業化

金融、房地產、教育和醫療在內的

民營企業正迅速改變人類在太空領域

自動駕駛車將迅速發展，但挑
戰也將伴隨而來

產業，未來將陸續推出採用區塊鏈技

的探索與利用。過去，中央政府資助

過去幾年間，無人駕駛車已有相當重

運系統進行升級改造。透過產品所產

層級——平台即服務(PaaS)被視為其

軟體和通訊技術層級間的合作，將設

術的智慧安全合約。即使是成熟的產

控制與擁有衛星，同時還主導著太空

大的進展，但汽車產業未來不僅要克

生的數據可幫助製造商或是服務供應

中的核心環節。一個通用的IoT雲端在

備與用戶帶來的數據轉化成具備商業

領域的發展與運用。如今，儘管面臨

服技術挑戰，同時還要解決燃料、安

商洞察消費者的差異化需求，從而推

整個IoT生態層級擔負著承上啟下的任

價值的產物。IoT的複雜性和分化讓產

或專屬變化技術，以便驗證與國際處

著各項重大技術挑戰，但民間企業仍

全、通訊、保險和法規等實際問題。

出更多增值服務、訂閱服務、應用服

務，為終端裝置和垂直應用提供橫向

業沒有統一的標準，由於應用層必須

理標準的相容性。

積極地推動太空船和商業衛星網路的

在自動駕駛車普及之前，汽車製造商

務等創新的個性化功能以及更好的客

的平台服務，以便讓製造商或服務供

保持多樣性以便支援不同產業和需求

發射與運作，以便提供從即時天氣影

還必須因應道德挑戰，例如影響到保

戶服務，產出額外收益。

應商進一步開發不同場景的客製化應

的差異，目前幾乎不存在單一企業就

軟體無所不在

像和無所不在的全球網際網路存取，

險理賠和法律訴訟的事故責任等。自

另一方面，透過對連網產品的遠

用。同時透過雲端平台整合更多第三

能解決整個產業鏈所有的開發要求。

虛擬化技術推動了大規模的網路運算

到消費者太空旅行和小行星採礦等嶄

動駕駛車將由誰來承擔責任？產業亟

程診斷與故障修復，可以大幅降低製

方數據及連接生態系統，如目前火熱

我們看到必須聯合各領域的合作夥伴

革命，使得雲端架構快速興起，讓產

新的應用。

需制訂法規和標準來因應這些問題。

造商的維修、人力派遣等售後成本，

發展的各種語音控制等，從而實現智

共同建構完善的生態系統，才能為企

即時的偵測、預測等機制也可為消費

慧裝置間的互通性以及多樣化功能的

業提供真正有效的IoT解決方案，讓

業，也可能開始採用這項技術的授權

業能以全新方法提供更具價值的事

薛丁格的貓在呼喚

電動車的推廣

者提供多元化服務。據Gartner預測，

相容應用。此外，全球部署的IoT雲

開發者可以在最短時間、最小成本下

速升溫，未來電子系統將廣泛採用這

安全的長距離通訊將出現重大突破。

動力傳動系統、控制系統和電池技術

隨著越來越多企業或消費者導入IoT，

端平台還能幫助企業對接不同國家的

推出安全可靠的連網產品。

個概念，促使應用效能和價值的新突

量子力學所描述的物理現象，理論上

的突飛猛進，使得電動車的行駛距離

到2022年時每年可省下1兆美元的鉅額

標準、法規及使用習慣，快速適應當

隨著IoT的全面普及，廣泛的覆蓋

破。將傳統方法以全新方式進行分解

可實現超長距離的安全通訊，因為量

已接近於傳統以引擎驅動的汽車。未

支出。除此之外，人工智慧(AI)領域的

地市場，幫助企業實現可靠的全球化

區域及大量的連網裝置使得IoT時代

和重組之後，高效能的客製化硬體以

子通訊幾乎完全無法被篡改或竊聽。

來電動車的成長率將超出預期，使得

深度學習也需要大量的數據訓練才能

營運服務。

的安全問題變得更加嚴峻，各種數據

及靈活的軟體，將得以進行最佳化。

如果有人試圖攔截或修改這類通訊內

競爭更為激烈，但也因而帶動了基礎

真正達到「智慧」的效果，而持續產

IoT雲端平台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戰

資訊可能會面臨大規模、具破壞性的

容，則發件人和預定的收件人都將收

設施的發展以及成本的降低。為了支

出大數據的IoT將是幫助AI演算法升級

略要地，在產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攻擊。對於導入IoT的企業，在衡量

到安全漏洞通知。(薛丁格的貓—

援此一良性循環，業界將持續投資於

的重要推手。

過去，很多企業都希望開發自己的雲

產品成本和上市的規格需求，對於安

Erwin Schrodinger's Cat是奧地利物

氮化鎵(GaN)、碳化矽(SiC)等寬能隙

IoT帶來的數據具備很多已知或未

端平台，但自行研發的高昂成本以及

全的保障顯然更應該放在首要位置，

的頻率推進，預料將使得毫米波

理學家埃爾溫 · 薛丁格試圖證明量子

(WBG)半導體技術，進而實現外觀尺

知的商業價值，但數據本身需要進一

不確定性給企業帶來極大負擔，甚至

我們建議在產品的部署前必須妥善設

(mmWave)頻譜被廣泛用於5G到自動

力學在巨觀條件下的不完備性而提出

寸和功耗效率的突破，推動這一趨勢

步分析處理。已經採用IoT的企業下一

拖累整體的戰略。此外，不同系統之

置安全功能並加強安全保護機制，企

駕駛車等應用。傳統的國安政府通訊

的一個思想實驗。)

更快速發展。

步將著重於數據管理，從分析與處理

間的整合需求變動快速，用企業自身

業的信譽才能獲得保障。

物。隨著此一趨勢在網路運算領域急

CMOS促成毫米波頻譜商業化
隨著經濟有效的CMOS不斷向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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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供需仍緊張 但新增產能將緩慢陸續到位
供應鏈安全成為2017年電子產業最

海力士等巨頭聯合降價的可能性極大。

矚目話題。從記憶體晶片開始的供應

2015年至2016年新建的眾多晶

緊張已經蔓延到多種品類，近期，積

圓製造產線也將於2018年開始進入量

層陶瓷電容(MLCC)等被動元件價格

產，這將為晶圓代工市場帶來價格壓

上漲勢頭尤其猛烈。然而，這波供應

力，但晶片供應也相應增加了。

展望2018

技術融合催生新應用
運算，因此2018年業界將加速提升對

預計在2018年，5G蜂巢式網路、物

田吉平
亞太區市場與
商務拓展
副總裁
貿澤電子

聯網(IoT)、人工智慧(AI)和機器學
習、自動駕駛以及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AR/VR)仍將繼續成為熱門話題，但
我們將會看到這些技術之間發生技術

Clark Chow
全球銷售及
行銷事業部
中國區
銷售總監
Molex

於繪圖平台的興趣，並促成繪圖處理
器通用運算(GPGPU)—即所謂通用
GPU的發展；這種GPU針對非繪圖的
運算操作進行最佳化，可在大量平行

緊張卻並非源自需求大幅成長，自智

在需求端，5G將開始商用部署。

慧型手機趨於飽和以後，業界尚未出

全球通訊大國多宣佈在2020年以前實

現可以拉抬半導體產業顯著成長的新

現5G商用網路部署，因此2018年是

技巨頭、半導體廠商與汽車廠商在無

提供支援(例如可達100公里)，所以

如慣性測量單元(IMU)等感測器。在亞

探勘，現正推動著對於GPU平台的高

興應用。

5G產業發展特別關鍵的一年。作為半

人駕駛領域都投入了眾多資源，但無

在物聯網和自動化技術方面擁有巨大

洲，中國的新公司預計在2018年也將

度需求，並將在2018年繼續進展。

缺貨漲價主要原因出現在供應端。

導體第一大應用市場，通訊市場開始

人車商用化還會涉及很多監管問題，

的潛力。機器人將成為核心議題，而

在快速擴張的LiDAR市場上爭搶一席

在2018年，以GPU為基礎的系

首先，快閃記憶體(flash)體製程從2D

商業化部署5G，對半導體產業影響巨

反而由於環保壓力，電動車發展受到

自動駕駛車輛本質上也是機器人技術

之地。根據Technavio的市場分析師預

統將專用於特定的運算密集型任務與

向3D轉換過程不順利，使得快閃記憶

大。5G主要有三大應用場景，即增強

各國政府鼓勵，包括中國、德國在內

的一個專門分支。如果5G可以支援低

測，截至2020年，全球汽車用光達感

負載，此類應用採取嵌入式設計、

體晶片供不應求，這是這輪行情的發

行動寬頻通訊(eMMB)，主要針對手

的多個國家已經在制定燃油車禁售時

至1毫秒的延遲，那麼它將成為這些

測器市場年複合成長率將超過34%。

結構複雜，需要先進的高性能運算

起點；其次，連續兩年千億美元級的

機類行動設備應用；大規模機器類通

間表，中國工信部指出，從2018年到

新技術的關鍵。

重大併購後，交易完成的公司在2017

訊(mMTC)，主要針對物聯網應用；超

2020年，新能源汽車銷售佔比要求分

5G技術預計將以毫米波(Millimeter

年開始深度整合，重疊產品線合併，

高可靠低延遲通訊(uRLLC)，主要針對

別為8%、10%、12%，這將帶來新

低毛利產品線關停或出售，使得客戶

汽車電子及工業應用。這三個場景將

選擇變少，原廠定價能力增強；第

催生不同類型的終端晶片，5G商用化

三，晶圓等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價

部署成功以後，將為當前行動網際網

從供需兩端來看，2018年元件

格壓力逐漸向下游傳導。

路、物聯網及汽車產業帶來更多商業

供應鏈錯綜複雜。一方面，近幾年開

模式，並最終促進終端產品的銷售。

始的產能建設，在2018年將開始開

當短缺狀況被市場承認之後，客

融合。例如，由於5G承諾可在極低的
延遲下，在相對較長的距離上為通訊

處理器上良好運行。相關應用包括機
器學習、人工智慧，以及加密貨幣的

平台每週7天、每天24小時全天候地

在場感應

提供關鍵任務級的精密度。Molex可

Wave；mmWave)頻率實現— 通常

藉著採用創新性的「在場感測器」

以供應多種板載級別的互連系統，支

能源汽車銷量的進一步成長，並拉抬

在24-30GHz，而這要求同軸電纜具

(occupancy sensor)，智慧家庭對安

持這一類空間緊湊的機架和底盤運算

相關產業鏈需求。

有極高的訊號完整性。例如Molex的

全性和便利性的監控系統將迎來革命

密集型環境，例如，最近剛剛推出的

軟性微波電纜元件等，就是設計用於

性的變化。這一類感測器在2018年的

Pico-EZmate超薄1.2毫米螺距線對板

實現以此性能運行的產品。

發展形式將是整合到單一晶片的全套

連接器。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衝

戶出於供應安全考慮，常傾向於多下

2018年亦是人工智慧(Artificial

花結果，這會緩解供應壓力；另一方

高需求的感測器產品

擊雷達。該技術可用於實施高精密的

高需求的寬能隙方案

訂單，保持一定庫存以降低供應風險

Intelligence；AI)產業發展的關鍵一

面，5G、人工智慧、汽車產業以及物

汽車產業將推動對於大量感測器的需

電磁感測器，進行人體的生命徵象監

業界對新材料的興趣在2018年還將繼

及漲價風險，這樣就放大了需求，使

年，備受資本追捧的人工智慧新創公

聯網等產業都體現出良好發展勢頭，

求，而消費性領域的超行動設備亦

測，以及提供環境監控、工業和家庭

續，尤其關注氮化鎵(GaN)和碳化矽

得供需矛盾進一步加劇。

司將迎來考驗——產品能否落地？影

這將拉抬需求成長，進一步增加供需

然。隨著物聯網在2018年不斷發展，

自動化等新穎的感測器應用。

(SiC)之類的寬能隙半導體，這兩種半

像辨識和語音辨識仍然是人工智慧最

缺口。

也將對各種感測器陣列提出需求。

2018年元件供應狀況可從供需兩

在場感測器採用非侵入式的感測

導體都能夠在極高的工作溫度下保持

容易商業化的兩個方向，從概念、演

但產能釋放是一個緩慢過程，所

印刷電子技術正為感測器的部署

器，在保證完全隱私的情況下採集相

夠寬的能帶隙，使其極適合汽車電子

在 供應端， 記 憶 體 產 能 將 獲 得 擴

算法到產品原型，都還是只以數字指

以供應緊張情況至少還會延續到2018

提供突破性的解決方案，例如Molex

關的資料，可以提高生活品質以及個

使用，因為這類應用都要求高電壓高

充。據市場分析機構IC Insights的資

標說話，一旦產品化將面臨更多商

年上半年。自去年出現供應緊張以

的Soligie印刷型電子元件具備了在塑

人的舒適度與人身安全。該技術將

電流(HVHC)的電子元件在引擎環境的

料，三星半導體在2017年的資本支出

業上的挑戰。不過在影像和語音應用

來，貿澤電子(Mouser Electronics)

膠、紙張和金屬箔片等柔性基板上製

傳統感測器的全部功能合而為一：可

高溫下運行。

將達驚人的260億美元，其中140億投

上，人工智慧技術已經表現得非常成

根據市場情況提前備貨，對特別緊缺

作元件和互連系統的優勢。對於需要

以檢測存在與否、距離、接近度、手

對電動車和混合動力汽車來說，

入快閃記憶體，70億美元投入動態隨

熟，這些人工智慧初創公司的產品如

的元件會設置保護，每張訂單數量不

大量感測器的微型化產品與設備的設

勢，並且可以穿透各種不同的材料來

使用碳化矽基二極體之類的高壓SiC

機存取記憶體(DRAM)。在2017年第

果順利被市場接受，不僅將進一步推

能超過限額，以確保中小企業及設計

計來說，這一類印刷型電子元件可望

進行檢測。此外，它們還可以穿過牆

元件，可實現增強型功率因數校正

二季財報會議上，海力士(SK Hynix)

升人工智慧產業的熱度，也會為半導

工程師能夠買到所需的元件，及時完

成為主要的優勢之一。

壁，看到另一房間內的物體；可以

(PFC)電路，並且改善車載電池充電

也表示準備增加DRAM產能。雖然美

體產業帶來新的成長點。

成產品設計。

穿透地面，還可以採取隱藏的佈置方

器(OBC)和電池管理系統(BMS)的性

式，提高美觀效果，或者防止篡改。

能，進而在整體上提高功率變換和功

方面來考量。

到了2018年，無人駕駛車和先進

光(Micron)表示無意增加DRAM產能，

在行動設備成長趨於飽和後，汽車

貿澤相信，在2018年，5G、人工

駕駛輔助系統(ADAS)，以及空中三

但只要三星(Samsung)和SK海力士正

成為成長最快速的半導體應用市場，

智慧與汽車等應用將進一步拉抬半導

維地圖測繪與測量應用，都將對光達

式擴產，美光極有可能也跟進。

如無意外，2018年汽車半導體成長速

體需求，供應緊張仍將持續相當長時

(LiDAR)感測器提出需求。這類空中應

電子產業的變革

提供了Imperium HVH連接器系統，讓

中國廠商在記憶體領域也投入鉅

度仍將高居榜首。電動化與無人駕駛

間，但伴隨新增產能逐步到位，半導

用將逐漸採用各種可以節省成本的無

由於繪圖處理器(GPU)採用「大量平

混合動力車和電動車在極端衝擊和振

資，一旦中國廠商產品上市，三星、

給車載半導體帶來更多想像空間，科

體市場終將達到供需平衡。

人機(UAV)，而UAV本身需要使用眾多

行處理」架構，其設計重點在於浮點

動條件下安全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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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系統設計實現移轉

擁抱IoT/AI商機

旦無線產品品質把控不嚴，將產生一

藉由日韓奧運會之東風提前商用化。
隨著2017年AlphaGo擊敗圍棋

物聯網(IoT)、自駕車、人工智慧/深

統開發等不同領域的設計團隊都是各

選手，激起大眾對於人工智慧——深

度學習等技術的快速進展，為半導體

自獨立運作，然而到了系統級設計時

度學習功能的重新審視。 其實AI技

產業帶來了全新的發展動能。與以前

代，由於各單元之間的相互影響日益

的PC或行動電話時代不同，產業的成

顯著，系統設計必須涵蓋晶片、封裝

長不再是由單一的‘big thing’所驅

與電路板的整體考量。

宋 安
台灣區總經理
Cadence

萬物互連的關鍵就在於連網。一

支援，才能夠大規模部署。而5G也將

Richard Hsieh
全球銷售
副總裁
LitePoint

系列骨牌效應的不良後果。而對於龐
大的終端數量，如何將技術從想法轉
變為產品，再到量產商用的每一步中

術早已在無形之中滲入我們的生活各

都保證快速精確的測試，才能確保產

方面：藍牙音箱的方興未艾、蘋果

品準時發佈，掌握商業先機。

(Apple) Siri的日趨成熟… ，以及根

分析做出更精准的決策。 隨著物聯

在2018年，LitePoint將致力於

動，而是許許多多的‘little things’

以2.5D和3D先進封裝設計為例，

據使用者習慣的旅遊規劃、醫療輔助

網覆蓋越來越多的應用場景，這個世

持續提供解決方案而非單一硬體的策

所組成帶動。影響所及，我們也看到

它不僅止於矽晶封裝，還包含了整

與家庭教育的應用等，AI早已在提供

界將會被人工智慧所包圍。萬物互

略。此外，我們也將與更多本土企業

了資料中心與雲端架構，因應大數據

個系統封裝。因此，我們需要系統

優先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驗證工具

更好的生活體驗了。而在商業範圍

連，賦予萬物感知，從而開啟一個嶄

發展合作夥伴關係，共同面對技術挑

與資料分析的發展，正進行著巨大

分析、系統建模以及模擬。客戶不能

需更具靈活性，才能符合新一代產品的

內，更多公司也希望藉助大數據與AI

新的時代。

戰，在新的技術浪潮中佔領先機。

的變革。數據成為創造營收的重要資

一直等到設計定案了，才發現功率太

驗證需求。在IP方面，隨著晶片設計日

產，業者競相從IoT裝置與汽車收集各

高，或是存在訊號完整性問題。在

趨複雜，IP的重要性也越來越顯著。

種資料，進而推出各式的網路服務。

先進製程，重新設計的成本太過昂

除了提供系統業者所需的IP組合，IP

我們可以預見，工業IoT (IIoT)將會廣

貴，我們必須一次就設計成功。對

的品質也至關重要。透過在公司內部

泛應用，不僅帶來商機，更將重塑各

此，Cadence推出結合SiP佈局、時

持續推動創新，開發新一代的工具與

個產業的樣貌。

序簽核、實體驗證系統、封裝分析以

IP，可望滿足客戶最新的設計需求。

及互連設計，因應先進2.5D/3D封裝

例如，針對最熱門的機器學習，我們

2017年中沉寂6年(前一次是指2011年

的設計需求。

推出首款可擴充神經網路DSP IP核心

日本地震引發的半導體相關原料與晶

Tensilica Vision C5 DSP處理器，可

圓廠供應鏈短缺)的半導體供需情形，

加速邊緣裝置導入AI功能。

由於先前較於保守的設備投資、投產

這些發展對EDA來說，有幾個
重要意涵。首先，機器/深度學習

在低功耗的連網世界中致勝
一晶片單一軟體套件多重通訊協定支

陳俊志
區域業務經理
Nordic
Semiconductor

援，以及出貨後具備漏洞或韌體更新

將會在設計領域扮演重要角色。在

另一方面，電子產品的功率密度越

Cadence，我們正大量導入深度學習

來越高，局部溫度升高引發電子訊號不

技術，使設計能更快速、更正確地完

穩定的效應日益嚴重，因此在系統級設

汽車市場則是另一個亮點。新一

備貨以及新興應用的強勁需求，明顯

成。第二，隨著設計複雜度的日益攀

計中，電與熱共同分析與設計已是不可

代汽車電子系統的開發必須遵循ISO

出現反轉，進而形成漲價或供貨前導

升，客戶的需求也有了顯著的改變，

或缺的流程。Cadence透過為電子設

26262等功能安全標準，而EDA在此

時間拉長，半導體供應商開始正視如

汽車的概念時程表，並結合傳輸車內

法國公司Sigfox及LoRA聯盟的

我們正從EDA公司朝系統設計實現移

計工程師提供一套熱感知分析工具，

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有鑑於

何因應未來的市場應用與供貨需求。

各項感測器數據達到車聯網概念。另

LoRAWAN。由於LPWAN應用特性鎖

轉，從IP、設計/分析工具、設計驗

可望為傳統的系統熱傳分析帶來全新

各式感測器將是自駕車應用的重要基

針對短距離無線通訊領域，低功

外，室內場域中連接雲端的網通設備

定在電池供電的節點可使用數年以及

證，以及特定應用流程等各層面來滿

的視野與不同的思維。

礎，我們也關注車用感測器的設計需

耗藍牙適用各類穿戴外觀易察覺產

不再只選擇單一的連線方式，而是結

長距離的基地台無線通訊，所以各家

此外，由於IoT興起帶動了多樣化

求，特別是高頻設計。Cadence重視

品，會漸漸轉換成不易察覺的衣著與

合各種常用無線連線，如Wi-Fi、低功

半導體廠商對於各項技術仍屬於自我

「超越摩爾定律」(More than

的大型垂直應用，如車用電子與深度

並投入資源於汽車市場，亦將建構堅

鞋類；低功耗藍牙中新興的mesh網路

耗藍牙、802.15.4 (Thread、Zigbee)

解讀選邊站的態勢；再加上市場生態

Moore)趨勢持續進展，使封裝與系統

學習的發展。除了功率、效能與成本等

強的生態系統，與夥伴共同合作，確

規格與IEEE 802.15.4可提供智慧家庭

或Z-Wave。

鏈與接受度尚未成熟，還需要經過實

級設計技術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基本要求之外，每項應用對於安全性、

保提供的EDA設計方案真正符合新一

各項感測設備裝置監控與組織網路能

例如，Nordic Semiconductor提

過去，IC、封裝與電路板，以及系

連接性以及現場升級能力的設計考量與

代汽車電子元件的功能安全需求。

力。此外，藍牙mesh網路與藍牙5更

足這些需求。

至於低功耗廣域網路(LPWAN)技
術方案中，最熱門的莫過於3GPP標
準中LTE Cat M1與LTE Cat NB1、

際市場商業考驗。

供的短距離無線通訊晶片與未來長距

然而，就過去以往電信技術演進經

是在智慧零售、建築物自動化、餐旅

離的蜂巢式物聯網(IoT)晶片，可應用

驗，最終仍會由需要電信營運商加持

業、智慧醫院、語音助理設備提供人

於各種新興領域。

的3GPP標準具有最久的存在時間。例

隨著短距離無線通訊所衍生的各

如，Nordic Semiconductor針對短距

種應用，或甚至延伸到節點與節點組

離通訊領域涵蓋從自有協定技術發展

自訂2.4GHz通訊協定的低時間

成網路的複雜度日漸提升，晶片解決

到標準技術，所以針對低功耗廣域網

延遲特性，讓AR/VR的使用者在人機

方案中能使用電池的極低功耗傳輸與

路中選擇LTE-M與NB-IoT深具信心，

工智慧(AI)前端感測數據與資料來源

透過測試在萬物互連時代掌握先機

補正能力等，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

的無線輸入選項。

在即將到來的2018年，全球半導體市

大幅增多。而5G、無人駕駛、人工

在2018年的物聯網領域，5G及AI

輸入裝置與頭戴顯示裝置間有了更順

單晶片前端演算處理降低資料流量、

也相信未來在建築物自動化、物流追

場預計將步入成熟發展期，隨著晶片

智慧、物聯網、AR/VR等終端市場商

將是推動市場發展的主要力量。物聯

暢與更舒適的使用經驗。智慧型手機

高度安全加/解密或具有支援高強度

蹤、能源讀表、消費型電子產品、農業

從技術層面的突破速度放緩，企業透

用化進程發展，將不斷推動半導體產

網與5G技術相輔相成，龐大錯綜複雜

支援低功耗藍牙的便利性，使得各大

加/解密運算引擎單元、可靠穩定並能

或環境監測、交通運輸與智慧城市及企

過併購保持市場競爭優勢的可能性也

業發展。

的物聯網裝置需要高速的蜂巢式網路

主要車廠訂定出使用手機解鎖無鑰匙

與不同廠牌智慧型手機高度相容或單

業零售等應用將會有顯著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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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DRAM存取技術倍增
超頻性能

在單一儲存單元上進行存取作業的波
形，上半部份是使用差動放大器的第
二代技術，下半部份是第三代技術，
此圖主要用於比較這二者完成讀取作
業所需花費的最長時間。當這一電容
器的儲存電壓(V storage)放電達到最小差
異電壓(Min. ∆V)時就必須立即進行更

湯朝景

新作業(即讀取)，所以此圖呈現有關
無疑地，微處理器的時脈頻率可以透

憶體的穩定性影響著微處理器的執行，

法來增加存取效率，因此增加了行位

讀取作業的最長時間就等於是更新作

過許多方式大幅增加，但卻受限於主

即使能夠對微處理器進行超頻也必須擁

址的位元寬度以選擇同列不同行的感測

業的最長時間。圖中標示有t precharge 、

記憶體的性能而必須降低其時脈頻率

有可配合大幅超頻的主記憶體，這就是

放大器與寫入驅動器。這種方法產生了

來維持電腦系統的穩定性。本文透過

超頻記憶體模組的用途。

叢發模式(burst mode)以及同列存取，

對應產品規格的tRP、tRCD、CL與

但並不會增加存取速度，並且還要進行

CWL。第三代技術無需tRP，除此之

同步傳輸作業，所以需要資料暫存器。

外，tRCD也很短暫且可由CWL替換
CL，因此存取速度接近SRAM，存取

對於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SRAM)單元

t read、t rewrite、t write，這些技術用語依序

圖1：SDRAM的簡要功能方塊圖

縮減佈局面積的研究，提出一種新的

資料傳輸介面

存取技術，可望提升動態隨機存取記

單倍資料速率同步動態隨機存取記憶

圖2顯示SDRAM的命令序列，主

憶體(DRAM)單元的存取速度。

體(SDR SDRAM)資料傳輸介面主要針

要參考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

對DRAM的存取特性，因為DRAM需要

產品型號為MT48H8M16LF (Mobile

圖4用於觀察SDRAM的命令序列對

超頻與記憶體的關聯性

經由更新作業來維持儲存狀態，並且在

SDRAM)的規格表而來。在各命令序

於不同存取技術所發生的變化，此圖用

提升供應電壓以及降低環境溫度有助

讀取期間需要額外執行回寫作業；雖然

列之中，最單純的命令序列是單一讀

於比較第二代與第三代技術之間的存

於增加微處理器、晶片組、主記憶體

在寫入期間沒有額外的作業，但也需

取以及單一寫入，由此可清楚SDRAM

取效率。SDRAM的命令序列有多種組

的時脈頻率，這是對於電腦系統執行

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儲存，這也相當

的基本作業規則。在圖中所表現的命令

超頻(overclock)的實體特性；微處理

於執行回寫作業的時間。由於DRAM

序列是先執行預充電(PRE)，然後活化

器、晶片組、主記憶體、主機板的整

的寫入以及回寫時間皆遠大於高速微

(ACT)，最後執行讀取或寫入存取(RD

憶體模組的性能則要額外考慮時脈時

一讀取以及單一寫入的命令序列來看

的差異。第三代技術的讀取時間(t read)

體電路設計，則是用於執行超頻的硬

處理器內部的時脈時間，所以SDRAM

或WR)，如此循環。

間與寫入時間的最小值，另外就是供

則能明白這二者皆要執行預充電，但是

很短，於是CL值可以很小，但受到差

體特性。此外，維持作業系統(OS)以

根據這樣的存取特性而設計資料傳輸

圖中，時脈時間(tCK)是從此次時

應電壓的最大值。

DRAM單元在寫入特性上不必進行預充

動時脈訊號以及DQM訊號的限制而不

及應用程式在執行時的穩定性，是在

介面的各種訊號與作業程序。SDRAM

脈邊緣至下次時脈邊緣為止的時間。

電，然而，這是為了配合叢發模式以及

能等於0；另外，即使CL值等於1也還

超頻之後的軟體特性。

在發展至雙倍資料速率(DDR)之後的

列位址選通預充電時間(tRP)是從PRE

資料傳輸介面的存取效率

同列存取而設計成相同的命令序列，所

有回寫時間(t rewrite )，所以第三代技術

在超頻進行中，某些應用程式會有

性能價格比皆優於其它資料傳輸介面

命令至ACT命令為止的時間。列位址

SDRAM的存取效率來自叢發模式以及

以在SDRAM的傳輸技術之下，軟體對

要以CWL值來替換CL值。

頻繁的數學計算以及大量的資料存取，

(如Rambus DRAM；RDRAM)。如

選通至行位址選通延遲(tRCD)是從

同列存取，並且由此達到資料傳輸介

於資料處理的設計也會影響程式碼的執

參考三星電子(Samsung)產品型號

這時可能發生超過晶粒封裝材料或外部

今，DDR SDRAM又區分為標準型以

ACT命令至RD命令或WR命令為止的

面的傳輸速度。如果要頻繁進入同列

行速度。如果電腦軟體未能針對叢發模

為K4A4G165WD的產品規格表，其中

散熱裝置的散熱效率，因此需要自動

及行動型。

時間。行位址選通潛伏(CL)是從RD命

存取那麼還要在軟體層級之上對資料

式進行最佳化，但又要提升執行速度，

有一規格是DDR4-1600(11-11-11)，

效率低於SRAM。

合，其中讀取命令至寫入命令(READ

圖2：SDRAM的命令序列：單一讀取或單一寫入

to WRITE)最能突顯不同存取技術之間

超頻的技術來監視系統以及調整時脈

圖1顯示SDRAM的簡要功能方塊

令開始等候一段時間，並且以tCK為

結構與資料處理進行最佳化的安排；

這會有三種選擇，一是超頻，二是升級

時脈時間(tCK)是1.25奈秒(ns)，

頻率。另一種自動超頻是為了確認哪

圖，行位址選通訊號(CAS#)是根據預

基本單位，然後乘上倍數。寫入時間

關於資料結構的最佳化像是先分析會

主記憶體，三是升級PC。

CWL的正常值是9，且小於CL值。

些安裝在主機板上的微處理器、晶片

充電而設計的延遲控制訊號，亦即無

(tWR)是從WR命令至PRE命令為止的

被頻繁存取的資料欄位，然後將這些

組、主記憶體搭配的外部散熱裝置能

預充電則不必分時控制列位址選通訊號

時間；另外還可以tCK為基本單位，然

資料欄位合併在同一資料結構，使得

1T DRAM模組的超頻性能

脈頻率；1600是資料傳輸介面的傳

夠達到超頻極限。當基本輸入輸出系

(RAS#)、CAS#。差動時脈訊號(CLK,

後乘上倍數，如同行位址選通潛伏的計

這些資料欄位可以儲存在主記憶體內

如果說3T DRAM是第一代DRAM技

輸速度，SDR的傳輸速度等於時脈頻

統(BIOS)的程式碼加入這一自動超頻

CKE)的頻率是基於微處理器的工作時

時方法，因此命名為行位址選通寫入潛

部的相同列位址；關於資料處理的最

術，使用差動放大器實現讀取功能的

率，DDR的傳輸速度是時脈頻率的2

的功能時，個人電腦(PC)就不必進入

脈，資料遮罩訊號(DQM)對應差動時

伏(CWL)。列位址選通時間(tRAS)是從

佳化像是減少同時對不同資料結構進

1T DRAM是第二代DRAM，那麼在本

倍；(11-11-11)所對應的定義依序是

OS，也就是不必接上任何磁碟機，就

脈訊號的邊緣；這些訊號用於進行同

ACT命令至PRE命令為止的時間。更新

行交互運算以及交叉存取。

文中的第三代DRAM技術是指取代差

CL、tRCD、tRP，這些數值合稱為速

能迅速獲得超頻的極限值，並且減少

步傳輸作業。對於感測放大器以及寫

命令時期(tRC)是從這次ACT命令至下

如果發生叢發模式以及同列存取的

動放大器且大幅提升讀取功能的存取

度容器(speed bin)。這容器在PC上

磁碟機的磨損。

入驅動器的配置規劃，通常根據外部

次ACT命令為止的時間。

時脈時間的倒數是資料傳輸介面的時

機率太低，那麼存取效率會大打折扣，

技術。1T DRAM的記憶體單位是由一

就是北橋晶片組內部的組態暫存器，

由於微處理器對於週邊裝置的資料

資料匯流排的位元寬度而設計相同的

DDR SDRAM在PC上的主要設定

並且資料傳輸介面的傳輸速度會低於

電晶體以及一電容器所組成的儲存單

必須在其儲存這些數值之後才能存取

存取會透過主記憶體來處理，所以主記

數量，然而，可以導入平行存取的方

參數是tRP、tRCD和CL。對於超頻記

DRAM單元的單獨寫入速度。這從單

元，又稱為1T DRAM單元。圖3顯示

主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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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Note

在圖2中，tRCD以及tRP對應時脈訊
號的正緣，因此這二者的最小值是0。
在圖4中，CL的最小值受到時脈訊號的
限制，因此是1；另外，特別標示CWL
及其數值在於表示當正常工作時，CWL

低溫運行、144W、4 × 40A μModule POL 穩壓器

與tCK相乘之後的數值必須大於或等於

Afshin Odabaee 和 Yan Liang

儲存單元的寫入時間(t write)。當執行超
頻時，若不增加CWL值則必須更加頻
繁執行更新命令，除此之外，由於IC的

引言
LTM®4636 是一款能提供 40A 的 μModule® 穩壓器，其採
用 3D 封裝技術，即旨在保持其低溫運行的組件級封裝
(component-on-package, CoP)，見圖 1。該器件的主體是模
制的 16mm × 16mm × 1.91mm BGA 封裝，在封裝頂部疊
置了一個電感器以使其暴露在冷卻氣流中。總體封裝高
度為 7.16mm。

製程變異以及洩漏電流而導致每一儲存
單元的存取時間不一致，因此更容易發
生資料錯誤，所以為了穩定性而必須

圖3：單一儲存單元進行讀取作業的波形

增加CL值以及CWL值，甚至要特別降
溫。當上述這些參數在相同的製造條件
之下生產第三代DRAM技術時，速度容
器的最小設定值可以是(1-0-0)，CWL

除了從頂部通過裸露式電感器散熱之外，LTM4636 還可
以高效地通過 144 個 BGA 焊球將熱量傳遞到 PCB，這些
焊球被分配給流有大電流的 GND、VIN 和 VOUT。

值可同於上述的產品規格，因此第三代
DRAM技術的存取效率在尚未超頻之時
就可超過以第二代DRAM技術所生產的

一個 LTM4636 的負載電流額定值是 40A；兩個並聯轉換
器能提供 80A 電流；4 個 LTM4636 則支持 160A。通過並
聯 LTM4636 增大供電功率是很簡單：只需複製和粘貼單
個穩壓器占板面積即可，如圖 1 所示。

超頻記憶體模組。

3T SRAM模組的超頻性能
3T DRAM單元是首次實現DRAM的儲
存單元，為了大幅減小IC的佈局面積

LTM4636 的電流模式架構允許在多個 40A 模組之間精準
地均分電流。精準的電流均分相應地產生一個可在多個
並聯器件之間均勻散熱的電源。如圖 2 所示，4-μModule
160A 穩壓器中所有器件以彼此 1° 以內的相位差運行，
從而確保沒有個別器件發生超載或過熱情況。這極大地
簡化了散熱設計工作。
圖 3 示出了完整的 160A 設計。請注意，多個 LTM4636 彼
此異相運行並無需使用時鐘器件，它們內置了時鐘和相
位控制功能電路。多相操作降低了輸入和輸出紋波電
流，從而有助於減少所需的輸入和輸出電容器數量。這
裡，4 個 LTM4636 異相 90° 運行。

結論
為元件密集排列的系統選擇 POL 穩壓器需要仔細考慮
器件電壓和電流額定值以外的因素。評估封裝的熱特
性是必不可少的步驟，因為該特性決定了設備的冷卻成
本、PCB 的成本和最終的產品尺寸。

而發展到1T DRAM單元。筆者在當年
發現微處理器的時脈頻率受到DRAM
的限制而嘗試以三電晶體組成SRAM，
這樣的佈局面積大約與3T DRAM單元

VIN = 12V, VOUT = 0.9V, IOUT = 160A
Airflow = 400LFM
Efficiency = 88%

相似。如果將SDRAM換成同步靜態隨
機存取記憶體(SSRAM)，那麼在存取
效率上是遠高於第三代DRAM的，因
為它的CWL值可達到0，在這樣的條件
之下假使沒有叢發模式以及同列存取

圖4：SDRAM的命令序列：讀取命令至寫入命令

也能趨近資料傳輸介面的傳輸速度。

不能正常執行程式碼，所以要求DRAM

更容易受到干擾。超頻功能可以增加微

如果使用3T SRAM模組進行超頻，那

模組加入錯誤糾正碼(ECC)。那麼有誰

處理器的處理速度，但對於大量資料的

麼存取時間會正比於電晶體的切換時

反向思考過這問題：在微處理器以及晶

存取效率則取決於主記憶體的技術，而

間，並且溫度升高會減小切換時間，

片組內部也有許多暫存器，為何這些研

那些存取性能不佳的主記憶體更容易導

因此CL以及CWL的組態設定值不會因

究報告沒有明確指示這些暫存器也要使

致微處理器發生無作業時間(NOP time)

超頻而增加，也不必特別降溫。

用ECC來減少軟錯誤呢？

來等候存取資料，因此在超頻之後有可

在我們觀察第二代DRAM技術在單

能增加功率消耗，也難以經由超頻功

結語

一儲存單元上進行存取作業的波形圖之

能來大幅提升對於零散資料進行處理

研究報告指出，DRAM單元在讀取時會

後就能得知差動放大器的鑑別準位非常

的速度。(本文作者—湯朝景，曾任

發生軟錯誤(soft error)而導致微處理器

低，所以比那些暫存器以及SRAM單元

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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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LTM4636 的 3D 封裝把最熱的組件之一電感器置於頂部，這裡
有很大的表面積暴露在氣流中。通過並聯 LTM4636 增大供電功率是
很簡單，只需複製一個通道的佈局並成倍地複製即可。這裡的乾淨
佈局顯示了各提供 40A 的 4 個通道。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01/18/569

DN529 F02

圖 2：並聯運行的 4 個 LTM4636 之間能精準均流，對於 160A 應用，
溫度僅上升 40°C。

Design Note 569

設計新技術

新式封裝結合極低導通電阻功率電晶體
打造高功率密度鈦金牌切換式電源
黃正斌、蕭益州、林志宏，英飛凌科技

現今切換式電源供應器(SMPS)的發展驅

如圖1(a)的TO247 4針腳(pin)封裝、圖

勢，除了要求效率之外，如何提高功率

1(b)的貼片式TOLL (TO-Lead-Less)封

密度以及降低產品不良率已成為業界著

裝以及圖1(c)的ThinPAK 8x8封裝所示。

重的目標。所以產品小型化、製程模組

在立式封裝中，TO247-4pin延用

化以及減少人工插件為幾個可執行的方

TO247-3pin的高功率密度以及良好散熱

向，筆者將於本文中分別就功率電晶體

特性的優勢，同時藉由把腳位極性作重

的發展以及新式封裝在現行高效率架構

新地定義，能讓印刷電路板(PCB)的元

應用中的優勢分別說明。

件佈局以及 路走勢能更理想；而在貼

圖3：採用Kelvin Source的新式封裝

的應用中，如功率因數校正器(PFC)。

傳統上功率電晶體的發展，以持續

片封裝部份，ThinPAK 8x8整體元件體

從效率的角度來看，除了功率密度

不斷地降低導通電阻(R DS(on))及提升切

積作了極大的最佳化，相較於D PAK，

及散熱能力的提升之外，減少切換損耗

換速度，從而有效地減少導通損耗及切

它在體積上減少了90%，在此種封裝之

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以目前功率開關

換損耗；考量來自封裝的導通電阻佔整

中，以目前600V電壓等級的功率電晶

的發展趨勢，元件本身的切換特性不僅

體導通電阻值比例較低及相對較低切換

體而言，其導通電阻最低可達65mΩ，

仰賴晶粒的發展，要達到更快速的切換

頻率的緣故，相較於低壓功率電晶體而

可應用於損耗較小的的架構，如零電壓

速度，封裝的寄生電感所造成的影響

言，高壓功率電晶體的封裝技術發展積

切換特性電源轉換器。TOLL則是散熱

更值得關注，如圖3所示，這三種新式

極度較低。然而在目前SMPS的高功率

表現極佳的貼片式元件，元件體積僅

封裝都在源極上設有額外的源極接線

密度及高效率要求下，新式功率電晶體

有D PAK的30%、PCB上所需的面積也

(Kelvin source)。

不僅必須提升晶粒(die)的效能，新式

減少了30%，在電氣特性上，封裝所

當切換速度愈來愈快時，在快速切

封裝的導入更能夠使SMPS實現高效率

造成的雜散電感更小，在600V的電壓

換的過程中，切換時的大電流變化在封

及高功率密度的目標。

等級中，最低導通電阻可達28mΩ，較

裝中的寄生電感產生電壓降，而影響到

ThinPAK 8x8更適合用於高瓦數大電流

開關閘極實際的驅動電壓，使得開關損

新式封裝的概念，在立式元件中

2

2

耗增加，對於效率及溫度都會造成負面
的影響，如圖4(a)所示。
在具有Kelvin source的封裝中，可
作為驅動器的參考準位，使驅動訊號於
開關導通時不會受到快速切換所帶來的
影響，進一步最佳化切換行為，以提升
效率，如圖4(b)所示。
圖 3：140W 穩壓器具有 4 個並聯運行的 LTM4636，每個都具精準電流均分能力和高效率，
從 12V 輸入至 0.9V 輸出 (在 160A)

(a)TO247 4pin

(b)TOLL

(c)ThinPAK 8x8

傳統的PFC受限於橋式整流器的功
率損耗所佔比例，無論使用何種性能優

圖1：新式功率電晶體封裝

越的功率元件及儲能元件，效率的改善
下載資料表

www.linear.com/LTM4636

如需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
請電洽 02-2650 2888

依然無法大幅提高，因此若要達到更
(a)

(b)

高的效率要求，無橋式PFC電路是唯一
的選項。圖5為現行的幾種無橋式PFC
電路，其中，圖5(a)的雙功率級無橋式

DN569 0118 45K • PRINTED IN CHINA
© ANALOG DEVICES, INC. 2017

圖2：(a) ThinPAK 8×8封裝較D2PAK減少90%的體積所佔比例；(b) TOLL封裝較D2PAK
減少60%的體積所佔比例

PFC為最常見的無橋式PFC電路，其優
點為電路控制原理簡單，採用傳統的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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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C控制器就能夠完整控制，但其缺點
為功率級必須採用兩組電路，致使高功
率密度難以達成。
另一種無橋式PFC電路為圖騰極

(a)

(Totem-Pole)無橋式PFC，如圖5(b)所
示，相較於雙功率級無橋式PFC而言，
其功率極僅需要採用一個電感，更容易
改善功率密度，但是圖騰極無橋式PFC
的電路原理複雜，不僅控制上需要區分
交流電的正負半波，更需要在輸入電壓

(b)

的零交越區附近針對工作週期做適當調

圖7：2400W具主動式橋接整流之PFC效率圖

適，以避免電波突波造成PF值及諧波
值的劣化，會流經本體二極體的工作條
件，更無可避免地必須採用極低逆向恢
復電荷(Qrr)的功率電晶體，以確保系
統的可靠度，造成圖騰極無橋式PFC較

(c)

難被普及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種可以用來改善
橋式整流器功耗的可行方案，就是主動
式橋接整流器，如圖6所示。其實行方
法為在PFC中，於橋接整流器上並聯額
外的功率電晶體，利用功率電晶體較低

圖8：不同封裝中的寄生電感量
圖4：(a)傳統封裝技術的開關導通過程，大電流變化影響實際驅動電壓；(b)採用Kelvin
source的開關導通過程，大電流變化不影響實際驅動電壓；(c)採用TO247 3pin與4pin
的導通過程，汲極電壓、電流比較圖

的導通電阻，用以降低橋式整流器的導
通損耗，達到提高全機效率的目的。對
於應用於主動橋式整流器的功率電晶體
而言，其主要要求為極低的導通電阻，

(a)

(b)

圖9：全面使用貼片元件的模組化設計

即使在流過大電流的情況下，要有效降
低橋式整流器的功率損耗，功率電晶體
二端的電壓差必須遠低於傳統橋式整流

圖5：(a)雙功率級無橋式PFC；(b)圖騰極無橋式PFC

器的順向導通電壓值，才能夠使電流盡
可能地全部流過功率電晶體，達到預期
提高效率的目標。相較於傳統封裝，採
用新式封裝的功率電晶體不僅能有效縮
減體積，更能夠達到極低的導通電阻，
適用於主動式橋接整流器之中。
針對鈦金牌的電源供應器效率要
求，若考量後級直流/直流(DC/DC)轉
換器的半載效率為97.5%時，PFC的半

圖6：採用主動式橋接整流器的PFC

圖10：採用低寄生電感封裝抑制功率電晶體電壓突波

載效率必須達到98.5%以上，電源供應

主動式橋接整流器與傳統橋接整流器的

接整流器上功率電晶體的導通電阻約為

示，採用主動式橋接整流器在半載測試

兩顆功率電晶體並聯，然而為了提升

器的效率才能夠達到鈦金牌的要求。筆

效率。在230Vac下，考量半載條件下的

0.065Ω，其總功率損耗約為1.82W，

條件下可以改善0.42%，而其最高效率

功率密度，在新式封裝結合新式晶粒

者採用TOLL封裝的功率電晶體做為主

輸入電流有效值為5.3A，橋接整流器上

理論上，在輸入電壓為230Vac，採用

可接近98.8%。

的功率電晶體被開發出來後，採用單

動式橋接整流器，測試2,400W的PFC

的順向導通電壓約為0.7V，其總功率損

主動橋接整流器時，半載條件下效率

為了解決效率與溫度的問題，PFC

顆功率電晶體取代兩顆功率電晶體並

電路，以75kHz的切換頻率，比較採用

耗約為7.42W；在相同條件下，主動橋

最高可改善0.46%，實測結果如圖7所

的主開關一般會選用TO247封裝或是

聯，已是被驗證可行且值得推薦的可靠

34

電子工程專輯 | 2018年1月 | www.eettaiwan.com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35

設計新技術

設計新技術

方案，在系統散熱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業員加工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及ESD破

前提下，透過低導通損耗取代橋接整流

可利用TO247 4pin封裝來減少損耗、

壞，如圖9所示。

器的導通損耗，使高效率高功率密度能

提升效率。筆者在總輸出為750W的伺

貼片式封裝除了元件本身接腳的雜

夠輕易被實現；功率電晶體的新式封裝

服器電源、65KHz的切換頻率、輸入

散電感遠低於接腳型封裝，透過元件佈

導入了Kelvin source的概念最佳化開

電壓為90Vac的條件下，使用TO247

局的妥善設計，亦能減少迴路的寄生電

關元件的切換行為，改善了封裝寄生電

4pin封裝，與同級導通電阻的TO247

感，有效改善功率電晶體在切換時的寄

感所造成的切換轉態時間延遲，有效提

封裝元件作比較，能夠改善開關功率

生損耗，並能降低汲-源極間的電壓突

升系統效率；同時使用貼片式封裝元件

損耗達2.5W，而元件溫度更可降低8度

波，如圖10所示。在相同的測試條件

來降低開關元件所佔的空間，除了提升

左右；如圖8為各封裝中雜散電感值的

下，採用不同封裝的功率電晶體電壓突

系統功率密度之外，更有助於實現模組

比較，在相同都是Kelvin source的封

波實驗波形中，使用TOLL封裝的功率電

化的組裝設計。

裝結構之中，若改採用TOLL封裝，除

晶體所量測到的電壓突波較TO247 4pin

在目前要求高效率、高功率密度以

了同樣能夠利用Kelvin source帶來的

降低約22V，證明減少迴路雜散電感對

及降低產品不良率電源產品設計的需求

優點提升切換效率，結合同樣為貼片

抑制電壓突波的正面影響。

下，結合新式封裝與極低導通電阻的
功率電晶體，將有助於電源設計工程

封裝的高壓碳化矽(SiC)二極體，便可

參數
是否可充電
電池年度成本*
運作時間**
運作時外形尺寸
運作時電池體積
保存壽命
電路解決方案尺寸
優點

缺點

電池類型
鎳氫金屬
是
約8.50美元*
約1.5天**
p675
700mm3
約3年
90mm3
電路簡單，非常安全，
不必更 換電池因而使
用便利，目前僅有單IC
解決方案，製造商的設
計複雜度低
每隔7到10天用戶需更 運作時間最短
換一次電池，因而使用
不便

鋅-空氣
否
約16美元*
約7到10天**
p13
265mm3
約3年
0
外形尺寸和體積最小，
運 作 時 間 最 長，直 接
連 至 A S I C，製 造商 易
於設計

鋰離子
是
約8美元*
約2.5天**
CP1254
743mm3
約5年
133mm3
運作時間很長，不必更
換電池因而使用便利

目前 沒 有單 I C 解 決 方
案，製 造 商 的 設 計 複
雜度中等，電路尺寸最
大，電 感 器 產 生 E M I /
雜訊

*假定鋅-空氣電池成本為0.30美元、鎳氫電池為8.50美元、而鋰離子電池為8美元
**運作時間計算假定採用表1所列電池尺寸的2.4mW負載

表1：助聽器電池比較

將PFC的半導體元件模組化，有效縮

結語

師開發更具優勢亦更符合市場需求的

甚至對於手指仍然靈活操作的人而言，

離，其方式是連接諧振電容器與接收

小整體元件空間，不僅能提升功率密

功率電晶體的極低導通電阻應用於主動

產品。

不用頻繁更換電池也更方便。無線充電

線圈，以產生一個調諧頻率與發送線

度，更能夠實現自動化生產，減少作

式橋接整流，能夠在延用傳統PFC的大

是指無需使用電線或連接器即可進行充

圈 AC 電流頻率相同的 LC 諧振電路。

電。因此，結合無線充電方法與鎳氫電

你能「聽」出數位助聽器的不同嗎？
Steve Knoth，ADI電源產品部資深產品市場工程師

池，可以提供一種堅固、便利的充電解

氣隙

決方案。這種解決方案能夠讓助聽器密

長久以來，建立一個WPT充電系統需

封且防水，減少了打開助聽器的需要，

要複雜的解決方案：電池充電器、降

同時還可保護助聽器，因此提高了可靠

壓型開關穩壓器和WPT電路。這種複

性和壽命。

雜的解決方案往往尺寸很大，也難以

表1分別列出上述3種類型電池的

設計。

優缺點。

300萬個。目前，最流行的兩種產品類

池運作，而鋰離子電池的輸出電壓大約

置，能放大聲音以協助聽力受損的

型是耳背式(behind-the-ear；BTE)助

是鋅-空氣電池的3倍。因此，基於鋰離

人。過去的20-30年間，助聽(hearing

聽器和耳道式/耳內式接收器(RIC/RITE)

子電池的解決方案需要電池充電器和降

無線功率傳輸

新型無線電源接收器和NiMH
電池充電器

aid)技術一直在不斷改善中。例如，

助聽器。

壓型穩壓器來提供正確的電壓，以便為

電感式無線功率傳輸(WPT)系統(如圖

解決上述問題的無線電源接收器和充

助聽器是一種小型的穿戴式電子裝

相較於更便宜的舊式類比電路型助聽

針對BTE或RIC/RITE型助聽器，當

助聽器ASIC晶片供電。這種多IC解決方

1所示)由發送器電路、發送線圈、接

電器解決方案需要具備以下特點：

器，更精密複雜的新型數位助聽器可

今最常見的供電解決方案包括使用非

案的尺寸相對較大，而且會產生開關雜

收線圈和接收器電路組成。接收到的

· 無線充電：無需頻繁更換電池，

透過編程放大某些特定頻率。

充電式小型鋅-空氣(Zn-Air)主電池(0.9V

訊/EMI，這對於敏感的音訊電路而言可

功率取決於許多因素：發送功率、發

能夠構成密封、防水和更堅固的

此外，數位助聽器還能經由調整以

至1.25V)。這種電池的化學組成中有極

能會是個問題。

送(Tx)線圈和接收(Rx)線圈之間的耦

助聽器

滿足佩戴者個人的獨特聽力需求，協助

高的體積能量密度，因此可提供很長的

採用可充電的鎳氫金屬(NiMH)電池

合(距離、校準、實體特性與鐵氧體

其適應某些聽說環境，還能夠編程為專

運作時間，外形尺寸也很小巧。不過，

供電是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鎳氫電池

等)、附近的無關金屬物體以及元件容

注於來自特定方向的聲音。這些功能使

鋅-空氣電池不能充電，每隔7到10天，

的電壓輸出幾乎與鋅-空氣電池相同(因

限等。在無線功率傳輸系統中，功率

助聽器比簡單的聲音放大裝置更複雜。

用戶就得更換電池。對於手指不靈巧、

此無需增加降壓穩壓器)，不僅可充電，

是採用交變磁場而發送的。在發送線

根據美國國家聽障和溝通障礙研究

上了年紀的退休人士而言，頻繁更換放

而且外形尺寸與標準鋅-空氣電池相同，

圈中的交流(AC)電流產生一個磁場。

院(NIDCD)統計，年齡在18歲及以上的

在很小外殼中的小型電池尤其成問題。

因而可實現外形尺寸小的助聽器，使其

當接收線圈被置於該磁場時，在接收

美國成年人(約3,750萬人)中就有15%存

相形之下，鋰離子電池提供較可接

成為一種非常有吸引力的選擇。

線圈中將會感應一個AC電流。在接

在某種程度的聽力問題。此外，美國

收的運作時間，加上還可以充電，因此

那麼，為什麼需要無線充電器呢?

收線圈上感應的AC電流是在發送器上

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資料也顯示，

不需要頻繁更換。然而，目前市場上並

答案很清楚：電池可充電，就無需頻

施加的AC電流以及發送線圈和接收線

美國助聽器市場的銷售量每年平均成

沒有單晶片的電池充電解決方案。典型

繁更換電池了；正如上面提到的，這

圈之間磁耦合的一個函數。採用諧振

長3%-4%，2014年的助聽器銷量超過

的助聽器電子電路直接用單節鋅-空氣電

對於手指不靈巧的人是非常有利的，

能夠改善整個空氣間隙的功率傳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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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片式解決方案：小型整合式接
收器和WPT電路都在同一個IC中
· 溫度補償充電：能夠安全地為鎳
氫電池充電
· 鋅-空氣電池檢測：助聽器可以用

圖 1：無線功率傳輸系統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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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測試與測量

藍牙低功耗OTA測試系統破解
無線性能驗證難題

鎳氫電池或鋅-空氣電池供電。可
充電的鎳氫電池在正常情況下使
用，而在用戶忘記為鎳氫電池充
電的緊急情況下，可以安全地插
入不可充電的鋅-空氣電池，因而
不至於造成損壞。
· 極性反置檢測：在電池方向插反

作者：Allen Henley，LitePoint資深產品經理

時停止充電
· 充電狀態指示：用戶可以知道何時
該為電池充電
· 充電安全計時器：為電池提供安

圖2：低功率無線充電器的典型應用原理圖

藍牙低功耗技術(Bluetooth Low

包錯誤率(PER)和接收器靈敏度的全新

線連接的情況下確定PER，OTA測試

Energy；BLE)正迅速成為部署最廣

測量技術。

解決方案必須利用標準BLE OTA無線
協議訊息，以確定是否接收到資料封

泛的無線技術之一，在資產追蹤、健

單節電池充電電壓、充電狀態指示以及

身監測、定位服務和遠端感測等各種

OTA測試解決兩大關鍵挑戰

包。BLE裝置採用分佈在2.4GHz頻

內建的安全充電終止計時器。溫度補償

應用領域中普遍使用。BLE裝置通常外

挑戰#1：在典型的非OTA測試中，一

段上的三種特定廣播頻率傳送資料。

達到極端值，就暫停充電

的充電電壓保護鎳氫電池，並防止過度

形小巧、堅固耐用，而且經常完全封

般使用通用非同步收發器(UART)或通

內建接收器的裝置在每次傳送廣

· 整體尺寸小巧的解決方案

充電。當電池插入時的極性反置時，還

裝在保護外殼中，以避免受到環境影

用序列匯流排(USB)介面連接等數位

播封包後，會在短時間內偵聽特定的

響。然而，這種封裝途徑對於設計人

通訊方法來控制待測裝置(DUT)。進

BLE訊息，稱為Scan_Request。該

員和測試工程師帶來了獨特的挑戰：

行接收器測試時，首先設定裝置使其

訊息通常由附近等待與廣播裝置通訊

如何在不使用任何射頻(RF)或數位連

開始接收資料封包，測試系統接著發

的裝置發出。如果廣播裝置接收到

接的情況下驗證無線性能？

送已知數量的封包，然後再查詢裝置

此Scan_Request指令，將會以一次

例如Varta的PowerOne ACCU Plus系

低功率無線充電器實現無線功
率傳輸

解決辦法之一是透過空中傳輸

以確定其成功接收的封包數量。測試

Scan_Response訊息進行響應。如

列電池。透過外部LC諧振電路連接至該

電感性無線功率傳輸系統由發送器電

(over-the-air；OTA)的BLE測試，這

系統可以使用這些資訊計算PER，這

圖1所描繪的功耗與時間關係圖。廣

無線接收器，使其能夠以無線方式從發

路、發送線圈、接收器電路和接收線

種測試方法可以對發射器與接收器的

是業界用來量化接收器性能的標準作

播裝置首先傳送一個廣播資料封包(以

送線圈產生的交變磁場接收功率。整合

圈組成。在這一類系統中，低功率無

性能進行快速的參數化驗證。眾所周

法。但在進行OTA測試時，由於沒有

藍色表示)，附近的工作站隨後發出

的電源管理電路將耦合的AC電流轉換

線充電器LTC4123構成了接收器電路

知，發射器和接收器同等重要，但要

直接連線通訊，因此其挑戰在於設計

Scan_Request訊息(以橙色表示)，接

成為電池充電所需的直流(DC)電流。

的基礎；接收線圈可被整合至接收器

在BLE裝置內驗證接收器的OTA性能

出一種能夠確定是否正確接收到封包

著廣播裝置發出Scan_Response訊息

完全密封的產品也可以採用該元件進行

電路的印刷電路板(PCB)中。連接至

能縮減解決方案的尺寸、複雜度和

格外困難，亟需一種全新的測量方法。

的新方法。

(仍以藍色表示)。

無線充電，而且免除了不斷地更換鋅-空

ACIN接腳的外部LC諧振電路讓該元件

成本，無需擔心干擾音頻品質的

本文將探討幾種專為確定BLE OTA封

氣主電池的必要。

可從發送線圈產生的交變磁場無線接收

EMI/EMC開關頻率噪訊。

全保護
· 溫度過高/過低檢測：如果電池溫度

為了滿足這些具體的需求，ADI推
出了一款30mW的低功率無線充電器

可防止該元件進行充電，如果溫度過高
或過低，就會暫停充電。

LTC4123。該元件具有為鎳氫電池設
計的恆定電流/恆定電壓線性充電器，

不過，針對需要靈活地以多種電池
化學組成運作的產品而言，LTC4123的

功率，並可搭配如LTC6990 TimerBlox
壓控晶體振盪器作為發送器。

圖3：低功率無線充電器/接收器電路尺寸
精巧(以LTC4123為例)

圖 4：精 巧 的 無 線傳 輸 電 路 器 / 線 圈
示意圖

4. 非常簡便的單晶片無線充電解決方
案，適用於鎳氫電池化學組成。

鋅-空氣電池檢測功能可讓相同的應用電

架構優勢

結論

間互換運作。這兩種類型的電池都可以

相較於基於鋰離子電池+降壓型穩壓器

基於低功率無線充電器的可充電鎳氫

直接為助聽器ASIC供電，而無需額外的

的多晶片途徑，低功率無線充電器解

電池供電解決方案為助聽器設計人員

電壓轉換。相形之下，除了為ASIC供電

決方案具有以下的架構優勢：

提供了出色的功能且易於建置。例如

的無線電池充電功能，3.7V鋰離子電池

1. 單節可充電鎳氫電池恰好能無縫

LTC4123，鎳氫電池與鋅-空氣電池的

地取代標準助聽器應用的鋅-空氣

電壓輸出幾乎相同，是可充電的，外形

主電池。

尺寸與標準鋅-空氣電池幾乎相同，並提

透過該無線充電器，能夠為來自
接收線圈的AC功率整流，還可以接受

2. 就特定尺寸的電池而言，鎳氫電池

供一套獨特的功能，在對系統做出很少

2.2V至5V輸入，以便為全功能恆定電

也許無法提供與鋰離子電池解決方

改變的情況下，為助聽器或其他穿戴式

流/恆定電壓電池充電器供電。充電器

案同樣長的運作時間，但是其運作

裝置提供了無線可充電能力和廣泛的保

的功能包括高達25mA的可編程充電電

時間對於應用而言已經足夠了。

護功能。最終，手指靈巧性不再是更換

流、具有±1%準確度的溫度補償1.5V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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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需額外的降壓型穩壓階段，因而

電池的前提條件了！

DUT傳送
廣播資料封包

DUT響應

DUT傳送
廣播資料封包

Scan_Response

DUT響應

Scan_Response

功率

路在可充電鎳氫電池和鋅-空氣主電池之

還需要一個降壓型穩壓器。

在BLE裝置的一般操作中會發生這

解決方 案 #1：為 了 在 缺 少 直 接 有

測試儀響應

Scan_Request

時間

測試儀響應

Scan_Request

圖1：為BLE裝置廣播、掃描請求和掃描響應事件的功耗與時間關係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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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種訊息交換，OTA測試系統正是利用
這一行為來測量PER。在接收器測試

各種BLE裝置的PER

期間，DUT首先發送廣播資料封包，
隨後測試系統發送Scan_Request，
如果DUT接收到該封包，將會透過
Scan_Response進行應答。該測試系
和接收的Scan_Response數量，並使
用該訊息計算接收器的PER。
在進行靈敏度測量時，測試系統

匯聚全球智慧
共謀創新發展

封包錯誤率(PER)

統持續追蹤發送的Scan_Request數量

將會調整RF訊號級，以確定產生特定
PER的RF級。這種RF級是用於確定接
收器品質的常用方法，稱為接收器靈
敏度。這種方法使用廣播資料封包—
Scan_Request訊息，而BLE OTA測試
不僅可以準確地確定接收器的PER或靈
敏度，而且不需要與DUT建立任何直接

2018 年研討會時間表

接收器輸入級(dBm)

儀中就建置了這種Scan_Response，

圖2：藍牙低功耗裝置待測物的典型封包錯誤率(PER)曲線

這顯然不適用於許多應用，因而必

為較小值。這能夠產生準確且可重覆的

挑戰#2：相較於Wi-Fi或蜂巢式網

須找到一種更快捷的新方法。為了解決

DUT接收器靈敏度測量，而且所需要的

路等其他常見的無線技術，BLE具有

這一問題，OTA測試解決方案需要使用

封包數量很少—相較於在各種不同RF

更低的資料傳輸速率。在接收器測試

能快速確定PER分佈曲線的演算法。

級使用大量封包的傳統PER掃描途徑，

中需要使用大量封包，以確保測量結

這種方法稱為「快速PER測試法」，

所需的封包數不足其5%。

果具有準確性和統計意義。

專用於快速確定產生50% PER的接收

的有線通訊。

研討會名稱

日期

地點

4 月 11 日

台北

4 月 13 日

台北

TechTaipei 無所不在的物聯網與智慧裝置

7月5日

台北

TechTaipei 新時代電源管理設計與功率元件技術

9 月 20 日

台北

TechTaipei 擘劃 5G 時代智慧工業/城市藍圖

12 月 13 日

台北

TechTaipei 汽車電子研討會
– 探索智慧汽車技術趨勢與商機
與 2018 年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覽會 (Autotronics Taipei) 同期舉行

中進行BLE接收器測試往往需要較長時

在執行快速PER測試期間，測試儀

RF設計人員需要使用最終設計來驗證

TechTaipei 汽車電子研討會
– 加速駛向節能減碳 EV 時代

間，從而導致成本大幅增加。無疑地，

首先在任意RF級時發送單個資料封包

可交付產品的性能，而不能僅僅依賴

與 2018 年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覽會 (Autotronics Taipei) 同期舉行

這種測試時間長、成本又較高的方法並

(Scan_Request)。如果該封包取得應

於板級測量，板級測得的RF性能可能

不可取，因此，第二大挑戰就是要設計

答，即降低RF級並在此較低RF級時發

與成品的真實情況存在很大偏差。在

出一種新的測量方法，既能準確地確定

送下一個封包。而如果初次發送的封

製造過程中，測試工程師通常無法使

PER，而且也比現有的傳統PER測試方

包未得到應答，則提高RF級並在此更高

用板級RF和數位連接，因此他們需要

法更大幅減少使用的封包數。

RF級時發送下一個封包。測試儀利用一

能透過OTA執行的快速測試方法，以
提供準確且可重複的結果。

由於資料傳輸速率低，在生產環境

器靈敏度。

結語

解決方案 # 2：為 了 確 定 接 收 器 的

種智慧演算法調整RF級的步進大小，並

靈敏度，通常必須測量在各種RF級時

記錄得到應答和未得到應答的RF級，從

OTA BLE測試解決方案能夠有效

的PER。藍牙SIG(制定藍牙技術規格

而以最少數量的封包快速且準確地繪製

解決這些關鍵挑戰。這些系統有助於工

的標準組織)規定，必須使用1,500個

出「封包錯誤分佈曲線」。

程師打造出更好的設計，同時讓製造商

封包測量接收器的靈敏度。如果使用

圖2顯示BLE裝置的傳統PER曲

使用參數化資料以驗證製造品質。對於

上述的廣播方法，典型BLE裝置在每

線。PER曲線在RF級變化至50%的曲

BLE裝置而言，如果無法取得良好的無

個RF級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才能接收

線點時最為敏感，因此快速PER演算法

線通訊，裝置就無法正常運轉，因此，

這麼多的封包。而且，如果要在多個

會搜尋此50%的曲線點。在RF級變動期

無線性能顯得至關重要。透過這些BLE

RF級進行測量，那麼一次完整的接收

間，大多數的封包在接近50%曲線點的

OTA測試解決方案將有助於設計出更優

機靈敏度測試可能得花費超過10分鐘

RF級時進行傳送；由於演算法在此50%

質的產品，同時幫助製造商製造出符合

的時間。

區間收斂，因此，RF步進大小也會調整

要求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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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粉絲頁

LT6018

30nVP-P: 0.1Hz
至 10Hz 雜訊
 超低電壓雜訊

• 30nVP-P: 0.1Hz 至 10Hz
• 1.2nV/√Hz (典型值): 1kHz
 50μV 偏移電壓 (最大值)
 0.5μV/°C 偏移電壓
漂移(最大值)

我們已
達到一個
雜訊新低

 124dB CMRR (最小值)
 15MHz 增益-頻寬積
LOW NOISE PARTS
LTC6655

0.25ppm Noise Voltage
Reference

LT1028

0.85nV/√Hz Op Amp

30nVP-P

LTC2500-32 32-bit 1Msps SAR ADC
with Filter
AD7177-2

32-bit 10ksps ADC,
157dB DR

AD5791

1ppm, 20-bit, ±1LSB INL,
VOUT DAC

LTC2758

18-bit Dual IOUT
SoftSpan DAC

專題設計要點
低雜訊精準運放驅動高解析度 SAR ADC
www.linear.com/DN1039

產品手冊
www.linear.com/product/LT6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