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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子產業
共同創造
未來

FD-SOI準備大賺
物聯網商機
來勢洶洶的FD-SOI製程將會對現有的28nm晶圓代工市
場帶來什麼影響？中國IC產業會因為FD-SOI的發展而
改寫歷史？台積電即將開出的22nm製程能否取得市場
動力？ 為了物聯網商機， 聯電在28nm後又將祭出什麼
「武器」？2018年半導體市場發展值得觀察！

業界趨勢

設計新技術

AI晶片研發成績單出爐：
喜憂參半

新一代神經網路瞄準
邊緣應用

創新天地

測試與測量

語音辨識推動更加互動的
對話平台

改善時脈濾波器
提升原速測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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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戶，與技術
大咖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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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大技術創新改寫未來
報導業界新聞逾20載的資深記者評
選2017年的8大技術創新。

www.eettaiwan.com/web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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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用於氮化鎵 (GaN) 功率元件的閘極驅動光電耦合器
氮化鎵 (GaN) 功率元件因具有優於傳統的基於矽的功率元件的許多優點，正在
從實驗室進入商業市場。本次線上研討會討論如何使用新一代閘極驅動光耦
ACPL-P346 和 ACPL-352J 來保護和驅動氮化鎵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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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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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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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音、AI引爆CES 2018
語音、連接和人工智慧(AI)是今年CES
最受關注的焦點。
AI晶片研發成績單出爐：喜憂參半
現有的AI加速器晶片仍然美中不足，
應該盡快迎頭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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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AI時代來臨！
蘋 果 (A p p l e) 最 新 一 代 智 慧 型 手 機
iPhone X整合了用於人臉辨識的神經
引擎，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嵌入式 14
神經 引擎 和 專用智 慧 處 理器為邊 緣
(edge)裝置實現人工智慧(AI)，打破
了對於雲端(cloud)的依賴，讓智慧型
手機等行動裝置可以利用人工智慧的
功能，實現不久前還只能出現在科幻
小說中的場景。

精英訪談
聯發科技力推人工智慧邊緣運算
聯發科財務長顧大為在CES談到該公
司計劃將只需較小運算能力的AI功能
導入大規模邊緣裝置，並期許成為邊
緣裝置AI運算的推手。

創新天地
語音辨識推動更加互動的對話平台
語音辨識正推動系統的典範轉移，實
現更複雜的人機互動。XMOS、Kami
分別推出有助於實現自然交流的語音
處理器與可信任對話AI平台。
MEMS開關擴展物聯網應用
新創公司Menlo Micro發佈低功耗
MEMS靜電開關，瞄準廣泛的物聯網
(IoT)應用。

網站內容

加速記憶體的設計、驗證和特性化，促進產品更快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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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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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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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測器大軍進襲
CES 2018！

都2018年了… 你知道
你的資料在誰手上嗎？

根據CES 2018展前記者會CES
Unveiled的展示，證明了物聯網
(IoT)時代不只是已經來臨，甚至有
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現在，物聯網
是已經存在的事實。

物聯網產 業在2018年的優 先事
項，預期會是 資料收集的「透明
度」，人們會 想 知道他們的 資 料
是 流向何方、被誰使 用，以 及目
的為何？

https://goo.gl/GvLUHm

https://goo.gl/xRA6s1

安全性的簡介
透過本次線上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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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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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全球智慧
共謀創新發展
日期

TechTaipei 汽車電子研討會
– 探索智慧汽車技術趨勢與商機

4 月 11 日

從東方奮起
FD-SOI準備大賺IoT商機
若要說2018及未來5年最受矚目的半
導體製程技術，除了即將量產的7nm
FinFET以及計劃導入EUV微影技術的
5nm，各家晶圓代工業者著眼物聯網
(IoT)市場對低功耗、低成本元件需求而
推出的中低階製程也是關注焦點。

10nm技術節點大戰：台積電vs.三星
本文以材料分析角度，探討在iPhone 8
的Bionic與Galaxy S8的Exynos8895
晶片中SR AM區域與FinEFT製程的
差別，並進一步瞭解台積電與三星的
10nm製程技術。

地點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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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TechTaipei 汽車電子研討會
– 加速駛向節能減碳 EV 時代

為了確 保汽 車系統能安全可靠的 操
作，每個子系統均需使用特定的非揮
發性記憶體，以便在重設操作和電源
切換期間儲存資訊。那麼，如何因應
汽車系統需求選擇非揮發性記憶體？
新一代神經網路瞄準邊緣應用
將AI優勢擴展 至網路邊緣同時具有
挑戰與機會。透過微型二進位網路途
徑，搭配FPGA和RISC-V處理器為裝
置建構AI功能，能大幅降低功耗與記
憶體需求，同時縮短反應時間。

可攜式激勵建模在高階合成驗證流程
的運用
可攜式激勵(Portable Stimulus)是近
一、兩年來驗證社群的熱門話題，但
它其 實是從發展成熟的工具與方法
學演進而來的。

2018 年研討會時間表

研討會名稱

聚焦：半導體製程/EDA

4 月 13 日

台北

7月5日

台北

為低PIM PCB天線選擇電路板材料
擁有各種良好特性的電路板(PCB)材
料，能夠因應現代無線通訊系統的需
求，為能夠克服被動交互調變(PIM)
失真挑戰的PCB天線奠定基礎。

37

設計新技術
為汽車系統選擇合適的非揮發性
記憶體

測試與測量
改善時脈濾波器 提升原速測試效率
在包含多個時脈的複雜SoC中測試
「同步跨時脈域」(SCCD)故障並不
容易；本文提出一種修改現有時脈濾
波電路(CFC)的方法，能在不影響設
計和複雜度的前提下實現更高原速測
試覆蓋率和低DPPM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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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Taipei 無所不在的物聯網與智慧裝置

發行人：Victor Gao 高志煒

TechTaipei 新時代電源管理設計與功率元件技術

9 月 20 日

台北
Worldwide Sales Offices

TechTaipei 擘劃 5G 時代智慧工業/城市藍圖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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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AI引爆CES 2018

束成形、遠場和近場、迴聲消除和環境

Weaver僅用了2支麥克風，據稱就能

降噪等演算法。

夠「聽」得比Echo或Google Home更

隨著語音市場爆發，DSP Concepts

清楚。

直到最近，雲端才剛被認為是處理
和學習的地方。如今，這個假設將在
2018年發生改變。

不再只是一家諮詢公司，現在還提供

Junko Yoshida

誰在房間裡說話。

了一套完整的演算法作為軟體庫和除

在邊緣實現AI運算

錯工具，有助於客戶調整系統。

Wertheizer說，隔離語音是第一步，

對於AI的態度越來越務實。他們希望在

Wertheizer解釋說：「我看到人們

在今年的國際消費電子展(CES 2018)

Android」，並稱語音輔助系統將成為

上，語音(voice)、連接(connectivity)

該平台的一部份。百度總裁兼COO陸

DSP Concepts的語音使用者介面

但接下來還有其他步驟：語音助理需

邊緣裝置執行AI而非在雲端進行，以

和人工智慧(AI)成為最受關注的焦點。

奇表示：「家庭與車輛之間已經不存在

(UI)技術稱為Audio Weaver，相較於

要辨識語音的位置，還要能追蹤語

避免隱私、延遲和成本等問題。」

語音助理已經準備好進入穿戴式裝

界限了。無論你在家中做什麼，應該也

亞馬遜Echo使用了7支麥克風，Audio

音。而且，它必須能夠偵測以及辨識

置、耳機、嬰兒監視器、燈具、電視遙
控器和車輛。DSP Concepts創辦人兼技

Wertheizer則指出，無論是在家中

術長Paul Beckmann在接受《EE Times》

還是車內，隔離聲音以及直接向雲端發

訪問時說：「我們似乎正見證著一場圍
繞著語音的『寒武紀大爆發』。」

週遭充斥著噪音和雜訊。」很自然地，

AI晶片研發成績單出爐：喜憂參半

家庭和汽車的解決方案必須能夠因應一

Rick Merritt

送清晰的訊號都非常困難。 「我們的
百度展示整合檯燈功能的聲控智慧喇叭
來源：Baidu

在CES上，被稱為「中國Google」
的百度向開發商展示並開放其基於Duer

連串完全不同的嘈雜環境。
根據百度(Baidu)深度學習(deep

OS的平台。無論是其聲控檯燈或掛在天
花板上的投影機和螢幕，都不需要Alexa

缺少語音演算法標準

learning)資深研究人員針對最新加速

或Google Assistant。就像百度常掛在

讓問題變得更複雜的原因在於業界還沒

器進行的測試結果顯示，現有的加速

嘴邊的「中國速度」，越來越多的廠商

有任何標準的語音演算法。Wertheizer

器晶片和軟體仍然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開始朝向語音發展。

表示：「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家處理語音

之處，應該盡快迎頭趕上。

消費裝置必須具備連接能力已經

Bosch開發「自然語言」車內語音輔助系統
來源：Bosch

是不爭的事實。Silicon Labs執行長

的專有演算法。」
系統業者開始求助於學術界發表的

DeepBench測試。DeepBench是使

博世(Robert Bosch)在CES宣佈計

技術論文，競相找出如何最有效隔離語

用32位元浮點數學訓練神經網路的開

是「混搭」不同的無線網路。他解釋

劃將其語音助理設計在方向盤後方。博

音的解決之道。而當他們使用不同的麥

放來源基準。號稱「中國Google」的

說，直接將原本為智慧型手機設計的

世管理董事會成員Dirk Hoheisel表示：

克風和揚聲器類型時，還必須最佳化其

百度於2016年9月發佈DeepBench，

連接晶片加進物聯網(IoT)裝置，已經

「我們正致力於讓駕駛艙內的按鈕亂象

演算法，以因應不同的設置要求。

並在去年6月進行了更新，使其涵蓋

無法滿足要求了。系統需要動態的多

劃下句點。」

時間的能力。

而在Ceva，Wertheizer說：「我

推論工作以及使用16位元數學運算。

OS的

們必須建立一個類似原子庇護所的工作

百度矽谷人工智慧實驗室(Silicon

Apollo 2.0平台被稱為「自動駕駛車的

室」，用於研究所有的選擇，並開發波

Valley AI Lab)資深研究員Greg

百度宣佈其基於Duer

深度學習架構
(如PaddlePaddle、TensorFlow)

神經網路庫
(如cuDNN、MKL)

這些結果有一部份來自於使用

Tyson Tuttle強調，接下來的必備功能

協議軟體，以及為不同無線網路劃分

(詳見本刊網站：https://goo.gl/vF9SNh)

都可以在車子裡實現。」

硬體

DeepBench利用神經網路庫測試不同硬體的基本運算效能

來源：Baidu

究人員在其演算法中開啟控制功能，以

成果何時可用於生產系統。同時，

便同時接收饋入資料，期望能提高10

Diamos也分享了硬體測試的其它觀

倍的資料平行性。

察結果。

儘管AI在高度自動化汽車中佔

Diamos解釋。在一些像矩陣乘法這樣

另一條途徑是讓所有的模型看起來

雖然百度取得將近90%的Nvidia

據主導地位，但Ceva執行長Gideon

的底層作業中，具有專用硬體的晶片(

更像一般用於成像應用的卷積神經網路

Volta最佳利用率，但編程GPU並非易

Wertheizer告訴我們：「我看到AI開始

例如Nvidia Volta GPU的張量核心)能

(CNN)。Diamos說，CNN比一般用於

事。Diamos說，該晶片「有著成千上

夠提供「數百TeraFlops (每秒1兆次

文本或音訊應用(app)等循序資料的遞

萬個執行緒，你必須在一個問題上進

浮點運算)…比前一代的5-10TFLOPS

歸神經網路(RNN)具有更多區域性。

行協調和同步……編寫這樣的程式碼

擺脫幻想世界。」供應商如今正試著

喚醒詞匯整合

「設置參數，在隨機環境中使用AI來解

聲學回音
消除器

更快幾個數量級。」

決特定問題。」
換句話說，許多公司開始學習在小
規模應用中導入AI，並將其用於特定任
務，而非依靠AI來解決世界的問題。」

降低環境噪音

後端語音服務整合

麥克風＆
揚聲器等化器

波束成形&遠場

自動增益控制

語音隨車上路
無論是在家庭或開車行駛中，語音都
將變得至關重要。
4

電子工程專輯 | 2018年2月 | www.eettaiwan.com

語音UI解決方案需要一套完整的演算法
來源：DSP Concepts

Wi-Fi寵物相機在遠端進行監測並與寵
來源：Petcube
物互動

研究人員在從文本產生音訊的百

並不容易，而當面對的是像張量核心

然而，他說：「在實際應用中所使

度模型中，「以CNN層取代RNN層堆

用的一些底層作業並沒有足夠的[資料]

疊」，使得「運算密度提高了40倍」，

的確，Diamos表示，「讓這些任

區域性，讓這些專用處理器充份發揮效

從而帶來了更好的新硬體利用率。他強

務變得更易於編程，正是我們面臨的

能，所以我們必須為其適度地加速，或

調，「我們必須透過編寫的所有應用程

最大挑戰……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出

者改變演算法。」

式來檢視是否可以普遍使用這種方法，

在記憶體。我們想要執行更大的神經

或只是將其用於語音合成。」

網路，但記憶體比預期地更快耗盡，

百度研究小組目前正探索兩種方式
使用新晶片獲得更大回報。一方面，研

目前尚不清楚這兩種方法的研究

這樣的對象時就更困難了。」

這並不是透過打造更好的處理器就能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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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解決的問題。」
他補充說，該問題的一部份答案在

擁有大量的矩陣乘法單元通常是

於尋找能與新興記憶體搭配作業的技

件 好 事 。 但是，Vol ta、N ervana和

術，例如許多最新加速器所使用的高

Colossus處理器則以充滿矩陣乘法陣

頻寬記憶體(HBM)晶片堆疊等。

列的晶片將其性能指標推進到或接近

在百度的測試中，英特爾(Intel)多

超越一切可能 TM

其預先發佈的樣片。

其製程節點所能實現的極限。

核心x86處理器Xeon Phi的利用率甚

他說：「最終你的收益會遞減......

至高於Nvidia Volta。然而，英特爾

讓你不得不放棄靈活度，以便為更多不

的晶片還沒有任何張量專用核心，因

同的工作負載進行更精密的運算。因

此該晶片在神經網路作業上的性能不

此，我們應該找到曲線的轉折點，讓

若Volta。

晶片不僅在CNN上運作良好，在其它

Nvidia Volta 配備6 4 0 個Te nsor核心，
每秒提供超過10 0T FLO PS 的深度學習效
能
來源：Nvidia

方面也表現出色。」

(Neural Network Exchange Format)，

直接進行比較並不容易，因為不
同的晶片通常使用不同的運算格式。

除了底層數學之外，加速器還可能

他們認為該格式對晶片廠商來說更

例如，Xeon Phi採用定點數學，而

缺少最佳化，因為它們並不完全瞭解深

好。Diamos說：「要搞清這些格式中

Volta則混合使用16位元和32位元浮

度學習應用的所有範圍。

是否有些能成功實施可能還為時過早，

點運算。

當今用於設計神經網路的競爭軟體

但我們正踏上一條更好的發展道路，

Diamos說：「英特爾晶片的測試

架構各執一端，可能會讓情況變得複

結果顯示，對於一些CNN來說，定點

雜。遺憾的是，跨不同架構建立標準

他補充說：「在2014年，我當時

數學運算沒問題。然而Nvidia發佈的

規格的努力也是各自為政，Diamos指

認為未來將會看到人工智慧(AI)架構

結果顯示在影像和語音應用上表現良

出他的團隊注意到目前有11種開發中

的融合，就像如今在繪圖API中所看

好，所以我們取得了一些資料，但還

規格分別處於不同的完善階段。

到的，但人們仍然在發明新的神經網

確實也需要其中某一種規格勝出。」

他說，由Facebook和微軟

路類型，有時還會創造新的原型，所

他稱讚AMD最新的GPU及其新

(Microsoft)發起的開放神經網路交換

以它可能會像編程語言的多樣性一樣

的機器學習開放軟體是正確的發展方

格式(ONNX)「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

不斷地與時俱進。」

向，但指出他們也缺乏張量核心。他表

展，但仍缺乏一些像是如何表達控制

示，對於英特爾Nirvana和Graphcore

流程和反向傳播的特性。」

需要進行更多研究。」

Colossus等晶片「沒啥可分享的消

最近有20多家廠商(主要是半導

息」，也許是因為百度可能還在測試

體供應商)宣佈了神經網路交換格式

也就是說，Diamos仍然看好深度
學習。在今年稍早時，他的團隊發表研
究指出，這一領域尚未成熟，預計接下
來將會看到更多的突破。

2017年8大技術創新改寫未來
Rick Merritt

在《EE Times》作為記者報導電子產

新中，有一、兩項尚未開發完成，還有

時也希望向在這些技術背後的所有人致

業新聞逾20載後，我想現在正是為電

一些其實是在此之前即已發展成熟了。

敬，畢竟這些技術創新將在未來改寫我

子工程領域的技術創新頒發首屆「麥

另一方面，這個「麥利獎」有一部份來

們的生活。我的評選方法很簡單：我從

利獎」(Merritt Awards)的時候了。

自我的前同事在email中給我的靈感，

去年開始在推特(Tweeter)發佈我所寫

這些獎項是完全主觀的，並沒有特別

他希望我幫忙列出2017年度的幾項重

的每篇文章標題，然後排名最多追隨

計劃或者是和我在《EE Times》的同

要創新技術。

者與轉發的「推文」(tweet)。

事們交換過意見。
在2017年被評選出來的這些技術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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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列出這些即將改變未來的技

接下來就讓我們由後往前依序看看

術，而非與該技術創新有關的人名，同

即將改變未來人類生活的2017年8大工

業界趨勢
程技術創新：

業界趨勢
Facebook的照片及其他雲端服務了。

＃5 RISC-V指令集架構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

＃8 為科學遊行

的研究生和教授在過去幾年來的努力，

「為科學遊行」(March for Science)

＃6 三星3D NAND、英特爾
3DXP

是去年4月首度在美國華盛頓特區

我認為三星更值得這個獎項，因為它

RISC-V，它並不受到授權的限制。這

(Washington DC)以及全球600多個

既是該技術的先驅，又在去年8月發表

項成果還為開放來源硬體帶來了更多新

城市舉行的巡迴集會，主要是為了慶

了Tbit級3D NAND晶片。

的可能性。有鑑於當今半導體產業的整

創造了一種新的微處理器架構—

祝技術與科學方法及其在日常生活的

併與成熟，即使是這個運動的資深共同

重要角色，並喚醒大眾關注基於實證

創辦人也對這項開發成果感到震驚。

EUV微影時代真的快來了？
百度Duer事業部總經理景鯤

來源：ASML

的政策規劃與實踐。我不確定這項年

事實上，首款執行Linux的RISC-V

度活動是否會持續舉辦，但我希望很

SoC至少要到2018年才能商用化，那

的百度(Baidu)宣稱，該公司最先在網

快地能再次一起為科學遊行！

麼它適合列入2017年的獎項嗎？同樣

路上發明了智慧語音助理，只是因為

地，許多RISC-V核心也正用於2018年

他們說的是中文，所以很多美國人並

＃2 Google Tensor處理器

影(EUV)步進器成功了，他們將有助於

及以後的各種商業產品。但對我和其

沒有注意到。

多年來，我們不斷看到有關Google招

在未來幾年打造更先進的電子元件。

2D NAND vs. 3D NAND結構

過去幾年來，三星的工程師為業
界帶來了新一代的3D設計與製造。該

他觀察家來說，他們都從2017年開始
播下種子。

公司不僅徹底改變了NAND快閃記憶

2017年地球日大遊行，全球挺科學

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在主題演說中發表
Volta GPU

經過20多年的發展，ASML在2017年
出貨了號稱歷來最大最貴的電子產品之
「量產就緒版」。如果這款極紫外光微

百度Duer事業部總經理景鯤認為所

聘晶片設計人員的消息，很想知道他

最新的EUV系統並不完美。據我所

有的裝置都應該以語音啟動。我曾經有

們在做什麼。管理這個團隊的人可能

知，他們缺乏一種生產所需的保護薄

機會見到他，也發現他是一位腳踏實地

也不時地在問自己這個問題。

膜。他們可能還需要改進其抗蝕材料，

體(flash)，同時還成為單體3D設計的

＃4 百度DuerOS語音助理

的人。所以，我暫且相信他會用收集的

代表，可望成為未來多年半導體產業

其實要頒獎給有功於推廣人工智慧

個人資料做正確的事情。

的中流砥柱。

(AI)喇叭概念的亞馬遜(Amazon)並

Google終於在2016年5月發佈首
款張量處理器單元(Tensor Processing

而且吞吐量仍然低於193nm技術每小時
200+晶圓的目標。

Unit；TPU)，目的在於加速深度學習神

也就是說，這個系統是物理學的一

在這個領域有許多競爭對手—

不難，但我想它並不需要更多的知

＃3 Nvidia的Volta GPU

經網路的推論作業。這真的令人印象深

大奇蹟。它透過雷射光束照射熔融錫滴

NAND製造商迅速成為三星的追隨者，

名度— 在美國的地鐵甚至都為其裝

幾年前，我有機會參加輝達(Nvidia)

刻，尤其是想到這可是花費了16個月的

而產生光源，再經由光學陣列使光折射

＃7 微波輔助磁記錄

迫使其創造自家的創新技術，因為到

點起來，期望爭取成為這家西雅圖資

的年度GPU技術大會，執行長黃仁勳

設計週期啊！

出來，並將其聚焦於奈米級的空間中，

每十年左右，硬碟驅動器(HDD)產業

處都充斥著如何製造這些晶片的秘密

料中心巨擘的第二公司總部所在。此

的主題演說讓我開始關注ImageNet

今年，Google更新TPU以用於處

這樣的精確度對於微處理器設計人員已

都必須重新開發其核心技術；就像晶

了。英特爾(Intel)是主要的追隨者之

外，隨著該公司收購Whole Foods，

深度學習神經網路及其意義。而在去

理訓練任務，並披露了第一代晶片的

經足夠了。隨著時間的進展，預計再過

片製造商每隔10年不得不得重新尋找

一，但該公司也試圖進一步延伸，因

我最近對於Amazon的AI技術反而變

年5月的年度活動中發表Volta，則是

內部工作細節。在這個知識財產權(IP)

幾年，將持續開發出新的EUV技術所需

CMOS的微縮比例。

而率先在去年3月推出新興的儲存級記

得害怕而不再是敬畏了。

該公司首度因應訓練神經網路的需求

的時代，Google仍不吝於分享，希望

的高數值孔徑(NA)版本。

而量身打造的首款GPU晶片。

整個產業能朝著每個人的利益發展。

Western Digital(WD)在去年10月

憶體與裝置。

相形之下，號稱「中國Google」

發佈的微波輔助磁記錄(MAMR)技術

Volta超越了Nervana和Graphcore

令人印象深刻，而希捷科技(Seagate

等新創公司，也由於該晶片有助於發揮

Technology)也不遑多讓，持續投入其

最佳性能而得到AI研究人員的讚賞。

這就是我們需要的精神！

每一位身處或受益於科技產業的
我們(也就是說所有人)對於堅持投入
這些系統與技術創新的團隊都心懷

＃1 極紫外光微影

感謝。

先驅的熱輔助硬碟技術。
這並不是目前最酷的技術，但如果
少了硬碟，就沒法迅速地存取儲存在

WD產品經理手持MAMR原型硬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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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打造的RISC-V核心

Google首款自製機器學習專用晶片TPU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9

思維與觀點

思維與觀點

智慧型手機不再只是電話：
行動AI時代來臨！

無需用戶介入，即可實現全自動網路分析與最佳化

Liran Bar，CEVA影像和電腦視覺DSP產品線產品市場總監

蘋果(Apple)最新一代的智慧型手機

中斷的情況，操作車輛也不會有危

機的裝置都將包括一個視覺DSP或其他

iPhone X整合了用於人臉辨識的神經引

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處理器能夠

專用神經網路處理器。

擎，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處理密集的深度學習運算成為必要功

嵌入式神經引擎和專用智慧處理器

能，而不只是可選項目。

Apple iPhone X中所使用的神經
引擎實現了Face ID技術，讓使用者
注視著手機就能解鎖他們的iPhone。

為邊緣(edge)裝置實現了人工智慧(AI)，

圖3：Faster RCNN—透過完整的網路產生器可以有效的降低頻寬，並保有位元準確度

超快速的回應時間加上對於隱私和安

進行處理的好處包括減少延遲、全網路

在邊緣進行神經網路處理成為
主流

全程度的考慮，這些都需要所有的辨

理器實現。在競爭激烈的智慧型手機

覆蓋、增加隱私和安全性，並減少與雲

在智慧型手機領域，Apple通常作為確

識處理必須在手機上完成。現在的裝

領域，Google必須實現差異化。方法

端的通訊，從而降低成本。正因為具備

認新增特性將成為主流必備還是利基

置已經具備了AI處理能力，肯定很快

之一是為Pixel智慧型手機的相機配備

上述優勢，行動裝置可以利用人工智慧

市場配件的試金石。隨著蘋果最新旗艦

地將會不斷推陳出新更多令人興奮的

超強軟體。但是，影像增強所需的密

的功能，實現不久前還只能出現在科幻

機iPhone X的發佈，手機上配備一款專

AI功能。

集運算、單鏡頭背景散景效果、提高

小說中的場景。

用的神經引擎以便在邊緣執行人工智慧

Google也在其最新的旗艦手機

照片的動態範圍等功能，仍無法在目

處理，可說是一件大事。如同先前的預

Pixel 2中增加了類似的功能，透過一

前主要的智慧型手機所使用的標準處

測，這意味著，很快地，每個帶有攝影

款稱為‘Pixel Visual Core’的協同處

理器上高效率地運行。因此，Google

打破了對於雲端(cloud)的依賴。在邊緣

機器成為即時資料處理中心
我最近參加了CEVA 2017年度技術研

決定為這些功能添加第二個晶片，透

討會，有機會親身接觸到嵌入式世界的

過添加人工智慧功能可能是另一個差

人工智慧技術。曾經是純機械的機器，

異化的關鍵。華為(Huawei)日前也宣

如汽車、無人機和機器人，現在都變得

佈在其麒麟970 (Kirin 970)中整合神

得非常昂貴。但是，自動化工具鏈可

更智慧了，具備了可視、感知、追蹤、

經引擎，緊接著還有越來越多的公司

以支援「按鍵操作」的一站式服務，

分類、檢測與辨識等能力。如今，這些

加入這一競賽。

輕鬆地將網路的分析和最佳化轉換

裝置使用電腦視覺和感測器融合來收集

圖4：深度神經網路檢測演算法Faster RCNN處理流程示例

到嵌入式環境中。對於這樣的工具而

基於視覺DSP的引擎如何實現
晶片智慧化？

言，覆蓋大量最先進的網路是非常重

雖然邊緣處理的好處顯而易見，但也帶

地最佳化，以執行於邊緣的嵌入式裝

導致難以挽回的回應時間。透過晶片智

來了挑戰。難題在於如何將可以在大型

置上。

慧化，這些機器能更準確地被定義為資

伺服器上完成的數據運算，放進一個很

一旦移植和最佳化過程完成後，通

速神經網路處理(例如Faster RCNN)。

料中心。

小的手持裝置中，同時電量還得被消耗

常會對輸入資料進行規模縮減，從而以

基於深度學習的人工智慧為手持裝

無人駕駛車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在許多其他處理任務上。這就是視覺

最少的資訊損耗完成更快速的處理。

置帶來了無盡的機會：透過影像增強

子，它需要大量的視覺和其他感測

DSP對於能否成功實現邊緣AI處理至關

例如，典型的深度神經網路檢測演算

獲得數位單眼(DSLR)品質的照片、擴

器，以及衛星定位資訊和各種連接解

重要的原因。精簡、高效，但強大的向

法Faster RCNN流程中有兩個處理階

增實境和虛擬實境(AR/VR)應用、環境

決方案。它還必須有一個「大腦」完

量化性能，讓DSP處理器成為執行神經

段，包括區域建議(proposal regions)

感知、避讓和導航、檢測、追蹤、辨

成資料融合和分析。同時基於雲端的

引擎工作負載的理想選擇。

和區域分類(classify regions)。

識、分類、分割、映射、定位、視訊

和處理資料，並進行即時決策。在某些
情況下，例如無人駕駛車和無人機，決
策是至關重要的，雲端處理的延遲可能

圖1：邊緣裝置搭載AI技術，即時且低功耗地處理大量資訊

要的，可確保任何網路都可以很容易
圖5：AI加速實現可視化智慧應用

器(HWA)可以更進一步提升性能，加

處理和資訊也將在自動駕駛功能中發

另一個挑戰是如何將現有的神經

諸如CEVA-XM系列處理器核心等

增強等等。只要能在我們的手掌中握

揮作用，因此必須有一個可以瞬間做

網路移植到嵌入式DSP環境中。這可

超低功耗的視覺DSP，適用於執行此

有這樣的力量，智慧型手機的通話功

能會消耗大量的開發時間，代價也變

類工作負載。藉由添加CNN硬體加速

能看起來也就微不足道了。

出決策的車載處理器。即使出現訊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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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因應汽車應用的AI邊緣運算需要高性能的車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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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精英訪談

聯發科技力推
人工智慧邊緣運算

的平板電腦。」
但是，聯發科技所想要的並不只
是為語音助理產品(如Sony製造的智
慧音箱)銷售晶片。

聯發科技的毫米波雷達CMOS設計整合
嵌入式射頻、基頻處理以及整合天線於單
一封裝中

Junko Yoshida

理系統，「只要對開關說『關燈！』
即可」。
他說，這種開關所需要的是一個小
型的DSP作為深度學習加速器，以及能

相較於亞馬遜透過其Echo裝置推

夠辨識約20-30個關鍵字的神經網路。

動雲端到雲端的服務，聯發科技則是在

對於聯發科技得以開啟為10億裝置銷

「邊緣與雲端」的混合模式中看到了更

售晶片的業務之門，這種「分散式處

多可能性。這場競賽就集中於如何在本

理單元」(decentralized processing
unit)的概念扮演著重要地位。

在今年的國際消費電子展(CES 2018)

機日益成長的需求。顧大為表示：

地增添更多「智慧」，讓智慧音箱能夠

上，聯發科技(MediaTek)展示多元領

「我們正為資料中心的資料交換機打

區別人類與非人類的聲音差異、消除背

域的最新進展，包括用於資料中心交

造客製ASIC。」

景音樂，以及辨識聲紋模式。

Intelligo Technology

換器與汽車電子的晶片，以及專為邊

雖然在這一領域將會面對博通

他指出，語音AI部份的建構模組

在邊緣實現AI(AI on the edge)是

緣裝置(edge device)打造的人工智

(Broadcom)和思科(Cisco)等潛在競

已經被設計於智慧型手機、耳機和汽

由台灣新創公司意騰科技(Intelligo

慧(AI)處理器，展現該公司已經為「後

爭對手，但顧大為指出聯發科技目前

車平台了。

Technology)設計的AI處理器和演算

智慧型手機時代」(post-smartphone

得到了客戶的大力支持，「這是一個

era)作好了準備。
聯發科技財務長顧大為(David

法。這家擁有30人團隊的公司是在
採用聯發科MT8516處理器的Sony
Google Assistant在CES亮相

DSP結合神經網路
然而，聯發科技希望將AI整合的想法

Intelligo Technology設計了一

顧大為
財務長
聯發科技

施(V2I)等應用提供專用短距離通訊

進一步延伸到像電燈開關那樣的小型

款稱為‘Debussy’的SoC，可作

(DSRC)和4G蜂巢式技術。

裝置上。

為智慧深度神經網路(DNN)語音處理

其他供應商還包括恩智浦(NXP)、德州

語音助理

要的功能就是能夠聲控電燈的開啟和關

儀器(TI)和英飛凌(Infineon)。

顧大為坦言，諸如亞馬遜(Amazon)的

閉。那麼，顧大為問道：「為什麼不把
小型的AI功能添加到電燈開關中？」

值得投入的市場，因為我們看到用戶
產生大量資料的速度不曾稍歇。」

Ku)談到了該公司計劃將只需要較小

他並強調，聯發科技不再僅僅依

運算能力的「特定AI功能」導入大規

靠智慧型手機市場。投資界也認為

模的邊緣裝置，包括電燈開關等。他

「我們取得了一個均衡的投資組合」。

在接受《EE Times》的專訪時指出，

據了解，消費者認為智慧音箱最重

2016年從聯發科技獨立出來的。

器。Debussy的核心採用Intelligo的
AI處理器iGo。

「我們想要成為邊緣裝置AI運算的重

汽車市場

要推手(enabler)。」

聯發科技雖然還是汽車市場的新手，

負責汽車業務的聯發科技副總經

Echo和Google Home等語音助理確實

顧大為說，該公司正逐步降低對

但現在已經有四款產品用於一線汽

理徐敬全介紹：「我們的毫米波雷達

是「非常好的想法」。他解釋說，當

當連網電燈出現後，使用者一開始

圍、功能、成本和功耗。顧大為坦

於智慧型手機市場的依賴。儘管智慧

車客戶了。這些產品包括車載處理模

工作頻率在76-81GHz之間，可以偵

滑鼠成為個人電腦(PC)時代的用戶介

很興奮能在家中小小地表演一下，展示

言，「我們還處於AI的早期發展階

型手機是過去幾年來推動聯發科技成

組、毫米波(mmWave)雷達、車載資

測到10到15公尺的障礙物，」使其適

面(UI)選擇，「觸控」是廣受智慧型

他們如何透過智慧型手機控制燈光。但

段。接下來還有很多事情要學。」

長的單一最大驅動力，但去年創造的

訊娛樂系統(IVI)，以及數位儀表板。

於作為目前超音波裝置的理想替代方

手機用戶喜愛的介面首選；如今，語

是，顧大為說，過了幾天之後，「你會

根據Intelligo，iGo提供了「可

案，用於偵測靠近車輛的物體。

音指令開始主宰新一代裝置。

覺得這樣做到底有什麼好玩的？你也可

配置的深度神經網路和高效率的推論

以實際手動切換開關啊！」

引擎(每秒每瓦特實現1TOPS運算)。

營收「還不到整體的40%」。

特別是其中的新型毫米波雷達，

很顯然地，將AI安裝在如開關這
樣的小型裝置上可能會受限於其範

去年聯發科技大約有30%的銷售額

讓聯發科技得以超越多家成功開發

至於車載資通訊處理方面，聯發

顧大為指出，對於聯發科技來

來自物聯網(IoT)和特殊應用晶片/電源

CMOS雷達的晶片供應商。該領域的

科技正為車對車(V2V)、車對基礎設

說，轉而採用像Echo或Google Home

但是，如果你能夠直接和燈光開

Intelligo還有一套iGo語音軟體，

管理晶片(ASIC/PMIC)業務。顧大為將

等智慧音箱可不是個容易的決定。他

關對話，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強

包括雙向語音品質增強、固定和非固

這兩項業務形容為聯發科技的「成長領

說：「畢竟，這些裝置都是沒有螢幕

調，你不必在每個房間都安裝語音助

定的雜訊消除、遠場處理、關鍵字辨

域」—去年約有20%的成長率。

識、語音驗證和喚醒聲音。

另外30%的銷售來自於他所謂的

該SoC提供了許多音訊處理功

「穩定的金牛(cash-cow)業務」—

能，包括回聲消除、動態範圍控制、

銷售設計用於數位電視、功能型手

等化以及採樣率轉換。
針對Intelligo這支團隊，顧大為

機、顯示器和光儲存的晶片。
那麼聯發科技的IoT業務有哪些主

說：「我們認為最好讓他們從聯發科

要元素？顧大為回應道：Wi-Fi和藍牙

技獨立出來，因為創業環境有助於讓

(Bluetooth)等連接晶片，以及針對快

他們更快地進展，從而加速其開發。」

速成長的語音助理裝置(VAD)而打造

聯發科技是Intelligo的主要投資者，

的半導體晶片。
聯發科技也看到了對於資料交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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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發科技利用在處理器、高整合SoC、數據機與RF以及多媒體等技術優勢搶進汽車電子
市場

專為智慧語音助理裝置和智慧揚聲器打造的SoC，可支援Google Assistant與Android
來源：MediaTek
Things

除此以外，Intelligo目前也擁有其他
客戶了。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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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創新天地

語音辨識推動更加互動的
對話平台
Nitin Dahad

市調公司Gartner曾經在兩年前預測，

智慧(AI)產品解決方案的一部份，採

2018年所有與技術相關的人機互動

用了Google雲端服務與自然語言辨

中，大約有30%都來自與語音系統的

識技術，可支援中文、英文、日文與

對話。不久前。RBC Capital Markets

韓文等。

的分析師也預期，亞馬遜(Amazon)的

和碩資深總監Joe Wu表示：

Alexa智慧語音助理將在2020年前達

「XMOS解決方案由於其卓越的遠場語

到100億美元的銷售額。
語音辨識是去年國際消費電子展

X M O S 最 新 一 代 語 音 處 理 器 Vo c a l F u s i o n
XVF3500在今年CES亮相

境對話，因而能夠記住客戶說的話、理

球部署的時間和資源。

時透過軟體開發套件(SDK)和「隨插即
用」模組即可整合行動應用。

解內在的含義並且在架構之間自然地

Kami Analytics透過言語和行動、

變換—就像與真人一樣交談。此外，

創建模板並執行同類群組分析來區分用

隨著亞馬遜和Google積極推動語音

它還支援文本和語音，並與Facebook

戶，並透過持續的用戶互動過程和語音

家用裝置，準確的語音辨識技術將繼續

Messenger、Skype、Kik、Slack和

最佳化，從而提高用戶的參與度、持續

發展，並將進一步推動平台實現更複雜

Wechat等主要的即時傳訊通道無縫整

率以及對話，並為A/B測試提供可讓聊

的人機對話，以及超越這些家庭裝置以

合。該架構並支援多種語言，節省了全

天機器人的效率最佳化的平台。在開發

外的用戶介面。

MEMS開關擴展物聯網應用
Rick Merritt

音技術而被選用於我們的智慧語音助

新創公司Menlo Microsystems宣佈

磁、機電和固態元件。Menlo預計，在

預計這款MEMS開關能為每套MRI系統

理。Martina具有跨平台的相容性和語

其MEMS開關在廣泛的物聯網(IoT)應

未來的幾個月，將針對工業自動化、

節省高達10,000美元的成本。Garcia

(CES)的熱門話題，許多評論家認為

器可提供雙通道全雙工聲學回音消除功

音驅動的用戶介面，能夠使用簡單的語

用中取得了進展。Menlo是通用電氣

機器人以及家庭與建築物自動化等領

說：「目前，他們需要為每台採用PIN

2017年將是語音辨識年。Gartner並指

能，專為開發語音啟動的智慧電視、家

音命令連接和控制各種設備和服務。」

(GE)的衍生公司，其MEMS開關晶片

域推出採用其MEMS開關晶片的各種

二極體的機器配置5位博士的人力進行

出，包括語音辨識功能的對話平台將成

庭劇院、機上盒(STB)和數位媒體配接

新創公司Kami則開發出使用神經網

已經用於GE醫療系統，未來還可作

參考設計。

調整，而採用Menlo MEMS開關後，

為2018年前十大策略技術趨勢之一。

器等市場的開發人員而設計，這些成長

路和機器學習演算法的下一代可信任對

為功率致動器和繼電器用於各種工業

Garcia說，諸如Nest智慧恆溫器等

就能對這些系統進行自動化編程了。」

語音辨識預計將推動系統的典範轉移，

中的市場與應用都需要立體聲AEC支援

話AI平台。其目標在於透過對話學習和

物聯網(Industrial IoT)應用，以及行

物聯網裝置的最大問題之一在於如何有

儘管GE率先在其MRI系統中導入

不僅更能回答簡單的問題，例如「天氣

「整個室內」的語音介面解決方案。該

建立知識、記住個人並自然地與其進行

動系統中的射頻(RF)開關。

效地開啟或關閉像暖通空調(HVAC)等

該晶片，Menlo也已經和其他MRI製造

如何？」同時還實現了越來越複雜的互

解決方案還支援可配置的AEC延遲，能

交流。其專利技術結合了神經網路和機

Menlo早在2014年就發表了這款靜

耗電系統，而這正是Menlo開關的優

商洽談有關這款晶片的未來應用了。

動。對話平台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其對

夠精確校準AEC參考訊號並調整延遲，

器學習演算法。

電開關，它採用新型金屬合金在玻璃基

勢所在，它能在幾乎不耗電的情況下

他強調，「GE希望該業務能有助於打

話模型的穩健性、應用程式介面(API)，

從而為現有的消費電子產品提供售後遠

以及用於存取、啟用和編排第三方服務

場語音配件。

Kami的種子輪投資方AIEA策略務

板上濺鍍形成接觸樑，並在電流作用下

運作。他說：「在電源開關的尺寸和功

造Menlo成為新的策略元件供應商。」

發總監陳向軍說：「Kami開發出一款

接觸閘極形成完整觸點。相較於採用一

耗方面，我們的MEMS開關可實現更高

Menlo還看好這款晶片在RF開關的

即使是在複雜的聲學環境，該解決

真正強大的推理平台，擁有超強的記憶

種獨特專用製程為許多垂直市場開發的

1到2個數量級的效率。」

因此，語音辨識技術正不斷發展以

方案也能透過雲端語音辨識系統處理，

和情緒關注分析能力。其專利的外部動

固態開關與產品，這種靜電MEMS開關

滿足這一需求，而投資人也看到了這個

準確地在整個室內擷取指令。XVF3500

態記憶網路技術和關注分析技術大幅地

明顯能降低功耗。

機會。例如英國的XMOS，以及卡米人

語音處理器提供複雜的語音數位訊號處

提高了對話情境追蹤和系統推理的能

工智慧(Kami Intelligence Limited)等公司

理(DSP)—包括具有語音干擾功能的

最近幾個月都獲得了融資。

以提供複雜結果的事件模型。

該設計源於GE公司在MEMS開

無線電，能以更低10倍的功耗提供更高

關領域的12年研究成果。「他們發現

10倍的功率輸出，並預計在今秋出貨。

該MEMS開關具有低功耗的優點，

MEMS的可靠性問題在於材料，因而

此外，該新創公司期望將技術

力。Kami獨特的後設語言夠透過分析

使其得以因應大電流的開關任務。此

為MEMS開關的接觸樑和觸點開發了

授權給為智慧型手機製造RF開關的

全雙工聲學回音消除器、讓用戶能夠中

情境和推理，跨多種不同的業務場景做

外，它並不像傳統的電源開關或繼電

獨特的合金，以及新穎的玻璃基板，

供應商，例如Peregrine、Qorvo

出決策。」

器一樣發熱，因而不必採用大型且昂

能夠可靠地處理數十億次千瓦(kW)級

與Skyworks等。針對這項技術授

貴的散熱片。

的電源開關。」

權，Garcia解釋，「我並不想做15美

XMOS去年初推出首款遠場語音處

斷或暫停正在播放音樂的裝置，以及追

理器系列—XVF3000及其相關開發套

隨揚聲器的自適應波束形成器。即使是

Kami的產品包括Kami Relate和

件。該公司聲稱是唯一一家獲得亞馬遜

在嘈雜的環境中，更先進的去混響、自

Kami Analytics。Kami Relate提供情

AVS認證的遠程線性麥克風陣列開發套
件供應商，能夠將亞馬遜的Alexa輕鬆

目前，這款開關在GE的小型研究

GE的醫療部門將最先使用這款晶

分的低成本開關。目前，我們也已經

動增益控制以及雜訊抑制功能，也能提

廠進行製造。Menlo預計將在2018年

片，以取代其目前用於核磁共振成像

從多家廠商的第一階段授權評估中獲

供清晰的語音互動體驗。

中期於瑞典Silex Microsystems的商用

(MRI)系統的PIM二極體陣列。該公司

得NRE費用了。」

MEMS晶圓廠量產。

地整合於智慧面板、廚房電器以及其他
商業和工業電子設備。

新一代可信任對話AI平台

Menlo執行長Russ Garcia表示，

在CES 2018，XMOS進一步展示

和碩聯合科技(Pegatron Corp.)最

「我們目前最大的挑戰是在商用晶圓

其最新語音處理器，該處理器支援立體

近宣佈在其最新智慧語音助理產品

廠落實該技術，並使其通過驗證。」

聲聲學回音消除(AEC)和遠場線性麥克

Martina中採用XMOS VocalFusion

風陣列解決方案。XVF3500語音處理

語音技術。Martina是和碩科技人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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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前景。該晶片目前已經設計於軍事

內建XVF3000語音處理器的和碩智慧語音助理
Martina

而該元件的最大機會就在於取代目
前各種繼電器與電源開關中所使用的電

Menlo宣稱其開關的尺寸與功耗等性能大幅超越現有的開關與繼電器

來源：Menlo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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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全名為「超薄基體埋入氧化層全空
乏絕緣上覆矽」(UTBB-FD-SOI)」。
ST表示，與傳統的塊狀矽技術
相較，FD-SOI能提供更好的電晶體
靜電特性，而埋入氧化層能降低源極
(source)與汲極(drain)之間的寄生電
容；此外該技術能有效限制源極與汲
極之間的電子流動，大幅降低影響元
件性能的洩漏電流(圖1)。除了透過閘

從東方奮起
FD-SOI準備大賺IoT商機
Judith Cheng

極，FD-SOI也能藉由極化(polarizing)
元件底層基板來控制電晶體行為，類似
於塊狀矽技術亦可實現的基體偏壓。

圖2：GlobalFoundries在中國成都興建12吋廠Fab 11，預計2019年量產的第二階段
生產線為22FDX FD-SOI製程
來源：GlobalFoundries

不過塊狀矽技術的基體偏壓非常有
限，因為寄生漏電流以及電晶體幾何
尺寸縮減之後電晶體效率降低；而FDSOI因為電晶體結構以及超薄絕緣層，
偏壓效率會更好。此外，埋入氧化層也
能實現更高的基體偏壓，達到對電晶體
突破性的動態控制──當基板的極化
為正向，也就是順向基體偏壓(FBB)，
電晶體切換速度能加快，並因此能最佳

持的新一代FinFET製程相當的性能，

決方案。

但成本與風險更低。

化元件性能與功耗。
根據ST的說法，FD-SOI能輕易實

半導體製程技術，除了即將量產的7

其中GlobalFoundries的FDX系列

奈米FinFET尖端製程，以及預計將全

製程與Samsung的FDSOI製程，與其

面導入極紫外光(EUV)微影技術的5奈

他競爭方案之間的最大差異，就在於

FD-SOI技術優勢何在？

調節，為設計工程師提供高度彈性，

米製程節點，各家晶圓代工業者著眼

採用了無論是英文或中文讀來都十分

不同於FinFET製程採用的3D電晶體結

特別是對省電性能與速度有高度要求、

於應用廣泛、無所不包的物聯網(IoT)

拗口的「全空乏絕緣上覆矽」(Fully

構，FD-SOI為平面製程；根據ST官網

性能並非關鍵的元件，因此是物聯網或

市場對低功耗、低成本元件需求而推

Depleted Silicon On Insulator，FD-

上的技術資料，FD-SOI有兩大主要創

可攜式/穿戴式消費性電子裝置應用的

出的各種中低階製程技術選項，也是

SOI)技術；該技術早在2011年就由SOI

新：首先是採用了埋入氧化物(buried

理想解決方案。

現FBB並在電晶體運作期間進行動態

產業聯盟(SOI Industry Consortium)、

oxide，BOX)超薄絕緣層，放置於矽

市場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例如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TSMC)

意法半導體(ST)以及其研發夥伴

基板之上；接著將超薄的矽薄膜佈署

Business Strategies (IBS)執行長

的16與12奈米FFC (FinFET Compact

IBM、GlobalFoundries、三星等率先

於電晶體通道，因為其超薄厚度，通

Handel Jones在2014年發表的一份

Technology)、22奈米超低功耗

在業界推廣，號稱在28奈米與20 (22)

道不需要摻雜(dope)，使電晶體能達

報告中寫道：「同樣是100mm見方大

(ULP)、28奈米HPC/HPC+，以及

奈米節點能達到由英特爾、台積電等支

到完全空乏。以上兩種創新技術的結

小的晶片，採用28奈米FD-SOI製程的

產業界的關注焦點。

圖3：GlobalFoundries、台積電與英特爾的22奈米製程性能比較
來源：GlobalFoundries

1.60
Costs per 100M Gates ($)

若要說2018以及未來五年最受矚目的

$1.43

1.20

$1.07
$0.92

$1.45

$1.52

$1.11

$0.90

0.80

0.40

0.00
28nm HKMG 28nm FD-SOI 22nm FD-SOI 12nm FD-SOI 16nm FinFET 10nm FinFET 7nm FinFET

40奈米ULP、55奈米ULP與低功耗

成本比塊狀CMOS製程低3%，在20

(LP)等邏輯製程，還有英特爾(Intel)

奈米節點則可以進一步低30%；這是

的22奈米低功耗FinFET (22FFL)

因為帶來更高參數良率的同時，晶圓

勢會比塊狀CMOS製程多20%；在28

出塊狀CMOS，這是因為較低的洩漏

成本也更低；」此外FD-SOI製程裸晶

奈米節點，FD-SOI的性能則比20奈米

電流以及對α粒子更好的免疫力。」

的複雜度與塊狀CMOS製程比較，低

塊狀CMOS高出15%。」他並指出：

了10%~12%。

「FD-SOI製程在高/低Vdd方面能提供

FD-SOI製程：西方冷、東方熱

製程、GlobalFoundries的28奈米
閘極

HPP (High Performance Plus)/SLP
(Super Low Power)、22FDX製程，

源極

電子

閘極
汲極

源極
電子
汲極
超薄埋入氧化層

圖4：FD-SOI與FinFET製程閘極成本比較

來源：IBS

以及三星電子(Samsung)的28奈米

Jones進一步表示：「更小的裸晶

比塊狀CMOS製程更高的能源效率等級

不過儘管FD-SOI號稱有上述諸多優

FDSOI、LPP、LPH… 等等，都是適

面積與更高的參數良率之結合，FD-

(energy efficiency levels)；FD-SOI在

勢，對於該製程的生產良率、專用

SOI製程在20奈米節點的產品成本優

位元單元(bit cells)上的電源效率也高

晶圓片價格與供應來源穩定性，還

合廣泛物聯網應用市場需求特性的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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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塊狀矽製程與FD-SOI製程電晶體結構比較

來源：STMicr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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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各製程節點設計成本比較

來源：IBS

爾22FFL製程、台積電22ULP製程的

有大量生產確切時程、整體技術支

還有一個由中國「大基金」成

援生態系統完整性，產業界仍有諸

立的投資平台，上海矽產業投資有

多疑慮；因此雖然FD-SOI在歐洲有

限公司(National Silicon Industry

Jha在專題演說後接受EE Times

ST、恩智浦(NXP)等支持者，三星、

Group，NSIG)在2016年宣布

China訪問時表示：「從成本上面來

GlobalFoundries等也分別積極推廣

收購14.5%的Soitec股權；晶圓代

說，22奈米FinFET如果採用平面技

自家FD-SOI代工業務，該技術在市場

工業者上海華力微電子(Shanghai

術，製程步驟會多一些，製程控制的複

的討論熱度與能見度一直偏低，特別

Huali Microelectronics Corp.)在

雜度很高。對於FDX，底層的基板成本

是在西方。

GlobalFoundries宣佈成都廠投資計畫

可能會高一點。確實很難類比各自成本

2017年2月，GlobalFoundries宣

前，也透露了投資FD-SOI生產線的計

的結構，但是考慮到我們在中國晶圓廠

佈投資100億美元在中國大陸成都高

畫，但並沒有具體時間表。這些跡象

的建設投資以及規模產生的成本效應，

新西區建立12吋晶圓廠(圖2)，2018年

在在顯示FD-SOI將會是中國半導體產

從生產的成本來說，相較於英特爾的技

開始營運的第一期生產線會是轉移自該

業發展藍圖的一部分，並可能讓這個

術，可能略有優勢。」

公司新加坡廠之為較成熟的180/130奈

迄今在西方世界市場稍嫌受到冷遇的

米製程，第二期為轉移自其德國德勒斯

技術，在東方市場發光發熱。

性能比較(圖3)。

在同一場論壇上，IBS執行長Jones
也進一步提出了FD-SOI製程的閘極成本

登(Dresden)廠的22FDX FD-SOI製程

根據GlobalFoundries產品管理資

(cost per gate)分析(圖4)，他指出，28

生產線，預計2019年開始營運；此訊

深副總裁Alain Mutricy在2017年5月

奈米FD-SOI製程與28奈米高介電金屬

息在半導體產業界引起廣大迴響，除

接受EE Times採訪時的說法，該公司

閘極(HKMG)塊狀CMOS的閘極成本相

了再次昭示了中國發展本土半導體產

在成都投資設廠只是第一步，接下來

當，22奈米FD-SOI的閘極成本也仍具競

業鏈的企圖心，也代表FD-SOI製程的

還將在當地建立FD-SOI生態系統，幫

爭力；而到了下一代的12奈米FD-SOI，

「主戰線」將在中國點燃。

助中國無晶圓廠IC設計業者以及設計

因為所需光罩層數較少，閘極成本會比

服務業者更容易取得所需的IP與工具。

16奈米FinFET製程低22.4%，比10奈

中國早在2015年就對FD-SOI技術

米FinFET低23.4%，比7奈米FinFET低

表達了高度興趣；當時中國大陸IC設計
服務業者芯原(VeriSilicon)執行長戴偉

物聯網製程戰火即將引爆

27%，而FD-SOI的低耗電表現當然也

民(Wayne Dai)在接受EE Times記者訪

2017年9月底，在SOI產業聯盟主辦

優於FinFET。

問時即表示，與其不斷地在FinFET製

的第五屆上海FD-SOI論壇上，發表

此外Jones也提出了各製程節點的

程方面追趕台積電或英特爾的腳步，

專題演說的GlobalFoundries執行長

軟硬體設計成本比較(圖5)，估計12奈

他認為中國應該投資FD-SOI，並以該

Sanjay Jha再次大力宣傳FD-SOI製

米FD-SOI的設計成本在5,000至5,500

技術做為低功耗製程的替代方案。此

程，並以22奈米──採用單次光罩最

萬美元之間，而16奈米FinFET設計成

外上海新傲科技(Simgui)於2015年秋

小節點，也是適合物聯網、可攜式裝

本在7,200萬美元左右，10奈米FinFET

天開始量產首批8吋SOI晶圓片，採用

置等對成本/功耗敏感應用，預期將

設計成本在1.31億美元左右；因為設計

與該公司策略夥伴、法國業者Soitec

會是市場上的「長壽」節點──為基

成果的營收需要是成本的10倍，所以

的Smart Cut製程技術。

準，將該公司的22FDX製程以及英特

12奈米FD-SOI的潛在市場規模(TA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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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16奈米與10奈米FinFET更大。
綜合FD-SOI低功耗、易於整合RF等
將行動裝置、物聯網、無線通訊(5G/
LTE/Wi-Fi)，以及汽車(ADAS/車用通
訊)視為該製程的熱門應用；Jones則認
為，現有28奈米製程元件中，有九成
都適合轉向FD-SOI製程，其TAM規模
在2018年估計達到171億美元(圖6)，
到2025年甚至可達184億美元，眾家
FD-SOI技術供應商能實際取得多少營
收得各憑本事，而鎖定物聯網市場商機

Foundry Market TAM for 22nm FD SOI

特性與成本上的優勢，GlobalFoundries

$20B
$17.0B $17.1B $16.8B

$18.3B $18.4B
$17.7B $18.0B $18.1B $18.2B

$16B

28nm

$12B

市場一樣偏冷；如半導體測試實驗室

規模小、成本就相對變高，而若晶圓

宜特科技(iST)表示，據了解正在嘗試

代工業者折舊情形良好、將可提供更

FD-SOI設計的台灣IC業者仍在少數，

優惠的28奈米製程價格，如此在以成

預期對該製程的接受速度會比中國大

本導向的終端產品競爭上，FD-SOI就

陸業者緩慢得多。

未必有利。」
28奈米製程可說是台灣晶圓代工雙

$8B
22/20nm
$4B
16/14nm
$0B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圖6：22奈米FD-SOI製程潛在市場規模預測

2025
來源：IBS

的製程大戰已經煙硝四起。

晶心科技總經理林志明：FD - SOI製程
的 終 端 目標 市 場正 好與 我 們 的 產品 線
非常一致

結語

雄聯電(UMC)、台積電的「搖錢樹」，

台灣的市場研究機構集邦科技

其中台積電在2017年的28奈米晶圓片

(TrendForce)旗下拓 產業研究所半導

出貨量創下了18萬片的新高紀錄，該

體研究中心分析師黃志宇表示，目前全

節點營收在台積電2017年第三季仍然

球FD-SOI產能的統計數字不易取得，

是佔據當季整體營收最高比例、達到

僅能大略估計該製程佔據2017年全球

27%，高於先進的16/20奈米節點；

晶圓代工銷售的比例為0.2%左右；他

聯電則在第三季看到28奈米HKMG的

並指出，中國大陸積極建立FD-SOI產

市場需求趨緩。

中國IC廠商躍躍欲試，台廠呢？

遊戲機以及隨身卡拉OK麥克風等等裝

業鏈，引進晶圓片製造商Soitec、晶圓

來勢洶洶的FD-SOI製程將會對現

根據GlobalFoundries在第五屆上海

置，目標市場與FD-SOI技術的方向一

代工業者GlobalFoundries，對台灣晶

有28奈米晶圓代工市場帶來什麼樣的

FD-SOI論壇提供的統計數字，該公

致，以此製程選項搭配晶心的IP，可

圓代工業者的28奈米製程競爭力可能

影響？中國半導體產業是否將因為FD-

司的22FDX製程已經獲得了總計135

望為客戶的設計帶來更佳省電效能。

會帶來衝擊。

SOI技術的發展而改寫歷史？台積電即

家客戶的青睞，其中有20家客戶會在

台灣的半導體IP供應商並未在

不過黃志宇也指出，觀察中國FD-

將開出的22奈米新製程又是否能取得

2017年底之前進入多專案晶圓(MPW)

FD-SOI生態系統中缺席，但台灣IC設

SOI產能開出的時間點亦相當重要，必

市場動力？為搶物聯網市場商機，聯

試產、這之中又有15家會在2018年

計業者何時會跟進？除了已經準備加

須同時考量市場上既有晶圓代工業者的

電在28奈米製程之後又將祭出甚麼新

底正式投片，而進入測試設計/投片階

入成都FD-SOI生態系統的聯發科技，

28奈米製程的折舊情形以及FD-SOI的

「武器」？2018年半導體市場的發展

段的這些客戶中，包括10家來自中國

台灣本地業者對此技術的態度與西方

實際產能規模：「當FD-SOI製程產能

局勢值得陸續觀察。

的廠商。
GlobalFoundries於2017年2月宣

圖7：GlobalFoundries積極為FD-SOI製程建立產業生態系統

來源：GlobalFoundries

佈於成都興建投資額達百億美元的12

費，「每一家公司都必須在成都部署研

作夥伴截至2017年9月已經達到33家(圖

吋新廠之後，又於同年5月與成都市

發團隊。」

7)，涵蓋半導體產業鏈上下游業者。儘

政府共同宣佈，雙方將合作以6年時間

戴偉民指出，FD-SOI的支持者

管佔據十分少數，台灣業者也在其中，

可攜式激勵建模在高階合成驗證流程的運用

建立一個累計投資規模超過1億美元的

已經在中國打好基礎，藉由像是上海

包括封測大廠日月光(ASE)、嵌入式記

作者：Mike Andrews、Mike Fingeroff；Mentor驗證技術專家/HLS技術專家

「世界級的FD-SOI生態系統」，涵蓋

FD-SOI論壇這樣的活動，持續向中國

憶體IP供應商力旺電子(eMemory)，以

多個位於成都的研發中心以及與大學

本地的晶片業者與IC設計工程師、政

及處理器IP供應商晶心科技(Andes)。

院校合作的研究項目，目的是能吸引更

府官員、私人投資基金等大力宣傳；

多頂尖半導體業者落戶成都，並使成都
「成為下一代晶片設計的卓越中心」。

境中進行除錯。

過去一兩年，可攜式激勵(Portable

市場日益需要一套驗證方法學，能夠

晶心科技總經理林志明接受EE

Stimulus)已成為驗證社群的熱門話題，

為SystemC/C++提供高效能且可實際

而他認為，要壯大中國的FD-SOI生態

Times採訪時表示，該公司是在2015

但與大部份的「新」概念一樣，它是從

應用的約束性隨機激勵，以便能在C層

簡介

系統有幾個要點，包括：使用FD-SOI

年與GlobalFoundries的長期夥伴、

發展成熟的工具與方法學演進而來的。

級達成覆蓋率收斂，然後再重新複製相

十年前，電子系統級(ESL)設計方

將加入成都FD-SOI生態系統的公司

實現混合訊號和RF設計的可行性、設

美國IC設計服務業者Invecas合作，將

例如，多年來，利用像Questa

同的激勵，以測試並通過合成的RTL。

法學曾風行一時，有許多的語言選

包括EDA供應商Cadence、Synopsys，

計服務業者(如芯原)的支援、實現基體

其32位元N7處理器核心導入採用FD-

inFact這類繪圖式激勵自動化工具，使

本文將闡述一套方法學，其中，

項宣稱可同時提升設計與驗證的抽

設計服務業者芯原、Invecas，還有

偏壓設計流程和工具，還有設計教學、

SOI製程的參考設計，後來也獲得了

得不同抽象層級具有共通的激勵模型。

激勵模型能夠被定義(以及修正)，以

象層級，例如C/C++、SystemC和

晶片設計業者聯發科(MediaTek)、瑞

研討會、大學課程、實驗室和教科書，

GlobalFoundries的22FDX製程驗證。

高階合成(HLS)，亦即把SystemC/C++

達成C++ HLS DUT的100%程式碼

SystemVerilog。雖然C/SystemC是

芯微(RockChip)、上海復旦微電子

以及政府的支持。

他指出，晶心的處理器核心開發原

合成至暫存器傳輸級(RTL)，已成熟運

覆蓋，然後再重新使用於合成RTL的

擷取硬體與系統建模最常用的語言，

(Shanghai Fudan Microelectronics

中國IC業者對FD-SOI技術躍躍欲

本就是以低功耗、高效率為訴求，其

用多年，大部份使用者都能混合利用

SystemVerilog或UVM測試台。針對

但SystemVerilog已使先進驗證所需

Group Company)等等；芯原的戴偉民

試，當地的產業生態系統逐漸成形；以

N7、N8與N9等系列都已經在物聯網

自行開發的環境或C語言測試來執行C

真正共通的模型，還可能在兩個環境

的特性標準化，像是約束隨機激勵與

在接受EE Times訪問時表示，要從成

全球來看，GlobalFoundries則表示其

與可攜式消費性電子市場獲得採用，

層級的功能驗證。雖然HLS現在能夠

中保持隨機穩定性，因此在其中一個

功能驗證覆蓋。

都FD-SOI生態系統投資中獲得研發經

FD-SOI製程生態系統FDXcelerator的合

進駐包括智慧手錶、智慧語音助理、

支援非常大型的階層式設計，但是，

環境中發現的問題，可以在另一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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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方式來描述激勵，特別是能夠從
精簡描述自動化擴展成涵蓋各種驗證情
境(scenario)的方式，並提升此產生過
程的效率。
Questa inFact提供了這樣的功能，
利用規則/圖形式方法，並使用軟體測
試的技巧及增強硬體驗證的功能。由
於規則式模型獨立於特定語言(它可應
用於至少七種不同的HVL環境)，它一

圖2：test_data _gen規則圖形

直是一套可攜式激勵解決方案。
HLS使用者通常認為，移轉至

務或功能，簡單前置於ifc。

C++/SystemC設計方式的主要效益

此方法、任務或功能會採用一個

在於驗證效能，從而使其執行更多測

參數，處理對應至相同名稱的HVL物

試。然而，可為先進驗證功能提供
SystemVerilog的C環境並沒有一定的

件—亦即test_data類別或之前所示
圖1：階層式規則程式碼架構

的struct。

標準，例如隨機/自動化激勵建模等。

為。透過把所有規則階層的定義放在共

位元寬度加以隨機化，以及收集這些訊

因此，此整合機制只是很簡單地

可攜式激勵解決方案能提供此強大功

同檔案中，編譯過的圖形模型就會有完

息到測試資料struct或類別中。在此範

建構一個包含可攜式激勵模型的類別

能，除了保有為C-based模擬環境建立

全一致的行為。

例，packedArray0包含10位元數值的

用例，然後呼叫其ifc_fill方法到測試台

test_data_C.規則檔案還有一個

8單元固定大小陣列，packedArray1

test_data容器(container)。圖4為C++

額外的建構，它的屬性在於為程式碼

包含7位元數值的類似陣列。在這些資

測試台的摘錄程式碼，其中建立了到

產生特定的語言需求。在此範例中，

料中增加的是一個稱為num_col的4位

test_data struct—td_h以及到包含

常見的激勵模型

它指定了要在聲明中加入的所需程式

元數量。

inFact模型— td_gen_h的類型，後

規則式激勵模型，如預期地是從主要

碼，以便能產生C++類別定義檔案。

雖然這是從C++測試台開始，還需

的頂層規則檔案中逐層建立。此檔案

該語言支援能被用來客製化產生HVL

要在SystemVerilog環境中有類似的物

通常與預設樣板、以及一個或更多的

檔案的其他屬性，而不會對底層的圖

件。圖3所示為此物件的SystemVerilog

模組級規則片段檔案差異不大。頂層

形模型帶來影響。

和C++版本。

激勵模型的優勢之外，還能在RTL包含
於SystemVerilog時再利用。

圖3：SystemVerilog和C++的測試資料型態

者的建構呼叫程式定義了用例名稱，
在C++測試迴圈中，能看到ifc_fill
方法的呼叫程式，接下來是把td_h

test_data_gen.rseg檔案定義了圖

就像inFact模型一樣，SystemVerilog

struct用例的內容指定給本地的變

圖形模型命名，並依照所選的程式碼

形可產生的情境規則，在此範例中，只

模型包含一般代數的約束條件，而

數— 這些變數會被用在C函數，亦

架構，而且僅需要包含匯入定義此激

是簡單地迴圈至test_data物件的內容

且還能利用傳統的SystemVerilog

即此平台中的DUT。

勵細節的必備規則片段檔案。

隨機化，如圖2所示。

.randomize()呼叫程式進行隨機化。

此架構與利用SystemVerilog隨機

如果inFact圖形一定要執行隨機化，

類型或序列項目和.randomize()，或

這就不需要了。

SystemC/SCV類別方法相比，差異並

test_data物件本身，在inFact規

案，其中兩個— test_data_C.rules

則語言中被宣告為struct，可在個別的

和test_data_SV.rules，均定義了稱

規則片段檔案中加以定義，以達成模

為test_data_gen的圖形物件。這兩

組化與重複使用的目的。struct有額外

在C測試台中執行

種頂層規則檔案對應至圖形元件，是

的階層，定義了稱為packedArray0和

一旦測試資料物件定義好了，要把可

實際激勵模型的特定語言包裝介面

packedArray1的其他struct，從而反映

(wrapper)。也就是說，inFact自動產生
器將分別建立稱為test_data_C的C++

圖5：程式碼覆蓋結果

以供inFact內部使用。

規則檔案宣告主要的rule_graph，為

圖1的範例顯示了四個不同的檔

圖4：C++測試台的程式碼片段

圖6：SystemVerilog測試台程式碼摘錄

不大。唯一的不同在於執行隨機化的

SystemVerilog covergroup非常類

標應該是預期策略能達到較高的程式

模型是inFact圖形模型。

似，它定義了使用者感興趣的變數，

碼覆蓋，或是將重心放在其他策略中

在此階段，inFact可攜式激勵模型

這些數值所需的bin，以及這些變數

未涵蓋的範圍。

攜式激勵模型整合到C測試台就很簡單

帶來的價值在於它可隨機化多個數值，

間的相互關係(cross)。差別在於，隨

由於此範例中的DUT— 乘法

C++測試台中待測物(DUT)激勵所定義

了。如上所述，C++類別是從共同的

而且還能遵循這些數值定義的約束條件

機化過程的輸入改變了隨機分佈，能

器— 非常簡單，因此簡單的策略便

與使用的C++ struct。

規則模型自動建立的，此類別有一個

或它們的關係。

夠有效地覆蓋此策略的目標。

已足夠。inFact工具組包含多個公用

類別(class)，以及稱為test_data_SV

在此例中，測試資料物件的格式

內建方法，對應至規則語言中定義的

的SV類別，二者將定義規則圖形模型

是從C++測試台取得的，它基於建置

interface。test_data_gen.rseg檔案

test_data_gen。

在此範例中，衡量的覆蓋率指標

程式，能從各種輸入建立覆蓋率策略，

考慮覆蓋率

並不是功能覆蓋率的覆蓋點/交叉，而

包括預先定義型態的自動化策略、利用

了一個可配置乘法累加功能的C模型。

宣告此介面稱為fill，它能在test_data

inFact模型的附加價值是，在激勵模

是程式碼覆蓋率，這在C/C++環境中

CSV檔案或試算表的自訂策略，以及圖

這兩個頂層規則檔案會匯入規則片

因此，建立此方法學的第一個步驟是決

型態的任何用例上運作。這可在稱為

型上的其他輸入類型能夠被強制取

更為常見(雖然功能覆蓋率也可被導

形編輯器。在此範例中，能利用自動化

段檔案的共同階層，以明確地定義其行

定哪一個DUT輸入會透過圖形模型及其

ifc_fill的HVL物件中產生一個方法、任

代，這稱為覆蓋率策略。此策略與

入)。顧名思義，覆蓋策略中定義的目

策略，分別針對每個獨立的激勵變數，

22

電子工程專輯 | 2018年2月 | www.eettaiwan.com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23

半導體製程/EDA

半導體製程/EDA

10nm技術節點大戰：
台積電vs.三星

亦即彼此間沒有交叉。對於test_data
階層(包含每個陣列單元)中的每個變
數來說，公用程式可確定所有的合法
數值，採用約束分析，並將它們分開
至定義好的bin。此範例共指定了128
個bin，這意味著，陣列中每個7位元
單元的所有coeff數值都會被覆蓋。若

圖7：RTL程式碼覆蓋結果

汎銓科技供稿

需要，遠端的edge-bins能被相加，而
在此範例中，更大的數量在兩個極值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大大地改變了現

的每端都會建立兩個單一數值的bin。

代人們的生活方式，言猶在耳的那句

如同預期，在完成執行自動化策

廣告詞—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略後，可取得非常好的程式碼覆蓋率

依舊適用，人們對於智慧型手機的要

結果—達到100%，如圖5所示。

求一直是朝向更好、更快以及更省電
的目標。就像2015年發生的iPhone

可攜式激勵具備隨機穩定性
雖然取得高的程式碼覆蓋率很好，但

6晶片門事件，每個蘋果(Apple)產
圖8：具備兩個測試資料用例的情境

品的消費者一拿到手機時，都迫不

本文重點在於說明，激勵模型以及一

雖然此範例很簡單，但它顯示了

此方法學的另一個優點是，C和

及待地想要知道自己的手機採用的

或更多的相關覆蓋率策略如何在一個

Questa inFact工具套件中提供的共同

SystemVerilog測試台不需要改變，因

是台積電(TSMC，16 nm)或是三星

環境中被建立，然後重覆用於另一個

可攜式激勵模型之重複使用性。當然，

為它們能繼續呼叫ifc_fill方法/任務，

(SAMSUNG，14 nm)的晶片。

環境中。inFact激勵模型的種子(seed)

對於DUT的RTL版本來說，還可能需要

毋須知道在激勵模型中每個隨機化是

能被使用者所定義，或僅簡單地從原

其他的測試，才能處理合成後RTL的行

不同的物件。

始執行輸出至一個檔案。

為。這是因為HLS過程中增加了不存在

另一個可能性是建立不同的test_

半年投入量產，因兩家大廠的鰭式電

此包含SystemVerilog版本的模型

於untimed C++的結構，像是介面協

data特殊化物件，透過給予每個用例

晶體(FinFET)設計也確有雷同之處，

能被用於SV測試台中，以便能以C版

定、控制FSM以及時脈和重設邏輯。然

額外的約束條件，強制讓此情境中的

後續又衍生了競業禁止官司訴訟等故

本相同的方式來驅動RTL DUT，亦即

而，藉由利用inFact可攜式激勵模型，

特殊序列必須遵循。再次強調，只要

事，無論如何，最終台積電還是以些

簡單地用例化包含它的SV類別物件，

可在C++實現100%的覆蓋率收斂。我

每個用例採用相同的介面，便不需要

許性能優勢擊敗三星，並使其16nm

然後再利用它的內建任務—ifc_fill，

們可以確保，當執行RTL驗證時，可得

修改測試台。

製程於隔年獨拿了Apple的A10處理

隨機化SystemVerilog test_data別的內

到設計功能的相同覆蓋率。這只是簡

容，如圖6所示。

單地增加額外的測試，以覆蓋HLS增

總結

加的部份。

可攜式激勵解決方案有助於把先進的

計了10nm技術製程的Exynos8895 (名

驗證功能帶到基於C的高階驗證環境

稱源於希臘單詞Exypnos和Prasinos，

用於test_data類別的封包陣列需
要被重新改變格式，才能符合寬reg物

這場戰役兩家大廠互有消長，首先
是三星的14nm較台積電的16nm搶先
圖1：Geekbench網站提供的效能參考：i8 vs. S8

器(iPhone 7)訂單。
2017年，三星捲土重來，自主設

件，在此範例中是DUT輸入，但這很簡

建立更複雜的場景

中，並在不同抽象層級的激勵模型與

分別意為智慧和環保)，搭載於自家

單，只需利用串連運算子—{arrEl[0],

任何以規則為基準的模型數量都能以

覆蓋資訊中重覆使用。

旗艦機Galaxy S8上，宣稱與上一代

... , arrEl[N]}，便可達成。

此方式來建立，並運用在另一個環境

這對高階合成使用者特別有幫助，

14nm製程相較性能提高了27%、功耗

在此範例中，覆蓋率的狀態

中。例如，建立新的情境可以透過增

因為他們對C語言設計更為熟悉，如果

降低40%。另一方面，台積電的10nm

能透過策略中的內建功能—

加新的部份規則來產生兩個測試資料

透過種子式隨機穩定性，建立的激勵可

產品A11 Bionic於今年iPhone 8發表

allCoverageGoalsHaveBeenMet()查

物件的用例— td1和td2，並在系列

在兩個環境中相互對映，他們便會發現

會上亮相，Apple副總裁Phil Schiller

詢，並將其作為一個修飾詞，為測試

規則中的相同fill介面使用它們。這能

在此層級來開發完整的激勵模型會更簡

對該晶片做了短短一句評價：「智慧

世代孰強孰弱呢？眾多的分析平台都

分，分別都優於三星Exynos8895的

產生新的輸入或定義迴圈的退出條件。

建立覆蓋率策略，以達成test_data中

單。對於HLS使用者，可攜式激勵能為

型手機歷來最強大、最聰明的晶片」

針對兩家的產品進行了評比，例如，

1957與6433分，後續亦有許多文章

當執行SystemVerilog測試台

某個欄位的過渡覆蓋率，如num_col

他們提供基於標準的方法學，以便能

(The most powerful and smartest

圖1是知名跑分評測網站Geekbench

或平台以各種數據說明兩家大廠產品

時，RTL DUT產生的程式碼覆蓋也很

變數。圖8所示為此新的規則圖形，

快速、可預測地完成從C到RTL的覆蓋

chip ever in a smartphone)。

針對兩家晶片進行的比較，我們可以

的規格品項差異。

高，若一直執行到覆蓋策略完成，此

以及在td1和td2中num_col變數的選

率收斂。

範例為97.11%，如圖7所示。

用，以作為交叉覆蓋的目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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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內容請詳見本刊網站

圖2：英特爾指出SRAM密度與線寬發展的關係

於此人們又有新的議題可以討論，

看到台積電的A11晶片效能分數，無論

本文則從另一個角度出發，以

兩家世界級半導體廠究竟在新的10nm

是單核心的4216分或多核心的10101

材料分析的方式一探iPhone 8的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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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ic (以下簡稱i8)以及Galaxy S8的

mapping影像。我們可以因此推敲一

Exynos8895 (以下簡稱S8)兩款晶片

些設計細節：i8所使用接觸SiGe的金

中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SRAM)區域

屬觸點W為多段設計，但S8卻是一整

與FinEFT製程的差別，輔以高解析度

塊的W材料；另一方面，比較SiGe的

的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EM)影像分析

大小面積，即可看到S8的SiGe相對

技術，呈現奈米級尺寸差異的影像，

面積較小，可能在製程的過程中有較

並以微區的能量散佈光譜映射分析結

大的SiGe損耗，這一點在i8中可以看

果(EDS mapping)，解釋兩家選用材

到其SiGe整體結構優於S8的表現。最

料的差別，讓讀者得以連結形貌與成

後，在HAADF影像及EDS成份分析，

份二者間的關聯，從而瞭解兩家大廠

則可觀察到兩者的SiGe皆呈現兩個不

的10nm製程。

同濃度的成份分佈，中心與外層的鍺

SRAM大小與密度
我們曾經在《電子工程專輯》期刊

圖3：(a)i8 SRAM區域的STEM影像；(b)
S8 SRAM區域的STEM影像；(c)i8 SRAM
區域的EDS影像圖；以及(d)S8 SRAM區域
的EDS影像圖

圖 4：( a ) i 8 F i n F E T 結 構 的 T E M 影
像；( b ) S 8 F i n F E T 結 構 的 T E M 影
像；(c)i8 FinFET結構的EDS影像圖；
以及(d)S8 FinFET結構的EDS影像圖

濃度不相同，而這個設計最早在英特
爾的14nm+時已經觀察到了，相信濃
度變化的SiGe應可導致更大的應變，
使得載子的遷移率能夠有效地提升。

中發表「由材料分析觀點看英特爾
14nm/14nm+演進」一文，比較英特

表1：鰭片的高度、寬度與間距差異：i8 vs. S8

(P-Fins)結構。

在2016年IEEE國際電子元件會

爾(Intel)的14nm及14nm+6T SRAM

兩者的設計間存在著一些差異：首

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

金屬連線與尺寸微縮

差異。6T SRAM單元面積越小，顯示

先，i8的N-Fins結構有二分之一的底部

Meeting，IEDM)的一篇文章

最後使用SEM觀察整體SRAM金屬連

在同樣尺寸大小的元件可以植入更多

是相連的，這裡跟S8的每個鰭片彼此間

‘Setting the Stage for 7/5 nm’

線的狀況(圖6)，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

的記憶體單元。圖2是2017年初英特

有很大的不同；表1統整了一些N-Fins的

中提及，在鰭片中添加鍺確實能夠

i8在這個部份遠遠勝過S8，粗估M1

爾指出14nm跨入10nm時，同樣大小

指標性尺寸，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兩家

有效地提升電洞的遷移率，而且三

至M11，i8的尺寸就比S8將近少了

的邏輯區域會增加2倍以上的記憶體

的製程設計走向不一樣的路線，S8致力

星、GLOBALFOUNDRIES、IBM皆

300nm，在這個金屬連線迅速降低的

單元，故6T SRAM單元面積通常被視

於增加與閘極接觸的鰭片高度(Fin High)

已計畫在7nm製程中使用，目前各廠

情況下，相對而言即是帶來寄生電容

為衡量製程優劣的重要因素。

與鰭片寬度(Fin Width)，因此S8在這

尚未量產或大量添加，原因可能是尚

及訊號延遲(RC-delay)的現象。RCdelay的影響因子如下：

圖5：(a)i8與(b)S8平行鰭片方向閘極與SiGe結構；(c)i8與(d)S8 SiGe結構處的EDS
元素分布圖

圖3a、3b分別指出iPhone 8 (i8)以

兩個數字上都是略勝i8的，這個設計完

未完全克服添加鍺後形成的錯位跟缺

及Galaxy S8 (S8)之晶片SRAM區域的

全符合FinFET增加通道面積的概念。

陷，但我們的確看到台積電已經在

STEM影像俯視圖，我們可以發現i8製

雖然i8可能在通道面積上略小於S8，

10nm量產中使用此技術領先群雄。

程中的鰭片間距(Fin pitch)較S8的小，

但其鰭片間距卻比S8小非常多，因此

進而影響了6T SRAM的單元面積，i8

我們認為i8除了增加通道面積外，也兼

SiGe組成與應變

的面積為0.040um ，遠遠小於S8的

顧縮小單元面積大小，因而能大幅增加

在目前的製程中，磊晶所生長的矽鍺

0.049um2，然而圖3c、3d顯示兩者在

SRAM單元數量。

(SiGe)結構係利用矽鍺與矽之間晶格

L= 金屬互連的長度

們推斷i8所使用的low-k材料 可能也優

製程端以及讀者發現並了解這些極小

W= 寬度或互連的間隔

於S8，才能在尺寸最佳化30 0nm的情

的差異。正所謂「見微知著」，小小

況下，依然保持高效能。

的一個SRAM區域就已經藏在許多設

2

RC delay≅ ρε

L2
w2

ρ= 互連導線電阻值
ε= 圍繞導線的介電材料之介電
常數

圖6：10nm製程金屬內連結的SEM影像：(a) i8與(b)S8

製程上並無材料選擇上的差異，所以相

另一方面是材料的選擇，從圖

常數差異產生應變，從而提高載子的

信i8整體效能勝出，與其邏輯區域搭載

4c、4d的EDS影像顯示，兩種10nm

遷移率，這使得邏輯元件在相同尺寸

在導線距離W迅速減少的情況下，

單元數量有相對之關係(若SRAM整體

的FinFET成份組成是大同小異的，而

下，性能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為了

為了降低RC-delay的方法有二，第

區域大小相同的狀況下，i8搭載的記憶

且也沒有出現跟以往不同的新材料，

讓讀者一窺SiGe全貌，我們準備一

一為更換更低電阻的導線材料，這一

結語

單元數量將是S8的1.25倍)。

但是，i8在P-Fins的設計上有一個較獨

個極薄(依照圖5中閘極下緣high-k材

點在日前於舊金山舉行的IEDM 2017

根據i8與S8的FinFET比較， 以筆者的

因應10nm以下的製程即將開打，

特的地方，我們發現了明顯的鍺(Ge)

料的邊界及其下方的鬼影判斷，我們

上，英特爾透露其10nm的製程節點

角度觀察，S8規規矩矩地走 向尺寸微

製程端在微縮尺寸將會面臨更多的挑

FinFET結構與特性

訊號出現在鰭片上，而且整整涵蓋了

製備的樣品寬度為一個鰭片左右，約

細節，他們將為最底部的兩互連層更

縮，以及增加通道面積的方 向，但是

戰，此時製程的驗證能力，如何精準

進一步看看兩者間鰭片結構的差異，

三分之一的鰭片，意即i8直接將鍺元

5~10nm)的樣品來觀察鰭片上方磊晶

換新材料— 鈷(cobalt)，這個部份

i8在這個架構概念下增加了 更多的巧

地提供在幾個奈米間的差距，絕對是

透過TEM的影像以及EDS影像，我們

素添加於P-Fins結構中；而對照S8的

的SiGe結構。

的細節將在日後進一步揭露；第二即

思，提升了整體邏輯區的密 度，同時

致勝的關鍵。藉由材料分析帶來的強

可以解析其極細微的差異，圖4a、4b

設計，在P-Fins結構的頂端也可觀察

圖5即是在i8與S8平行P-Fins方

是使用更低介電常數的材料做為low-k

也在製程中添進了一些極微 小的差異

大驗證武器，將成為製程端以及讀者

呈現的是i8以及S8中鰭式矽基板的

到鍺訊號，但是非常微弱，而且只佔

向上觀察到閘極與SiGe部位的高角

層。本文在i8與S8的討論中，並沒有

來改善效能。

的眼睛，並一起投入接下來的每一個

形貌，包含了N型(N-Fins)以及P型

整體十分之一的鰭片長。

度環形暗場(HAADF)影像及其EDS

發現到金屬導線材料的更新，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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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的小細節，而且最後的勝負就來

透過進一步的材料分析，就能幫助

自於這些每一個小細節的累積。

戰場。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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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汽車系統選擇合適的
非揮發性記憶體
Mahesh Balan、Kishore Kumar Sukumar；Cypress Semiconductor資深應用工程師

期向微控制器(MCU)發送資料。MCU

無寫入延遲和高速時脈速度的組合，

執行自動調整演算法，檢查是否可能

非常適合需要快速寫入大量資料的應

碰撞或已經發生碰撞。處理演算法的

用。使用SPI時，設計人員可以自由

執行時間變數和感測器的當前狀態則

決定FRAM的寫入位元組數。把一個

儲存在MCU的記憶體中。

或兩個位元組寫入FRAM的隨機位置

當演算法檢測到事故時，安全氣囊

時，寫入週期約為1微秒(us)。反觀

控制模組即時啟動備用電源以打開安全

EEPROM或Flash，則需要5~10ms

氣囊，確保在事故期間即使斷電也能部

的寫入週期。

汽車系統的設計變得越來越複雜，因為

模式的電流消耗(開機、待機/睡眠、休

器採集並儲存即時資料至非揮發性記憶

署應對。事故發生時的感測器狀態也應

相較於EEPROM或Flash，FRAM無

要不斷的加入新的功能，如先進駕駛輔

眠)、預備時間、對外部電磁干擾的敏

體是非常重要的。同樣地，在系統斷電

該立即儲存到非揮發性記憶體，以作為

需使用頁面緩衝區。在接收每個位元組

助系統(ADAS)、圖形化儀表板(GIC)、

感度等。

的同時儲存車載資訊娛樂系統設定資訊

資料記錄。這些資料能有效地用於瞭解

的第8位元之後，FRAM立即寫入每個資

暖通空調(HVAC)和車載資訊娛樂系統。

為了瞭解最新汽車系統對於非揮發

也至關重要。地理資訊系統(GIS)和資

事故原因，讓汽車製造商生產更加先進

料位元組。這意味著，系統記憶體密度

為了確保可靠、安全的操作，每個子系

性記憶體的真正需求，工程師需要考慮

訊娛樂系統都採用高解析圖形顯示，

的安全系統，同時協助保險公司判斷理

增加時，工程師不必擔心頁面緩衝區大

統均需使用特定的非揮發性記憶體，以

如下的實際使用情況：

而且需要相當大量必須儲存的開機程

賠效用。

小的變化。

便在重設操作和電源切換期間儲存資

· 啟動汽車後，駕駛人是否願意花幾

式碼序列資料以及從外部非揮發性記

訊。非揮發性記憶體用於儲存可執行程

分鐘等待儀表板開機以及正常顯示

憶體進行讀取。

行車記錄器(EDR)是用於記錄事

就寫入耐久性而言，FRAM 可以

故發生前各個重要子系統資料的系

支援100兆次寫入操作，遠遠超過

除了滿足應用的需求，非揮發性記

統。EDR可以安裝在ADAS的主控單

EEPROM的100萬次以及Flash的10

· 駕駛人調整了座椅位置、方向盤位

憶體還需確保足夠的讀寫次數，以記錄

元，或者安裝在另一個接收重要感測

萬次寫入。因此，FRAM可以用作追

置、溫度設定與收音機頻道後，卻

至少20年資料。此外，為了達到汽車級

器資料並與ADAS MCU進行通訊的

蹤資料記錄器，不斷地寫入資料。此

目前市場上主要包含幾種不同類型

由於某些原因不得不馬上關掉引

認證和資格，所有的子系統應該採用

MCU中。如今，工程師可以使用多

外，FRAM的寫入和讀取作業所需要

的非揮發性記憶體，如NOR快閃記憶體

擎。如果車子的子系統未能保存

符合AEC-Q100標準的記憶體元件。同

核心裝置為EDR功能提供專用的完整

的主動功率非常低(例如1MHz時為

(Flash)、NAND Flash、電子擦除式可

熄火前的設定，那麼駕駛人必須

時，在這些安全攸關應用中，符合ISO

CPU核心，例如賽普拉斯(Cypress)

300 μ A)，因此非常適用於事故引起斷

編程唯讀記憶體(EEPROM)、鐵電隨機

重新再來一遍，豈不是非常麻煩？

26262標準的功能安全性能則是另一個

的Traveo車用MCU。

電時需要使用低功率備用電源或透過

存取記憶體(FRAM)、磁性RAM(MRAM)

· 儘管汽車安裝了ADAS安全系統，

和非揮發性靜態記憶體(NVSRAM)等。

但仍可能發生事故。你能否向事故

每一種記憶體類型的性能指標各有其優

調查團隊提供所需的資料，例如事

缺點，包括記憶體密度、讀/寫頻寬、介
面頻率、耐久性、資料保存、不同電源

式碼或像是常數、校準資料、安全和防
護相關資訊等重要資料，以作為未來檢
索用途。

里程表、油量表等？

選擇EDR記憶體

發性記憶體相較，FRAM的待機電流

ADAS的記憶體需求

EDR透過測量汽車前方壓力感測器的

也低得多(通常為100 μ A)。

故發生前幾秒的各種感測器狀態？

ADAS系統的設計在於自動操作/自動

撞擊力、車速、引擎轉速、轉向輸入、

以ADAS系統來說，從特定的感測

調整/增強汽車系統，以實現更安全、

油門位置、煞車狀況、安全帶狀態(檢

汽車儀表板的記憶體需求

舒適的駕駛體驗。為了避免事故發

測乘客)、輪胎氣壓、警告訊號以及安

儀表板系統以數位形式在圖形顯示器上

生，安全功能提供了能夠提醒駕駛人

全氣囊開啟狀態，從而判斷碰撞嚴重

顯示速度、轉速、燃油量和引擎溫度等

潛在問題的技術，或是實施保護措施

程度。這些資料應該在汽車發生碰撞

重要資訊，或者使用步進馬達控制的類

和接管汽車控制，以避免碰撞。自動

前和期間進行記錄。很顯然地，MCU

比形式顯示。此外，儀表板系統還可以

調整功能包括自動照明，提供自動巡

不能等到事故發生才開始記錄資料。

顯示電池警告、溫度警告、低油壓警

航控制、自動煞車，結合GPS/交通警

因此，MCU需要連續儲存資料。所

告、煞車警告，以及安全帶指示、低胎

示以及連接到智慧型手機，並提醒駕

以，EDR需要支援幾乎無限讀寫次數

壓指示、門鎖指示、車頭燈指示、換檔

駛人注意其他車輛或危險狀況，讓駕

的非揮發性記憶體。

指示、手煞車狀態指示等安全符號，以

圖形化儀表板
F-RAM
(診斷資訊)

NOR Flash
(啟動程式碼)

引擎

行車記錄器(EDR)
雷達系統

方向盤

駛人保持在正確的車道行駛，以及顯

微控制器(MCU)
煞車

相機

示駕駛人的盲點。
安全帶&安全氣囊

其他感測器

圖1：ADAS 系統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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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容寫入資料的ADAS。與其他非揮

重要層面。

來源：Cypress

FRAM記憶體比ADAS傳統使用的
EEPROM擁有更多優勢：幾乎無需讀

及諸如車內和車外溫度、里程表讀數等
非安全攸關的資訊。

圖1顯示ADAS系統如何利用

寫等待時間，可以即時儲存重要資料

最新的儀表板系統還包括抬頭顯

FRAM和NOR Flash的方塊圖。外部

(實際10μs儲存時間)，這一點對ADAS

示器(HUD)。HUD是一種光學系統，

NOR Flash通常用於儲存啟動程式

來說至關重要。EEPROM通常需要超

可以將駕駛資訊投射在汽車的擋風玻

碼。然而，ADAS系統中的各種感測

過10毫秒(ms)的讀寫等待時間，因此

璃上。使用HUD讓駕駛人能方便地查

器透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介面定

不適用於安全攸關應用。FRAM兼具

看重要的駕駛資訊，並讓駕駛人的視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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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o系列，可以提供額外的功能支

四倍週邊設備介面(QPI)的連接。在同

援，即時解壓縮靜態HMI元素，而無需

一匯流排上還可以連接多個Flash，

先通過RAM。儀表板的指針資訊等動態

並使用選片(CS)訊號單獨進行存取。

內容具備更快的更新速度，可以從外部
類比指針(步進馬達控制)

HyperRAM進行檢索。

WVGA顯示器
(2D/3D圖形)

WQVGA
HUD顯示器(2G圖形)

MCU
(2D/3D圖形系統)

MedialLB/MOST

HyperFlash
(靜態元件)
NOR Flash
(啟動程式碼)

Ethernet AVB
CXPI收發器
CAN FD收發器

圖2：儀表板系統方塊圖

來源：Cypress

連接性
(Wi-Fi、藍牙、GPS、FM
調諧器)
觸控螢幕

觸控螢幕
控制器

Flash記憶體。經過最佳化的設計架構

HVAC系統負責控制維持車內的溫度和

行速度。同時，NOR Flash使用的內部

空氣流動。資訊娛樂系統可以運行與智

技術決定了記憶體的密度。NOR Flash

慧型手機類似的各種應用程式，並提供

採用傳統浮閘技術，在導電層上，每

使用者介面以更改HVAC系統組態、音

個儲存單元可以儲存1個資料位元。

樂系統設定、在導航應用輸入目的地、

基於MirrorBit技術絕緣層建構的NOR

調整座椅/方向盤位置/高度，以及調節

Flash，每個儲存單元可儲存2個資料位

車內照明等。有些最新的汽車中還加入

元，從而提供更低成本的256Mb或更大

了指紋辨識器來驗證駕駛人身份。從而

密度的儲存結構。

偏好快速調節車內設置。

音訊子系統

HyperRAM
(動態元件)

USB

HyperFlash
(靜態元素)

MOST

NOR Flash
(啟動程式碼)

Ethernet AVB

F-RAM
(設定資訊)

來源：Cypress

圖4：連接QUAD SPI的NOR Flash記憶體介面

來源：Cypress

SPI介面

圖5顯示如何使用簡單的SPI介面
存取FRAM。對於需要高速串列資料速
率或基於MCU系統，SPI介面是理想的

塊圖，所有的記憶體與主MCU連接。

選擇。序列資料輸送量與序列時脈頻

以下是三個額外子系統與儀表板系統

率相關。序列FRAM的時脈頻率可高達

的比較：

40MHz。不具備專用SPI埠的MCU可

· 觸控螢幕控制器，用於檢測顯示器

以透過GPIO實現「位元碼監測」(bit

上的手指觸控

QUAD SPI介面

有效加快了存取時間，並提高了程式執

圖3顯示HVAC和資訊娛樂系統的方

· 暖氣/空調，控制車內溫度

溫度感測器

圖3：HVAC和資訊娛樂系統方塊圖

HVAC和資訊娛樂系統的記憶
體需求

使HVAC和資訊娛樂系統根據駕駛人的

WVGA
顯示器

暖氣/空調

間的硬體連接。MCU可使用底層驅動
器(LLD)軟體讀取、編程和擦除NOR

HyperRAM
(動態元件)

揚聲器

圖4顯示了MCU和NOR Flash之

圖5：連接SPI的FRAM記憶體介面

微控制器

記憶體或週邊設備

透過HyperBus 12訊號介面可以
存取HyperFlash和HyperRAM。相較

(藍牙、GPS、Wi-Fi、GSM、FM

於Quad-SPI(66.5Mbps)，HyperBus

記憶體或週邊設備

8-bit I/O匯流排

banging)。

· 連 接 子系統，實現車內多項連接

來源：Cypress

HyperBUS介面

圖6：記憶體與週邊裝置之間的HyperBus介面

來源：Cypress

線保持關注前方的交通狀況。由此可

部HyperFlash透過HyperBus介面或

調諧器等)

可提供更高4倍達333Mbps的讀取輸

設計和刪除。鎖定磁區的ASP模式有

NOR Flash還提供額外的Flash記

以降低因目光偏離道路造成的潛在風

從NOR Flash透過雙倍資料速率(DDR)

HyperFlash和HyperRAM記憶體

送量，而所需接腳數量僅為平行NOR

兩種：分別為持久保護位元(PPB)和動

憶體區，可以進行一次性可編程(OTP)

險，並為駕駛人提供額外時間來辨識

轉換DDR-HSSPI介面執行XiP，從而

用於儲存高品質圖形。NOR Flash用於

Flash的三分之一。該介面使用了差

態保護位元(DYB)的保護。除了區塊保

並受到永久保護，而不至於被更改。以

危險因素並作出反應。HUD還可以顯

啟動MCU軟體執行。XiP功能讓MCU

儲存啟動程式碼，而FRAM則用於儲存

分時脈(CK,CK＃)、 讀寫資料選通

護(BP)和/或WP＃接腳硬體保護，還可

賽普拉斯的FL-S NOR Flash系列為例，

示速度、導航以及其他重要警示符號

直接從外部Flash執行程式碼，而不需

設定資訊。因此，即使汽車熄火後再

(RWDS)、CS以及8位元資料匯流排。

以一併使用以上兩種模式。

該OTP陣列擁有1K保護區域，包含512

等重要資訊。

資料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程式設計、擦除和讀取運作時透明地

資料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是為汽車應用

執行。當裝置將每頁資料從寫入緩衝

要先把外部Flash的程式碼複製到內

立即啟動，也可以正確地檢索並恢復

圖2顯示採用連接HyperBus介面

部RAM，從而提高了回應速度。NOR

汽車設定。

的HyperRAM和HyperFlash以及連接

Flash/HyperFlash記憶體可配置程式

DDR-HSSPI介面的NOR Flash而打造

碼的初始位址，並在指定的時脈延遲

記憶體介面

選擇記憶體的兩個重要因素。本文介

器傳送到記憶體陣列時，內部ECC邏

總結

的儀表板方塊圖。儀表板MCU可以透過

後以讀取模式啟動。因此，MCU一旦

我們討論了不同汽車子系統對於非揮

紹的記憶體提供了各種功能來提高資

輯將評估頁面的ECC程式碼作為記憶

如今的汽車系統需要多樣的記憶體類

CAN-FD、時脈擴展週邊介面(CXPI)、

啟動就可以直接獲取需要執行的程式

發性記憶體的要求，接下來瞭解這些

料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例如，先進磁

體陣列的一部份，而該記憶體對主機

型，提供不同等級的可靠性、回應能

Ethernet AVB、MediaLB/MOST等不同

碼，而不至於因為提供位址和讀取命

記憶體與MCU之間不同的連接機制。

區保護(ASP)技術為鎖定磁區提供更

系統是不可見的。每次存取初始頁面

力和輸送量，以滿足不同汽車子系統中

的通訊協議連接其他子系統，從而收集

令而延遲時間。

帶有SPI介面的MCU都可以便捷地

高的解析度以及不同的上電重設，並

時，裝置將評估頁面資料和ECC程式

的個別要求。透過選擇合適的記憶體組

自動糾錯碼(ECC)功能可以在標準

位元組出廠保護鎖定區和512位元組的
使用者保護鎖定區。

從外部HyperFlash可獲取靜態

連接NOR Flash。NOR Flash元件，例

有助於建置安全的啟動程式碼。以

碼，以驗證頁面的完整性。必要時，

合，工程師能夠確保汽車的可靠和安全

一旦儀表板系統啟動後，安全引

元素，並將其顯示為儀表板LCD的基

如賽普拉斯的S25FL256L，為SPI提供

基礎層面而言，ASP技術的原理很簡

內部ECC邏輯會在初始存取時糾正1

操作，同時還能滿足駕駛人對汽車回應

擎立即檢驗體的真偽性。隨後，從外

礎層。車用MCU— 例如賽普拉斯

了多個I/O讀入選擇，可支援DDR以及

單。可以鎖定任一磁區，以防止程式

位元錯誤。

能力的期望。

資訊並顯示於儀表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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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Note

新一代神經網路瞄準邊緣應用
Hussein Osman，萊迪思半導體產品行銷經理

及搭配低功耗FPGA方案的優勢。

隨著人工智慧(AI)、神經網路(neural

捨棄浮點運算，選擇採用定點運算，甚

network)以及機器學習領域的快速發

至是最基本的整數運算。設計工程師可

展，開發工程師致力於為系統增加更

透過改變訓練方式填補浮點到定點數值

二進位神經網路

多智慧功能。然而，運算需求因不同應

量化的差異，進一步開發可實現更快速

以卷積神經網路(CNN)為基礎的機器

用而有所差異。對資料中心而言，神經

訓練與高精度的解決方案，從而使定

學習應用中，運算核心屬於卷積核

網路主要用於執行影像辨識，例如「經

點/低精確度整數運算神經網路的效能

心，為3×3視窗權重乘以輸入資料，

訓練的」神經網路透過大量影像與分配

提升至浮點運算神經網路的水準。為了

然後總和成純量的結果。輸入數值、

輸入權重進行學習後，能夠正確辨識物

建構最簡易的網路邊緣裝置，訓練必須

權重與結果通常使用浮點系統。即使

體。如同人們獲取知識的過程，當接收

實現加權與啟動1-bit資料的神經網路

硬體最佳化能夠支援窄定點數值，乘

到新資料時，人們能夠依據過去經驗進

模型，此模型稱為「二進位神經網路」

法仍佔據主導地位。

行推論，並做出決策，系統則將「推論

(binarized neural network；BNN)。

技術」應用於神經網路，並針對新資料
進行結果推論。

有關的最新發展如M. Courbariaux、

例如，萊迪思半導體(Lattice

Y.Bengio和J.-P.David等學者在

Semiconductor)與VectorBlox

《BinaryConnect: Training Deep Neural

建立資料架構與分配推論所需的權

Computing的工程師共同開發的新元

Networks with Binary Weights During

重需要兆位元組(TB)級的資料與百萬兆

件，即利用該二進位神經網路模型的

Propagations》文中的介紹，使用二進

次浮點運算(ExaFLOP/s)能力。因此，

優勢— 透過二進位方法最佳化神經

位權重代表+1或-1，而無需使用乘法運

為滿足大量運算需求，資料中心常用的

網路的尺寸、成本、功耗與效能，大

算。這項研究使用浮點數值，於CIFAR

深度學習技術往往採用大型且高效能的

幅降低了記憶體需求，並使功效極大

10影像辨識資料中實現8.3%的誤差率。

繪圖處理器(GPU)。

化。同時，搭配低功耗FPGA元件(如

萊迪思和VectorBlox的開發工程

iCE40 UltraPlus)，可提供具備充裕記

師針對BinaryConnect方法進行三項

憶體、邏輯與DSP資源的靈活平台。

改進：首先，將網路結構縮減了一

對於欲將AI優勢擴展至網路邊緣
(Edge)的設計工程師而言，採用高效
能GPU的成本與功耗較高。在網路邊

開發團隊將上述全新概念稱為「微

半，其方式是將(2x128 C3)-MP2-

緣，採用浮點運算的深度學習技術部

型二進位神經網路」(Tiny Binarized

(2x256C3)-MP2(2x512C3)-MP2-

署資料中心實際上較不可行。設計工程

Neural Network；TinBiNN)。二進位

(2x1024FC)-10SFC的結構，簡化

師必須開發運算效率高的解決方案，除

神經網路無需使用乘法和除法運算，

為(2x64C3)-MP2-(2x128C3)-MP2-

了滿足精確度目標，還要能符合消費性

可降低對於記憶體的需求，而且僅使

(2x256C3)-MP2-(2x256FC)-10SFC。

電子市場對裝置功耗、尺寸與成本的限

用加法和減法進行卷積運算。開發團

其中，C3是3×3 ReLU卷積層，MP2

制。儘管裝置已在資料中心經過訓練，

隊將TinBiNN定義為使用少於5,400

是2×2最大池化(max-pooling)層，而

一旦落實於網路邊緣應用，仍必須盡可

個4-input查閱資料表(LUT)資源的

FC是完全互連層。

能採用最少位元的運算來執行推論。

BiNN。本文重點討論使用少於5,000

接著，開發工程師針對所有輸入資

個4-input LUT的輕量型TinBiNN，以

料採用8-bit符號定點數值，進一步最

為了簡化運算流程，設計工程師會

具 5000:1 PWM 調光比的 36V、2A LED 驅動器採用 Silent Switcher 架構
滿足了 CISPR 25 Class 5 EMI 限制規格要求
Kyle Lawrence
引言
汽車平視顯示器、資訊娛樂系統和儀錶盤照明中使用的
LED 背光燈必須具備足夠的亮度，以便與在白天不斷湧
入車內的直射陽光相抗衡，而且還能把亮度降低幾個數
量級，以避免在夜間使駕駛者出現瞬間致盲。一般的 LED
驅動器為實現如此高之調光比可謂是精疲力竭。
集成了 36V、2A 開關的 LT3932 同步降壓型 LED 驅動器具
有很高的 PWM 調光比。LT3932 將其高效率集成化電源開
關內置在一個小外形 4mm × 5mm QFN 封裝中，並能以高
達 2MHz 開關頻率運行，適用於緊湊的高頻寬設計。當
不需要高調光比能力，而且簡單性是首要考慮因素時，

其內部 PWM 發生器可用於產生受控於一個簡單 DC 電壓
的 128:1 PWM 調光比。憑藉用於處理開路和短路 LED 的
內置故障保護功能，以及旨在幫助降低 EMI 的擴展頻譜
頻率調製，LT3932 可滿足汽車和工業 LED 照明應用的苛
刻要求 (圖 1)。

高的 PWM 調光比
當 LT3932 在 100Hz 調光頻率和 2MHz 開關頻率下運作時，
高電流 LED 設計能實現 5000:1 PWM 調光比和良好調節的
LED 電流。此外，還可結合使用 PWM 調光和模擬調光以
把調光比提升至 20,000:1。對於需要超過 5000:1 PWM 調
光比的應用，LT3932 的一個變種 LT3932-1 可實現較高的

+

圖 1：2MHz 汽車 LED 驅動器具有低 EMI 和在內部產生的 PWM 調光以及整個輸入範圍內的 90% 峰值效率
(未採用 EMI 濾波器時效率為 ~91%)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圖1：全新的微型二進位網路實現10.8%誤差率和零誤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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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光性能，而且沒有器件規定的“最小 PWM 導通時間
與開關頻率之間關係”的限制條件。由於最新的汽車車
載顯示器需要 10,000:1 的最小調光比，因此 LT3932/-1
能使其容易滿足令人感到膽怯的調光規格。

佳化網路。使用32-bit符號資料累加器
防止溢位，然後在資料傳遞至下一層之

低 EMI Silent Switcher
汽車應用中的極端 LED 調光要求在不增加昂貴降噪元件
和複雜性的情況下會難以符合 CISPR EMI 標準。LT3932
通過納入許多旨在最大限度降低 EMI 的內置功能，使得
可同時實現高調光比和低 EMI：
• 借助其用於低 EMI 熱環路的 Silent Switcher® 架構最大
限度降低 EMI。
• 內置的擴展頻譜頻率調製 (SSFM) 功能電路有助降低傳
導和輻射 EMI。
• LT3932 的轉換速率是受控的，以在保持低雜訊性能的
同時優化效率。

前，透過飽和功能轉換為8-bit。新系
統的誤差率達到了10.8%。而當神經網
路的規模縮小至48-48-96-96-128-128
和64-128-10，誤差率增加至11.5%。
第二項改進是為二進位神經網路建
圖 3：當在 2MHz fSW 驅動 1A LED 時，圖 1 所示電路可保持高效率，
甚至在採用低 EMI 濾波器的情況下也不例外

機器視覺應用
現代工業組裝生產線運用了機器輔助的自動化光學檢
查，以確保在組裝線上快速移動的部件符合定義的規
範。未通過光學檢查的缺陷部件被打上標記並自動地從
組裝線移除，從而確保部件之間的一致性。在此類組裝
線上使用的高速攝像機需要一種照相閃光燈系統，該系
下載資料表

www.linear.com/LT3932

DN570 0218 45K • PRINTED IN CHINA
© ANALOG DEVICES, INC. 2017

作為ORCA RISC-V軟處理器中的算數
邏輯單元(ALU)。RISC-V軟處理器具備

統能夠始終如一地重現一個固定導通時間光脈衝，其
可變的關斷時間由組裝線的速度以及部件的間隔距離來
限定。

RV32IM指令集的高效率優勢，讓開發

通過在 PWM 被保持於低電平的同時維持其輸出電荷，
LT3932 能夠再產生一個具有無限期關斷時間的固定導
通時間 LED 電流脈衝，並不需要額外的電路。如圖 4 所
示，由 LT3932 產生的兩個固定長度導通時間 LED 電流脈
衝被 1 小時的關斷時間隔開，展現了該 LED 驅動器在任
意長度的 PWM 關斷時間裡維持其輸出電荷的能力。通
過保持輸出的狀態，LT3932 可產生一致的電流脈衝波形，
這與 PWM 關斷時間無關。

量型向量擴展(LVE)指令增強ORCA處

圖 2：圖 1 所示的 LT3932 電路通過了 CISPR 25 Class 5
輻射平均 EMI 測試

LT3932 之低 EMI 技術的功效示於圖 2，這是 LT3932 的生
產演示電路 (DC2286A) 之輻射 EMI 掃描圖。該電路達到了
CISPR 25 Class 5 平均限制以及峰值限制規格要求。

置硬體加速器。開發工程師使用加速器

圖 4：LT3932 能真實地重現電流脈衝並且絲毫不受
PWM 關斷時間的影響，這一點對於隨著時間的推移
始終要求保持照明保真度的機器成像應用是很重要

結論
LT3932 可實現具有卓越調光性能的緊湊型高電流 LED 驅
動器設計。該器件擁有許多旨在簡化高性能汽車和工業
LED 驅動器應用之設計過程的內置功能特性。
如需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
請電洽 02-2650 2888

工程師能以更少資源進行更多運算。在
此情況下，開發工程師使用一組自訂輕
理器。透過從RISC-V ALU傳輸矩陣資

圖2：二進位CNN自訂向量指令集提高效能

料，LVE減少或消除了迴圈、記憶體存

動開發平台，針對FPGA元件的關鍵互

低誤差率與低功耗

取以及位址產生成本，從而提高了矩陣

連功能進行評估，快速實現原型設計和

初步分析結果十分良好。在開發平台

運算的效率。將CNN加速器作為自訂

測試。概念驗證展示可幫助工程師快速

上，10-category分類器執行時間為

向量指令(CVI)(見圖2)增加至LVE，能

開發驅動程式和介面等解決方案。該平

1,315ms。這款小尺寸CPU的工作頻

夠進一步提升運算效率。

台可提供速率高達108Mbps的1個MIPI

率為24MHz，使用iCE40 UltraPlus 5K

第三項改進是在超低功耗FPGA(

DSI介面、4個麥克風橋接以及多個感

元件中5,280個4-input LUT中的4,895

以iCE40 UltraPlus為例)中實現增強

測器。在此平台上，FPGA可透過板

個。同時，也使用了FPGA中8個16x16

的RISC-V處理器。為了在網路邊緣執

載SPI快閃記憶體或USB埠進行編程。

DSP模組的其中4個，30個4kb(0.5kB)

行推論任務，設計工程師需要能夠提

開發團隊採用Omnivision

BRAM的其中26個以及全部4個32kB

供高度平行架構的解決方案，以超低

OVM7692 RGB攝影機(640x480畫

SPRAM。ORCA RISC-V上的加速器提

功耗實現每秒大量運算。對於期望透

素)，並使用RGB565在硬體層將影

升了73倍卷積層運行效率，LVE則提升

過語音或影像辨識技術為網路邊緣應

像壓縮至40x30畫素。DMA用於將

8倍密集層運行效率。最終整體結果為

用增加更多智慧功能的設計工程師而

RGBA8888畫素寫入暫存器。軟體對

提升了71倍整體速度。

言，iCE40 UltraPlus FPGA提供連接

RGBA8888畫素進行解交錯，並將結

1-category分類器執行時間為

影像感測器所需的靈活I/O，以及豐

果輸入至尺寸為40x34的單獨R8、G8

230ms，誤差為0.4%，功耗為

富的邏輯資源，可縮減和處理所擷取

和B8畫素平面，其中僅32x32畫素的

21.8mW。低功耗版本設計運行速率

的影像資料。iCE40 UltraPlus還具備

資料具有重要性。

為1f/s，而功耗僅4.4mW。上述兩個

8個DSP模組，能支援較複雜的演算

開發工程師創建人臉辨識器，

分類器的誤差率主要歸因於訓練，並

法，而單晶片記憶體可在低功耗狀態

採用更新的CIFAR-10資料集，針對

未導致精準度降低。儘管低功耗影像

下緩衝資料。LVE直接運行於128kB

10-category分類器進行訓練，在

感測器能以1-2mW的功耗實現上述畫

暫存RAM上，該暫存器RAM提供三

CIFAR-100中以重複的「人」影像取

面更新速率，但在分析中並不包括影

倍超頻，可在每個CPU時脈週期內進

代「鹿」的影像。為了提高效能，開

像感測器的功耗。

行兩次讀取與一次寫入。二進位權重

發團隊進一步縮小網路結構，並使用

即儲存於內部RAM中，若正在進行任

175,000個臉部和非臉部影像的專用

潛在應用

何LVE操作，DMA引擎可以高效地將

資料庫，為全新的1-category分類器

基於TinBiNN神經網路的小尺寸、低功

這些數值轉移至暫存器，而不必佔用

進行訓練。這個專用資料庫涵蓋各種

耗解決方案可於網路邊緣實現各類應

CPU時脈週期。

人臉影像，包括各種年齡、種族、是

用。例如，智慧門鈴可透過嵌入式AI

否戴眼鏡、帽子和太陽眼鏡等資訊。

功能自動進入待機模式，直到感應到

開發工程師使用iCE40 UltraPlus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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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出現；智慧電視在沒有觀眾觀看

醒裝置。 該解決方案讓這一類裝置能

和RISC-V處理器為裝置建構AI功能，

的情況下自動關機。相同地，智慧安

夠在低功耗的狀況下持續偵測人臉，

取代以雲端為基礎的資源，能夠大

全攝影機使用嵌入式人工智慧功能，

再喚醒高功耗應用處理器執行深度辨

幅降低功耗，同時縮短反應時間。同

只在出現入侵者時才發送警報，能夠

識任務。

時，本地資料儲存和處理不僅提高安
全性，更節省寶貴的頻寬。透過將AI

減少或避免狗、貓等其他動物經過而

總結

整合至元件中，即使在網路關閉以節

搭載臉部辨識的行動裝置和平板

將AI優勢擴展至網路邊緣同時具有挑

省功耗的情況下，設計工程師也能實

電腦需要使用者在進行臉部辨識前喚

戰與機會。如本文所示，透過FPGA

現即時工作的智慧功能。

出現於攝影機前的錯誤回報。

為低PIM PCB天線選擇電路板材料

不同Dk電路層壓板對應的相同頻率微帶貼片天線尺寸
介電常數(Dk)

天線貼片尺寸
面積(in. 2)

減少面積
(%)

50歐姆饋線寬度
(mils)

長(in.)

寬(in.)

3

1.342

0.835

1.1205

0

76

4

1.162

0.747

0.8680

23

62

6

0.952

0.632

0.6017

31

45

10

0.742

0.504

0.3740

38

29

圖2：用於微帶貼片單元的四種不同饋線配置：(a)鬆耦合饋電；(b)底層饋電；(c)緊耦合饋
電；(d)四分之一波長阻抗變換器饋電

John Coonrod，Rogers技術行銷經理

儘管天線具有不同的形狀和尺寸，但印

料也可能是PIM的來源，它可能來自於

刷電路板(PCB)天線能夠在大幅縮減尺

材料本身或饋電點。因此，透過瞭解

寸的情況下保持性能不發生變化。當

不同電路板材料的參數與PIM之間的關

然，天線(包括基於PCB的天線)必須在

係，將有助於選擇合適的材料，而不至

設計和製造時確保具有最小的被動交互

於造成PCB天線的PIM性能退化問題。

圖1：微帶貼片天線結構是大型天線陣列
的基本組成

指標，才能在當今擁擠的訊號環境中

PCB天線

工程師在設計微帶貼片天線時首先要考

發揮最佳效能。

以PCB形式製造的高頻天線可以有多種

慮的因素。電路板材料的Dk值對於電路

單元，饋線構成了另一個重要部份。饋

2.2至3.5)的電路板材料。儘管更高Dk

對於PCB天線，儘管低PIM指標主

不同結構，從簡單的雙極(dipole)到基

尺寸的影響將透過以下表格中的四個例

線在連接的微帶電路和輻射貼片之間，

值的材料輻射效率較低，使用較高Dk值

要與天線設計有關，但電路板材料對

於環形諧振腔和羅特曼(Rotman)透鏡

子進行詳細描述，其結果並顯示對於特

扮演著傳輸和接收電磁能量的橋樑作

的電路板材料來設計PCB天線更具挑戰

於PCB天線的整體PIM性能也有很大影

的複雜的結構。其中一種比較受歡迎的

定頻率的微帶貼片天線，其尺寸隨著Dk

用。理想情況下，貼片應呈現高輻射，

性。但當需要設計更小的貼片天線時，

響，所以也需要考慮如何選擇射頻(RF)

PCB天線就是微帶貼片天線，它可以在

值的增加而縮小。

而饋線則具有低輻射，從而實現能量從

仍可透過最佳化設計而使用更高Dk值的

/微波電路材料。

特定的頻率範圍內設計出簡單且緊湊的

下頁的表是透過MWI-2017軟體計

電路到貼片的有效傳遞。

電路板材料。

PIM 是 一 種 非 線 性 的 類 二 極 體 效

天線結構(如圖1)。許多產品利用多個

算而建立的，表中微帶貼片天線的尺

圖2展示可用於微帶貼片天線的四

應，當兩個或多個訊號結合時(例如來

PCB貼片天線或諧振結構，實現了波束

寸，如長度(L)和寬度(W)可以利用以下

種不同饋線方式，分別為：鬆耦合饋

PIM策略

自不同的發射機)，就會產生不必要的

成形網路(BFN)或相控陣天線，並透過

的簡單方程中取得：

電、底層饋電(常用於多層電路中，饋

PIM較高的天線可能導致無線通訊系統

諧波訊號。當這些額外產生諧波訊號的

電調方式，為雷達或通訊系統控制其薄

W = (c/2fr)[2/(Dkeff+1)]0.5

線在貼片下方)、緊耦合饋電，以及四

中(如4G LTE無線網路)的資料遺失。

電平夠高、且落在接收機的可接收頻率

型PCB天線結構的振幅、相位和方向。

L = λ/[2(Dkeff)0.5] - 2ΔL；其中：

分之一波長(λ/ 4)阻抗變換器饋電。這

這種網路仰賴分佈式天線系統(DAS)

範圍內，那麼，就可能會引起問題，干

在毫米波(mmWave)頻率下，緊湊

Dkeff = 微帶電路的有效介電常數；

幾種饋電方式的饋線複雜性和用途均不

延長無線覆蓋，而新興的5G無線網路

擾接收機正常偵測頻段內的訊號。雖然

型的平面PCB天線也越來越受到關注，

λ = 基於微帶電路的波長；

相同。例如，針對底層饋電的情況，設

儘管頻率較高，但實際上也是如此。

PIM不會對每一種應用都產生影響，但

例如用於汽車電子安全系統的77GHz先

fr = 貼片輻射元件的諧振頻率；

計者可以選擇外層使用最好的電路板材

對於收發系統中的兩種頻帶內載

卻可能干擾無線通訊系統的正常運作，

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就以這種天

c = 自由空間中的光速；

料以獲得最佳的輻射，也可以選擇不同

波訊號頻率f1和f2，PIM就是n*f1-m*f2

尤其是在其試圖復原較低電平訊號時。

線實現盲點偵測、自動煞車系統和防

ΔL = 由於電場邊際效應引起的貼

的內層電路板材料，從而降低饋線的輻

和n*f2-m*f1的混合產物，其中n和m是

PIM可能發生在任兩種不同金屬的

碰撞等功能。由於這種系統的訊號功

射和插入損耗。

整數。這種衍生的PIM諧波可以按一定

連接點或介面處，例如連接器和電纜

率較低，ADAS接收機必須依靠其高靈

微帶貼片天線單元在發射時將電磁

對於天線而言，較厚的電路板材料

規則進行分類，其順序由m和n之和確

元件的連接處、天線和天線饋送的連接

敏度，可靠地偵測從行人和其他車輛等

能量(EM)輻射到自由空間，在接收時將

更易於向外輻射能量。一般來說，設計

定，例如2*f1-f2和2*f2-f1(圖3)的三階分

處。接觸不良的連接器、內部生鏽或氧

目標反射的雷達回波。

電磁能量傳輸到連接的電路上(例如，接

諸如微帶貼片之類的天線輻射單元，應

量。三階互調分量值得關注，因為它們

收器)。但貼片只是PCB天線的一個組成

該選擇相對較厚且具有較低Dk值(例如

離載波訊號最近而可能落在接收機的頻

調變(passive intermodulation；PIM)

化的連接器也可能會導致PIM。PCB材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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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層壓板的介電常數(Dk)是許多

圖3：混合諧波導致不同階數的互調失真(IMD)

片延伸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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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時脈濾波器
提升原速測試效率
Basanagouda Patil、Avinash Sekar、Peeyush Pranay，Open Silicon設計工程師

圖4：電路材料的銅箔表面粗糙度與PIM性能的關係
圖5：採用相同低PIM材料製造的三種不同電路，分別呈現出不同的PIM性能：具
有更高電流密度的電路

為了追求以更低功耗和成本實現更高

· ICG單元。

能訊號，以濾除所需的時脈脈衝。這意

性能的目標，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

原速(at-speed)故障測試包括兩個

味著來自CFC的時脈脈衝從SE到達CFC

帶內，而且如果分量具有較高功率，就

箔表面和不同類型的電鍍表面處理，也

子污染物或殘留物，可能會導致較差

產業朝向系統級晶片(SoC)整合方向發

步驟。第一步是移位模式，其次是擷取

的時間已存在一定延遲，而這主要是由

可能會造成接收阻塞。

可能會產生較低或較高的PIM電平。電

的PIM性能。

展的趨勢，促成了多時脈域設計的出

模式。在移位模式，當SE為高電平時，

同步單元延遲所致。

同樣地，電路的蝕刻品質對於改善

現。最常見的是當頻率關係是2的整數

經由掃描鏈移位而使暫存器初始化為已

針對時脈域內的故障(內部時脈域故

PIM性能也十分重要。如果銅箔導體沒

倍時，共用相同時脈源的功能區塊具

知值。而在擷取模式，當SE較低時，在

障)測試，CFC還算得心應手，如圖3所

暫存器中擷取功能路徑的響應訊號。

示。然而，要測試SCCD瞬變故障，必

PIM諧波分量的幅度不僅是f1和f2
幅度的函數，而且也是其PIM階數的

路板材料中的某些參數就可以用來作為
設計低PIM PCB天線的參考。

函數。PIM諧波分量的幅度隨著階數的

例如，相較於PCB層壓板的陶瓷或

有被充份地腐蝕掉，導致電路邊緣產

有同步互動性。從時序的角度看，這

增加而減小。因此，第5、第7和第9階

聚四氟乙烯(PTFE；塑料)介質，層壓板

生粗糙和毛刺，這種情況也可能使PIM

些互動可能經常發生在設計的關鍵路

在擷取模式，CFC用於產生所需

須產生啟動和擷取脈衝，如圖4所示。

PIM諧波功率水準通常較小而不會影響

的銅箔表面粗糙度對於影響PIM起主要

性能退化。

徑。在此情況下，你必須測試這些互

的時脈脈衝，以實現原速測試的啟動

為了獲得這種波形，我們通常使用兩

接收器性能。

作用。同時，對於相同介質材料的電路

只要仔細地選擇電路板材料，就可

動是否存在瞬變類型的故障(transition

和擷取週期。

個獨立的CFC。每個時脈域都需要自

到底多低的功率電平可以認為是

(例如，含有玻璃或陶瓷填料的PTFE)，

能為被動元件或電路提高其PIM性能。

fault)，以達到測試覆蓋率和DPPM(百

低PIM？這個值可能因系統而異。對

粗糙的銅箔表面對於PIM性能的影響就

不過，就算使用了低PIM的材料，某些

萬分之一缺陷)目標。

於4G LTE系統使用DAS設備中所包括

要比平滑的銅箔表面更大。

類型的電路也可能因其結構較易受PIM

當SE被選通，經過一段延遲後到達

己的CFC，因為每個時脈的脈衝寬度

CFC。然後在CFC中，與接收時脈域的

都不相同，因此需要從不同的CFC產

換句話說，在其中一個時脈域具

兩級同步單元同步。被SE同步的訊號將

生。圖4給出可能實現的不同啟動和擷

觸發n級可編程暫存器而為ICG提供使

取條件的示例。

的一些被動元件(如連接器和電纜)，

為了瞭解銅箔表面粗糙度與PIM的

影響，而無法改善其PIM性能。例如，

有發射正反器(flip-flop)而另一同步時

-145dBc通常就夠低了。一般來說，

關係，透過測試具有不同銅箔表面粗糙

羅傑斯公司(Rogers Corp.)以32.7mil

脈域具有擷取正反器的路徑，被稱為

-140dBc或更高數值被認為是較差

度的電路層壓板，分析其對於PIM性能

厚的RO4534電路板材料進行相關的實

「同步跨時脈域」(SCCD)路徑。如

的PIM性能，而-150dBc通常較好，

的影響。具體方法如下：先測量每種銅

驗。這種天線層壓板的特性是：Dk為

圖1所示，FF1到FF2之間的組合雲端

-160dBc則更優越。

箔的表面粗糙度，然後壓合成層壓板，

3.4，容差為±0.08，在10GHz時的低

稱為「內部時脈」(intra-clock)域，而

在專門設計的微波暗室中測量天

接著在層壓板上製作微帶傳輸線測試電

損耗因數(低損耗)為0.0027。

FF1到FF3之間的雲端稱為「跨時脈」

線和其他被動元件的PIM電平時，低

路，以測量對應的每種層壓板的PIM性

使用這種相同的電路板材料製造出

至-170dBc可能超出暗室測試環境雜訊

能。結果顯示，隨著銅箔表面的粗糙

三種不同的電路，分別為傳輸線、帶通

用於瞬變故障測試的時脈濾波電路

水準。而當使用兩個+43dBm單音訊號

度增加，對於PIM影響越來越大(圖4)。

濾波器、低通濾波器(圖5)。即使這些

(CFC)從時脈源濾除所需的時脈脈衝。

進行測量時，大多數PIM測試暗室的實

PCB材料製作的天線和其它被動元

電路是基於同一電路板材料製造的，

典型的CFC具有局限性，無法用於測試

件在經過表面電鍍後，也會對PIM性能

但由於PIM受到電流密度的影響，造成

跨同步時脈域的瞬變故障。發生瞬變故

際雜訊級為-165dBc。

(inter-clock)域。

當同一天線以共同饋線同時實現發

產生影響。鐵磁性材料(如鎳)，嚴重影

PIM的差異就非常顯著。相較於簡單的

障時會出現什麼問題？本文將解釋這些

射和接收功能時，低PIM尤其重要。因

響PIM的性能。浸鍍錫通常比裸銅電路

傳輸線電路，濾波器具有較高的電流

限制，並建議如何對CFC進行改進，以

為發射機和接收機都同時位於同一系統

具有更好的PIM性能，而使用化學鎳金

密度，從而產生更高的PIM諧波。而當

順利實現SCCD測試(如圖1所示的跨時

中，多個發射訊號的非線性產物總會導

(ENIG)的電路由於含有鎳會產生較差

使用兩個+43dBm的單音訊號對微帶

脈域故障)。

致不想要的互調諧波，其幅度往往足以

的PIM性能。

傳輸線進行測試評估時，RO4534材料
呈現出-157dBc的低PIM性能。

使接收機的性能降低。瞭解不同材料特

電路表面的清潔度有利於降低微帶

性對於PIM產生的作用，就能減少PIM

天線和其它被動元件的PIM性能。具有

如實驗所示，常用於天線饋電的簡

對PCB天線造成的影響。

防焊功能的電路通常比裸銅電路具有

單傳輸線電路，幾乎可以達到接近材料

圖2顯示一個典型的時脈濾波電
路，它有三個主要元件：
· 同步單元，用於同步掃描使能(SE)
訊號與操作時脈域；

儘管大多數情況下PIM是由電路結

更好的PIM性能。清潔的電路、毫無殘

的額定PIM水準。儘管如此，PIM性能

· 由同步SE訊號觸發的可編程移位暫

點(如焊點或連接器)中不均勻的材料產

留的濕法化學處理，是降低PIM性能的

也與電路配置密切相關，不同的電路導

存器，可控制整合時脈閘控(ICG)，

生，但電路板材料的特性，如粗糙的銅

重要基礎。電路中帶有任何形式的離

致最終的PIM性能差異。

以產生所需數量的時脈脈衝；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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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內部時脈域和跨時脈域路徑可能會以延遲的形式引發故障

圖2：典型的時脈濾波電路可能不足以測試跨同步時脈域的時脈故障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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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長度為4的可編程CFC。可編程移

一個條件是可能的，第二個則否，因

位暫存器在不同時間被觸發，從而導

為它是基於通用CFC脈衝而產生的。

致CFC輸出的不同延遲。假定採用兩

圖3：原速測試時脈的典型CFC輸出波形

級同步器，則時脈域F/2需要兩倍於

實體建置和STA挑戰

時脈域F的時間。圖5顯示兩個CFC的

如圖8所示，D1和D2之間的延遲差異

時脈輸出波形。值得注意的是，有兩

需要盡可能地接近。較小的差異確保

種類型的錯位失準：一是由於同步本

兩個時脈之間的時脈偏斜在測試條件

身的延遲，如圖5所示。

下與在功能條件下看到的時脈偏斜相

失準的另一個原因是時脈偏斜。

似。設計者應該提供額外的實體和時

每個時脈的偏斜都導致兩個CFC的

序約束來達到較小差異。例如，你可

時脈輸出失準情況進一步加劇。如圖

以使用SDC實現D1和D2路徑之間的

6所示，CFC_OUT_F的輸出相對於

時脈平衡。

圖7：多週期路徑需要足夠長的移位暫存器，才能產生有效啟動

CFC_OUT_F/2是偏斜的。因此，擷取

圖4：用於測試跨時脈域故障的典型啟動和擷取脈衝組合，包括快速啟動和慢速擷取，以及
慢速啟動和快速擷取脈衝

發射訊號的功能時序窗被壓縮，從而折

模式產生：CFC

損了測試的品質和有效性。

即使對於可測試的條件，設計者也需
要找到正確的位元序列，以便在可編

丟失時脈脈衝

程移位暫存器中實施約束。基於這些

圖4顯示跨時脈域故障的原速測試時所

值，CFC將為單週期路徑和多週期路

需的啟動和擷取脈衝子集。參考圖5，

徑產生正確的啟動和擷取脈衝序列。

可以推斷對於具有長度為4的可編程移
位暫存器之CFC，無法觸及發射和擷

濾波電路應確保以下幾點：

取脈衝的所有組合。例如，發射和擷

· 同步時脈域的CFC應同時觸發，以

取脈衝的第一個組合(如圖4)可以使用

圖5：通用CFC輸出的時脈波形，顯示邊緣失準

用於測試跨時脈域瞬變故障的時脈

產生對準的時脈脈衝；

這兩個CFC來創建，但第二個組合則

· 電路應提供選擇所需精確脈衝對

不能。透過增加移位暫存器的長度，

(pair)的靈活性，以實現啟動和擷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取的任意組合；

如圖4所示，為了成功測試SCCD路

· 電路應該是時序友善且有利於實

徑，需要兩種啟動和擷取脈衝的組合。

現的。

脈衝應該由時脈時序窗加以隔離。但由

圖9顯示OpenSilicon使用的一個改

於時脈偏斜和同步單元延遲，這並不容

圖8：最小化D1和D2之間的差異，可減少時脈偏斜

圖9：CFC的改善包括可編程移位暫存器和一個分離同步單元

善的CFC。

易實現。

通用同步單元

圖6：時脈偏斜可能導致邊緣失準

多週期路徑測試

從CFC中取出同步單元，並通用於所

由於涉及遺失時脈脈衝的問題，測試

有的SCCD CFC，能夠確保對可編程

受到移位暫存器長度的限制。移位

移位暫存器的觸發同時到達。單獨的

暫存器的長度並不足以擷取所有的

單元消除了由於同步單元延遲差異而

啟動和擷取組合，而且在多週期路徑

導致的邊緣失準。
圖10：有效的SE同步邊緣產生所有SCCD時脈的正確對準

(MCP)中還更加嚴重，因為你必須等

如圖10所示，要實現具有對準上升

待一個時脈週期以脈衝啟動另一個。

緣的輸出時脈脈衝，必須在SCCD最快

可編程的移位暫存器應該有足夠的寬

時脈的前一個邊緣處產生同步SE。你

錯位，致使產生的時脈邊緣無法與週

度來創建所需的MCP啟動與擷取脈衝

可以藉由在同步單元中的多個SCCD時

移位暫存器時脈

11所示。透過在時脈樹合成(CTS)階段

邊緣失準

期對準。例如，假定頻率為F和F/2的

和測試路徑。圖7顯示了MCP的兩種

脈組合實現。為了以最小邏輯實現上述

SCCD CFC的可編程移位暫存器被修

嚴格地限制時脈偏斜，該修改簡化了

當測試兩個SCCD之間的故障時，每

兩個同步時脈，每個都具有移位暫存

情況。同樣地，對CFC來說，只有第

的對準，可在同步單元中使用最慢和最

改為以該SCCD的最快時脈頻率作業。

實體建置和靜態時序分析(STA)。它還

當用於測試同步跨時脈域(圖1)的故
障時，相同的CFC可能遇到以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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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脈域都有自己的CFC。而由於
CFC固有的同步延遲，可能導致輸出

快的SCCD時脈。

這在該SCCD的最快時脈(f)和操作時脈
(f/2)之間創建了一條時序路徑，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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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還在分享同事
的雜誌嗎？

為實體建置和STA移除了額外的限制。

移位暫存器寬度
由於移位暫存器的操作頻率高於CFC
工作頻率，因而需要增加其寬度。例
如，要產生四個f/2時脈脈衝，移位暫
存器的長度應為8，因為它以頻率f進
行操作。移位暫存器的寬度取決於特
定SCCD中最快時脈與最慢時脈頻率
之比。以下的公式表示可改變移位暫

圖11：SCCD時序路徑包含一個同步單元和可編程移位暫存器

存器寬度的參數：
最快時脈頻率
移位暫存器寬度=
最慢時脈頻率
x(最慢時脈的)脈衝數

例如，如果同步時脈域的頻率為
f、f/2和f/4，為了實現最多4個時脈脈

C

衝，則移位暫存器寬度應該是：

移位暫存器寬度 =

f
f/4

× 4 = 16

M

圖12：同步時脈域中的CFC輸出顯示所有時脈緣都對準了，而無任何延遲

Y

CM

MY

因此，你需要一個以最快時脈f運作

CY

的16位元寬度移位暫存器。

CMY

圖12描繪了F、F/2和F/4等三個

K

不同時脈的SCCD CFC輸出時脈脈
衝。使用可編程移位暫存器，就能夠
配置CFC以產生所需的啟動和擷取時
脈脈衝。
在圖5中顯示，使用典型的CFC，

圖13：兩個CFC的可編程移位暫存器位元值可產生一個啟動和擷取組合

無法產生用於測試跨時脈域故障的啟

位暫存器時脈的頻率為f。需要對4個移

良率非常重要。為了克服這些挑戰，

動和擷取時脈脈衝的所有組合。而使

位暫存器位元進行編程，以產生一個f/4

本文提出一種修改現有CFC以實現更

用增強型CFC，就能夠產生所有可能

操作時脈頻率的脈衝(如圖13)。此外，

高覆蓋率的新方法。採用這種方法，

的啟動和擷取脈衝組合，包括MCP測

使用命名擷取程序(NCP)自動測試模式

能夠在不影響任何設計進度和複雜度

試所需的組合。

產生(ATPG)方法，以執行故障模擬。

的前提下，只對原有的CFC進行微小

例如Open-Silicon已經在設計中

更改，即可實現一款可靠的CFC。測

模式產生：增強型CFC

實現了這種增強型CFC，並且提升了

試這種同步跨時脈域的故障，有助於

產生增強型CFC的模式涉及將移位暫

1.07%的原速覆蓋。雖然該數字本身可

讓設計人員實現更高的原速測試覆蓋

存器的位元編程為與所需啟動和擷取

能看起來很小，但這些故障涵蓋了必須

率和低DPPM目標，同時促進IC元件

脈衝相對應的值。使用增強型CFC，

測試的關鍵路徑。

的篩選，並為執行速度分類帶來額外

作，以取得時脈脈衝，因而需要約束

結語

多個移位暫存器位元。

在包含多個時脈的複雜SoC中測試

信心推出成功的產品，特別是在設計包

SCCD故障並不容易，但它對於提高

含許多SCCD路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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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訂閱，
請儘快續訂以確保繼續收到雜誌。

好處。

可編程移位暫存器以最快的時脈運

假定操作時脈頻率為f/4，可編程移

您也可以免費訂閱！

該測試方法還能讓系統工程師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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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M8065

3.4VIN 至 42VIN 2.5A
μMODULE® 穩壓器
LTM8065 的小形 6.25mm x

6.25mm x 2.32mm BGA

大電壓
小封裝

封裝內建了一個切換式穩壓
控制器、電源開關、電感器和
其他周邊元件。其解決方案的

DC/DC Function

V IN Range

Max V IN

V OUT Range

I OUT

BGA Package Relative Size (mm)

LTM8065

3.4V to 40V

42V

0.97V to 18V

2.5A
(Continuous)
3.5A (Peak)

LTM8053

3.4V to 40V

42V

0.97V to 15V

3.5A
(Continuous)
6A (Peak)

LTM8073

3.4V to 60V

65V

0.8V to 15V

3A
(Continuous)
5A (Peak)

LTM8064

6V to 58V

60V

1.2V to 36V

6A
(Sink & Source)

11.9 x 16 x 4.92

FMEA Compliant &
150˚C Operation

LTM8003

3.4V to 40V

42V

0.97V to 18V

3.5A
(Continuous)
6A (Peak)

6.25 x 9 x 3.32

Inverting

LTM4651

3.6V to 58V

60V

-0.5V to -26.5V

Up to 4A

9 x 15 x 5.01

Buck-Boost

LTM8054

5V to 36V

40V

1.2V to 36V

5.4A

11.25 x 15 x 3.42

LTM8055

5V to 36V

40V

1.2V to 36V

8.5A

LTM8056

5V to 58V

60V

1.2V to 48V

5.4A

占板面積約為 100mm2，
Step-Down

大約是同等電源級模組解決
方案尺寸的一半。

Step-Down:

Constant Current
Constant Voltage

Step-Down:

(V IN <V OUT or V IN
>V OUT or V IN =V OUT )

查看產品系列

Part #

www.linear.com/bigvolts

產品手冊

6.25 x 6.25 x 2.32

6.25 x 9 x 3.32

15 x 15 x 4.92

www.linear.com/product/LTM8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