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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進化 機器人
能「做」得更多
隨著更多新、舊技術的加入，無論是哪一種型態的機器
人都漸漸可以開始協助人類做更多的事，甚至執行一些
「特殊」的任務，例如深入危險區域採集或讀取資訊、
陪伴及照護老人、在工廠提升組裝作業的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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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IC設計的「復興時期」來了？

揭開Megablast音箱
的聲控設計秘密

創新天地
新創公司藉推論晶片
躋身AI市場

設計新技術
3D成像—
飛行時間法恰逢其時

足不出戶，與技術
大咖互動交流！
不受時空束縛，線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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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使用可配置和可擴展的處理器設計下一代快閃記憶體存儲方案
3 月 7 日 上午 10:00 - 11:30
本次線上研討會將展示 ARC 處理器的關鍵特性，以及如何利用它們構建高性能存儲方案。
優化中芯國際 (SMIC) 40LL & 40ULP 設計以提高速度和能源效率
3 月 13 日 上午 10:00 - 11:30
詳細講述基礎IP — 邏輯庫和嵌入式記憶體 — 怎樣幫助設計師充分利用 SMIC 的 40LL
和 40ULP 製程技術的功耗優勢。
整合式 ADAS 網域控制器與汽車IP
3 月 20 日 上午 10:00 - 11:30
介紹最新的整合式汽車 ADAS SoC 架構，以及設計人員如何利用符合汽車產業標準的 IP
加速其 SoC 等級認證和投產進度。
讓數位式電源設計變得更輕鬆
3 月 28 日 上午 10:00 - 11:30
當今的電源設計人員必須設計出可提供高效率、高功率密度、高可靠性、高階通訊功能
和高端控制功能的電源轉換產品，並且需要以較低的成本、快速地將這些產品開發出
來、推向市場。Microchip 提供一套完整的電源解決方案來幫助設計人員因應這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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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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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相位陣列系統的數位波束成形技術
概述針對數位波束成形相位陣列應用的當前挑戰和解決方案，回顧主要相位陣列子系統
並討論架構權衡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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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IC設計的「復興時期」來了？
連網、AI與記憶體架構的組合，創造出
晶片設計師的「復興時期」…
2018年自動駕駛車感測器展望
高度自動化的車輛需要很多感測器，
但每種感測器都有其優缺點。
英特爾總裁能藉ARM SoC走向
成功嗎？
前英特爾總裁Renee James能以舊的
AMCC伺服器SoC實現成功嗎？

10

思維與觀點

AR、VR、MR...
現實究竟是什麼？

11

我記得2007年才開始為一家客戶開發
頭戴式顯示器裝置。這家客戶希望將
筆記型電腦螢幕上的內容呈現在眼鏡
上，並透 過語音操 控，就像把電腦戴
在頭上一樣。而今，當我們回頭看看，
目前似乎與20 07年的基 本概念沒什
麼不同，但其實一切都不一樣了…

創新天地
新創公司藉推論晶片躋身AI市場
Gyrfalcon推出Lightspeeur SPR2801
處理器晶片，能夠執行深度學習的訓
練和推論任務。
經濟型示波器滿足嚴苛電源測試需求
羅德史瓦茲(R&S)新一代經濟型示波
器系列配備10位元ADC，能因應嚴格
的電源測試要求。

設計揭密
揭開Megablast音箱的聲控設計秘密
透過拆解Ultimate Ears的Megablast
防水可攜式Alexa音箱，看看為什麼它
代表最新的語音辨識、聲音再現以及
無線通訊系統設計。

網站內容
自駕車的軟體除錯
才是大工程！

中國晶圓廠尋求
協同製造模式

筆者對於自駕車抱著希望但也抱
持懷疑態度，或許最令人憂心的原
因是完成一項開發案的最後階段
工作涉及大量的軟體、功能以及各
個功能區塊之間複雜的互動。

廣州在日前加入中國積極興建晶
圓廠之列，特別是一項數十億美
元的晶圓廠計劃，採用結合無晶
圓廠IC設計公司投資的共有協同
製造模式，不必完全仰賴政府...

https://goo.gl/p58tKN

https://goo.gl/ks3apj

加速駛向
節能減碳 EV 時代

2018 電動車前瞻技術研討會
4 月 13 日 • 台北世貿一館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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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資訊
主辦單位：

參與廠商：
FB 粉絲頁

還有更多廠商陸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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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AI/機器人
不斷進化
機器人可以為人類「做」更多
隨著更多新技術加入，機器人漸漸可
以開始協助人類做更多事，甚至執行
「特殊」任務，如深入危險區域採集
或讀取資訊、陪伴及照護老人、在工
廠提升組裝作業速度等…

跨界嵌入式處理器—填補高性能與
易用性之間的空白
跨界嵌入式處理器 有助於將應用處
理器的性能帶到MCU領域，打破高階
MCU和低階應用處理器之間的鴻溝。

人工智慧結合電腦視覺加速機器人和
智慧家庭進展
每年我們都會在CES看到令人驚歎的
技術，包括汽車、機器人、AR/VR以及
智慧家電領域的創新等…哪些採用AI
和電腦視覺的裝置將成為主流？

打造高效率筆電用電源轉換器
本文提出實現零電壓切換的返馳式架
構，透過降低硬切換損耗提高效率和
功率密度，使電源轉換器朝向更小型
化設計趨勢發展。

如何讓人工智慧擺脫偏見？
機器的偏見可以說就是人的偏見。人
工智慧(AI)的偏見雖然有很多種，實
際上，它的來源只有一個：人類。

混合式DC/DC架構縮減中介匯流排
轉換器尺寸
混合式轉換器架構結合開關電容器電
路與同步降壓轉換器，可使DC/DC轉
換器的尺寸銳減50%以上。

解讀機器人的馬達控制原理
工業機器人主要利用伺服馬達進行運
動控制，從而實現移動和抓取工具。

26

本文探討工業市場的3D成像技術以
及飛行時間法(ToF)為何成為最具發
展前景的方法…

38

設計新技術
3D成像—飛行時間法恰逢其時

測試與測量
模組化AWG的工作原理與應用
模組化的任意函數產生器(AWG)具
有小尺寸、配置靈活與易於整合的特
點，可作為測試系統的理想訊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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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IC設計的「復興時期」來了？
Rick Merritt

來自AMD、ARM與英特爾(Intel)的技

造成本都在迅速飆升。AMD院士暨產

個晶片設計工程師的「復興時期」

術專家在一場於年度DesignCon大會

品技術長Joe Macri表示：「這對我們

(renaissance)：「這是一個參與晶片

的座談中表示，無論摩爾定律(Moore s

的業務帶來深遠影響⋯我們必須在每個

架構設計的偉大時刻—感覺像是創新

Law)是死是活，半導體技術藍圖的發

節點採用更創新的架構與封裝技術。」

浪潮來臨。」

至於5奈米製程之後，Aitken預

他指出：「前十大資料中心業者

對於一個晶片的電晶體數量是否

期，轉向某種垂直奈米線架構，將

如Apple、阿里巴巴與Amazon，通常

會像英特爾共同創辦人Gordon Moore

會導致對部份RTL設計帶來衝擊的

資本雄厚且正在培養自家的晶片設計

在1965年做出的觀察那般，繼續每兩

改變，特別是在高速電路的設計上；不

團隊—他們是為了嘗試解決一些特殊

年成長一倍，參與上述座談的講者們

過他也指出，這種改變應該不至於擾亂

的專門問題，」而且他們正在著手收購

意見分歧。「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的

典型數位邏輯設計工程師採用的抽象

一批晶片設計新創公司。

是，製程節點轉換的速度正在趨緩；」

(abstraction)。

展會同時帶來挑戰與機會。

Aitken舉最近Intel的Meltdown與

ARM院士繼技術總監Rob Aitken指

McInerney預測，電晶體與互連之

Spectre處理器安全漏洞為例，表示業

出，16奈米與10奈米製程的量產時程

管線(pipeline)架構的創新，特別是針對

界還需要安全設計的新架構；他呼籲

都延遲了三年，而在我們所處理的電

I/O電路，將會在產業界遇到障礙之前解

對於該如何處理那些安全漏洞以及未

路類型中，Denard微縮定律在90奈米

決一連串的瓶頸。

來可能發生的旁道攻擊(side channel

節點已失效。」

參與座談會的專家 們同意，新興的

attacks)提出新想法，還有量測產品安

英特爾平台工程事業群副總裁暨伺

電腦與記憶體架構有助於舒緩摩爾定律

服器開發小組總監Rory McInerney則

速度減慢的問題。Macri指出，結合記

Macri則表示：「當我在1980年代

表示，該公司的研究是提供5年之間的

憶體與儲存之晶片與軟體開發「將有所

中期開始進行晶片設計時做的是推測

製程技術發展預測，因此其內部的技術

進展⋯我們會取得速度的飛躍⋯很快地

執行— 這是進展快速的原因，第一

藍圖是到5奈米節點：「我們並未看到

就可以看到許多很酷的記憶體應用。」

輪是提供答案，下一輪是釐清我們是否

摩爾定律屆時有終結跡象。」

Aitken指出，一系列先進封裝技術

全性的新方式。

正確。」

他指出：「摩爾定律也是一種財務

正在崛起，包括一種「相當低階版本的

他指出，推測執行的採用以及駭客

(finance)與雄心(ambition)的定律，市

技術，能將廉價的標準元件堆疊在一片

的威脅「不會有所改變，改變的會是我

場對於先進製程技術的需求是無止盡

基板上，用以製造價值約50美分(約15

們對於端對端安全性需求的看法；我們

的，在我負責的人工智慧(AI)領域，人

元台幣)成本的玩具解決方案—這真

都生活在一個玻璃屋裡⋯這是我們日常

們正竭盡全力把更多東西塞進晶片。」

是相當瘋狂。」

生活的一部份—這是永遠不會完美無

AMD則認為節點與節點的間隔時間

McInerney則表示，網路連結、AI

正在拉長，無論是晶片設計或晶圓廠製

與記憶體新架構的組合，正在創造一

瑕的世界。」
*更多內容詳見本刊網站：https://goo.gl/sb8bA9

2018年自動駕駛車感測器展望
Junko Yoshida

讓自動駕駛車注意路況、看懂交通號

度/軌跡以及其他車輛並不容易—更

誌、偵測物件並為其分類、感知速

重要的是，它必須能自行在地圖上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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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才能確切地知道行車的目的地。
高度自動化的車輛在追蹤周遭環境

業界趨勢
時，必須依靠很多感測器，包括攝影

顯示。那麼弱點呢？Magney補充說：

控制技術，不斷改善光達的耐用性、尺

機、雷達、超音波、GPS天線，以及利

「攝影機的深度不如光達。」

寸和成本。這些技術既有機械式也有

用光脈衝測距的光達(Lidar)元件。每一
種感測器都有其優缺點。

MEMS和固態光達。

光達：「最熱門的領域」

據Magney介紹，機械式光達(如

我們首先應弄清楚如何最有效地填

在所有的感測器技術中，光達是2017

Velodyne 128通道的產品)由於能產

補感測器固有的缺陷。第二步可能更為

年交易量最大的市場。IHS Markit的汽

生360度點雲，非常適合建構地圖。

重要，即開發最佳策略，將不同的資料

車電子和半導體資深分析師Akhilesh

但是，對於部署量產車輛，基於固態

串流結合起來，使關鍵資訊不至於遺

Kona例舉去年的收購案，如福特(Ford)

元件—MEMS或光相位矩陣(OPA)的

失。每一種感測器都以自身的畫面更新

收購了Princeton Lightwave、通用汽

光達較適合。

速率傳送資料已經是個問題，感測器融

車(GM)收購光達公司Strobe，以及

合就更複雜了—因為有些感測器提供

Continental買下ASC的光達業務。

原始資料，而其他感測器則提供自己的
物件資料答案。

成本更低的快閃(flash)元件也開始
崛起。Magney指出，有些被設計成近

Magney則稱光達「仍然是最熱門

接偵測器，且成本低於100美元，但缺點

的領域」，部份原因是光達在自動駕駛

是解析度有限，無法對物件進行分類。

2017年，我們看到了感知技術方面

中有相當多用途。他解釋，「高度自動

的一連串進展。VSI Labs創辦人兼負責

化的車輛需要一個具有定位資產的基

毫米波雷達

人Phil Magney表示：「感知是自動駕

本地圖，對此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取代

當光達大步前進時，雷達也並未停下腳

駛車(AV)軟體堆疊的一個主要領域，而

光達。這是高階產品得以競爭之處。」

步。繼恩智浦半導體(NXP)在2016年首

光達市場之所以如此熱門也由於新

次推出採用CMOS製程技術的77GHz微

科技公司、一級供應商和OEM一直

的雷射技術出現。據Kona表示，一種

型雷達晶片後，德州儀器(TI)也在去年進

汲汲於取得自家公司缺乏或無法自主開

波長高於1,400nm的新雷射發射技術

軍毫米波(mmWave)雷達市場。

發的感測器技術。同時，過去兩年來已

正興起中。這種新的波長可望為光達

在雷達市場，競爭的重點在於尺寸和

經出現了多家感知感測器新創業公司，

帶來更高解析度和更遠射程。他補充

精確度。Magney表示：「我們對雷達

其中有許多都關注尚處於萌芽階段的自

說，Princeton Lightwave、Continental

的進展感到滿意。毫米波雷達正熱。」

動駕駛車市場。

和Luminar Technologies三家公司都在

他評論道：「雷達的解析度越來越高，

開發這種新的雷射技術。

現在已能用於分類物體，這是以前做不

且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創新。」

英特爾收購Mobileye

同時，供應商也透過開發各種光束

到的。」

2017年汽車業界最大的收購交易是英特
爾(Intel)以153億美元買下Mobileye。
由於Mobileye已經在自動駕駛輔助
系統(ADAS)和自動駕駛車的汽車視覺領
域佔據明顯的領先地位，收購Mobileye
之舉使得英特爾在自動駕駛車競賽中穩

長距離雷達
自動巡航控制

居有利地位。

視覺相機
盲點偵測、側視(無後照鏡車)、
3D相機
行車記錄器、倒車輔助
手勢辨識
立體相機：辨識LDWS與號誌
在場偵測、駕駛監測
的方向/距離

尤其是考慮到視覺是自動駕駛車中

夜視相機
偵測行人/動物

唯一不可或缺的感測器技術，這項收
購案顯得更重要。英特爾表示打算將

短距離雷達
前&後煞車

Mobileye的「電腦視覺、感測、融合、
LIDAR
3D周遭環境地圖

地圖建構和駕駛策略」與英特爾的「開
放運算平台」相結合。
Magney將攝影機形容為「必備的
感測器」，他解釋說，具有以高解析度

航位推算感測器
測距

超音波
停車、行人＆障礙物偵測

擷取影像的能力，才能讓攝影機更有效
地分類物件。現在的攝影機還支援彩色

圖1：安裝在車輛上的一系列感測器技術

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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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好的解析度需要更多通
道，這意味著有更多資料需要處理。所
以，Magney說：「毫米波雷達需要有
專門的處理器來處理這些資料，以及產
生物件或點雲。」此外，毫米波雷達還

技術

機械式掃描

固態掃描

純固態光達

類型

僅機械式

MEMS、光電掃描、
液晶掃描等

基本快閃、高解析快閃、
OPA、頻率調變連續波

評價一向不優。傳統的車用雷達無法看

主要的
Velodyne、Ibeo、 Innoviz Technologies、 Blackmore、Continental、
系統供應商 Valeo、Luminar等 Princeton Lightwave、 OryxVision、Quanergy、
Cepton等
Valeo、Velodyne、
Xenomatix、ZF等

到攝影機或光達所能看到的物體。更具

可用時程

需要開發工具以打造應用。
雷達除了能全天候運作外，其他的

2017年SOP

約2020年SOP

基本快閃：系統量產中
其他：2020年SOP

體地說，雷達看不到遠方的物體，也無
法區別所看到的東西。它們的處理速度

圖2：不同類型的光達技術比較

來源：IHS Markit

不足以達到行駛於高速公路的要求。
例如新創公司Chronocam的感測器

(egomotion)等。

類比波束成形

技術並非針對人類應用，而是為機器感

即時動態定位(RTK)是另一種

新創公司Metawave期望透過其開發的

知和檢測而打造的。Chronocam這款

選擇，Magney補充說。RTK可增

類比波束成形技術來改變現況。

以事件為導向的感測器技術還很新，尚

強來自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如GPS、

Metawave採用PARC將超材料、

未用於任何商用車，但已經受到業界關

GLONASS、Galileo和北斗)的位置資

雷達和天線商業化的獨家授權，在今年

注了；該公司並期望該技術能徹底改變

料精確度。

的CES展上推出「完整雷達套件」的原

當今CMOS影像感測器市場。

同時，英特爾/Mobileye正推廣

型。該公司的超材料是佈署在PCB上的

正如Chronocam執行長所指，英

其用於定位的道路體驗管理(REM)技

小型軟體控制工程結構，據稱能以特殊

特爾、輝達(Nvidia)等GPU/CPU巨擘仍

術。Mobileye希望利用基於攝影機的

的方式控制電磁波束。

在試著找出更準確、更快速處理大量資

ADAS系統普遍性，發揮群體力量即時

Metawave的雷達套件型相容於各

料的最佳方式。然而，Chronocam專

建立並維護一個精確的環境地圖。

種雷達晶片。該公司宣稱其基於超材料

注的是為機器應用簡化和量身打造的成

新創企業在定位方面也有發揮的空

的類比波束成形技術能精確地控制雷達

像資料擷取。事件導向的感測器目標在

間。據悉，DeepMap正致力於L4/L5

波束，在不犧牲解析度的情況下提升工

於顯著減少資料負載，使車輛幾乎可以

級自動駕駛車解決HD地圖建構和定位

作速度和SNR。

做出即時決策。

以及大數據管理方面的挑戰。Magney
指出，DeepMap使用攝影機影像和

機器用成像資料

定位

光達資料，有效地改善了目前的數位

儘管Mobileye目前仍是汽車視覺領域

讓汽車具有「自我意識」的第一步是建

地圖。

的領導廠商，Magney認為其他公司也

構地圖，並即時匹配至車輛在預先製作

正迎頭趕上。他說：「任何人都可以

的地圖上看到的內容。然後，車輛可以

感測器融合

獲得相同的成像器，打造適合於影像

對其位置進行三角測量和定位。Magney

隨著自動駕駛車收集到所有的感測資

辨識的攝影機。但問題是你需要適用

強調：「車子必須確切知道要去哪裡，

料，最重要的就是感測器融合的品

的處理器以及緊密整合的演算法。」

才能發展出『情境感知』。」

質。感測器融合的結果決定了自動駕

然而，「如今你可以從幾家晶片公

換句話說，如果希望高度自動化

司中選擇一款高性能視覺處理器，並套

的車輛能準確定位，就需要使用光

自動駕駛車無法僅靠一個感測器實

用自家的演算法。或者，你可以用卷

達。Magney指出，它們需要一個具有

現安全駕駛，因此必須進行感測器融

積神經網路(CNN)來完成這項任務。」

定位功能的基本地圖。

合。但Magney補充說：「因為你必須

駛車的決策和行為，也即安全問題。

Magney總結道：「目前，自動駕駛車

不過，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這一

製造商已經在攝影機方面作了選擇。許

點。例如Nvidia DriveWorks SDK可實現

多公司會將人工智慧(AI)應用於影像中

基於影像的定位。DriveWorks工具庫包

至於是融合「物件」資料還是「原

以取得結果。」

括地圖定位、HD地圖介面以及自我運動

始」資料，業界對此的爭論才剛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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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所有的感測器訊號，所以融合是很
困難的。」

業界趨勢
資料融合有關的問題包括：「你將需要

資料，而且可以在嵌入式處理器上加速

相較於物件資料，由於原始資料

大量的處理；你還需要有GB級的網路，

感測器融合。DeepScale現正利用其深

不會在轉換過程中發生遺失，大多

才能將這些訊號傳送到整個車輛中。」

度神經網路(DNN)從頭開始做起—所使

數的AI擁護者較支持這種資料融合途

新創公司DeepScale則開發了一種

用的原始資料不僅來自影像感測器，還

徑，Magney表示。但他補充說，與原始

感知技術，能採集原始資料，而非物件

始，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答案。

包括雷達和光達。

前英特爾總裁能藉ARM SoC走向成功嗎？
Junko Yoshida

新創公司Ampere Computing發佈其

年設計的。這款被稱為X-Gene 3的產

副總裁Rohit Vadwans。Bajwa曾經

基於ARM的伺服器SoC，並承諾將

品是AMCC第三代基於ARM的伺服器

負責英特爾所有產品的X86架構，而

「加速超大規模雲端運算創新」。

SoC，執行頻率為3GHz，採用台積

Vadwans則曾在英特爾擔任平台工程

電(TSMC)的16nm FinFET製程製造。

負責人。AMCC X-Gene SoC首席架

特爾(Intel)總裁Renee James，她將

然而，AMCC的X-Gene 3卻從未

構師Greg Favor現在則是Ampere資

帶領來自半導體與雲端運算領域的多

投產。AMCC從其上一代伺服器SoC

位架構師與專家，瞄準目前由英特爾

時開始遭遇虧損，加上X-Gene 3的

主導且快速成長中的資料中心伺服器

開發成本不斷上漲，最後在2016年

Ampere的發展藍圖

市場。

底賣給了Macom。然而，Macom從

Ampere軟體和平台工程副總裁Kumar

對於James來說，最後能否實現

一開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AMCC的通

Sankaran指出，Ampere的第一款產

公平正義還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對

訊部分，而不是其X-Gene ARM伺服

品將在2018年年中之前推出。

於Ampere的ARM伺服器SoC是否可

器業務。因此，X-Gene難逃被交易

該SoC包括內建大量核心(多達

能在幾乎由英特爾壟斷的情況下取得

的命運，最終被私募股權公司Carlyle

32個ARM V8 64位元核心)、性能高

進展，業界觀察家也抱持懷疑態度。

Group收購。

達3.3GHz、125W低功耗低、每插槽

這家新創公司的執行長正是前英

深研究員。

同時，James自2015年夏天離開

1TB的記憶體容量，以及採用高頻寬

Ampere的簡短發展史

英特爾後，於2016年初加入Carlyle

PCIe— 42個通道的PCIe Gen 3，

事實上，Ampere發表的「新」伺服器

擔任營運主管。Carlyle Group將

加上外部附加元件。Ampere宣稱其首

SoC晶片並不完全是新的。

X-Gene ARM伺服器SoC業務更名為

次亮相的X-Gene 3提供的記憶體容量

Ampere。James就在去年秋天成為

和頻寬比競爭對手的SoC更高33%。

據The Linley Group首席分析
師Linley Gwennap和其他密切追蹤

Ampere執行長。

總部設於加州的Ampere認為，該

的市場分析觀點顯示，Ampere基於

因此，Gwennap說，Ampere的

公司將受益於最初由AMCC購入的64

ARM的伺服器SoC最初是由Applied

「新」伺服器SoC正是「在市場上輾轉

位元ARM V8-A架構授權。Ampere將

Micro Circuits Corp. (AMCC)於2015

一段時間的同一個處理器」。

這項授權視為該公司有能力進一步客

平心而論，Carlyle Group在重新
啟動AMCC第三代ARM伺服器SoC業

IDC運算半導體研究副總裁Shane

務的過程中，已經為Ampere現有的

Rau告訴《EE Times》記者：「取得

250名員工注入了新血。

一項架構授權，能夠讓你取得長期的

Carlyle在Ampere安插的幾位前英

Ampe re Computing執行長Renee
Jame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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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晶片設計的關鍵。

設計選擇和差異化服務。」

特爾工程師還包括：有30年工作經驗

他補充道：「如果你是一家認真

的英特爾老將Atiq Bajwa擔任Ampere

的伺服器處理器供應商，正在這個領

首席架構師，以及新任硬體工程執行

域競逐平均銷售價格和利潤，那麼就

業界趨勢
必須選擇你的目標客戶和市場，為其
設計一個能夠實現差異化的價格、性
能、功耗和特性組合，並且長期保持

性能(SPECint _rate 2006)
功耗(TDP)
定價
Per f/ W
Per f/$
封裝尺寸
記憶體頻寬
記憶體容量
支援多插槽
支援PCIe
製程
產品狀況

這種差異化。」簡單說，取得架構授
權就能擁有這些條件，而標準的ARM
核心則不然。
但由於其他晶片供應商也都有
ARM的架構授權，如Cavium、華為
(Huawei)— 擁有海思(HiSilicon)、
博通(Broadcom)、高通(Qualcomm)
等公司，所以目前還不清楚Ampere

3.3GHz 32核心(32執行緒)
500(1Socket)
125W
$959 (1)
4.0
0.53
50x50mn
8 DDR4-2667
16 DIMMMs (1 TB)
NO
42 x PCIe 3.0
16nm FinFET - TSMC
Sampling now

擁有多大的優勢。

來源：Ampere

Ampere首款產品的規格

ARM生態系統就緒？
Ampere的Sankaran指出，當今的市
場渴望的是一個指令集架構產品，那

Ampere：瞄準雲端處理器市場
雲端伺服器CPU支出($B)
整體伺服器CPU營收($B)

便是X86的替代方案。
續主導伺服器SoC市場，暗示著市場
需求似乎不利於ARM-based的伺服
器處理器。

百萬美元($B)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英特爾持

Rau指出：「很顯然地，由於缺
少硬體和軟體生態系統，以及處理器
設計無法在性能上擴展到足以與x86

來源：IDC

伺服器處理器供應商競爭的程度，嚴
重地打擊了之前ARM伺服器處理器供

根據IDC，2017-2021年全球雲端處理器市場將以15%的CAGR成長，並將在2021年時
達到近80億美元的市場規模，其中，雲端運算將佔整體伺服器營收的一半以上

應商的努力。」
然而，Rau認為，由OEM、雲端
服務供應商、ODM、作業系統(OS)

到雲端時，資料中心伺服器都必須辨

或配置系統至特定伺服器工作負載(如

識語音，並準備好進行處理和分析。

儲存或網路)，以實現最佳化。

供應商、應用程式供應商組成的ARM

最終，對於Ampere來說，為了在

生態系統，目前已經「足以形成一個

這一市場勝出，Gwennap說：「他們

未來

強大的資料中心系統」。

需要提供更多的價值，包括提供每瓦

當被問及Ampere的未來時，Rau似乎

最佳性能。」

對於Renee James與Carlyle Group的

不斷演變的需求

Rau說：「雲端超級電腦需要價

支持很有信心。他認為James的角色就

Ampere針對的是雲端超級電腦執行的

格、性能、功耗和特性的靈活組合。」

是「與主要的潛在客戶建立關係」。

工作負載。

至於伺服器SoC的具體設計，他認為

Carlyle的支持也是至關重要的，特別

Gwennap觀察到資料中心的需求

英特爾擁有最廣泛的X86伺服器處理

是它將有助於延續Ampere看好的產

正不斷演變中。幾年前，整個市場都

器產品組合，主要針對「雙插槽系統

品長期發展藍圖。

跟網路層級應用有關，Gwennap說：

以及更高階系統」。

Gwenapp則仍然保持懷疑態度。

「你只能做一些很無趣的東西，例如

相形之下，AMD和ARM供應商的

他進一步解釋，對於Ampere來說，第

網頁和電子郵件。而今，更多是關於

目標是雙插槽系統以及低層級、特別

一款基於前AMCC X-Gene 3的產品必

大數據和資料分析的應用，包括深度

是單插槽的系統。Rau認為客戶更喜

須能在雲端伺服器市場大放異彩，不

學習。」每當‘Alexa’的指令連接

歡單一處理器，透過自家的內部設計

然就得靠下一代產品擊出全壘打。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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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AR、VR、MR...
現實究竟是什麼？
Srinivas Panapakam，Mistral Solutions產品工程服務(PES)副總裁

過去十年來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年代，

為任何技術或產品之所以能成功，必須

我清楚地記得就在2007年時，我們

融合許多方面的共同進展，包括一款好

人工智慧(AI)、機器學習和分析等

才開始為一家客戶開發頭戴式顯示器

的硬體平台、軟體、物有所值；以及更

領域的先進研究，大幅提升了這些產

(HMD)裝置。當時，這家客戶提出

重要的是現實世界的應用案例，因為它

品的演進方式；智慧眼鏡與雲端之間

了一個有趣的想法，他們希望將筆記

將有助於改善使用者的生活。它可能用

的無縫連接，讓這些裝置和應用在現實

型電腦螢幕上看到的內容呈現在眼鏡

於為營運業務或是日常生活處理重要問

世界中用於解決實際問題的方式發生了

上，並可透過語音指令進行控制和操

題，而在產品和服務最終成功時，應該

巨大變化。

作。就像把電腦戴在頭上一樣，只需

對於生活品質或致力於解決的問題發揮

用你的語音指令控制它，而不必手持

影響力。

或動手操作，就能進行各種任務。
時至今日，如果你回頭看看就會
發現，目前的一切似乎與2007年的基
本概念沒有太大的變化，但事實上，
一切都不一樣了。
目前，我們正處於一個擴增實境
(AR)、虛擬實境(VR)、混合實境(MR)

那麼，今天我們有些什麼成就是十

世界用例。

這些智慧眼鏡所能解決的現實世界
問題當然有著無數的可能性。我可以列
舉出像工廠、技術支援、先進工程支

年前還沒有呢？

援、供應鏈管理、航空、醫療等一連串

1. 硬體發展成熟。各種基於ARM的平

的清單，甚至是讓視覺障礙者重見光明

台提供了PC級的性能；

並展開正常生活等重大的問題與成就。

2. 軟體增強了且經過現場測試。我們

這並不是空想，我們將會看到這一類智

其實已經能為智慧眼鏡提供在PC上

慧眼鏡的大規模部署，最終克服今天無

擁有的各種功能了；

法解決的失明等問題。

和其他任何可稱之為‘R’的技術轉

3. 還有更多的應用程式(app)！目前

AR/VR/MR技術所能提供的可能性

捩點。過去10年來究竟發生了什麼變

業界也已經有為AR、VR和MR領

是無止境的，這些應用案例只是冰山一

化？當我們在那個美好年代開始研究

域編寫app的廣大社群了。

角；預計在不久的將來，隨著這些技術

智慧眼鏡時，整個想法就是實現一種可

但還不僅止於此。我們實際上擁有

的大規模部署，很快就能看到更多新應

以戴在頭上的硬體，讓它像電腦一樣運

許多能夠影響或改變人們生活的現實

用出現。

作、透過語音指令執行，並在其上安裝
Windows。到了2009年和2010年國際
消費電子展(CES)首次展示類似的產品
原型時，旋即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當
時這款獨立的硬體已經具備顯示照片、
播放視訊等基本功能了。
Google Glass智慧眼鏡的出現，
讓整個世界開始注意到這項技術的存
在。對於Google而言，Google Glass
1.0或許不算是一項重大的商業成就，
但它以一種普羅大眾都能理解的方式呈
現這項技術，對於智慧眼鏡領域帶來了
一大貢獻。
而今這一切起了什麼變化呢？我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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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技術和雲端連接能力的結合，讓AR裝置應用於現實世界中解決實際問題的方式發生巨大
變化

創新天地

新創公司藉推論晶片躋身AI市場
Rick Merritt

新創公司Gyrfalcon藉由一款針對深

Timothy Saxe表示：「在十幾家打造推

度神經網路(DNN)打造的推論晶片正

論IC和QuickLogic評估的公司中，他們

迅速崛起，但也面對人工智慧(AI)晶

比其他公司更貼近我們的市場。」

片領域日益擁擠的市場競爭。該公司

Saxe說，人工智慧助理如亞馬遜

最近展示可用的AI推論晶片，並宣稱

(Amazon)的「Alexa將使人們想要更廣

在智慧型手機、安全攝影機與工業自

泛的詞彙進行更自然的語言處理，所以

動化設備等領域取得多筆設計訂單。
資料中心通常進行深度神經網路訓

Gyrfalcon整合卷積神經網路與遞歸網路於一，
可平行處理影像與語音
來源：Gyrfalcon

我們必須透過結盟以加速這一過程。」
Gyrfalcon計劃在今年6月推出支援

練，並利用一系列伺服器對其執行推論

算數邏輯單元(ALU)，以及用於控制資

更高性能的第二款產品，並在今年年底

任務。目前，從汽車到手機等領域，越

料流程的邏輯元件。

前發表全新系列晶片。它還將為大量客

來越多的客戶端和嵌入式系統都採用加
速器以加速推論工作。

新晶片的開發理念來自於其共同創
辦人—首席科學家楊林(Lin Yang)在

戶探索量身打造低至50mW功耗的客製
版晶片。

蘋果(Apple)、Google和華為

其1988年博士論文中提出的想法；當時

該新創公司設計了一款PCI Express

(Huawei)等公司都已經在其客製SoC中

他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

卡，用於伺服器中搭配晶片。此外，它

推出搭載推論模組的智慧型手機了。

進行有關CNN的研究，這也是目前最廣

將跟隨Movidius的腳步，在4月時伴隨

Google和微軟(Microsoft)也為其資料中

泛的神經網路應用之一。

新晶片發佈一款USB dongle，旨在吸

心打造了推論加速器。

Gyrfalcon共同創始辦人兼總裁

引更廣泛的CNN軟體開發商。

在多家供應商中，目前隸屬於英特

Frank Lin指出，前五大智慧型手機製

「我們希望不是只有博士才能執行

爾(Intel)旗下的Movidius已開始出貨推

造商將在未來的旗艦級手機中導入這款

這項任務—這款USB dongle支援幾

論晶片，益華電腦(Cadence)、Ceva

晶片。在中國，一家大型保險公司將設

種預加載的神經網路模型，而且使用起

和新思科技(Synopsys)則供應IP區塊

計於其監控攝影機中，還有上海的一家

來非常簡單。」楊林在加入Gyrfalcon

(IP block)，而Imagination和ARM也有

鋼鐵製造商也將在其檢測系統中使用這

創業之前還曾經協助中國移動(China

相關計劃發佈。此外，目前還有至少十

款晶片。

Mobile)推廣其國際業務。

幾家 AI新創公司仍然處於隱身模式，其

楊林表示：「我們從去年2月取得

但他並未透露Gyrfalcon從中國、

中包括由一群前Google晶片開發人員共

第一筆資金後迅速發展，在4月驗證了

韓國、日本與美國的兩輪投資總共獲得

同創辦的Groq正致力於打造推論晶片。

FPGA，9月中就完成在台積電的晶片

多少資金，僅表示：「在2018年，我

製造。」

們籌措的資金足以支持整體營運，再加

市場觀察家The Linley Group負責
人Linley Gwennap表示：「有關AI推

Gyrfalcon在去年12月宣佈其晶片

論晶片的大部份行動主要來自於IP供應

將被用於索思未來科技(Socionext)的

商；在很大程度上，這將會是一個整合

視訊分析平台，搭配其平行處理器使

晶片的市場。」

用。這款與Socionext、QuickLogic

Gyrfalcon自去年秋季開始推廣其

合作開發的產品將於3月上市，土耳

用於卷積神經網路(CNN)的Lightspeeur

其安全監控系統製造商Bilkon Ltd.將

SPR2801處理器可用晶片。它採用台

是其首家客戶。

積電(TSMC)的28nm製程以及7x7-mm

QuickLogic正在評估Gyrfalcon晶

封裝，內含數萬個專用核心和SRAM，

片搭配其下一代感測器中樞，用於各種

無需外部DRAM即可實現9.3TOPS/W效

「可聽式」(hearable)產品中檢測喚

能。這些核心主要是具有相關記憶體的

醒 詞 的 可 能性。Qui ckLogi c技術長

上取得的設計訂單和潛在訂單，今年可
望獲利，甚至希望能夠盈虧平衡。」

S P R 2 8 0 1主 要 是 一 系 列 的 A L U 核 心、
SRAM和控制邏輯
來源：Gyrfal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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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經濟型示波器滿足嚴苛電源測試需求
Susan Hong

因應電源量測中嚴格的直流(DC)電源

調‘Power of Ten’——支援10位元垂

寬選擇。RTM3000擁有專利的5GS/s取

紋波和雜訊測試等挑戰，儀器供應商不

直解析度、10.1吋顯示螢幕以及10倍數

樣率，每通道標準配置40Msample取樣

斷提高示波器支援的類比數位轉換器

擷取記憶體。相較於支援8位元ADC的

率，透過選配的分段儲存功能可擴展儲

(ADC)位元解析度。羅德史瓦茲(Rohde

傳統示波器，R&S內建10位元ADC可支

存深度至400Msample。RTA4000則支

& Schwarz；R&S)日前發表新一代經濟

援垂直量化達1,024階，產生更高4倍的

援更深的1Gsample記憶體深度，每通

型示波器系列，在中、低階儀器上配備

波形，能觀察到更細緻的波形變化，從

道標準配置高達100Msample取樣率。

先進的10位元ADC，可望滿足高垂直

而提高電源紋波或小幅電流的測量精確

「RTM3000和RTA4000支援較競

解析度、低雜訊和DC增益線性度等電

度，並確保在測量大幅度訊號的同時也

爭產品更高的記憶體深度與分段儲存能

源測試要求。

能測得疊加在波形上的雜訊。

力，有助於在測試和故障排除過程中提

著眼於經濟型量測儀器(Value

R&S基礎型示波器RTC1000提供從

供更長的波形擷取時間，這對於分析串

Instruments；VI)的廣泛市場應用與成

70MHz到1GHz頻寬選擇，支援2GS/s

列通訊協定或電源啟動停止過程的時序

長潛力，R&S繼去年發表首款經濟型示

取樣率與2Msample記憶體深度，除了

問題尤其重要。」

波器(RTB2000)表現亮眼，日前更乘勝

標準功能外，並整合數位電表、元件測

隨著VI系列產品線佈局完整，R&S

追擊一口氣推出RTC1000、RTM3000與

試儀、函數產生器等多種功能，主打

目前的示波器系列已能支援從50MHz

RTA4000系列示波器，使其持續佈局的

重視CP值、易用性且直觀的教育與通

到6GHz的頻寬選擇，預計明年起將

VI系列產品線更完整。

用市場。

繼續推出支援8GHz與13GHz的高頻

羅德史瓦茲資深應用工程師陳立凱

RTM3000與RTA4000系列示波器均

指出，R&S耕耘示波器市場8年來一直以

支援100/200/350/500MHz和1GHz的頻

寬示波器，同時宣示對於時域(timedomain)儀器的決心。

技術為導向，因此在開發時先從高階儀
器著手，再逐步擴展至中、低階的通用
測試產品，特別是在收購HAMEG後，

桌上型儀器市場(嵌入式示波器)
桌上型示波器市場

不僅持續強化基礎型示波器的功能，並
逐步補齊經濟型量測儀器解決方案。
經濟型量測儀器的市場應用範圍廣
泛且成長潛力巨大，陳立凱說：「R&S
VI系列主要是指桌上型(benchtop)以及

其它示波器市場

頻寬要求在1GHz以下的基礎儀器，這
同時也是市場需求最大的部份。以市佔

桌上型示波器市場約佔45%，成長潛力巨大

來源：R&S

率來看，目前桌上型示波器市場約佔
45%，但競爭也最激烈。」不過，他強
調R&S雖然較晚進入示波器市場，但自
去年推出RTB2000後已有明顯的市場

傳統示波器
8-bit垂直解析度

R&S ® RTM3000
10-bit垂直解析度
1-V訊號的最佳解析度

成長，逐漸在競爭激烈的VI市場佔有一
席之地。
「桌上型示波器最主要的應用就在
於電源，」陳立凱說，特別是在數位式
電源的發展趨勢下，必須符合較高垂
直解析度、低雜訊和DC增益線性度的
嚴格要求。R&S新一代示波器的設計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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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10位元ADC的新一代系列示波器支援1,024階垂直量化，可較傳統8位元示波器產生更高4
倍的波形，滿足電源測試需求
來源：R&S

設計揭密

揭開Megablast音箱的
聲控設計秘密
Patrick Mannion

今年的國際消費電子展(CES 2018)預
示著以語音為基礎的人機介面(HMI)
展現突破的一年來臨，從各大科技業
者展示的智慧音箱就可看出這一技術

高度：237mm

電源ON/OFF

藍牙

LED充電
指示燈

MicroLED
充電埠

音量控制鍵

的最新進展。例如美國耳機製造商
Ultimate Ears(UE)展示基於Alexa的
Megablast智慧音箱，據稱在一個防
水機箱中結合了高階的音訊播放、藍
牙、Wi-Fi和先進的聲學處理前端。我

直徑：88mm

靜音模式：
同時按下
(Alexa Privacy Mode)

無線充電

們恰巧有機會拿到了這款產品進行拆
解，一起來先睹為快！
亞馬遜(Amazon)藉由其基於

圖1：Ultimate Ears的Megablast音箱採用亞馬遜Alexa，提供高品質音訊播放系統的語
音控制，同時達到IP67防水防塵等級
來源：Ultimate Ears

Alexa的Echo音箱，為支援語音控制

供防水防塵達IP67級(圖1)，據稱

88mm，能以高達93dB的最大音

的數位音訊播放系統設定了新標準。

可以在深達1公尺的水中浸入30分

量輸出360°環繞音效，支援

從那時起，包括Bose與Sonos等老

鐘。Megablast內建Amazon Alexa，

60Hz~20kHz的頻率範圍，並使用2

字號的音訊公司，以及Google、蘋

以及Wi-Fi與藍牙；僅需5分鐘即可

個25mm的高音喇叭、2個55mm的中

果(Apple)等其他科技大廠紛紛效

完成設定並開始運作，從Amazon

音喇叭驅動器，還有2個85 x 50mm

仿；另一方面，這些老字號的音訊公

Music串流音樂。除了Alexa的功能，

的被動輻射器用於低音喇叭。該音箱

司也經由整合來自Apple、Google

還可以支援大多數流行的獨立音訊串

採用鋰離子(Li -i on)電池，單次充 飽

與Amazon的語音助理，施展其「多

流媒體服務。

電後的續航力可達16小時，並支援達

元」選擇的策略。

Megablast的尺寸約237mmx

150英呎距離的藍牙連接，以及330

對於挑剔的用戶來說，雖然單個
小型音箱的音訊品質可能無法達到專
業音響玩家要求的劇院級音效，但可
以確定的是，其易用性和可攜式方面
已經夠好了。因此，對於使用者而
言，真正重要的考慮因素有三：音訊
的播放品質、無線連接的固有品質和
可靠性，以及裝置用於辨識語音助理
啟動觸發和相關指令的能力。即使是
在面對高音量、嘈雜刺耳的背景時，
它仍然必須能正常地執行。
Ultimate Ears是羅技(Logitech)
旗下的耳機品牌，針對上述三項關
鍵指標設計了Megablast，同時提

Ultimate Ears的防水藍牙音箱據稱在深達1公尺的水中浸濕30分鐘後仍能常運作
來源：Ultimate 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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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英呎的2.4/5-GHz Wi-Fi。語音辨識
子系統使用多支麥克風，提供波束成
形技術以及雜訊消除功能。

拆下音箱上蓋
MEMS麥克風

這款有趣的音箱還附帶有一個可

藍牙天線

拆式D形環，可以作為掛鉤懸掛音箱，

主板(包括放大器)

也可以拆下讓音箱安裝在腳架或獨立

音量控制鍵
高音喇叭、
中音驅動器和
低音用被動
輻射器
拆下音箱底蓋

的無線充電座上。或者，如果以USB
電源線與AC轉接器充電時，必須先將

3,130mAhr鋰離子電池

遮蓋USB充電埠的背蓋打開。

設計奇特但用戶體驗佳
從Megablast的成本來看，你可能會

主板底部

圖2：使用Dremel圓形工具拆下每一端的塑料上蓋並鬆開其下的螺絲，就可以看到主板(左
上)以及電池(左下)。底座沿邊上的走線用於固定音箱驅動器的位置

預期它應該很容易與藍牙和Wi-Fi連
接，但聲音品質就不期待了：事實

音箱頂部

上，它的音質可說是驚人的好。根

上蓋(內含3支麥克風)
MEMS麥克風

據物理定律，小型音箱的低音一般不

Wi-Fi天線(白色)+
藍牙天線(黑色)

優，但中高音清晰且能如預期表現。

主板背面+電源元件

因此，如果你不期待像劇場般的震動

Megablast頂部的藍牙
天線、開關與靜音

低音，應該會對它的音訊品質和易用

SPIL的Wi-Fi
(CYW43907)/藍牙
(CYW20707) SiP

性感到驚喜。
Megablast證實了它能在滿屋

DSP Group的
DBMD5音訊IC
(支援HDClear技術)

子高談闊論的客人中擷取到關鍵字
(Alexa)的能力，而且在測試其靈敏
度時，表現出能在距離大約5英呎處拾
取低聲耳語。奇怪的是，Megablast
的外觀設計無法清楚顯示Alexa是否

圖3：三個MEMS麥克風用於拾取聲音，並透過DSP Group DBMD5音訊SoC處理賦予意
義，而SPIL的Wi-Fi/藍牙RF IC則確保連續不間斷的串流傳輸

麥克風(圖2)。

計的兩個關鍵秘密：無縫且可靠的無

正在傾聽或聽到了指令，除非把它放

一旦移除螺絲後，即可卸下連接

在眼睛的視線水平以下。Amazon的

到頂部電路板的麥克風，顯現出兩個

Echo和Echo Dot都會在頂部邊緣發出

主要的頂部開關：電源和靜音模式

無線通訊部份來自Silicon

閃閃發光的藍色圈圈，而Megablast

(Alexa Privacy Mode)。頂部電路板

Precision Industries Co.，Ltd.

只在頂部發出一小束銀光，所以只有

還裝載著藍牙無線電的直立式偶極天

(SPIL)的SB-WBM-N07P系統級封

在俯視時才能看到它是否正在運作。

線，天線線路並從底板連接至主板的

裝(SiP)，其中包括賽普拉斯半導體

射頻(RF)和音訊處理模組(圖3)。

(Cypress Semiconductor)的兩個無

如何運作？

線連接，以實現連續的串流傳輸；以
及準確的語音辨識功能。

移除底端模組後就可以卸下電池

線電晶片：CYW43907是帶有ARM

由於Megablast可防水，所以在拆解其

了；該電池是日本和中國的客製設

Cortex應用處理器的IEEE 802.11a/b/

內部構造時必須根據經驗作判斷，小

計，額定電壓為7.2V、3130mAh或

g/n SoC，可支援高達150Mbits/s的

心謹慎地使用Dremel圓形切割工具。

22.5Whr(圖2)。一旦移除電池後，

資料速率，並覆蓋2.4/5GHz Wi-Fi頻

拆下每一端的塑料蓋後露出了四個螺

暴露出被動輻射器的腔室和主板的底

段。值得注意的是，儘管150Mbits/s

釘，等到移除螺釘後，就可以掀開主

端，它還帶有一個小型模組。

並非目前可用的最大Wi-Fi範圍，但
音訊並不需要高吞吐量，因此可靠性

要的結構看看內部情形。
接著移除覆蓋在機座上的彩色上

形成Megablast的核心模組

和覆蓋範圍才是更重要的考慮因素。

蓋，我們發現在Megablast的頂部均

在進一步的分析後發現，連接到主板

在SPIL SB-WBM-N07P SiP上

勻地放置著三個微機電系統(MEMS)

的這個小型模組包含了Megablast設

的第二個無線電晶片是整合收發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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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CYW40707藍牙基頻SoC。它可支援
藍牙低功耗，也與CYW43907一樣，
最初來自博通(Broadcom)的無線部

USB介面

MEMS麥克風

電源與音箱驅動器相關元件

門，後來被Cypress收購。
從該模組延伸出三條天線走線：
黑色的用於藍牙功能，連接到
Megablast的頂部，另外兩條連接
Wi-Fi，分別用於系統的兩側— 一
2x NXP 1334B低功
率音訊DAC

條有專用板，另一條則與Megablast
的音量鍵共用電路板(圖3)。
Megablast語音辨識功能的核

TI TPA3131 7W D類
立體聲放大器

圖4：在主要的音訊處理和放大階段，由2個NXP低功率DAC和1個TI D類放大器驅動

心在於該模組上的另一晶片：來自
DSP Group於CES 2017發佈的音訊

低音被動輻射器

SoC— DBMD5。該晶片採用該公

MEMS麥克風

高音喇叭和中音驅動模組

SPIL Wi-Fi與藍牙SiP

TI MSP430微控制器

DSP Group DBMD5
前端音訊SoC

司的HDClear技術設計，可在高雜訊

Megablst音量控制鍵

環境下實現語音控制，並支援對語音

低音被動輻射器

觸發和插話功能的控制。

3,130mAhr
鋰離子電池

作為Alexa的前端，音訊和語音處

Megablast
頂部的介面主板

理器非常關鍵，因此，DBMD5配備了

高音喇叭和
中音驅動模組

DSP Group的先進語音增強演算法，
包括迴音消除、雜訊抑制、波束成形

Wi-Fi天線隔離板

圖5：Megablast的主要元件

和遠場音效等。其他功能還包括語音
緩衝，以實現自動語音辨識(ASR)應

因為這有助於將底座的震動降至最

峰值功率驅動音箱。它不需要散熱

用的平穩操作。該板載雙核心DSP同

低，而使得音訊更多采多姿。它也為

片，但使用PowerPAD經由底部散熱

時支援數位和類比麥克風。

低音輻射器提供了穩固的基礎：防水

到電路板。

在該模組下方是Macronix
International的MX25L25645G

和高階音響的結構設計，確實有互惠
的需要。

讓老阿嬤也為之起舞

在主板上的音訊電子元件由三個

總而言之，Megablast實現了出色的

主晶片驅動：兩個恩智浦半導體(NXP)

可攜式音訊和易用性。它在外觀設

的1334B低功耗音訊數位類比轉換器

計上有一點奇特，但由於性能出色讓

結構與聲學完整度

(DAC)，以及一個德州儀器(Texas

「阿嬤」也讚不絕口。當她問「這又

在更深入探索Megablast之前，必須

Instruments；TI)的TPA3131 7W D

是你的另一個小玩意兒？」，我不得

先拆除兩根保持音箱驅動器和輻射器

類立體聲放大器(圖4)。

不說曾經是。我向阿嬤解釋它的功能

256Mbit序列NOR快閃記憶體晶片，
支援RF通訊和音訊IC。

原封不動的導線束。而在移除後，進

1334B DAC專為可攜式音訊應

時，她揮揮手中的枴杖，不以為然地

一步暴露了通訊和音訊處理模組，以

用設計。它不需要類比後置濾波，

反駁說：「是喔？但是我敢打賭它沒

及中音驅動器的有趣設計。這些模組

但使用了一個數位濾波器，可執行

辦法播放『藍色多瑙河』(The Blue

與元件經由主板上的孔洞與隔離泡棉

44.1kHz取樣率的數位預加重。它還

Danube)吧？」我建議她不如問問這

粘合在一起。

有一個有趣的功能是支援雜訊整形，

台裝置。結果令人震驚的是我們在幾

這進一步確保了結構的完整度，

可將頻段內的量化雜訊轉移到更高

秒後就聽到它開始播放這首曲子了。

增加了緊密、精巧、紮實以及設計良

音頻的頻率，從而提高訊號雜訊比

這讓阿嬤開心地笑了，又驚又喜地舞

好的底座與內部結構。底座本身是一

(SNR)。因此，當裝置使用3V電源

著華爾茲蜷進她溫暖的汽車中。在假

塊無接縫的塑料。對於專業音響玩家

時，可達到100dB的音量。

期間，她還問我是否能幫她買一個。

來說，考慮結構的完整性也很重要，

TPA3131以4Ω最高達2x42W的

當然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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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進化
機器人可以為人類
「做」更多
Anthea Chuang

機器人領域涵蓋非常廣泛，以廣義來

服務市場規模將由2016年的915億美元

行的任務種類增加，進而促使更多產業

說，機器人包含機械手臂、擬人形機器

(約新台幣2.9兆元)，倍增為至2020年

得以採用機器人執行相關企業任務。

人、特殊領域應用機器人，甚至掃地機

的1,880億美元(約新台幣6兆元)，反

服務型機器人市場不可忽視

器人、無人機、穿戴型機器人都可以劃

映出機器人市場火熱程度。

若從機器人應用市場來看，服務

在機器人的領域。無論是哪一種型態的

另外，《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

型與消費型機器人市場發展力道頗為

機器人，已經開始慢慢協助人類執行一

(2017)》統計數據也顯示，全球機器人

強勁。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

些「特殊」的工作，例如深入危險區域

將迎來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蓬勃發

心(IEK)分析師黃仲宏認為，機器人在

採集或讀取資訊、陪伴及照護老人、在

展，2017年全球機器人市場規模將達

AI加持下，尤其服務型機器人，未來

工廠提升組裝作業的速度…等，但這些

到232億美元，且2012~2017年的年

將形成新的商業體系。IEK統計資料表

機器人多停留在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階

平均增長率近17%。其中，中國大陸

示，全球智慧型機器人市場規模預計將

段，仍無法舉一反三「思考」人類需要

2017年機器人市場規模受惠於「中國

在2021年成長至336億美元，無論工業

他們額外做些什麼工作。

製造2025」計畫推動，市場規模預計

型或是服務型的機器人市場都即將逐漸

但隨著更多新舊技術的加入，如感

可達62.8億美元，約佔全球市場三分

成長。其中，人手短缺越來越顯著的現

測器、微控制器、攝影機、各式有線與

之一的比重，而2012~2017年的平均

實環境因素，也將使未來智慧家居與醫

無線通訊技術，以及近期正夯的人工智

增長率達到28%。若以機器人類別來

療照護等需求驅動服務型機器人銷售成

慧(AI)、機器學習、機器視覺、擴增實

看，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為42.2億

長更加快速。

境(AR)…等，機器人漸漸可以開始協助

美元、服務機器人為13.2億美元，而特

人類執行更多事。

種機器人則是7.4億美元。

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
資深行銷經理楊正廉表示，雖然目前

IDC分析，推動機器人市場快速成

服務型機器人尚未被廣泛使用，但該

機器人市場前景可期

長的因素，主要來自技術進步、持續

類型機器人如Zenbo、Pepper或是照

根據市調機構IDC的調查報告，由於全

增加的應用案例，以及市場接受度的提

護機器人…等，以及消費型機器人，如

球瘋迷機器人，因此全球機器人與相關

升。技術進步主要貢獻在機器人可以執

掃地機器人、玩具機器人…等可歸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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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機器人最大採用的產業，相關投

機器人抑或者機械手臂要能在設定

資預估將達1,100億美元。在離散製造

的方向動作、防止碰撞…等進一步了解

業，機器人主要應用實例為組裝、熔

環境，則需要仰賴各式各樣感測器的協

焊與塗裝；流程製造業中，機器人的

助。陳建成說明，消費型機器人包括掃

主要應用則為混合。

地機器人、無人機、導覽機器人…等，

意法半導體類比、微機電與感測元

與手機使用的感測器大同小異，大多

件技術行銷經理陳建成認為，目前工業

是加速度計加陀螺儀，再加壓力計即

領域正朝著能簡化作業步驟，也就是將

已足夠，與手機應用最大差別在於搭

作業員工作的程序由繁化簡，甚至作業

配的軟體。

程序可持續運作不中斷的狀態。不過，

意法半導體影像產品事業部技術行

這些要求若是由人類作業員來執行，時

銷經理林國志補充，消費型或工業用機

間一久，可能會「出亂子」—作業員

器人要避免碰撞到其他物體或是人體，

過勞或是發生致命性的危險，以至於工

還要能夠測距與延邊控制，即須添加

廠得停工，造成重大損失。

飛行時間(ToF)感測器，而這些功能通

有鑑於此，由機器人或是機械手臂
來替代，將是較佳的方式，也因此工業

常是掃地機器人、室內無人機、導覽
機器人，以及機械手臂的基本需求。

領域用機器人逐漸受到重視。國家儀器

在工業應用領域，由於對機械手臂

(NI)技術行銷經理吳維翰表示，若是將

和機器人的要求是高度安全、精確及可

機器人大略分為消費性與工業用兩大

靠度，因此除了加速度計、陀螺儀確保

塊，相較之下，工業機器人市場仍是一

移動的方向性之外，還需要MEMS麥克

塊處女地，市場競爭度相較於消費型機

風協助收集機械震動資訊，可了解機器

高階機器人領域的產品，市場的發展將

器人仍較小，是相關元件、系統業者可

手臂運作狀況，防止震動過大影響機械

因許多技術的演進，抑或者未來社會發

以耕耘的藍海。

手臂的動作方向與準確性。

展狀態而變得相當可期。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消費與工業用

至於磁力計，滲透率則相對較低，

楊正廉所指的高階機器人，具備與

機器人外，救難、搬運型機器人或是室

這是由於磁力計易受干擾，需要較強的

人類互動的能力，「高階機器人不只是

內無人機等較特殊用途的機器人，由於

演算法支援，且加速度計加上陀螺儀已

玩具，這類機器人可以和人們互動，無

能深入到救難人員無法到達的地方，或

足夠算出相對方向。更重要的是，工業

論是透過一些手勢或是語音人機介面

是具備「神力」可搬運比人類雙手可及

用感測器需要通過工規認證、具備長期

(UI)，進一步提供人們一些必要的陪伴

更重的物品，因此目前有些國家的軍事

(最少10年)供貨保證，以及具備高準確

或是協助，因此未來可發展的空間或市

或救難單位已導入這類特殊用器人，可

度與可靠性。

場規模皆可關注。」他解釋。

預期此類機器人的市場在未來也會有更

微控制器— 行動自如

多的發展空間。

機器人要能做出動作或是行走，

工業市場仍為淨土
不僅服務型或消費類機器人，工業

需要馬達協助，而要能控制馬達則需

產線使用的機械手臂市場也能關注。在

關鍵元件與技術助力

要微控制器。楊正廉表示，機器人行

工業4.0推展更安全或高度自動化工廠

上述提到IDC分析機器人市場快速成長

走或是做出動作，一定需要馬達，此

議題的推動下，機械手臂、搬運機器

的原因之一是技術的進步。的確，在軟

時，微控制器即成為必得使用、萬不

人…等在工廠生產線中，可代替作業

體與硬體技術不斷更迭的同時，促使機

可省的元件。

員執行較危險工作的機器人，也逐漸

器人的功能越來越豐富、也越來越能滿

另外，機器人需要內建感測器、具

開始受到市場重視。

足應用需求，而機器人市場接受度的逐

備通訊技術，因此感測器融合(Sensor

IDC表示，2016年超過半數的機器

步提升，也提高相關半導體元件的採用

Fusion)或是通訊協定執行都需要微控

人市場採購金額是由製造業貢獻，其中

率，為半導體元件拓展新應用市場，可

制器。楊正廉強調，機器人平衡控制、

離散製造業佔整體市場31%、流程製

謂「魚幫水，水幫魚」。

人機介面與互動功能，在在都需要微控

造業則佔28%，到2020年，製造業仍

感測器—感知環境

制器支援，唯獨AI或是雲端運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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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需要處理器的高運算能力，並非
微控制器的應用範疇。即便如此，近
期無論消費性或工業用甚至特殊應用
機器的市場熱度，為微控制器創造更
多市場需求。
網路技術—聯繫彼此
未來機器人尤其是工業領域機器
人，很大的一個改變將是融入連線技
術，不過，目前加入通訊技術的商品
化機器人仍佔少數。陳建成表示，通
訊技術諸如LoRa、Sigfox、藍牙低功
耗(BLE)，或是藍牙網狀網路(mesh
networking)，與感測器進一步結合，

AR技術可讓工作人員用更簡單的方式在工業領域傳承專業知識

思考的難題。

將能衍生更多有別以往的新應用，以

仔細查看汽車的各部分零件或是設計

及為工業機器人賦予更多智慧，並提

細節，若是有問題也可以進一步修改。

換句話說，目前的AI技術變化多難

不僅如此，透過AR也可以讓工廠

以掌握，並具備相當強大運算能力，但

升效率。
吳維翰進一步強調，無論硬體元件

工作人員得知機械手臂或機器人的運

是若要連結工業機器人的感測器、控制

或零件技術如何地提升，要能在機器人

轉狀況，甚至可以用AR教導新進工作

馬達，甚至教導機械手臂該做什麼、如

市場找到一條寬廣的大道，必須特別注

人員廠房機器的結構，以及如何操作，

何學習新作業方式，還需要一段時間的

意硬體與軟體的完美結合，也就是資訊

可以讓工廠作業及器具的相關知識更易

融合，才能發揮AI的能力。

科技(IT)與操作科技(OT)能夠進一步融

於傳承。吳維翰強調，在解說工廠內部

帶來新氣象還是驚悚？

合，掌握「整合性」關鍵，才能創造

機具構造時，無法因此停止機具並拆

在AI大行其道的同時，機器人勢必

更多市場商機。

開一一為員工解釋其內部構造與使用

也將開始「進化」，可能變得如同科幻

注意事項，利用AR技術，這些問題將

電影中具備思考能力的「擬真人」機器

可迎刃而解。

人。現階段能學習、具備思考能的機器

陳建成亦同意，好的元件需要搭配
合適的軟體和演算法，才能發揮最大的

人雖然仍是少數，然而也已多多少少引

效益，打造最符合市場需求的機器人及
其應用。然而同時具備硬體及軟體知識

AI「開靈智」

發一些爭議，因此AI加上機器人對人類

的人才不多，加上純硬體供應商若要新

AI近期因受運算技術的演進而受到

的生活究竟會帶來何種新變化？好的，

培養一批軟體人才得考量投資報酬率的

極大的重視，IT界三大龍頭— 微軟

還是壞的？科幻電影中人類與機器人的

問題，因此大多數元件商仍選擇與第三

(Microsoft)、Google與亞馬遜

戰爭是否在未來會成為現實？

方或新創軟體公司合作。

(Amazon)，也宣佈投入AI相關技術

廠商普遍認為，具備AI的機器人將

AR—利於知識傳承

的研發，其中微軟與Amazon更是在

與人類更進一步協同工作，而非取代人

也許你會認為AR在消費性市場發

台灣設立研發中心。台灣科技部也在

類，先前賦予機器人公民身分的作法，

展優於其他領域，但其實機器人的商機

2017年7月宣佈將展開4年投入新台幣

也僅是噱頭大於實際的意義。未來擁有

也促使消費和工業市場開始匯流，並發

40億元經費的「半導體射月計畫」，

AI技術的照護機器人將可能在老齡化社

展更多新應用。吳維翰指出，「虛實整

進行AI技術研發與人才培養，可見AI

會中扮演居家照護的角色，解決老人長

合」可以為工業市場開發更多新應用，

的火熱程度。

照人手不足的社會問題；或是在軍事、

更能帶來許多新商機。

而AI這股風潮勢必也將吹向機器人

工業或救難領域，替代人們深入危險的
境地…等。

舉例來說，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在

領域，吳維翰認為，未來工業市場對於

2017年GTC Taiwan中，即闡述可透過

AI的需求將提高，進行更精細或是作業

未來，相關AI開發業者若能強化人

AR，讓在遠端汽車製造工廠的設計人

員較難進行的工作。不過，如何讓身

腦與電腦的溝通，並更加化為實際，相

員，為台灣與會來賓解釋正在打造的

為工廠機器人腦袋的AI融入硬體機械

信AI機器人的優勢與助力將可在各行各

新款汽車有何功能，利用AR技術可以

設備，將是相關業者需要進一步多加

業更被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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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結合電腦視覺
加速機器人和智慧應用進展
Liran Bar，CEVA成像與視覺DSP核心產品線總監

每年我們都在國際消費電子展(CES)
上看到一些令人驚歎的技術，包括汽
車、智慧機器人、無人機、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AR/VR)、智慧家電領域的
創新和許多其他技術。從昂貴的未來
派玩具演進到實際有用的裝置是令人
激動的，今年在這一方向上取得了重
大進展，當然還是有一些言過其實，
只是作秀的小玩意兒。本文將探討哪
些採用人工智慧(AI)和電腦視覺的消
費裝置將會成為主流。

以攝影機為眼+內建AI智慧
自2014亞馬遜(Amazon)首次推出
Echo以來，語音介面已經在過去幾

圖1：Omron Forpheus採用AI技術打乒乓球

年內被廣泛採用。今年很明確的一點
是，為了達到更高的水準，必須在邊
緣裝置(edge device)採用視覺和人
工智慧技術。今年的CES展會上有不
計其數包含攝影機的機器人，其中還
有一些特別突出的產品。
機器人公司歐姆龍(Omron)透過生
動有趣的方式展示其技術—這是一款
名叫Forpheus的機器人乒乓球大師。
該機器人使用兩個攝影機來追蹤球的位
置和速度，採用專利的預測模型計算球
的運動軌跡，以保持與人類對手的來回
對抗。還有一個額外的攝影機追蹤人類

圖2：從左到右依序是SLAMtec、Jibo和視覺機器人Lynx

來源：CEVA

玩家的臉部表情，判斷他們是否享受這

乒乓球技術一樣流暢。LG發佈的智慧家

用戶進行個性化的互動。SLAMtec也展

一遊戲過程，以確保這是一場有趣的比

庭機器人CLOi，就出現了一些尷尬的時

示一些機器人，其特點是Slam定位和導

賽。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它是一個商用產

刻，例如機器人沒有回應語音指令等。

航解決方案，例如其中的通用機器人平

品，但是表明人工智慧、感測和先進的

擁有類似外觀的Jibo展現其社交技能，

台—宙斯(Zeus)。UbTech Robotics

機器人技術可以應用於各種工業和消費

包括臉部辨識。該裝置自去年10月開

公司去年發佈了Alexa驅動的人形機器人

功能上。

始銷售，它採用一種與主流智慧音箱不

Lynx，今年則推出了可以爬樓梯和踢足

同的途徑，使其更定位於社交，並能與

球的兩足機器人。

並不是所有的展示都像Forpheu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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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在90年代末推出的機器人寵物

和應用，以滿足人類無需開車時產生

狗Aibo，最近正以全新且更先進的版本

的新需求。例如，福特(Ford Motor)

重回人們的視線。它包含兩個攝影機和

執行長Jim Hackett在主題演講中將

多個感測器，從而可以辨識主人並且對

整個自動駕駛車驅動的生態系統稱為

觸摸和聲音做出反應。

「生活街」(the living street)。豐田

另一個和寵物相關的創新產品是互

(Toyota Motor)的e-Palette概念車也

動式Wi-Fi寵物相機Petcube，它可以讓

傳遞了類似的訊息，描繪車輛在沒有

用戶遠端檢查寵物的狀況。其中一款型

駕駛人的情況下，擁有從行動賭場和

號的寵物相機甚至可以讓你晃一晃手指

餐廳到共乘服務和貨物運輸的多用途

就能為寵物準備好一頓飯。

和模組化配置。
在自主航空領域，貝爾直升機(Bell

圖3：無線的頭戴式顯示裝置(HMD)—
HTC Vive Pro
來源：HTC

虛擬實境何時起飛？

Helicopter)公司展示如何在類似計程

首先是數據傳輸的延遲，會隨著網路

至於虛擬實境市場的創新，我們看到

車的電動直升機中實現無人駕駛飛行

覆蓋狀況而發生變化，更不用提在沒

了穩步地成長，但仍未像預期一樣爆

的旅程。

有網路覆蓋的情況了。更重要的是雲

發。這主要是由於存在一些困難的挑

這些例子證明每個人都清楚地認識

端處理的缺點— 隱私和安全的問

戰，例如有限的運算資源、功耗、自

到無人駕駛車的革命正在發生。唯一的

題。因此，當處理敏感資訊時，最好

內向外追蹤(inside-out tracking)和內

問題是一旦它實現了，我們的城市將會

保持在裝置上，而不是發送到安全性

容品質的限制。

是什麼樣子?

薄弱的外部。

在CES 2018上，宏達國際電子

這些理由清楚地表明使用雲端處理

(HTC)發佈了HTC Vive Pro，支援高解

智慧朝向邊緣發展

深度學習只是一個臨時方案。一旦嵌入

析度和低延遲，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夠直

人工智慧在過去幾年的爆發式發展，

式平台可以提供足夠的性能支援人工智

接將內容串流傳輸到頭戴式裝置上，而

可說是網際網路最直接的成果。過

慧處理，就會開始在邊緣裝置上執行。

不必像其他裝置一樣需要使用電纜。相

去，個人電腦(PC)和手持裝置還不夠

你可能想知道嵌入式平台什麼時候才

較於HTC Vive，Vive Pro看起來更大，

強大到足以支援深度學習，所以像是

夠強大能實現這一願景，答案是它們

而且由於價格昂貴，所以主要針對高階

Google和亞馬遜等大型公司使用巨大

已經到位了。最新的旗艦級手機，像

專業用戶。

的伺服器中心在雲端處理數據。這種

iPhone X上的嵌入式神經引擎能夠在本

虛擬實境技術的新應用之一是

方法的優點是實現幾乎無窮盡的運算

地辨識人臉來解鎖手機，而無需再發送

Google VR180，可望成為主流消費產

能力，而不需要考慮哪一種特定裝置

資訊到雲端。

品。它採用創新的方式利用雙目立體相

採用的處理器。但是缺點也有很多。

其他還有許多的人工智慧特性也可

機技術擷取3D影像。並以180度的拍攝
角度，取代不方便透過正常視角觀看的
360度。致力於拍攝這種新格式的兩款
產品是聯想(Lenovo)的Mirage相機，
以及小蟻(Yi) Horizon VR180相機。用
戶可以透過Google Daydream VR頭戴
式顯示裝置(HMD)觀看3D照片，或是
在任何螢幕上觀看2D照片。

無人駕駛車大出鋒頭
無人駕駛車已經成為過去幾屆CES大
會上最具吸引力的展示之一。今年，
汽車專家認為無人駕駛車已經成為既
定現實，轉而開始尋找必要的服務

圖4：Bell空中計程車提供了自動駕駛直升機的縮影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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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終端裝置上實現，特別是透過強大
和高效的數位訊號處理器(DSP)以及基
於向量處理器的專用深度學習引擎。先
進的處理和節能技術使這些系統比繪圖
處理器(GPU)和其他用於遠端伺服器的
處理器消耗更少的功耗，所以即使是小
型、以電池驅動的裝置也可以使用人工
智慧處理器，而不必依賴雲端。例如
NeuPro人工智慧系列處理器搭配軟體
和硬體工具，能夠實現嵌入式智慧和更
流暢的開發週期。

圖5：針對嵌入式裝置的自主專用人工智慧處理器NeuPro

來源：CEVA

如何讓人工智慧擺脫偏見？
Francisco Socal，Imagination Technologies視覺與AI產品經理

我們都曾經看過電影裡機器控制了世

的世界。例如，當涉及員工招募時，透

Tay便是這類偏見的一個例子，它因

界，而人類被毀滅的場景。好在這些

過演算法可以讓男性和女性在申請同一

為受到一個網路聊天社群的影響，開

電影只是娛樂，現實生活中，這些牽

份工作時獲得平等的待遇，或者在警務

始變得有種族歧視了。

強的場景是不會發生的。然而，一個

工作中避免種族歧視的發生。

更應該注意的實際問題是：演算法的
偏見(algorithmic bias)。

「潛意識偏見」是指演算法將錯

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人類創造的

誤的觀念，與種族和性別等因素連結

機器，確實反映了人們如何看待這個

起來。例如，當搜尋一位醫生的照片

所謂的「演算法偏見」是指在看

世界，因此，也會有類似的刻板印象

時，人工智慧會先呈現男性醫生的

似沒有惡意的程式設計中，卻帶著設

和世界觀。由於人工智慧越來越深入

圖片，而非女性醫師，反之亦然，當

計者或開發人員的偏見，或者所採用

於生活中，我們必須重視這個問題。

搜尋護士的時候，也會發生類似的情
況。

的數據是帶有偏見的。結果當然帶來

人工智慧面臨的另外一個挑戰是，

了各種問題，例如，Google搜尋被

偏見並不是只有單一形式，而是存在

「選擇偏見」是指因數據而影響

曲解、合格的考生無法進入醫學院就

各種類型的，其中包括互動偏見、潛

的演算法，導致過於放大某一族群或

學、聊天機器人在推特(Twitter)上散佈

意識偏見、選擇偏見、數據導向的偏

群組，從而使該演算法對其有利，而

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資訊等。

見以及確認偏見。

代價是犧牲其他群體。以員工招募為
例，如果人工智慧被訓練成只辨識男

演算法偏見造成最棘手的問題之
一是，從事程式設計的工程師，即便

各種AI偏見類型

性的履歷，那麼女性求職者在申請過

本身沒有種族、性別、年齡歧視等傾

「互動偏見」是指使用者因為自己與

程中，就很難成功。

向，也有可能造成偏見。人工智慧

演算法的互動方式，而使演算法產生

「數據導向的偏見」是指用來訓練

(AI)本質上就是為了自行學習而設計，

的偏見。當機器被設定向周圍環境學

演算法的原始數據已經存在偏見了。機

有時它的確會出錯。當然，我們可以

習時，它們不能決定要保留或者丟棄

器就像孩子一樣：他們不會質疑所接收

在事後進行調整，但最好的解決辦法

哪些數據、什麼是對的或錯的。相

到的數據，只是單純地尋找其中的模

是，一開始就防止它發生。那麼，如

反地，它們只能使用提供給它們的

式。如果數據一開始就被扭曲，那麼

數據— 不論是好的、壞的，還是醜

其輸出的結果，也將會反映出這一點。

諷刺的是，人工智慧中最激動人心

的，都只能依據此基礎做出判斷。前

最後一種是「確認偏見」，這和

的可能性之一就是：一個沒有人類偏見

面提到的微軟(Microsoft)聊天機器人

數據導向的偏見類似，它會偏向那些

何才能讓人工智慧沒有偏見呢？

22

電子工程專輯 | 2018年3月 | www.eettaiwan.com

聚焦：AI/機器人
先入為主的資訊，這類偏見影響人們

步階段，還有很多需要學習和改進的

意識或者無意識的人為偏見，進而避

如何收集資訊，以及如何解讀資訊。

地方。這方面的調整將會持續一段時

免對數據產生影響。

例如，如果你覺得在8月份出生的人比

間，與此同時，人工智慧會變得更加

在基礎架構方面也有很多事情項可

其他月份出生的人更有創意，那麼就

聰明，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方法可

以改進，在開發新產品、網站或者功能

會傾向於搜尋強化這種想法的數據。

以克服偏見等問題。

時，科技業者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多元

當我們知道有這麼多偏見可能滲

對於科技產業而言，不斷地質疑

化會為演算法提供各式各樣的數據，但

入人工智慧系統的案例時，似乎讓人

機器的運作方法及原因，是相當重要

也會在無意間讓這些數據帶有偏見。如

十分憂心。但重要的是認清事實，這

的，大多數的人工智慧都像是黑箱作

果有人去分析輸出結果的話，那麼發現

個世界本身就是有偏見的，因此，在

業，決策過程都是隱蔽的，但人工智

偏見的可能性將相當高。

某些情況下，我們對於人工智慧所提

慧的公開及透明度，則是建立信任和

供的結果並不會感到驚訝。然而，不

避免誤解的關鍵。

此外，演算法稽核還有其他的作
用。2016年，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

應該如此，我們需要一個針對人工智

現階段有很多研究都協助辨識偏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一個

慧演算法和系統進行測試與驗證的流

見的產生，如Fraunhofer Heinrich

研究小組在網路求職廣告中發現了演算

程，以便在開發期間和佈局之前及早

Hertz研究所的研究，他們著重於辨

法偏見，他們列出了在網路、Google

發現偏見。

別不同類型的偏見，例如前面所提到

廣告上找工作的人員名單後顯示，男

演算法和人類不同的是，它不會

的偏見，以及更「低層級」的偏見，

性在高收入工作中所佔比例是女性的

說謊，因此，假使結果是有偏見的，

還有一些在人工智慧訓練和發展過程

近六倍。該研究小組的結論是，如果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也就是和演算法

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先進行內部演算法稽核，將有助於減
少這類偏見。

得到的數據有關。人類可以說謊解釋

另一方面，需要思考的是無監督訓

不聘雇某人的原因，但人工智慧可不

練(unsupervised training)，現在，大

簡單來說，機器的偏見就是人的

會這樣。而採用演算法，我們就可能

多數的人工智慧模型都是透過受監督

偏見。人工智慧的偏見有很多種，但

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偏見，並對其進

的訓練發展而成的，也就是只收集了

實際上，它的來源只有一個：人類。

行調整，以便將來能克服這些問題。

人類已標註的數據。而無監督的訓練

關鍵就在於科技公司、工程師和

人工智慧會學習，也會犯錯。通常

使用不具任何標籤的數據，演算法必

開發人員等，應該採取有效的措施，

只有在實際使用演算法後，才能發現所

須自行分類、辨識和匯整資料。這種

以避免在無意中產生帶有偏見的演算

有內在的偏見，因為這些偏見被放大

方法通常比受監督的學習速度更慢好

法，透過演算法稽核並隨時保持公開

了。與其把演算法看成是一種威脅，

幾個數量級，但這種方法相對上限制

透明，我們就有信心能讓人工智慧演

不如視其為一個能解決所有偏見問題

了人為介入，因此，能夠消除任何有

算法擺脫偏見。

的好機會，並在必要的時候加以糾正。
我們可以透過開發系統，來發現
存在偏見的決策，並及時採取措施。
與人類相比，人工智慧特別適合採用
貝葉斯(Bayesian)方法，來確定某種
假設的機率，並摒除所有可能的人類
偏見。這很複雜，但是可行的，尤其
是考慮到人工智慧的重要性，而且在
未來幾年之間，它只會越來越重要，
這是責無旁貸的事情。
隨著人工智慧系統的發展，重要
的是必須了解它的運作方式，才能透
過設計讓它具有意識，以及避免將來
可能出現的偏見問題。別忘了，儘管
人工智慧發展非常迅速，但仍處於起

網路「鄉民」力量太強大，微軟聊天機器人Tay上線1天就被教成種族歧視，微軟緊急讓
她「消音」…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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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AI/機器人

解讀機器人的馬達控制原理
NI供稿

機器人的應用日漸廣泛，對工業生產

相機系統上控制伺服馬達。

與提高效能有重要作用。工業機器人
主要利用伺服馬達進行運動控制，從

VolksBot搭載的車輪是由德國
運動控制器

馬達驅動

機器人運動

而實現移動和抓取工具。本文將詳細
討論伺服馬達的特點以及不同類型伺
服馬達相應的控制原理。

的弗勞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e)所開發的。

圖1：機器人的運動控制系統

Isadora則是一種會跳舞的人形
機器人，經由人類操作縮小版的機器

轉為相反方向，以任何方向行進。此

人以取得輸入資料。接著開始移動

運動控制原理

款車輪已普遍用於必須能在狹小空間

自己的機器手臂與軀幹，以模仿縮小

運動控制與機器人密切相關。工業應

中移動的自動堆高機等應用。

版機器人的運動。Isadora採用2組

用中的機器人必須透過由多款電動馬

VINI還是一款地圖描繪機器人，

CompactRIO，其中1組用於模擬已

達所構成的致動器才能自行移動，以

透過NI工業級控制器與CompactRIO

記錄的運動，另1組則是讓機器人重

執行任務或透過機器手臂抓取工具。

執行路徑規劃與資料處理作業。嵌

現運動軌跡。

機器人的運動控制系統通常由馬達

入式的工業級控制器提供雷射掃瞄

控制器、馬達驅動、馬達本體(多為伺

地圖，並執行機器視覺處理，讓

伺服馬達控制原理及其類型

服馬達)組成。馬達控制器具備智慧運

CompactRIO接收感測器資料，並於

伺服馬達是機器人應用中常見的電動

算功能，並可傳送指令以驅動馬達。
驅動可提供增壓電流，根據控制器指
令以驅動馬達。馬達可以直接移動機
器人，亦可透過傳動系統或鏈條系統
讓機器人移動。

輸出類型
行動式機器人往往用於探索大範圍
面積的土地，並能夠使用各種螺旋
槳、機器腳、輪子、軌道或機器臂
移動。例如各種NI展示平台，包括

圖2：VINI機器人

VINI、VolksBot與Isadora。這些機
器人分別使用了全向輪(Mecanum
wheel)、一般輪以及機器手臂。
而針對嵌入式控制，則可透過NI
CompactRIO等嵌入式平台，並整合
即時控制器與FPGA。CompactRIO
亦包含可重配置機箱，能夠容納多樣
化的I/O配置，包含感測器輸入與馬
達控制。
VINI是使用全向輪的機器人平台，
能以多方向行進。除了像傳統輪子般
的前進與後退，全向輪亦可將輪軸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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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德國Fraunhofer Institute研究機構開發的RT3 VolksBot

聚焦：AI/機器人
馬達，其基本控制原理是利用控制迴

運動控制器與軟體架構

路、結合必要的馬達反饋，從而協助

許多製造商均建立了自家的驅動系

馬達進入所需的狀態，如位置與速度

統，以操控機器人。在考量機器人應

等。由於伺服馬達必須透過控制迴路

用中的運動控制系統時，可先了解初

了解目前狀態，因此其穩定性高於步

階的網狀迴圈，如下圖所示。

進馬達。

至於機器人任務規劃的較高階功

伺服馬達有不同種類— 有刷式
與無刷式。有刷伺服馬達與無刷伺
服馬達之間的差異在於其通訊機制。

能，則是讓機器人的行動達到最終的
目標。它可能是以單一指令囊括多組

圖4：Isadora跳舞機器人

標的，或可讓機器人進入特定位置。

伺服馬達的工作原理是根據反向磁

刷DC伺服馬達。這些馬達一般均具

若機器人採用遙控(Tele-operated)

力，進而移動或建立轉矩。最簡單的

備某些電子切換電路，可針對流入的

架構，那麼這些指令最可能透過連接

例子有固定磁場與旋轉磁場。只要改

DC進行變換。無刷伺服馬達的價位較

板外(off-board)的電腦而傳送的，而

變流過磁場的電流方向，即可變更磁

高，但較無磨損問題。

且可在此人為操作選擇機器人的後續

極，並讓磁極(轉子)開始旋轉。變更
線圈的電流方向，即所謂的「換相」
(commutation)。

動作或行為。在完全自動化的機器人
步進馬達

中，根據決策用演算法的不同，任務

在機器人運動應用中，步進馬達不

規劃亦可能直接在板上執行。

如伺服馬達普及，但仍為電動馬達的

在規劃路徑時，往往會產生「我

重要範例，而且使用方式較為簡易。

應該如何到目的地以完成此任務？」

有刷伺服馬達(brushed motor)的

與伺服馬達相比，步進馬達的速度較

或是「我應如何讓機器手臂移動到該

控制原理即是透過機械式電刷，改變

慢亦較為精確。步進馬達中具有一系

位置？」等問題。而此種問題均可由

馬達線圈中的電流。由於有刷馬達能

列內建的無刷齒(Brushless teeth)，

機器人運動控制器完成。

改變流入的電流方向，因此可由直流

可在電流通過而改變電磁電荷後，由

一旦清楚目的地與行進速度之後，

電源(DC)供電。有刷伺服馬達可分為

下一組刷齒拉動轉子，前一組刷齒推

伺服馬達控制器將發出控制訊號(PWM

2組零件：

動轉子，從而為步進馬達通電。

或電流等)至實際的馬達驅動，使其得

有刷伺服馬達

相較於伺服馬達，由於步進馬達

以到達目的地。一般均以PID建構控制

可透過刷齒的數量(即等於所移動的

功能。另一方面，安全功能的建置也

· 轉子(Rotor)是由線圈所構成，中

距離)進而精確進行控制，因此一般

至關重要，特別是當高速行進中的機

間具有鐵製核心，並連接至電流

情況下並不需要反饋。但可能因為障

器人在目前的路徑上偵測到行人時，

變換器

礙物而遺漏刷齒，因此可用編碼器做

必須能夠立即發出緊急訊號，同時停

電刷則接觸電流變換器，將電流

為反饋。

止馬達或立刻煞車。

· 馬達機殼即具有場磁鐵(Field
magnet)，即定子(Stator)

導入線圈中。在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電刷即可能磨耗並對系統產生摩擦
>>任務規劃>>

力；但在無刷伺服馬達中則不會發生
監控電腦

此種情況。

>>軌跡規劃>>

無刷伺服馬達

機器人控制器

大多數的無刷伺服馬達均使用交
流電源(AC)。無刷伺服馬達的控制原

>>速度控制>>

理是將鐵製核心置於外部。當轉子成

馬達控制器

為暫時性的磁鐵，定子則成為繞鐵線
圈。外部電路的電流將會在既定的轉
子位置進行反轉。所以，此款伺服馬
達是由交流電所驅動的。當然亦有無

圖5：運動控制軟體架構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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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成像—飛行時間法恰逢其時
Ha Lan Do Thu，Teledyne e2v專業成像業務市場行銷經理；Pierre Fereyre，Teledyne e2v專業成像務影像感測器專家

3D成像(3D imaging)技術問世已有幾

影像感測器最新發展。

立體視覺法採用標準影像感測器，

十年之久，但商用產品卻在本世紀初才

因而降低了成本。感測器越複雜(例如

開始上市。起初，電影製作公司使用最

3D成像概述

高性能感測器或全域快門裝置)，系統

新高解析(HD)攝影機製作3D影片；在

取得3D影像主要有四種方法，包括立

成本越高。其應用的距離範圍受到機

那之後，3D成像技術發展迅速，橫掃

體視覺法(Stereo Vision)、結構光3D

械局限的限制：過程中需要一條實體基

消費品市場與機器視覺產業。

成像(Structured light 3D imaging)、

準線，因而需要更大尺寸的模組，同時

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目前的流程監控

雷射三角法(Laser triangulation)以及

還需要精確的機械對準與重新校正。此

與自動化規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ToF。後三種方法屬於自動成像系列，

外，此方法不適用於光線條件差或變化

也為3D視覺帶來了新的發展驅動力。傳

需要用到人造光源。

不定的情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物件的

統的2D視覺方法已無法滿足複雜物件辨
識與尺寸標示應用的精確度與測距要

反光特性。
立體視覺法

求，日益難以因應越來越多的人機協同
工作等複雜互動狀況。

立體視覺法需要安裝兩台攝影機來

結構光法

取得物件的不同視角(圖1)。採用校正方

在結構光方法中，預先確定的光圖

本文回顧工業市場的3D成像技

法調整攝影機與準確深度資訊之間的畫

案被投射於物件上，然後透過分析圖案

術，探討為何飛行時間法(Time of

素資訊使之一致，這類似於大腦目測距

如何失真變形而取得深度資訊。由於訊

Flight；ToF)成為當前最具發展前景的

離的原理。因此，在系統中融入認知過

框(frame)週期並無概念上的限制，也不

方法，最後概述ToF系統專用的CMOS

程仍離不開大量的運算工作。

至於造成任何動作模糊不清，對於多路
徑介面非常適用。然而，自動照明要求
配置複雜的攝影機，以及在鏡頭與圖形

左攝影機

投影儀之間提供精確、穩定的機械校正

右攝影機

功能。此外，這種方法存在著標定降級
(de-calibration)的風險，反射的圖案對
於環境中的光干擾非常敏感，而且也僅
限於室內應用。

影像

影像

雷射三角法
雷射三角法針對一條光束的幾何偏
移量進行測量，其數值與物件高度相

圖1：立體視覺

來源：Tech Briefs
光條紋

關。這是一種基於物件掃描的單維成像
方法。雷射點出現於攝影機視野範圍內

物件畫素

成型物件

的不同位置，具體取決於雷射打在物件
表面的距離範圍。由於雷射點、攝影機

條紋數

矩陣相機
相機畫素

條紋投影儀

與雷射發射器形成了一個三角形，因此
這種方法被稱為三角法。
位移與位置監控應用要求高準確
度、高穩定性以及低溫度變化，因此，

三角法基線

圖2：結構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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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University of Kentucky、Laser Focus World

一般採用高解析度雷射。雷射三角法的
缺點在於這種方法只能覆蓋到一段較小

設計新技術

雷射產生器
攝影機

物件
圖3：雷射三角法

IR LED
發射器

發射
光脈

衝

深度資料
(3D地圖)
ONYX 1.3
感測器

反向散射光

圖4：ToF運作原理

的距離範圍，易受環境光線影響，並且

明同步，而且可能出現多路徑干擾與

僅限制於掃描應用。同時，它需要用到

距離混疊。

複雜演算法與校正，而且受到結構性或
複雜表面的影響。

3D成像技術方案比較
每種方法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優缺點，

飛行時間法

如表1。

此方法體現了在攝影機與場景之

目前，3D系統的應用尚未普遍，因

間，透過光子雙向飛行時間直接擷取或

此主要採用3D立體視覺法、結構光攝影

計算距離的所有測量實施方法—可透

機或雷射三角法系統。這些系統在固定

過直接飛行時間法(D-ToF)或間接飛行

的工作距離內運作，針對特定的測距區

時間法(I-ToF)測量方式執行。D-ToF的

域則需要進行大量的校正工作。

概念很簡單，但需要配置複雜且具有

ToF系統可克服這些方面的挑戰，

限制時間解析(time-resolved)的裝置；

從應用面提供更大的靈活性。目前，由

I-ToF的操作更簡單：光源與影像感測器

於畫素的複雜度或耗電問題，大部份的

同步。光的脈衝以與攝影機快門一致的

商用解決方案仍受限於採用視訊圖形陣

相位發射。採用光脈衝去同步化作用計

列(VGA)或更低的影像解析度。

算光子飛行時間，就能推導出發射點與
物件之間的距離。
這確保我們能夠對每個畫素的深度

飛行時間法的CMOS感測器
方案

與幅度進行直接測量。這種影像稱為深

看好ToF的應用前景，Teledyne e2v

度圖像。該系統具有較小的高寬比，只

開發出首款3D ToF解決方案，支援

需一次校正，即可在環境光線條件下運

130萬畫素解析度深度以及1英吋光學

作良好。不足之處在於它需要主動照

格式，並配置高靈敏度、高動態範圍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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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MOS感測器。
這種ToF途徑可實現灰階影像與深
度融合功能：

距離與範圍

· 先進的130萬畫素深度圖解析度：
全解析度的深度圖，準確度達

解析度

±1cm、速度快

測深精度

· 可擷取快速移動的物件3D影像：
速度高達120格/秒(fps)，30fps的
全解析深度圖、全域快門效率高
· 3D檢測範圍大：0.5-5m，支援
90dB高動態範圍(HDR)
· 可見光與近紅外光(NIR)高靈敏度

軟體複雜度
即時性能
低光性能
室外光
緊密性
材料成本
總運作成本
(包括校正作業)

立體視覺
結構光法
中遠距離
中短距離
取決於兩攝影 可在幾cm至
機的間距，限 2m之間變化
制為2-5m
中
中
中至極高，
中
短距離內
高
中
低
低
差
優
優
差
中
中
低
高
高

中-高

雷射三角法
短距離
限制於幾cm
範圍內

飛行時間法
遠距離
可在30-50cm至
20-50m之間變化

多變

高

極高

中

高
低
優
差
中
高

低
高
優
差-優
非常緊密
中

高

中

表1：常用的3D成像技術比較

感測器：850nm波長時量子效率約

氣粒子彌漫的環境導致目標物件與攝影

50%；支援HDR：夜間/日夜視覺

機隔離時，部份光子仍得以穿過介質返

· 嵌入式3D處理：多個感興趣區域

回攝影機。這些光子被稱為「彈道光

(multi-ROI)—雙視窗、畫素合併

子」(ballistic photon)。雖然這類光子

(binning)、晶片長條圖資料統計功能

數量較少，但可同步擷取這些光子，因

最新開發的展示平台可用於評估以

此可透過散射介質進行成像。距離選通

深度圖或點雲格式輸出的獨特1.3MP深

方法可在遠距離成像，且幾乎不受任何

(SNR)。產生的影像為灰階影像，且僅

度解析度。

限制，但具體也取決於光源的強度。

與出現在距離範圍內的物件一致。為了

圖5：ToF展示平台

來源：Teledyne e2v

如圖5所示的ToF系統展示平台由

飛行時間法(ToF)的工作原理不同

產生一個深度影像，必須在距離選通模

一個精巧的1英吋光學成像系統構成，

於距離選通。它可以直接測量ToF光

式下掃描多個深度以取得一組影像，或

配置高靈敏度的1.3MP感測器。該平

線，從而推導出反射面的距離。由於

調整延遲時間。然後根據這組影像計算

台內建多整合晶片功能(閘極感測器)、

物件與攝影機之間距離短，因此，基

各個點的距離。

光源以及相關光學元件，並以1.3MP全

於ToF的系統需要配置一個全域快門攝

圖7描述了全域快門的畫素感測器

解析度實現ToF成像。

影機。相較於主動成像，ToF並非聚焦

結構，以及其產生短曝光與訊號同步的

於特定的影像平面，因而能在理想範

原理。最簡單的全域快門形式採用五個

採用ToF的5T CMOS感測器
主動成像

圍內直接成像。

電晶體(5T)構成的畫素，以及一個專用

如圖6所示，距離選通影像擷取的

相位驅動器。因此，訊號積分相位並不

主動成像使用同步光源。輔助自動對

建置主要依據同步的攝影機光源系統。

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隨著同步多次積

焦功能是主動成像的簡單形式，可見

它能在主/從模式下運行，具體採用哪種

分而逐漸形成的。

於低光條件下採用紅外光訊號測距的

模式取決於應用環境的狀況。攝影機配

Teledyne e2v的專利技術基於5T畫

現代攝影機中。主動成像可應用於惡

置了快速的全域快門，速度快達數百奈

素結構與計時產生器，以實現Δt週期

劣天氣條件(如下雨或起霧時)。而採

秒(ns)。光源根據T0時間點攝影機的觸

(Δt週期縮短至10ns左右)。這表明在

用同樣的感測器則可能實現兩種主動

發情況發射光脈衝。經過一段時間後

暫態解析度方面已獲得了巨大的提升。

成像方法：距離選通法與ToF。

(T1)，光脈衝到達此距離範圍，並根據

支援高靈敏度/低雜訊的1.3MP CMOS

是否存在物件而發生反射與否。

影像感測器正配置了這項功能，並帶有

距離選通法(range gating)結合了兩
種組成：脈衝光波前端裝置與一台專業

在發生反射的情況下，光線在T2期

多暫態積分模式(又稱「累積」模式)。

高速快門攝影機。首先將光線發射至目

間返回攝影機；在此情況下，T3 = T0

此外，在影像感測器還需要有高寄生

標物件，當反射光從反射表面返回時，

+ 2 τ，其中τ是攝影機快門開啟並擷

電荷靈敏度(PLS)，也稱為「消光比」

攝影機高速電子快門適時地開啟。距離

取到反射訊號的返程飛行時間。在訊號

(extinction ratio)，能避免攝影機選通

選通成像可依據光與感測器的同步特性

格的時間內，這種週期過程週而復始幾

「關閉」期間的雜散光線，進而獲得

選擇影像平面距離。因雨天、多霧或霧

千次，最終累積到足夠的訊號雜訊比

清晰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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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
控制
攝影機

傳送
延遲
返回
@T0：發射光脈衝(△t)/攝影機全域快門關閉
@T1：光脈衝到達物件/攝影機全域快門關閉
@T2：物件反射光脈衝/攝影機全域快門關閉
@T3：T0+2τ：從物件反射的光進入鏡頭/攝影機全域快門開啟(△t)

圖6：距離選通工作原理

光脈衝
…排列於上方

…排列於下方
光脈衝

光源追蹤器

記憶模式
重設

光電二極體
重設

圖7：全域快門畫素結構

全域訊號
傳遞

線路選擇

反應比

圖8：支援計時調整與同步電路的5T畫素CMOS需要充份的「消光比」，以避免場景的背
景光線

結語

度)。現有的幾種3D方法都各自具有優

為了提高工業系統的有效性與自主性，

點與限制，可取決於具體的應用要求作

視覺系統在視覺引導機器人與其他自主

選擇；其中，飛行時間法(ToF)提供了

機器設備中的應用日漸增多，目前已開

非凡的3D視角，可望推動新一代專用

始採用3D視覺系統(如物件辨識、準確

CMOS影像感測器的發展。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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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嵌入式處理器—
填補高性能與易用性之間的空白
曾勁濤，恩智浦微控制器產品線全球資深產品經理

作為成千上萬的智慧物聯網(IoT)產品
核心，嵌入式處理器的獨特之處在於

· 既需要即時系統，也需要應用處理
器級的性能和整合度

提供高整合度、高速週邊裝置、更高的
安全性以及可提升使用者體驗的引擎

提供量身打造的功能和性能。展望未

· 必須為應用處理器的設計降低整體

(如2D/3D顯示卡)，但僅透過執行即時

來的互連世界，我們發現傳統嵌入式

物料成本，同時保持原有的性能

作業系統(例如RTOS)的低功耗MCU核

處理器與千變萬化的IoT需求之間存在

水準

心為系統提供動力。因此，跨界處理器

的差距正不斷擴大，人們需要處理器

消費者對於提升智慧安全領域產品

在市場中界定了一個全新的需求領域，

提供更低功耗、更經濟的可擴充性、

的使用體驗以及功能的需求從未止步，

有助於MCU客戶升級到應用處理器級的

更強的運算能力、更高的安全性，以

這也推動了MCU和應用處理器的雙雙發

性能，同時沿用當前的工具鏈，而不必

及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展。但是，對於很多新興的使用案例，

花時間和成本將複雜的Linux(或其他作

為了滿足這一需求，我們需要突破

不管是應用處理器還是MCU，都無法完

業系統)軟體發展納入其產品設計週期。

應用處理器和微控制器(MCU)之間的界

全滿足這一需求。例如，裝置設計師想

限，打造一類新的「跨界」嵌入式處理

要在產品設計中添加IoT功能(如資料處

器。這種新型應用處理器採用MCU核

理、無線連接、顯示支援)，但無法大幅

降低成本—
無需內建快閃記憶體

心，但基於應用處理器的架構方式，

增加單台裝置的成本，也不能因為大範

理想情況下，當可執行程式碼和資料

既能實現應用處理器的高性能和豐富功

圍的重新設計而延長上市時間。

被儲存在晶片內建SRAM中，並自此

能，同時兼具傳統MCU的易用性和即時

記憶體執行CPU核心作業時，嵌入式
處理器的性能達到最高。即便在晶片

理器(crossover processor)的架構及其

「跨界」處理器—
從性能空白到新方案領域

提供的優勢。

更智慧的互連世界發展應當由創新推

體」(TCM)能夠為核心提供單週期存

動，不應受限於MCU和應用處理器之

取。對TCM以外任何記憶體的存取都

應用處理器與MCU

間的選擇。嵌入式產品設計師應該能

會增加所需的CPU週期，從2級(L2)快

多年來，嵌入式處理領域一直根據設

夠自由選擇最能為其設計帶來創新的

取到內建快閃記憶體再到外部快閃記

計的需求分為兩個不同的陣營。要求

處理器，而不是讓處理器的選擇限制

憶體的存取損耗越來越大。因此，只

經濟實惠和靈活實用的應用依賴於

最終設計中可能實現的創新。

有由高密度晶片內SRAM配置的TCM

低功耗運作特性。本文介紹這種跨界處

內建SRAM中，也只有「緊耦合記憶

才能提供理論上最高的性能。

MCU，而超出MCU功能範圍的設計

在MCU和應用處理器之間靈活擴展

則使用應用處理器。但是，對於嵌入

是可行的，但需要採用一種新的跨界嵌

但在現實中，整合SRAM的每平方

式設計師而言，在MCU和應用處理器

入式處理器來打破高階MCU和低階應用

毫米成本非常高昂，對於以更加成熟

之間實現無縫擴展並非易事。

處理器之間的技術鴻溝。這些跨界嵌入

製程節點製造的MCU來說更是如此。

在MCU和應用處理器之間做決定

式處理器主要針對消費者、工業和不斷

因此，嵌入式快閃記憶體成為MCU所

時，嵌入式設計師通常遇到幾個痛點，

發展的IoT應用，為其提供應用處理器

需的元件，作為晶片內建SRAM的補

包括：

的高性能和功能性，同時兼具MCU的易

充。MCU中的嵌入式快閃記憶體被用於

· 需要比 M C U 更 多 的 功 能 ( 更 高 性

用性、低功耗、即時執行以及低中斷延

儲存可執行程式和重要的使用者/系統資

能、更多顯示與更多連接選項)，

遲特性。此外，跨界處理器的架構無需

料，以便核心快速存取這些內容，而無

但不能增加成本或複雜度

使用嵌入式快閃記憶體、外部DDR記憶

需從外部記憶體存取。

· 缺少經驗豐富的員工和/或預算資
源，難以為基於Linux的應用處理
器設計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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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電源管理IC (PMIC)，因此降低了
系統的總成本。
跨界處理器使用應用處理器架構，

但是，在滿足MCU和應用處理器
之間的需求時，內建嵌入式快閃記憶
體的技術限制和相關的成本成為一大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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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嵌入式快閃記憶體價格昂貴且具挑
戰性，特別是先進製程技術節點。嵌入
式快閃記憶體所需的額外處理將大幅增
加晶片的成本。擺脫內建快閃記憶體的
負擔不但能夠降低成本，還有助於實現
更高頻率，從而提升處理器性能，進而
讓設計師能提升產品的性能、效率並增
加更多功能。
由於跨界處理器採用了應用處理器
架構，因而能在先進技術節點(40nm~)
上製造，具有大幅縮小的SRAM位元單
元，使得整合高密度SRAM比嵌入快閃
記憶體更加經濟高效。在跨界設計架構
中，SRAM可以配置為具有「零等待」
單週期存取的TCM，從而大幅提升系統
性能。這種關鍵設計特性讓跨界處理器
的有效性能遠遠超出MCU同級產品。

集高性能、低延遲、高效能和
安全性於一
高性能

跨界嵌入式處理器填補MCU與應用處理器之間的空白

低中斷延遲

來源：NXP

處理器廣泛使用的40nm處理平台，其

中斷延遲指的是CPU回應內部或外

執行功率最低能夠達到100uA/MHz，

來事件插斷要求時所需的時脈週期數。

較現有MCU更低一半以上。對於如今

對於大部份具有即時回應要求的IoT應

市場上未整合DC-DC轉換器的MCU，

用，中斷延遲成為衡量有效性能的重

或者當系統設計出於成本考慮而未使

要指標之一。

用外部DC-DC轉換器或PMIC時，其電

對於執行高階作業系統(非即時作

流消耗最高達到300uA/MHz，使其不

想像一下TCM和快取(內建SRAM)

業系統)的通用應用處理器，服務外部

極小，但嵌入式快閃記憶體密度極高

中斷並非首要任務。在完成當前的任務

對於MCU，嵌入式快閃記憶體的優

的典型MCU。執行應用程式碼期間，最

之前，CPU通常不會回應插斷服務常式

勢之一是可以實現更低的動態功耗。相

近的指令和資料通常都被儲存在TCM/

(ISR)請求，這就導致在提出插斷要求之

較於存取外部記憶體，資料必須透過電

快取中，以便後續從CPU核心快速存

後，需要經過多達數百個延遲週期，核

容I/O驅動，處理器因此需要耗費更多能

取。但由於快取密度低，大部份的指

心才會開始服務此請求。對於執行即時

量。但跨界處理器由於整合高密度晶片

令和資料都必須在嵌入式快閃記憶體、

作業系統、核心優先回應中斷的MCU而

內SRAM，對外部快閃記憶體的存取很

外部NOR或NAND快閃記憶體中。因

言，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即使在不同

有限。此外，跨界處理器採用先進技術

此，CPU核心不得不存取非TCM或非快

中斷之間，也可以透過合理安排優先順

節點和低功率處理平台製造，並整合低

取記憶體—或稱為「快取未命中率」

序結構，確保最高優先順序的中斷達到

功耗SRAM，因此較傳統MCU更能降低

(cache miss rate)—每次存取都會大

最低中斷延遲。

整體動態功耗。

太適合以電池供電的應用。

幅降低有效性能，因為CPU必須等待數

跨界處理器採用MCU核心建構，因

再者，記憶體製造商目前以極低的

十個週期以待資料抵達。因此，快取未

此即使它們採用應用處理器架構，也延

成本提供超低功耗的串列NOR快閃記憶

命中率越高，MCU的有效性能越低。

續了低中斷延遲這一重要特性。跨界處

體，從而降低了系統級的功耗。如果將

對於合理架構、具備高密度TCM和

理器的中斷延遲最低可達到10-20ns，

採用低功耗串列快閃記憶體的跨界嵌入

快取的跨界嵌入式處理器而言，即使快

而應用處理器的延遲通常長達1毫秒。

式處理器封裝到SiP，能效可進一步提

取未命中率高達5%，其有效性能也始

因此，跨界處理器最適合IoT應用。

升，因為I/O接腳的電容負載較低。如
果SiP成本對某些應用能夠合理化，那

終高於MCU。但是，對於最常見的IoT
應用，具備高密度晶片內TCM或快取

高能效

的跨界處理器之快取未命中率可低至

跨界嵌入式處理器整合了高性能

1-2%，因此能夠提供明顯高於MCU的

DC-DC轉換器，並採用閘控電源技術

有效性能。

使效能最佳化。由於採用目前嵌入式

麼兼具跨界處理功能和額外記憶體的解
決方案將更具有吸引力。
安全性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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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在嵌入式快閃記憶體中的資料

安全需求。

者體驗和更高的資料處理能力，而

安全可靠，這通常被援引為在處理器設

即使在不適用硬體加密的情況下，

不至於增加成本和功耗，這就導致嵌

計中採用嵌入式快閃記憶體的原因。晶

跨界處理器的高性能核心也可用來實施

入式處理器領域出現了空白。為了

片記憶體的關鍵資料和敏感應用程式可

軟體加密。相較於傳統MCU，由於其核

填補這種空白，恩智浦半導體(NXP

即時獲取，無需透過外部接腳與晶片之

心性能較低，必須採用硬體加密模組以

Semiconductors)開發了全新的嵌入

間來回傳輸，避免讓駭客有機可乘(旁路

提供IoT應用所需的加密輸送量。

式處理器系列— i.MX RT跨界系列

攻擊)，透過監控資料接腳中的電訊號攔

基於半導體產業在開發先進記憶體

處理器，囊括了跨界處理器的所有特

截或破壞資料。如果資料未加密，這一

方面的進展，預計在未來2~3年內，非

性，並將應用處理器級的性能帶到了

弱點尤其令人擔憂。

揮發性記憶體(例如MRAM、RRAM等)

MCU領域，為市場提供填補MCU和應

跨界嵌入式處理器則沒有這種隱

可望與嵌入式處理器整合，支援多樣化

用處理器之間空白的解決方案。

憂，因為它們採用了與應用處理器類

功能以及即開即用的使用者體驗，可用

新型的i.MX RT基於ARM Cortex-M7

似的資料保護架構。透過硬體加速加

於內建安全資料庫，或取代傳統嵌入式

核心，採用i. MX 6ULL應用處理器架

密模組，資料能以加密的格式儲存在外

快閃記憶體。跨界處理器有望整合這些

構，不僅具備應用處理器典型的性能

部記憶體中。需要時，加密資料被傳輸

新興記憶體，從而發揮更大優勢。

等級和安全功能，同時兼具MCU的易

至晶片，在讀取時「即時」解密，無需

用性、即時運行和低功耗特性，可為

經過等待解密的週期。這些先進的加密

滿足IoT市場的嵌入式方案

更加智慧、安全且不斷發展的IoT市場

加速器能夠大幅提高加密/解密輸送量，

當今市場越來越需要高能效且高性能

提供最高性能且經濟高效的嵌入式解

因而無需使用內建非動態記憶體來滿足

的嵌入式處理技術，提供增強的使用

決方案。

打造高效率筆電用電源轉換器
楊東益、洪士恆、林錦宏，英飛凌科技

返馳式(Flyback)轉換器是筆記型電腦

轉換器在開關導通瞬間是硬切換，而

為了因應節能和日漸嚴峻的效率規

用電源轉換器(adapter)最常被使用的

準諧振(QR)返馳式轉換器雖然能降低

範要求，如何做到更高效率以及達到更

架構，相較於其他電路架構，其擁有

硬切換損耗，但其切換損耗都是提高

高功率密度一直是電源設計努力的方

較少元件數、較高可靠度以及較低成

效率的瓶頸，尤其是在高電壓輸入情

向，有鑑於此，本文提出一個可以實

本等優勢。然而，傳統的定頻返馳式

況下更為嚴重。

現零電壓切換的返馳式架構，降低返
馳式轉換器在切換時的硬切換損耗，
進而提高效率和功率密度，使電源轉
換器能朝向更小型化設計的趨勢邁進。

返馳式轉換器電路架構及動作
原理
返馳式轉換器電路如圖1所示，在筆記
型電腦的電源應用中，產品性能的提
升可藉由提高切換頻率來支援瞬間大
功率輸出，以及降低切換頻率來符合
輕載的功耗規範。
圖2是定頻返馳式和準諧振返馳式
圖1：返馳式電源轉換器電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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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換波形比較，由圖中可見定頻返馳

Design Note
採用 23mm x 16.5mm 封裝的 170W 倍壓器
Ya Liu、Jian Li、Jeff Zhang 和 Brian Lin
引言
對於高電壓輸入 / 輸出應用，無電感型開關電容器轉
換器 (充電泵) 相比基於電感器的傳統降壓或升壓拓
撲可顯著地改善效率和縮減解決方案尺寸。通過採
用充電泵取代電感器，一個“跨接電容器”可用於
存儲能量和把能量從輸入傳遞至輸出。電容器的能
量密度遠高於電感器，因而採用充電泵可使功率密
度提高 10 倍。但是，由於在啟動、保護、柵極驅動
和穩壓方面面臨挑戰，所以充電泵傳統上一直局限于
低功率應用。
LTC®7820 克服了這些問題，可實現高功率密度、高效
率 (達 99%) 的解決方案。這款固定比例、高電壓、高
功率開關電容器控制器內置 4 個 N 溝道 MOSFET 柵

極驅動器，用於驅動外部功率 MOSFET，以產生一個
分壓器、倍壓器或負輸出轉換器：具體地說就是從高
達 72V 輸入實現 2 : 1 的降壓比、從高達 36V 輸入
實現 1 : 2 的升壓比、或從高至 36V 輸入實現一個
1 : 1 的負輸出轉換。每個功率 MOSFET 在一個恒定
的預設置開關頻率以 50% 的占空比執行開關操作。
圖 1 示出了一款採用 LTC7820 的 170W 輸出電壓倍
增器電路。輸入電壓為 12V，輸出在高達 7A 負載電
流條件下為 24V，開關頻率為 500kHz。16 個 10μF
陶瓷電容器 (X7R 型，1210 尺寸) 起一個跨接電容器的
作用，以傳送輸出功率。如圖 2 所示，該解決方案的
大致尺寸為 23mm x 16.5mm x 5mm，而功率密度高
達 1500W/in3。

+

+

圖 1：一款採用 LTC7820 的高效率、高功率密度 12V VIN 至 24V/7A 倍壓器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03/18/571

Design Note 571

圖 2：估計的解決方案尺寸

高效率
由於在該電路中未使用電感器 ，因此對所有 4 個
MOSFET 均執行軟開關，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因開關切
換引起的損耗。此外，在開關電容器倍壓器中可以使
用低額定電壓 MOSFET，這顯著地降低了傳導損耗。
如圖 3 所示，該轉換器能實現 98.8% 的峰值效率，
而滿負載效率則為 98%。在 4 個開關之間實現功耗平
衡，傳播熱耗散，並使智慧佈局中減少發熱的工作得
以簡化。圖 4 中的溫度記錄儀顯示，在 23°C 的環境溫
度和自由空氣流動的情況下，熱點的溫升僅為 35°C。

圖 3：12V VIN 至 24V/7A 倍壓器在 500kHz fSW 時的
效率和負載調整率

嚴緊的負載調節
儘管基於 LTC7820 的倍壓器是開環轉換器，但是
LTC7820 的高效率保持了嚴緊的負載調節。如圖 3
所示，在滿負載時的輸出電壓僅下降 0.43V (1.8%)。

圖 4：在 12V VIN、24V VOUT、7A 負載、TA = 23°C、自由空氣
條件下進行的熱測試

啟動
在倍壓器應用中，如果輸入電壓從零緩慢地斜坡上
升，則 LTC7820 能夠在不經受電容器浪湧充電電流
的情況下啟動。只要輸入電壓以緩慢的速度斜坡上升
(持續時間為幾 ms)，則輸出電壓能跟蹤輸入電壓，
而且電容器之間的電壓差保持很小，因此沒有大的
浪湧電流。
輸入的轉換速率控制可通過在輸入端上採用一個斷接
FET 或使用熱插拔控制器來實現，如 LTC7820 產品
手冊中的典型應用部分所示。在圖 1 中，輸入端上
採用了一個斷接 FET。與分壓器解決方案不同，倍壓
器每次都必須從零輸入電壓啟動，但是它能在具有
重負載時直接啟動。圖 5 示出了在 7A 負載條件下的
啟動波形。

下載資料表

www.linear.com/LTC7820

DN571 0318 45K • PRINTED IN CHINA

© ANALOG DEVICES, INC. 2018

图 5：7A 負載條件下的啟動波形

結論
LTC7820 是一款固定比例高電壓高功率開關電容器控
制器，具有內置柵極驅動器以驅動外部 MOSFET，
可實現非常高的效率 (達 99%) 和高功率密度。堅固的
保護功能使得 LTC7820 開關電容器控制器能適合高
電壓、高功率應用，例如：匯流排轉換器、高功率分
散式電源系統、通信系統和工業應用。
如需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
請電洽 02-2650 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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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定頻返馳式和準諧振返馳式的切換波形比較

式轉換器在切換時會隨機切換至不同的
諧振電壓，而準諧振可以切換在諧振
電壓的谷底以降低切換損耗，但即使是
如此，切換損耗仍為限制效率提升的瓶
頸，尤其是當輸入電壓提高時，所能諧
振的波谷電壓也相對提高，造成較高的
切換損耗。雖然提升一、二次側的圈數

圖3：零電壓切換返馳式轉換器等效電路

比可得到較低的波谷電壓，但是卻換來
較高的二次側反射到一次側的電壓(Vref)，

的閘極電壓及一次側輔助功率電晶體

而造成一次側需要選擇較高耐壓的功率

(QGD1)的閘極電壓。

開關，使元件成本上升，但效率卻沒得
到相對的提升。

轉換器的動作原理如圖5所示，分
別為(a)(b)(c)(d)(e)五個步驟，以下針
對每一個時序步驟進行分析。

零電壓切換返馳式轉換器等效
電路分析

t0~t1：在t0時刻，主功率電晶體
(Q GD0 )關斷後，同步整流功率電晶體

圖3為本文提出的零電壓切換返馳式轉

(Q SR)會在一個短的空白延遲時間後導

換器，相較於傳統返馳式轉換器，它

通，其將主功率電晶體(QGD0)導通時於

僅需增加一組線圈、一個低壓功率電

變壓器儲存的能量傳遞到輸出端，同時

晶體和低壓電容，即可將傳統返馳式

也對輔助電容進行充電。

轉換器硬切換的行為轉換成軟切換，
有效地提升整體的轉換效率。

t1~t2：在t1時刻，當去磁電流變
為 零 時 ， 二 次 側 功 率 電 晶 體 ( Q SR) 關

圖4為零電壓切換返馳式轉換器

斷，一次側線圈電感Lp和主功率電晶

波形，由上至下分別為主功率電晶體

體(Q GD0 )等效電容(C OSS )將會發生諧

(QGD0)的端電壓(VDS)、一次側激磁電流

振。主功率電晶體(Q GD0 )的電壓將會

(i_mag)、一次側主功率電晶體(Q GD0)

諧振到介於(Vbulk + Vref)到(Vbulk-Vref)。

的閘極電壓、二次側功率電晶體(Q SR)

t2-t3：輔助功率電晶體(Q GD1)在t2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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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通，此時一次側激磁電流(i_mag)為
負方向流動，其輔助電容透過輔助功率
電晶體(QGD1)於變壓器儲存能量，在這
期間主功率電晶體(QGD0)的端電壓(VDS)
箝位到(Vbulk + Vref)。一旦激磁電流達到
負向峰值(i_zvs_pk)時讓輔助功率電晶
體(QGD1)關閉。
t3~t4：在t3時刻，磁化電感電流
將繼續反方向流動並釋放儲存在C OSS
中的能量，其主功率電晶體端電壓
(V DS)下降的幅度由配置t3~t4的持續時
間來控制。
t4~t0：當t4時刻，主功率電晶體
(Q GD0 )的端電壓(V DS )達到其最小值，
此時導通主功率電晶體(Q GD0 )來達到
零電壓切換。
由上述動作原理可知，此架構之
零電壓切換為操作於非連續電流模式
(DCM)，當操作於連續電流模式(CCM)

圖4：零電壓切換返馳式轉換器波形

時，其行為模式和傳統返馳式的架構
相同。

實驗數據
本章節實驗將以英飛凌科技的
(a) t0~t1

(b) t1~t2

(c) t2~t3

IDP2105為例實現零電壓切換返馳式
轉換器，其具有雙閘極輸出與參數可
調的功能，可提高設計此架構的便利
性。以下實際製作一個65W電源轉換
器，表１為對應之規格，圖6為此實

(d) t3~t4

(e) t4~t0

圖5：零電壓切換返馳式轉換器動作原理

驗的線路圖。
表2*是115Vac/ 230Vac的效率及
空載功耗測試數據，其在115Vac的平
均效率為91.64%及230Vac平均效率

相關規格

為92.38%，另外也測試在10%負載的

輸入電壓

90Vac~265Vac

輸出電壓

20Vdc

額定電流

3.25A

空載功耗

<100mW

平均效率

92.38% @ 230Vac
91.64% @ 115Vac

體端電壓(V DS )、一次側主功率電晶體

外觀尺寸

4.6×7.2×2.1 cm

(Q GD0 )的閘極訊號以及一次側零電壓

功率密度

15W/in3

輔助功率電晶體的閘極訊號(Q GD1 )之

效率，115Vac為88.99%及230Vac為
88.39%，在空載功耗時，115Vac是
55.3mW，230Vac是83.8mW。
圖7為實際測試一次側主功率電晶

波形，由波形可以發現，在一次側主
表1：65W電源轉換器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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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電晶體閘極訊號產生前，提供一

設計新技術

圖7：實驗波形(360Vdc/ 2.5A) CH1:VDS；CH2: QGD0 gate；CH4:QGD1 gate

圖8：實驗波形(110Vac/ 0.5A) CH2:VDS；CH4: QGD1 gate

個輔助功率電晶體的訊號，可以有效

同寬度的輔助功率電晶體之閘極訊號，

地降低功率元件導通前的端電壓(V DS )

使得110Vac和230Vac皆能將主功率電

來達到較低的切換損失，當輔助功率

晶體的端電壓降至低電壓進行切換。

電晶體提供較寬的閘極導通訊號，可
以在變壓器儲存較多的能量，搭配在

結論

主功率電晶體閘極訊號提供前的延遲時

本文介紹零電壓切換之返馳式轉換器

間，可以將主功率電晶體的端電壓降至

及其架構動作之原理，此架構相較於

零電壓。另外需要考慮輸入電壓的變化

傳統返馳式轉換器，僅須增加一輔助

範圍，較高的輸入電壓會有較高的主功

繞組與低壓功率電晶體元件。由實驗

率電晶體端電壓，意謂著要在變壓器儲

波形可知主功率電晶體於幾近零電壓

存更多的能量，才足以將主功率電晶體

時切換，將切換損耗降至最低，因此

端電壓降到零電壓。

可減少散熱片面積，進而達到高效率

圖8和圖9*分別是110Vac和
230Vac的波形差異比較，兩者提供不

與高功率密度之目標。
*更多內容請詳見本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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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混合式DC/DC架構縮減中介匯流排
轉換器尺寸
Bruce Haug，ADI產品行銷經理

大多數中間匯流排轉換器(IBC)使用體

一種創新途徑

決方案能提供更高3%的效率。其他

積龐大的電源變壓器來提供從輸入至

一種創新型方法可將切換開關電容轉

優勢包括低EMI輻射(因為採用軟開關

輸出的隔離。另外，它們通常還需要

換器與同步降壓互相組合。切換開關

前端)，因而非常適合電源分配、資料

一個用於輸出濾波的電感。此類轉換

電容電路將輸入電壓減小一半之後將

通訊和電訊，以及新興48V汽車系統

器常用於資料通訊、電訊和醫療分散

其饋入同步降壓轉換器。這種將輸入

等新一代非隔離式中間匯流排應用。

式電源架構。這些IBC可由眾多供應商

電壓減半並隨後降壓至期望輸出電壓

例如在10V至72V(80V絕對最大值)的

提供，而且通常採用業界標準的1/16、

的方法可實現較高的效率，或者透過

輸入電壓範圍內操作的ADI LTC7821，

1/8和1/4磚佔位空間封裝。

使元件以更高開關頻率操作，大幅縮

其外部MOSFET能以固定頻率(可設置

典型的IBC具有48V或54V的標準輸

減解決方案尺寸。其他好處包括較低

範圍為200kHz至1.5MHz)執行開關操

入電壓，並可產生一個介於5V至12V之

的開關損耗和減少MOSFET電壓衝

作。在典型的48V至12V/20A轉換應用

間的較低中間電壓，以及從幾百瓦(W)

擊，這得益於開關電容前端轉換器固

中，當LTC7821的開關頻率為500kHz

至幾千瓦(kW)的輸出功率級。中間匯

有的軟開關特性，使其可實現較低的

時可獲得97%的效率。而傳統的同步

流排電壓主要用作負載點(POL)穩壓器

EMI。圖2顯示此種組合如何構成混合

降壓轉換器只有以操作頻率的1/3執行

的輸入，為FPGA、微處理器、ASIC、

式降壓同步控制器。

開關操作才能達到相同的效率，因而不
得不使用更大的磁性元件和輸出濾波器

I/O和其他低電壓下游元件供電。

新型高效率轉換器

元件。強大的1Ω N通道MOSFET閘極

許多新型應用中，IBC無需隔離，這是

這種混合式轉換器結合了開關電容器

驅動器最大限度提高了效率，並能夠驅

因為上游48V或54V輸入已經與危險的

電路與同步降壓轉換器，可使DC/DC

動多個並聯的MOSFET以滿足較高功率

AC主電源隔離了。在許多應用中，熱

轉換器解決方案的尺寸較其他傳統降

應用的要求。由於該元件採用了電流模

插拔前端裝置需要使用一個非隔離式

壓轉換器替代方案銳減達50%。此種

式控制架構，因此多個LTC7821能以一

IBC。因此，在許多新型應用中設計了

改善方式是透過將開關頻率提高3倍而

種並聯的多相配置操作，從而利用其均

內建的非隔離式IBC，進而大幅地縮減

實現的，因而並未犧牲效率。或者，

流能力和低輸出電壓漣波實現功率更高

了解決方案的尺寸和成本，並提高了操

當以相同的頻率操作時，該混合式解

的應用，而不至於產生熱點。

然而，在被稱為‘48V Direct’的

作效率，同時提供設計彈性。圖1所示
為一個典型的分散式電源架構。
既然有些分散式電源架構可使用
非隔離式轉換，因此對於該應用可以
考慮使用單級降壓轉換器。其將需要
在一個36V至72V的輸入電壓範圍內操
作，並產生一個5V至12V的輸出電壓。
例如，亞德諾半導體(Analog Devices
Inc.；ADI)提供的LTC3891可用於此種
方法，該元件能在相對較低的150kHz
開關頻率操作時提供約97%的效率，而
當在較高頻率操作時，由於MOSFET隨
著相對高的48V輸入電壓而出現開關損
耗，而使效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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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典型的分散式電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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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器的可靠操作。這些特性使輸出電
壓實現了平穩的軟啟動，就如同任何
其他傳統電流模式降壓轉換器一樣。

主控制迴路
一旦電容器平衡階段完成後，正常操
作亦隨即開始。MOSFET M1和M3
在時脈設定RS鎖存器時導通，並在
主電流比較器ICMP使RS鎖存器重設
時關斷。MOSFET M2和M4隨後導
通。ICMP使RS鎖存器重設時的峰值電
感器電流受控於ITH接腳上的電壓，該
電壓是誤差放大器EA的輸出。VFB接腳

圖2：開關電容+同步降壓=混合式轉換器

接收電壓迴授訊號，由EA將該訊號與
內部參考電壓進行比較。當負載電流
增大時，會引起V FB相對於0.8V基準的
輕微下降，而這接著又導致ITH電壓增
加，直到平均電感器電流與新的負載
電流相匹配為止。
而在MOSFET M1和M3關斷之
後，MOSFET M2和M4導通，直到下
一個週期的起點為止。在M1/M3和M2/
M4的開關切換期間，電容器C FLY 交替
地與CMID串聯連接或並聯連接。MID上
的電壓將大約位於VIN/2。因此，該款轉
換器的操作就像傳統的電流模式轉換器
一樣，並具有快速和準確的逐週期電流
限制功能以及針對均流的選項。

圖3：效率比較和變壓器尺寸的縮減

圖3中的效率曲線比較了對於將

解決方案相同的效率。這種較高的運作

結論

48V IN轉換為12V OUT/20A輸出的應用，

頻率導致電感尺寸減小了56%，而總體

將用於使輸入電壓減半的開關電容器電

三種不同類型轉換器的效率水準，具

解決方案尺寸則銳減50%之多。

路與一個同步降壓轉換器相結合(混合

體說明如下：

式轉換器)，可使DC/DC轉換器解決方

電容器預平衡

案的尺寸較其他傳統降壓轉換器替代方

當施加輸入電壓或啟用轉換器時，

案銳減50%之多。這種改善是透過將

開關電容轉換器通常具有非常大的

開關頻率提高3倍而實現的，而且並未

突波電流，因而可能導致電源損

犧牲效率。或者，該轉換器也能在與現

3. 運作頻率為500kHz的混合式降壓

壞。LTC7821運用了一種專有的方

有解決方案佔位空間相似的情況下提升

(如LTC7821)，採用6V閘極驅動

案，以在啟用轉換器PWM訊號之前

3%的操作效率。這種新型混合式轉換

電壓(綠色曲線)

對所有的開關電容器進行預平衡。於

器架構還提供了其他優勢，包括用於降

1. 運作頻率為125kHz的單級降壓，
採用6V閘極驅動電壓(藍色曲線)
2. 運作頻率為200kHz的單級降壓，
採用9V閘極驅動電壓(紅色曲線)

基於LTC7821的混合式轉換器電路

是，其可將上電期間的突波電流降至

低EMI和MOSFET衝擊的軟開關切換。

在運作頻率比其他轉換器的運作頻率更

最低。此外，該元件還具有可編程的

當需要高功率時，可利用其主動的準確

高3倍多的情況下，提供了與其他同級

故障保護視窗，能進一步確保電源轉

均流能力，輕鬆地並聯多個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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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化AWG的工作原理與應用
作者：Arthur Pini，獨立顧問；Greg Tate和Oliver Rovini，Spectrum

任意波形產生器(AWG)可提供許多不

波形記憶體所提供的更新速率。

有很大的不同。

同的波形選擇，已經成為測試系統常

原始的DAC輸出包含大量諧波，所

不過，與數位器一樣，頻寬和取樣

用的訊號源了。模組化的AWG讓你

以必須進行濾波。為了符合使用者的波

速率是AWG的關鍵參數。頻寬決定了

可以將標準或自訂的波形添加至PC，

形規格要求，AWG的輸出級可透過調

AWG輸出損耗小於3dB的最大正弦波頻

成為自動化測試站的一部份。有了

整增益和補償對訊號進行濾波和調節。

率。由於AWG產生的許多波形含有大量

AWG，就能利用公式創建波形，無論

記憶體控制器可追蹤波形記憶體中

諧波，因此頻寬限制將決定所能產生的

是從數位器或數位示波器取得波形，

每個波形分量的元素，以及任何相關的

最高波形頻率。例如，方波一般必須通

或是使用製造商、協力廠商提供的軟

連結，並以正確的順序輸出。為了節省

過第五個諧波才能被辨識出來。對於特

體創建自己的波形。而其波形排序功

記憶體空間，記憶體控制器可以循環使

定的頻寬，方波的最高頻率通常是AWG

能(waveform sequencing)還能讓你

用重複的元素，使這些元素只需在波形

頻寬的五分之一。

在預定義的波形之間進行切換。

記憶體中列出一次。時脈產生器使用內

AWG的取樣速率與其頻寬有關。根

相較於以往的機型，現在的模組化

部或外部時脈以提供共同的時間基礎。

據取樣理論，取樣速率必須至少是頻寬

AWG提供更寬的頻寬、更高的取樣速

根據使用者指定事件使波形輸出或前移

的兩倍。取樣速率也決定了AWG的水平

率，以及更長的波形記憶體。另外，它

的觸發產生器，還可以提供同步功能。

解析度，因此定義了可以在波形內設定

們還提供了先進的操作模式，能夠從PC

除了內部或外部觸發事件之外，AWG

的最小時間增量。

的主記憶體中串流大量的波形資料。在

也可以連接到另一個模組化的AWG或

選擇模組化的AWG之前，必須先瞭解它

數位器。

們如何運作以及可以用來做什麼。

AWG如何運作？

波形記憶體的大小決定了AWG在
不重複(循環利用)任何波形分量的情況

上述功能的實際建置方式因特定

下可以產生的最長波形。訊號持續時

型號而異，但所有的AWG都具有類似

間(無循環利用)等於記憶體長度乘以

的元素。

取樣週期。具有2G樣本波形記憶體和
1.25GS/s最大取樣速率的AWG，能夠

AWG是數位訊號源，能夠像數位器或
數位示波器一樣進行數位類比的轉換

AWG的規格

產生約1.6秒長的波形。循環利用則可

作業。AWG可針對儲存在波形記憶

由於AWG的輸出波形選擇及其數位特

重複冗餘波形分量，從而大幅增加最

體中的波形進行數位描述，從記憶體

質，AWG的規格與標準的訊號產生器

大波形的長度。

中選出的樣本被送到數位類比轉換器
(DAC)，經過濾波和訊號調節後，再
將樣本作為類比波形輸出。圖1包含
AWG的概念方塊圖。
首先，描述波形的資料會被載入至

輸出

數位類比轉換器
(DAC)

輸出訊號調節
提供濾波、增益
和補償

時脈

波形記憶體。相較於DAC，波形記憶體
通常具有較大的資料寬度，並採用分頻

記憶體控制器
追蹤波形元素和
相關鏈路，以最少
波形記憶體
輸出所需波形

波形記憶體
保存波形的
數位描述

外部時脈輸入

取樣時脈進行計時。位於記憶體和DAC

時脈產生器
選擇內部或外部時
脈，提供波形時序

之間的FPGA則對樣本進行解多工，並
以DAC的取樣時脈產生一個波形資料串
流。當接收到記憶體控制器的指令後，
波形記憶體的內容就會被發送到DAC，
以轉換成等效的類比電壓。有些DAC允
許額外的插值，從而在輸出端實現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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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發
外部觸發輸入

觸發脈衝產生器
根據使用者指定
的內部或外部觸發
事件使波形輸出
或前移

圖1：AWG由幾個功能區塊組成，採用數位方式表述波形，並產生經濾波的類比訊號

Ch n

測試與測量
支援FIFO串流的AWG可以利用主
機記憶體進一步延展波形。在FIFO模
閘控

式下，AWG使用其板載記憶體作為系

輸出

統記憶體和DAC之間的高速緩衝。這使
得AWG不受其內部記憶體的限制。結合

資料

FIFO串流與循環和連結功能，可以產生
更長的波形。

圖2：使用多次重播模式在觸發輸入時輸出三個波形段

振幅解析度(amplitude resolution)

多次 重 播：多 次 重 播 ( m u l t i p l e -

將波形前移多個波形段。

replay)模式(圖2)可在無需重啟硬體的

指定AWG所能產生的最小輸出訊號級，

AWG還可以產生與波形輸出同步的

情況下快速輸出多個觸發事件波形。

這也是相鄰樣本之間的最小步幅。AWG

輸出觸發或標記輸出。這些訊號可以在

板載記憶體被分成幾個相同大小的區

的振幅解析度由DAC和記憶體的解析

波形期間的適當時間用來觸發數位器、

段。每個區段可以包含不同的波形資

度位元數決定。一般來說，在DAC解

示波器或其它儀器。

料，各波形資料的輸出與其對應的觸
發事件發生同時。這種模式可實現非

析度和取樣速率之間存在權衡折衷。
也就是說：DAC的位元數越多，最大

操作模式

取樣速率就越低。具有14位元解析度

AWG可能包含多種操作模式，這些都

閘 控 重 播：閘 控 重 播 ( g a t e d

的AWG理論動態範圍為16384：1；具

可能影響其儲存和播放波形的方式。

replay)取樣模式輸出由外部閘控訊號

有16位元解析度的AWG理論動態範圍

根據觸發器或閘控訊號重複(循環利

控制的波形資料。資料只在閘控訊號

為65536：1。就像對於數位器的影響

用)所選波形段並在各段之間前移的能

處於預編程層級時才重新播放。

一樣，雜訊和其它因素也會降低AWG

力增加了靈活性，並減少了複雜波形

序列模式：序 列 模 式 ( s e q u e n c e

的動態範圍。

所需的記憶體容量。以下是常用的操

mode)將內部記憶體卡分割成多個不

作模式：

同長度的資料區段。這些資料區段使

AWG所能產生的最大輸出振幅由輸

常快的重複率。

出放大器決定。一般來說，在AWG的取

單次播放：單次播放(single shot)

用附加的序列記憶體，以使用者設定

樣速率和輸出振幅之間也存在折衷；較

是指為每個外部或軟體觸發播放一次

的順序加以連結。序列記憶體決定

快的AWG具有較低的最大輸出幅度。最

程式化波形。在第一次觸發後，後續

輸出區段的順序以及每段的循環使

小的全幅(full scale)輸出範圍取決於輸

的觸發被忽略。

用次數。觸發條件可以定義為從一個

出級的內部衰減器。在任何指定的全幅

重複(連續)輸出：以預設的次數連

區段前進到另一區段。使用序列模

範圍內，理論最小值是全幅輸出除以振

續播放程式化波形或直到停止執行命

式，AWG可以透過簡單的軟體命令在

幅解析度(具有10VP-P範圍和16位元解

令。觸發源可以是外部硬體觸發輸入

重播波形之間進行切換，也可以在重

析度的AWG具有10/65,536=152.5μV

或軟體觸發器。在第一次觸發後，其

播其它區段的同時重新定義各段的波

的最小輸出步長)。內部雜訊和非線性

它的觸發事件將被忽略。

形資料。

度限制了實際的最小訊號輸出。
AWG的通道數通常在1到4之間，
但經常可進行同步以提供額外通道。
輸出濾波(output filtering)改善了
AWG輸出的訊號雜訊比(SNR)。通常
可以指定濾波器的類型和截止頻率。

單 次 重 啟 重 播：在 每 次 觸 發 事 件
後，單次重啟重播(single Restart

如何選擇AWG

replay)模式都會輸出一次板載(on-

選擇AWG需要讓AWG規格符合你的

board)記憶體的波形資料。觸發源可

測試規格。

以是硬體或軟體。

基本出發點一般是AWG可以產生

先進先出：某些AWG提供先進先

的頻寬和最高頻率。該頻率必須大於或

所有的AWG均可透過軟體以分析

出(FIFO)操作模式，用於主機記憶

等於測試所需的最大頻率。值得注意的

方法創建調變波形，使用製造商的作

體或硬碟與AWG之間的連續資料傳

是諧波豐富的波形要求的頻寬是所需頻

業軟體(如Spectrum的SBench 6或其

輸。AWG的板載記憶體用於緩衝資

率的三到五倍。例如：100MHz頻寬的

它協力廠商數學軟體)創建，並將其下

料，讓連續資料串流非常可靠。在這

AWG可以輸出100MHz的正弦波，但

載到AWG的波形記憶體中。另一個有用

種模式下，可用的波形記憶體受到主

只支援20MHz的方波。

的功能是利用觸發輸入以啟動輸出，或

機記憶體的限制。

如前所述，AWG的最大取樣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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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至少必須是所需頻寬的兩倍。這是奈奎
斯特(Nyquist)定理的限制，實際上，
通常達到三到四倍的過度取樣會更好。
取樣速率決定了能夠編程設計的最小時
間增量。請注意，AWG通常會限制創
建波形所需的最小取樣數量。它們通常
需要波形包含偶數個樣本或是固定數量
樣本的倍數(例如4、8、16等)。提出這
些要求的原因在於許多AWG使用多工
記憶體來取得高取樣速率。如果其多工
模式是4：1，那麼波形必須是4個樣本
的倍數。
波形記憶體長度決定了在無重複訊
號的情況下，AWG可支援的最長波形持

圖3：AWG軟體通常包含每個AWG通道的正弦、矩形、三角形、鋸齒(斜坡)、SINC和DC波
形，使用者還可調整其振幅、頻率和相位。

續時間。在波形中支援「循環使用」或
重複冗餘元素的操作模式，將會減少所
需的波形記憶體容量。
AWG的最大輸出級必須符合測試
要求，否則可能需要外接一個頻寬超
過AWG的放大器，才能讓組合的頻寬
等於指定頻寬。
最高測試訊號振幅與最小振幅的比
率同時決定了測試的動態範圍要求。這
取決於AWG的振幅解析度，並以位元表

波形訊號源
頻譜數位器
頻譜AWG
頻譜數位器NETBOX
數位器(非頻譜)
數位示波器
試算表(Excel)
數學程式(MATLAB)
系統整合軟體(LabVIEW)
音訊錄製

傳輸檔案格式
.sb6dat, ASCII, Binary
.sb6dat, ASCII, Binary
.sb6dat, ASCII, Binary
ASCII, Binary, Wave
ASCII, Binary, Wave
ASCII
ASCII, Binary
ASCII, Binary
.WAV

表1：SBench 6支援的典型波形源和資料格式

示。請注意，AWG中的雜訊和非線性

例如正弦波、矩形波、三角波、鋸齒

的波形可導入於SBench 6中，並使

度將限制動態範圍小於理論值。實際的

波、SINC波和DC波形。每個波形的頻

用表1列出的任何格式發送到AWG。

性能通常以ENOB(有效位元數)表示。

率、相位和振幅都是可加以調整的；

AWG需要用於產生波形和操作控制

矩形、三角形和鋸齒波形的工作週期

訊號處理

的軟體。幾乎所有的AWG都附帶通用

也是如此。圖3顯示這種軟體控制的

AWG支援軟體中的訊號處理功能，讓

作業系統的驅動程式。例如Spectrum

典型例子。

使用者得以使用結合支援總和、差異、

的AWG提供了Windows和Linux驅動

以數學方程式為基礎創建波形是最

乘積和比率的波形運算組合多個波形。

程式。驅動程式讓你能使用通用程式

準確的方法。不僅精確且可重複，還能

移動平均和濾波(滑鍵/選值)可用來減少

設計語言和平台(包括C/C++、IVI、

夠提供很大範圍的測試訊號。波形創建

雜訊，提高輸入訊號的訊號雜訊比。

.NET、Delphi、Visual Basic和Python)

軟體包括一個函數編輯器，支援使用基

編寫自己的軟體。驅動程式還支援協

於文本的方程式產生波形。函數產生器

結論

力廠商軟體，如LabVIEW(Windows)、

編輯器接受文本格式的公式，還能選擇

模組化任意函數產生器可作為測試系

MATLAB(Windows和Linux)和

取樣速率、振幅和波形持續時間。

統的理想訊號源，它具有小尺寸、

LabWindows/CVI。AWG通常包含全功

配置靈活以及易於整合的特點。此

導入波形

外，它可支援高達400MHz的頻寬、

波形也可以從其它來源創建或取得，

1.25GS/s的取樣速率以及16位元的振

創建波形

包括像數位器和數位示波器等儀器，

幅解析度，使其得以提供廣泛的測試

如果使用AWG的波形產生軟體，則可

以及包括試算表、數學程式和系統整

解決方案。

以從多個預定義的波形中進行選擇，

合軟體等軟體工具。從這些來源取得

能套裝軟體，如SBenc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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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8650S
SILENT SWITCHER®2
無與倫比的超簡易設計
 寬 VIN 範圍：3.0V 至 42V
 全通道輸出時，各通道可同時 4A
電流輸出：
• 各通道最高電流可高達 6A
 Silent Switcher®2：
• 在任何 PCB 上使用仍具超低 EMI
• PCB 佈局簡易
• 內建電容器降低了輻射 EMI
• 展頻調變
 超低 IQ 的Burst Mode® 操作
• 6.2μA IQ (12VIN、5VOUT1 和
3.3VOUT2 條件下)
• 輸出漣波 <10mVP-P

突破的性能
Easy PCB Layout

94.4% Efficient at 2MHz

OUT1

6.2µA IQ

2 x 4A IOUT

LT8650S
OUT2

200kHz to 3MHz

CISPR 25 Class 5

Part Number

VIN Range (V)

IOUT (A)

VOUT(MIN) (V)

Frequency

IQ (μA)

Package

LT8609S
LT8640S
LT8643S
LT8653S
LT8650S
LT8645S
LT8642S
LT8652S

3.0 to 42
3.4 to 65
3.4 to 42
3.0 to 42
3.0 to 42
3.4 to 65
3.0 to 18
3.0 to 18

2A/3A Peak
6A/7A Peak
6A/7A Peak
2x2A/3A Peak
2x4A/6A Peak
8A
10A
2x9A

0.8
0.97
0.97
0.8
0.8
0.8
0.8
0.8

200kHz to 2.2MHz
200kHz to 3MHz
200kHz to 3MHz
300kHz to 3MHz
200kHz to 3MHz
200kHz to 3MHz
200kHz to 3MHz
300kHz to 3MHz

2.5
2.5
170
6
6.2
2.5
160
20

3x3 LQFN-16
4x4 LQFN-24
4x4 LQFN-24
3x4 LQFN-20
4x6 LQFN-32
4x6 LQFN-32
4x4 LQFN-24
4x7 LQFN-36

特性影片
Silent Switcher®2：每通道 4A 的雙通道
微功率降壓型穩壓器
video.linear.com/8008

產品手冊
www.linear.com/product/LT8650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