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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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的 SoC 中加速數據融合的技術：高性能感測器，語音和音頻處理
4 月 3 日 上午10:00 - 11:30
展示使用具有預先驗證的硬體和軟體的集成 IP 子系統的技術，使設計人員能夠整合並有
效處理來自低功耗系統中日益廣泛的融合元素的資料。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讓數位式電源設計變得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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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 轉換器支援多種寬頻應用
重點探討 RF 資料轉換器給無線電設計人員帶來的優勢和靈活性，并展示一些使用 RF
DAC 的發射器實例。
整合式 ADAS 網域控制器與汽車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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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中芯國際 (SMIC) 40LL & 40ULP 設計以提高速度和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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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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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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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的話
春節前幾週，我和敝社亞太區總分析師Yorbe(張毓波老師)閒步於黃浦江畔赫赫有名的外灘；我
們剛在申城主持了一場物聯網設計大賽，在這凜冽卻份外提神的清晨，我們一邊總結前兩天的心
得，一邊規劃籌備ASPENCORE未來的工作。
我們還討論了一個重要的新任務。
2015年ASPENCORE剛成立時，我們的初心即為電子科學和工程界提供即時、全面、可靠的
資訊服務；我們深刻體認到一種使命感，因為看到近年國際知名出版集團紛紛迫於盈利壓力，出
售甚至關閉與大眾性刊物相比讀者群較小、獲利不易的專業技術性刊物。我們看到了一個致力於
服務電子產業之媒體平台的急迫性，它不但要熱切地相信科技能改善人類生活與社會，也需要發
揮「無冕王」的影響力，忠實記錄來自產業界的聲音。
我們一直抱持的信念是，為了讓電子產業生生不息，必須有專注於這個產業的技術性媒體存
高志煒
W. Victor Gao
全球發行人暨執行董事
Publisher and Global Managing Director

在，而且需要蓬勃發展。
如果您從2015年就關注我們，您就會知道敝社對旗下刊物的精心致思；這是因為我們深知
這些刊物的清名來自諸多電子科技界前輩的苦心經營。我們小心翼翼地進行文章單元的去蕪存
菁，並逐步擴大提供高價值內容之全球技術專家陣容，同時也慢慢導入更多讓讀者耳目一新的原
創內容，例如跨全球編輯團隊共同合作的專題報導；2017年的「科技女力：堅持不懈的身影」系
列文章就是我們的努力成果之一，我們希望帶給讀者更多元、深入的分析報導。
貫穿這些變化的是一個「不變」：我們承諾以最高編輯標準嚴格審視資訊的真實性與可靠
性，並將讀者放在我們的第一位。因此在去年，當半導體產業發生供應商大規模併購潮時，敝社
資深編輯的觀點屢屢被北美主流媒體引用。
在亞太區，除了廣受歡迎的線上研討會，我們的線下技術講座亦巡迴北京、上海、台北、深圳
等城市，以滿足同樣喜愛現場學習、與專家面對面交流的當地讀者喜好；繼成都和武漢等新科技
重鎮，敝社還會將足跡擴展至印度和東南亞。在歐洲的西班牙與波蘭，我們添加了兩個具實際意
義的網站到ASPENCORE大平台；這些由熱情工程師創辦的網站將催生下一代的創新者與企業
家。而我們的國際特派記者也持續從全球各地為讀者挖掘珍貴的技術訊息。
場景回到上海外灘，我和Yorbe展望今後如何把我們的使命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在哪些領域
我們可以增添一些分析以滿足讀者不斷變化的需求？我們對刊物的改善規模應該如何─輕微
的調整或是大刀闊斧的改版？在亞太，我們沒有隨波逐流，在無窮無盡但難以驗證真偽的數位資
訊充斥每一個螢幕的大環境下，我們堅持印刷讀物仍承載著獨特的讀者信賴。
由於您的支持，我們每年遞增的訂閱量驗證了這一信念。但鑒於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新興科
技使得某些在過去沒有交集的技術出現聚合，我們是否因此需要整併某些設計專欄或是在其他
內容架構上做更大幅度的改變？我們又該如何更充分利用國際性平台優勢，結合紙本印刷、網
站，以及廣播媒體和現場活動，為我們的讀者帶來最大化的價值，同時幫助世界各地的科技廠商
與創新工作者走向全世界？
不覺間，我們已步離外灘，走進繁華的黃浦區，又路過文化韻味十足的石庫門建築群，前往參
加在新天地的下一個客戶會議；我們的筆記本已記滿思緒。而我們在北美和歐洲的編輯與創意團
隊，現在已經開始根據我們的想法展開規劃以及小組討論。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在未來幾個月我們全球的團隊整理設計ASPENCORE 2.0之際，我
誠邀您給我們致信，告訴我們您今年想從敝社讀到、聽到、看到、和參與到更多什麼樣的內容。
您可以透過電子郵件直接與我聯繫(victor@aspencore.com)，或者告訴任何一位您最信賴的
ASPENCORE團隊成員。猶如以往，真誠感謝您的支持，並在此祝您萬事如意、狗年興旺！

高志煒
W. Victor Gao
中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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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競相亮相MWC 2018。
EUV缺陷為晶片前景蒙上陰影
EUV將在5nm節點出現缺陷？
物聯網安全推動供應商走向「邊緣」
在安全的顧慮下，「邊緣運算」成為熱
門話題。

14

15

思維與觀點

歡迎來到「開放式
創新」世界！
嵌入式開放源碼軟體不僅可行，而且廣
泛用於當今世界上的大部份應用；換句
話說，實際的情況是「開放式創新」，開
放源碼授權只是其中的一部份。開放
式創新意味著放眼傳統企業孤島之外，
透過全球開發人員社群的集體知識與
力量，創造具有變革性的新事物。

16

精英訪談
Sigfox尋找物聯網利潤新引擎
這家法國物聯網公司執行長Ludovic
Le Moan能在今年年底前讓公司整體
營運達到損益平衡嗎？

創新天地
ST新系列IC多元化佈局自動駕駛市場
ST已經為快速變化的汽車領域準備
好一系列技術了，計劃藉由360度視覺
處理器、光達ASIC以及強大的ECU等
多元產品領域拓展汽車市場。
數位可編程電源IC支援USB
PD+PPS快充協定
PI針對AC - D C功率轉換 應 用推出
InnoSwitch3-Pro可編程電源轉換IC，
可實現多種自訂電源供應，滿足各種
快速充電協定要求。

網站內容
AI準備搶灘行動
PC市場

拆解三星S9：
有iPhone X的影子？

筆記型電腦/平板裝置的主機板上
可能很快就會出現人工智慧(AI)晶
片，像是英特爾(Intel)/Movidius開
發的視覺處理器(VPU)…

電子 產 品 評 論 家 為 即 將上 市 的
三 星(S amsung) 新款智 慧 型手
機 Gala x y S 9 陸 續 發 表拆解 報
告，他們都說S9的設計與去年的
Galaxy S8相較「太相似」…

https://goo.gl/f4LQLU

https://goo.gl/Ci2X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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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口不動手 智慧家庭用說的也能通
智慧家庭(Smart Home)雖然已經是
發展很久的議題，但市場似乎一直未
曾有爆發性的成長；不過，智慧家庭
在加入語音助理之後，2018年的發展
可望更上一層樓。

29

為嵌入式系統最佳化LoRa射頻性能
為了最大化覆蓋範圍和電池壽命，必
須從各方面考慮裝置設計。本文介紹
如何最佳化嵌入式設備的LoRa無線
電性能。
小型基地台確保5G連線能力
透 過小型基地台和分散式天線系統
(DAS)，可在5G網路中實現更高資料
容量，同時提高網路的服務品質。

個人語音助理時代已經來臨
瞭 解 語 音助 理的 工作 原 理，就可 以
利用強 大的 語音辨識 功能以及 藍
牙、Wi-Fi模組等工具，打造屬於自己
的產品。
RISC-V開放源碼架構改寫IoT處理器
遊戲規則
本文介紹RISC-V指令集(ISA)開放源
碼架構及其發展，以及在物聯網(IoT)
時代帶來的新機會。

設計新技術

數位主動降噪耳機設計要點
本文討論如何結合實際應用體驗，讓
前饋和反饋兩種降噪技術截長補短，
大幅擴展降噪頻寬，並實現40dB降
噪深度。

39

Dotdot：物聯網的語言
Dotdot是智慧裝置在任意網路上進行
通訊的通用標準應用語言；它基於IP
友好協定和IPv6，因此也易於擴展到
Wi-Fi或乙太網路等應用。

測試與測量
藍牙5：更快速、距離更遠 帶來全新
RF測試挑戰
藍牙5擴展了傳輸範圍以及提高資料
輸送能力，並在提高可靠度的同時保
持低功耗網狀網路。本文介紹藍牙5
導入的關鍵實體層增強，以及在藍牙
5裝置上的RF測量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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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MWC'18：5G商用熱身賽開跑
Junko Yoshida

隨著第一版的5G新無線(5G NR)
Release 15標準在去年12月底定，來
自全球各地的電信營運商與技術供應
商在今年的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WC
2018)齊聚一堂，競相發佈其5G晶
片、天線、互通性測試結果、新的合
作夥伴關係以及5G商用部署計劃。
行動產業的目標是儘早在2019年
啟動並運行5G網路。
然而，在編織著所有美好的願景
背後，很顯然地，必須仰賴毫米波
(mmWave)頻段佈署其5G網路的美國

圖1：MWC 2018

蜂巢式營運商，目前正面臨一連串前

邊走路邊講電話等情況，都可能很容

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正為此開發多

所未有的設計、驗證和實施等問題。

易失去訊號。

種解決辦法。」

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

對於行動產業而言，當務之急在

至於每個陣列應該使用多少天線元

通訊部門策略規劃經理Michael Griffin

於必須掌握RF設計方面的知識，以及

件(是4×4、8×8或更多？)、應該安

說：「針對6GHz以下的射頻(RF)蜂巢

為手機內部的天線陣列進行更策略性

裝多少天線(2支或更多？)以及應該加

式(Cellular)頻段，我們只需要關注訊

的佈局。

在PC或手機(側邊或背面？)的什麼位

號品質如何。」如今採用5G毫米波，

英特爾(Intel)在MWC展示了首款

置？目前都還沒有最佳實踐的教科書。

「我們最需要擔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訊

採用5G技術的二合一概念個人電腦

據聯發科技表示，天線陣列將不可避免

號在哪裡。」

(PC)。英特爾在這款PC原型機的背

地會與電池爭奪空間。這些資訊將成為

面整合了兩個4 x 4元件組成的大型天

系統設計人員的專有知識，他們都希望

線模組。

利用這些知識來差異化產品。

5G的毫米波頻段目前仍存在著高
傳播損耗、指向性(directivity)以及靈

英特爾通訊與裝置事業群先進裝置

是德科技的Griffin指出，5G毫米波

聯發科技(MediaTek)總裁陳一舟

技術總監Baljit Singh強調這只是一款

的挑戰讓測試變得更加複雜。他表示，

(Joe Chen)在接受《EE Times》採訪時

原型。他說，英特爾一直在學習如何

不只是最終的5G系統必須測試，RFIC

說：「我們目前正大量投資於5G。」

最佳化相控天線陣列的設計和佈局。

也一樣要通過測試要求。

他補充說，「雖然在4G時代落後了，

如果其中一個天線區塊遺失訊號，軟

由於天線和RFIC緊密整合在5G毫

但從那時起我們的數據機團隊進行了

體就會觸發動態切換訊號接收到另一

米波架構中，工程師無法透過電氣連

大量的工作，應該能夠滿足先進的5G

個天線陣列區塊。Singh說：「這並不

接器來測試RFIC的性能。因此，晶片

敏度受阻礙等問題。

設計人員在設計之前就必須進行空中

技術要求。」

傳輸(OTA)測試，但這是他們之前從

這說起來簡單，但5G毫米波在系

來不曾做過的。

統與晶片設計方面的要求與4G截然不
同。由於訊號具有高度指向性的本質

Griffin補充說，5G毫米波還帶來

以及更高的損耗，供應商必須開發多

新的「波束成形和波束控制」。依據

種天線。

訊號的可用性(是否有足夠的5G小型基

陳一舟坦言，根據使用者如何拿
手機、與其頭部有多麼接近或者是否

圖2：英特爾展示二合一PC原型，背面搭載
兩個大型的天線陣列單元

地台？)，5G系統必須能夠利用主波束
或切換到旁瓣，以提高訊號強度和鏈路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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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Griffin強調，這種波束成形和波
束控制機制使得5G測試更加複雜化。
接下來我們將分享在MWC 2018
觀察到的5G新方案，期望有助於讀者
迅速掌握5G的最新發展動態。

聯發科技
在5G時代，你可能經常會被問到：「
你拿5G智慧型手機的姿勢對嗎？」

圖4：華為展示5G行動Wi-Fi(左)、5G
CPE(中間)和5G數據機晶片

5G手機的設計師注意到消費者拿

CPE和5G數據機晶片。鑑於華為

手機的方式很不一樣。由於5G毫米波

Balong 5G01晶片的規模，它可能更

RF訊號對於障礙物十分敏感，包括使

適於整合至熱點，而非5G手機中。它

用者的手、頭部或鼻子，都可能在無

的尺寸太大了。儘管如此，該公司宣

英特爾

意中阻擋了訊號傳輸。

稱這款晶片將使華為成為「第一家提

英特爾在其二合一「概念」PC的背面

供包括網路、裝置與晶片級功能的端

加進了5G和天線陣列的設計，引發諸

對端5G解決方案。」

多討論。這兩塊模組不僅巨大，而且

5G毫米波訊號並不是靜態的；波
束成形可以持續地變化。手機需要一
組接收5G毫米波訊號的天線元件。

圖5：高通發表5G數據機晶片—X50

位於一個不尋常的位置。英特爾一直

例如，聯發科在MWC展示的5G原型

高通

圍繞著5G毫米波進行大量實驗，試圖

中加進了兩個2 x 8的天線元件。天

去年MWC的5G重點在於從理論上討

解決這個問題。

線陣列越大，接收效果越好。但天線

論5G的潛在應用— 從大規模寬頻

必須在緊密封裝的手機中與電池爭奪

到關鍵的通訊以及大規模機器通訊。

空間。

華為

設施(V2I)方面將變得更加重要。如果

將轉變為模擬5G的測試結果。其模

僅僅改變手中的重量就可能很輕易地失

擬建模了德國法蘭克福(Frankfurt)和

去手機訊號，那麼想像一下以70mph

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的實際

的時速執行任務關鍵的V2V通訊將面

情況— 這兩個城市都以現有的基地

臨多大的挑戰。
展示的車輛中內建4個5G天線陣列模

800MHz、28GHz頻譜的毫米波建模網

組— 分別位於這輛SUV的前面、後

路。4G的中級瀏覽速度為71Mbps；

面以及兩側。「去年我們在東京御台

到了5G時代，它將跳升至1.5Gbps。

場與Docomo、電裝(Denso)和愛立信

對於許多營運商而言，目前的5G都屬

(Ericsson)合作測試基於5G的C-V2X。

於「大規模寬頻」，以便更快速地瀏

它的進展十分順利，我們很快就可以完

覽網頁和下載8K視訊。

成這項任務。」

高通列舉18家主要的公司都將
在2019年發表的5G行動裝置中整

都與5G客戶端設備(CPE)有關。

合其X50數據機系列，包括諾基亞

該公司發佈了一款名為Balong

(Nokia)/HMD、Sony、小米(Xiaomi)、

5G01的5G數據機晶片，據稱可支援

Oppo、Vivo、宏達電(HTC)、

5G的所有頻段，包括sub-6GHz和毫

LG、Asus、ZTE、夏普(Sharp)和富士

米波，以提供適用於多種用途的完整

通(Fujitsu)等公司。不過，在這份名單

5G解決方案。

中獨缺全球前三大手機製造商—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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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jit Singh說，英特爾在MWC

舊金山的模擬基礎在於一個執行於

華為(Huawei)在今年MWC的展示重點

華為展示包括5G行動Wi-Fi、5G

5G蜂巢式的車對車(V2V)、車對基礎

今年，高通(Qualcomm)的展示

台位置與頻譜分配為基礎。

圖3：聯發科展示搭載最新5G技術的手機
原型

5G毫米波天線陣列的佈局在基於

(Apple)、華為和三星(Samsung)。

圖6：英特爾聯手Docomo、Denso和愛立
信進行基於5G的C-V2X測試

業界趨勢
愛立信

傳統以垂直分組方式在單一網路中定

愛立信(Ericsson)電信工程師Daniel

位網路功能。

Figueiredo展示高通與愛立信合作開
發的5G NR試驗成果。儘管4G無線訊

是德科技

號在3.5GHz頻段下能夠達到幾公里，

是德科技展示為5G設計打造的小型

但他表示，5G毫米波訊號只能延伸幾

天線量測暗室。Michael Griffin指

百公尺，這意味著營運商必須安裝許

出，5G毫米波本身就很複雜了，再加

多小型基地台。

上5G NR與2G、3G、4G、802.11、

圖8：是德科技展示5G小型天線量測暗室

免授權頻譜共存，帶來無止盡的各種

Pai在MWC發展專題演講中表示，他

頻段組合，造成了LTE和5G NR之間

計劃在今年秋天舉行毫米波頻段拍賣

的各種問題，包括時間校準、功率傳

會。更具體地說，他指的是在今年11

輸、訊號協調與行動性等。

月將會拍賣28GHz頻譜，隨後則是針

OTA測試需要天線量測暗室和設

圖7：Daniel Figueiredo解釋5G NR技術

對24GHz頻譜進行拍賣。

備，為發射機產生已知的類比毫米波

美國國會必須在今年5月13日以前

訊號，然後分析由喇叭天線擷取的

通過立法，Pai警告說，延遲國會採取

發射訊號。是德科技為晶片設計人員

行動可能會「延緩美國5G的未來」。

提供這樣的測試暗室。例如，新創

然而，就算在5月13日失敗了也並

對於5G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大規

公司Movandi與Keysight合作驗證其

不一定意味著整個5G的發佈會戛然而

模頻段上。NTT Docomo智慧ICT平

mmWave前端波束成形設計。針對

止。Pai推動毫米波頻譜的拍賣計劃似

台研究部下城拓也(Takuya Shimojo)

Movandi，是德科技的Movandi說：

乎受到T-Mobile和AT&T等主要營運商

藉由愛立信的攤位展示日本營運商的

「在新創公司的RFIC和波束成形天線

的遊說行動影響— 他們最近不斷地

「5G核心」(5G Core)成果。例如，

陣列方面，Movandi似乎比其他公司

敦促委員會拍賣電波。

網路切片(network slicing)技術是5G

的進展更早幾步。」

網路實現物聯網(IoT)服務的關鍵。

這些營運商希望透過更多的毫米
波頻譜與Verizon競爭，Verizon在上

他解釋，該技術將根據所需時間與位

FCC

個月收購了擁有各種毫米波頻譜授權

置以分散式網路提供連接能力，而非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主席Ajit

的Straight Path公司。

EUV缺陷為晶片前景蒙上陰影
Rick Merritt

極紫外光微影(EUV)技術據稱將在5

250W光源。如今，這些隨機缺陷的出

大尺寸之關鍵規格。然而，他們在製

奈米(nm)節點時出現隨機缺陷。根據

現顯示，針對半導體製造日益增加的成

作精細線條和電洞的能力還不明確。

研究人員指出，目前他們正採取一系

本和複雜性，並不存在任何解決問題的

列的技術來消除這些缺陷，不過，截

靈丹妙藥。

像McIntyre這樣的樂觀主義者認
為，針對這種所謂的「隨機效應」很快

比利時Imec研究機構的圖形專家

地就會出現一連串的解決方案。但一些

Greg McIntyre在日前於美國加州舉

懷疑論者則認為這樣的結果只是多了一

辦的國際光學工程學會先進微影技術

個讓人更加質疑EUV系統的理由—價

(Globalfoundries)、三星(Samsung)

會議(SPIE Advanced Lithography)

格昂貴且延遲已久的EUV系統是否真的

和台積電(TSMC)競相為明年的7nm生

上表示，最新的EUV掃描器可以印製

能成為晶片製造商的主流工具？

產升級其EUV系統至具有高可用性的

出代工廠為7nm所計劃的20nm及更

至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有效的解決
方案。
這項消息傳出之際，正值格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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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英特爾(Intel)微影技術專家Yan

業界趨勢

量產(HVM)
MX間距
時程

來源： Imec

閘數

中段製程 後段製程
# EUV
(MOL) (BEOL)

2018-20

36-40nm

5-10

2020-22

30-32nm

10-13

2022-24

26-28nm

12-16

2024-26

24-26nm

18-26

■支援193i

圖1：Imec研究人員指出，EUV微影將在5nm時出現隨機缺陷

通道

■混合解決方案

■支援EUV

圖2：Globalfoundries分享了對於何時以及如何導入EUV的
看法。(深綠色框表示高數值孔徑的EUV更受歡迎)
來源：Globalfoundries

Borodovsky預期，業界工程師應該能夠
使用EUV步進機進行2-3次曝光，打造出
5nm或甚至是3nm元件。但他在此次活
動的主題演講時也指出，隨著晶片缺陷
的不斷上升，最終將迫使工程師們採用
新的容錯處理器架構，例如神經網路。
最近的缺陷突然出現在15nm左右的
關鍵尺寸上，而這是針對2020年代工製
程製造5nm晶片所需的技術節點。EUV
製造商ASML在去年的活動中提及，該
公司正在準備可印製更精細幾何尺寸的
下一代EUV系統，但這些系統要到2024
年之後才會推出。

圖3：Imec認為，下一代EUV可望在2025年以前投入商用

「製造業將會因為良率降低而受到重

進行更多的工作，以便微影技術人員在

隨機缺陷有多種形式。有些是造成

大的打擊⋯⋯如果我得為此負責，那

採用光罩護膜覆蓋之前檢測EUV光罩。

不完美的電洞；有些則是線狀裂縫、或

麼我要說是時候退休了，」一位退休

「為了充份利用EUV，我們將需

者是在兩線和兩電洞之間形成短路。由

的微影技術專家在有關5nm缺陷的討

要光化檢測系統，儘管仍在開發中，

於這些缺陷尺寸過於微小，研究人員有

論會上說道。

但它可以輔助目前已經可用的電子束

時得花幾天時間才能找到。

來自Globalfoundries的技術專家則

(e-beam)光罩檢測系統。」

McIntyre描述發現和消除錯誤時會

在另一場專題演講中發表更加樂觀但相

Borodovsky在採訪中表示，另一個

遇到的挑戰。例如，一些研究人員提出

對理智的看法。Globalfoundries研究

可能導致5nm缺陷的因素是現有的EUV

了衡量線條粗糙度的標準方法，這正是

副總裁George Gomba在回顧致力於

光阻劑材料缺乏均勻度。此外，他還表

瞭解缺陷的關鍵之一。

EUV近30年的歷程時說道：「這是一

示支持直接電子束寫入，因為EUV使用

項艱鉅的任務，而且接下來還有更多工

的複雜相移光罩最終將膨脹至目前浸潤

作要做。」

式光罩價格的8倍。

另一個問題是，目前還不清楚光阻
劑材料碰到EUV光源時會發生什麼變
化。McIntyre指出，「現在還不知道有

當今的NXE 3400系統「不符合我們

Borodovsky表示，到了2024年，

多少電子產生，以及會創造出什麼化學

期望的一些發展藍圖要求，所以[在7nm

缺陷可能變得非常普遍，以至於傳統

物質⋯⋯我們對於物理學還不是完全地

時]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如果不提

的處理器將無法以先進製程製造。使

瞭解，所以正在進行更多的實驗。」他

高生產力和可用性，我們可能難以發揮

用記憶體陣列與內建嵌入式運算元

指出研究人員已經測試多達350種光阻

EUV的最大價值。」

件的實驗晶片可能具有更高的容錯能

劑和製程步驟的組合了。

良率在7nm/5nm備受關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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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ba指出，5nm時的隨機缺陷包

力，例如IBM的True North晶片，以

括細微的3D斷裂和撕裂，例如線條上

及惠普實驗室(HP Labs)以憶阻器打

的缺口等。他還呼籲在所謂光化系統上

造的成果。

業界趨勢

物聯網安全推動供應商走向「邊緣」
Nitin Dahad

在今年的嵌入式電子與工業電腦應用展

潛在新攻擊手法。」

物聯網晶片(IoT-on-a-chip)封裝整合

(Embedded World 2018)上，來自全球

他補充說：「任何具有IP網址的

了i.MX應用處理器系列的功能，並支

的參展商們不約而同地聚焦在「邊緣運

裝置或感測器一旦連到公司的網路，

援Wi-Fi/藍牙標準，讓消費和工業產品

算」(edge computing)上，強調在邊緣

便可能開啟後門，造成毀滅性的網路

開發人員能快速地打造小型物聯網產

裝置(edge device)處理更多資料，以

安全事件。」

品。Lees表示，該公司專有的超低漏

這篇報告中並提到物聯網的應用

電SRAM比傳統記憶體減少了10倍的

這也許是由於歐盟(EU)的通用資

正快速成長，預計在2018年底，約有

靜態漏電，能與三星(Samsung)非揮

料保護規則(GDPR)即將在5月25日全

5/6的組織都會採用某種程度的物聯網

發性STT-MRAM記憶體搭配使用，實

面生效，或可能只是因為目前的裝置

技術，而安全顧慮成為阻礙物聯網普

現更快1,000倍的喚醒時間、比傳統嵌

缺乏足夠的安全性。

及的首要因素。

入式快閃記憶體更低400倍寫入功率，

避免傳送敏感的資料到雲端。

最近一篇關於物聯網(IoT)網路安

因此，在今年的Embedded World

並可實現更長100倍的電池續航力，從

全的報告將原因指向了後者。資安

中看到各種圍繞著物聯網邊緣運算的相

而打造出「即時啟動」(instant-on)的

公司Trustwave SpiderLabs副總裁

關產品發表與展示，就一點也不令人意

物聯網邊緣節點產品。

Lawrence Munro發佈了IoT網路安全

外了。此外，業界大廠也積極發表完整

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ST)

的調查報告，他表示：「隨著物聯網持

的物聯網生態系統或平台，瞄準在封閉

展示最新的STM32WB無線SoC，結

續普及，製造商們由於急著將產品推向

迴路環境中隱藏的安全風險。

合微控制器(MCU)以及為物聯網同時
支援多種通訊協定標準的能力。這些

市場，而忽略了網路安全基礎的重要。
我們看到由於這些製造商不熟悉安全編

支援多種無線協議的IoT晶片

裝置結合基於ARM Cortex-M4的多功

碼概念，導致產品存在漏洞，有些整合

恩智浦(NXP)積極閘釋物聯網邊緣運算

能MCU以執行主要的應用，以及Arm

至最終設計已長達十年之久。由於更新

能力的重要性。NXP資深副總裁兼微處

Cortex-M0+核心以減輕主處理器的負

物聯網產品在本質上極具挑戰性，因此

理器總經理Geoff Lees說：「具備自我

擔，並提供藍牙低功耗(BLE) 5和IEEE

即使發佈增補程式(patch)，許多產品

學習能力的邊緣節點系統開始影響物聯

802.15.4通訊標準執行即時作業。此

仍然容易受到攻擊，而且增補程式通

網，並擴展至閘道器與邊緣裝置進行處

外，該無線功能還可支援其他無線通

常都還沒有開發出來。廠商需要正確

理。未來的邊緣運算將需要高效能的運

訊協定，包括OpenThread、ZigBee

地記錄，並在他們的網路中測試每個

算能力、資料蒐集的安全性、管理與決

或專有協定，提供更多連接至物聯網

連接到網路上的產品，或是面對成千

策能力。」

的選擇。

上萬種易於被網路攻擊者用來犯罪的

在NXP展示的裝置中，超小型的

ST微控制器部門總經理Michel
Buffa表示：「終端用戶不斷追求功
能更好、價格更實惠的智慧連網產
品，STM32WB系列提供開發人員需
要的進階整合和雙核心效能，以滿足
使用者的需求。此外，STM32開發生
態系統的相容性帶來設計優勢，能夠
大幅縮短智慧燈、健身追蹤器、醫療
監視器、信標、標籤與安全裝置等新
產品的上市時程。」
GreenWaves Technologies是另
一家強調在邊緣進行處理的公司。該

圖1：Embedded World 2018

公司的GAP8物聯網應用處理器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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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就是為什麼該公司主打本地運算和儲

傳輸，該公司提到只有一小部份的資

存。Kontron表示，嵌入式伺服器或霧

料被用於工業流程，所以該系統利用

伺服器(fog server)將會是一個巨大的

GE Predix分析套件分別應用於邊緣

成長領域。霧伺服器類似雲端系統，

和雲端，以便更能運用這些製程中所

但位於本地。Kontron表示，該公司能

產出的資料，來減少停機時間並降低

夠讓客戶在裝置端加入更多智慧功能。

運營成本。

針對其邊緣至霧運算策略，Kontron
推出了一款嵌入式伺服器ZINC CUBE

瑞薩揮軍乙太網路模組市場

C232，專門設計給執行複雜運算任務

瑞薩電子(Renesas Electronics)在會

的應用，例如需要處理和分析大量資料

中宣佈進軍工業乙太網路模組市場，

的機器學習或人工智慧(AI)。它採用平

進一步提升其晶片業務。該公司稱其

波隆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與

台式設計，適用於工業應用、分析、AI

新型I-RJ45為工業用乙太網路介面的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urich)基

和嵌入式視覺。此款嵌入式伺服器支

完整解決方案，在RJ45連接器中加入

於RISC-V技術所開發的平行超低功耗

援時效性網路(TSN)，最多可連接四個

了完整的電子與軟體功能。

(PULP)運算開放源碼平台，可開發、

埠，適用於邊緣和霧運算，可搭載第七

該解決方案整合單埠或雙埠RJ45

部署與自主操作智慧感測裝置，以擷

代英特爾(Intel)伺服器級的處理器，並

連接器，並支援各種工業網路從屬

取、分析與分類影像、聲音或振動等眾

支援高達32GB的DDR4 RAM記憶體。

(Slave)應用，包括感測器、發射器、

圖2：德州儀器(TI)在Embedded World
展示其SimpleLink MCU平台，並發表新
款MCU，為Thread、Zigbee、藍牙5和
Sub-1 GHz提供多標準和多頻段連接性

多資料來源後開始執行動作。經最佳化

Kontron也宣佈與NXP合作，為下

閘道器、操作人員終端機(opera t or

的GAP8可執行大量的影像和音訊演算

一代工業物聯網邊緣裝置帶來更多智慧

terminals)和遠端I/O。此外，它還包

法，包括卷積神經網路(CNN)推論，且

與效率，包括雲端運算、邊緣運算與工

括一個智慧RJ45模組，配備嵌入式軟

極具能源效率，這歸功於整合的8核心

廠端的創新，也就是所謂的工業4.0。

體以支援多個工業乙太網路協定堆疊。

通用電器(GE)旗下GE Power也在

軟體套件和樣本程式碼為系統製造商提

總部位於都柏林的S3半導體(S3

Embedded World推出新一代工業網

供了一套完整的工具和架構，有助於其

Semiconductors)展示其SmartEdge

際網路連接控制(IICS)解決方案。該

打造應用，而無需任何額外的前置成

平台，可提供成本最佳化的客制單晶

公司自動化與控制部門資深產品經理

本，並免除複雜性。

片解決方案，滿足物聯網邊緣所需的效

Vibhoosh Gupta表示：「我們盡可能

I-RJ45模組解決方案是一款隨時

能。該公司表示，在邊緣進行處理是一

地讓機器更聰明。雲端平台也許能提

可用的硬體和軟體解決方案，已預先

個快速發展的趨勢，可在來源加速資料

供更具彈性的運算環境，這對於車隊

通過PROFINET認證，可用於大量生

分析，並降低對於雲端處理的依賴，進

管理是非常有幫助，但是對於需要即

產的應用程式。瑞薩電子計劃未來支

而更快速地進行決策。

時分析的應用來說，將資料發送到雲

援包括EtherCAT和EtherNet/IP等其

端會造成資料的延遲處理，所以我們

他工業通訊協定。利用通用的應用程

別無選擇，只能走向邊緣。」

式介面(API)輕鬆地連接到通訊協定軟

運算叢集和卷積硬體加速器。

邊緣裝置通常需要耦合至資料轉換
器的高靈敏度感測器類比前端(AFE)、
執行複雜嵌入式軟體的MCU、具有安

GE IICS解決方案為來自工業系統

全性，並支援有線或無線通訊介面。

邊緣的資料提供儲存、分析以及快速

將所有這些功能整合在一起，通常需要
本地校正和低延遲即時控制能力，從而
帶來巨大的設計和整合挑戰。S3表示
其平台可在單個ASIC中整合感測、校
正、控制和通訊功能。

邊緣到霧運算與工業物聯網
控創科技(Kontron)也強調許多業界人
士不願意將資料放在雲端的顧慮，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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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瑞薩I-RJ45工業乙太網路模組

體，並可整合到瑞薩電子的其他ASSP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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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歡迎來到「開放式創新」世界！
Mike Wishart，efabless執行長

我們都同意開放源碼(open source)軟體徹底改變了軟體
產業。無論是對於企業軟體、搜尋以及社群網路(social
networking)的各個環節，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但事情的發展並非總是如此。嵌入式開放源碼軟體之
父Jim Ready曾經告訴我，早期的情況讓他知道開放源碼
並不會起飛，因為他們無法放心地將其程式碼交給在遙遠
世界一方的一群青少年。
那麼，猜猜看為什麼？嵌入式開放源碼軟體如今不僅
可行，而且還廣泛用於當今世界上的大部份應用中。

樣，企業或個人分別在高度結構化計劃的不同階段中作出貢
獻。或者，它可能是非確定性的，就像IC參考設計的情況那

換句話說，實際的情況是「開放式創新」(open

樣，社群成員可以反覆地以全新和創造性的方式進行複製與

innovation)，開放源碼授權只是其中的一部份。開放式創新

分流。這些參考設計可能結合開放源碼和專用IP，以及掌握

意味著放眼傳統企業孤島之外，致力於利用全球開發人員社

經濟規模與IP權利的每一家公司或個人貢獻者。

群的集體知識，以及透過這些社群創造具有變革性的新事物。

關於邁向IC開放式創新趨勢的一個早期有趣例子是開

軟體的開放式創新是由許多方面實現的：例如透過

放源碼的RISC-V計劃，該計劃獲得了Nvidia和Western

Git進行版本控制的軟體原始碼代管服務GitHub、應用

Digital(WD)等業界公司的支持。最近，在開放源碼代工目

程式商店(app store)，以及諸如Topcoder等群眾外包

標設計流程中，建立了一個採用RISC-V核心的開放源碼參

(crowdsourcing)平台。儘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一旦實

考設計。創新社群的開發成員將會複製並改編這一開放源碼

現了，集合群眾產生的創新潛力將令人難以想像。

參考設計，使其成為一個完整且隨時可用的設計文件集以及

如今，在許多方面，硬體都採用了開放式創新的原

案例驗證測試台和韌體程式碼之一部份。

則。例如，「自造者運動」(Maker Fairs)是人類創造力

此外，諸如Arm等專用架構可能也具有同樣的開放

明顯且引人注目的表現形式，它不分年齡和背景地開放給

性。Arm的M0和M3核心授權協議可以在無需前期成本與

所有的參與者。「駭客松」(hackathon)活動也是常見的

具吸引力的使用費情況下提供。Arm mbed提供簡化的軟

創新平台，例如Hackster.io。也就是說，硬體正處於擁

體創造過程。

抱社群之力走向商用化產品的發展初期。在這方面，半導

這只是個開始。讓我們想像一個具有完整設計平台的

體產業仍處於黑暗時期(the dark age)，只在另一條前進

線上市場潛力— 這個平台將開放給經驗豐富且具有卓越

的替代道路上閃耀著第一道曙光。

獨創性和能力的全球設計師社群。該線上創新平台將為設

讓我們由上至下地檢視開放式創新帶來的困境和機會。

計社群提供從構思到製造的IP和IC所需之一切。

當今的物聯網(IoT)裝置需要以更具成本效益的「封裝」

· 社群成員和客戶將很容易取得：

方式整合各種技術。為了取得可用的硬體系統而將解決方案

· 制定、溝通並達成設計要求；

推向市場，系統級創新人員可能更關注於資料或用例，而非

· 定量評估設計規格是否順利完成；

多方面進行部署。要取得技術資源並不容易，為客製應用量

· 取得代工廠的多專案晶圓(MPW)，以提交原型。

身打造客製化解決方案的成本也高得令人無法負擔；特別是

這一架構將讓社群共享並修改晶片。市場將包括可客製

當系統級創新人員及其供應商的規模較小、資金欠缺時，這

的參考晶片設計和社群、第三方和代工廠IP。設計人員可以

個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依據自己的需求，透過社群取得類比、數位與混合訊號IP。

解決方案來自於志同道合且相互聯繫的創新者社群，他

對於半導體產業來說，邁向這一旅程的時機恰到好處，

們彼此之間透過互補的技能組合以無摩擦的方式進行合作。

同時也有助於加速擴展社群創建的物聯網解決方案。歡迎來

這些社群將利用基於雲端的平台，以更低的成本打造原型。

到「開放式創新」的世界！

業務流程可以是高度指向性的，就像群眾外包發展流程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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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本刊網站：https://goo.gl/k38nSz)

精英訪談

Sigfox尋找物聯網利潤新引擎
Rick Merritt

法國物聯網公司Sigfox共同創辦人兼執

最終誰將脫穎而出。Sigfox主要依靠一

行長Ludovic Le Moan正面對從物聯網

家創投公司支持，並保持技術專有。相

(IoT)中取得投資報酬率(ROI)的巨大壓

較之下，NB-IoT和LoRa則基於公開的標

力。在完成5輪共1.5億美元的融資後，

準，可支援來自多家上市公司的產品。

他面臨著在2018年底前讓公司整體營

Sigfox藉由打造一款原型，並從法

運達到損益平衡的最後期限。

國開始部署網路，再擴展到歐洲以及走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Le Moan估計

向全球，實現了最近4輪融資的目標。

部署於全世界各地的各類型Sigfox網路

而其下一個也是最艱鉅的目標是在今年

必須擁有大約1,000萬個付費節點。然

第4季達到盈虧平衡。

而，截至目前為止，大約只有400萬個。

為了讓公司的財政盈餘，Le Moan

無論最終能否達到目標，自2000

目前依靠的是物聯網領域中最熱門且

年成立Sigfox以來，Le Moan一直致力

競爭最激烈的兩大市場— 資產追蹤

於推動為物聯網打造最低成本網路的

(asset tracking)和安全(security)。

Ludovic Le Moan
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
Sigfox
20個城市。這同時也是法國新創公司

他說：「我們在各個不同的垂直市場

Seniordom在為期一年經過1,500人的

目前，一個Sigfox鏈路的硬體成本

擁有多達500項計劃，但營收主要來自於

試驗後所開發的老年照護解決方案之一

大約在1.2~2美元之間，較幾年前的12

安全和資產追蹤……針對像追蹤貨櫃、棧

部份。預計在今年底以前，成都政府將

美元已大幅降低許多。該公司的營收

板、汽車和行李，你無法以5~6美元的成

投入3億歐元於成都啟動部署。

主要來自於連網費用，針對至少支援

本支援包括電池、收發器和封裝。一旦你

1月25日，該公司將其合作夥伴生

10,000個節點的客戶，每台裝置每年的

達到這個目標，商機可謂無限大—而這

態擴展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四個國家，

網路綁定價格大約是5~6美元

願景。

正是我們在物聯網領域的第一個機會。」

他們將成為Sigfox的獨家營運商。目

去年，Sigfox揭露了一項設計，據

Le Moan說：「這個市場最終將會

前，Sigfox在該地區已有9家營運商/合

稱能夠讓提供基本功能的收發器價格降

十分巨大，但問題是資料的價值是什

作夥伴，其中包括一家墨西哥公司，Le

低至20美分以下。對於擁有100萬個以

麼……如果模組的成本要1美元，而資

Moan並提到，去年在墨西哥當地發生

上節點的營運商，Sigfox的連網費用已

料的價值低於這個數字，那就沒有什麼

大地震後，這家營運商是當時唯一能馬

經降低至每台裝置約1美元的年費了。

市場可言。這完全取決於客戶對於資料

上部署的網路。

Le Moan在接受專訪時說：「我們
一開始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傳遞簡短訊
息，等到有一天，硬體和傳輸成本將會
趨近於零—這就是我的目標，一個漫

的需求、對他們的價值，以及如何以最
低成本取得這些價值。」
他表示，當今物聯網的最大難題就
在於從尚未擷取的資料中找到價值。

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等感測器
製造商建立合作關係，將Sigfox的超低成
本收發器設計整合於其晶片中。Sigfox將
免費提供設計給合作夥伴。

遊全世界的網路。」
根據市場調查公司IHS Markit的資

Le Moan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前與意

20美分的收發器

目前，一家總部位於韓國的公司

料顯示，2017年Sigfox的出貨量還不到

今年1月，Sigfox在邁向其2018年的目

已經將Sigfox現有的收發器整合於其

9,000個模組，市佔率排名第三，遠遠

標道路上取得了兩筆重大交易。

LTE-M模組中，提供作為備份網路。這

落後於LoRa和NB-IoT。IHS Markit並預

今年1月9日，Le Moan在法國總統

項設計已經在一個月內完成，其中還包

測Sigfox的年銷售可望在2021年時成長

馬克宏(Macron)、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括200行新的程式碼。Le Moan建議，這

10倍，但仍位居LoRa和NB-IoT之後。

平的見證下，與電信營運商中國聯通

款更簡單的20美分設計還可嵌入於筆記

根據業界分析師指出，這三種技術

(China Unicom)於中國成都簽署合作意

型電腦的主板以及其他各種產品中，支

分別採用不用的商業模式，這可能決定

向書，準備將Sigfox網路部署到中國的

援內建資產追蹤器等應用。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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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新系列晶片多元化佈局
自動駕駛市場
Junko Yoshida

汽車產業正掀起一場自動駕駛平台大
戰，但作為全球最大半導體公司之一
的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
ST)卻顯得有些低調，似乎並未像彼此
之間直接競爭的輝達(Nvidia)、英特爾
(Intel)和瑞薩(Renesas)等對手一樣受
到關注。
不過，如果因此而低估了ST在全
球汽車市場的地位，這樣的想法就太
過於冒險了。
雖然該公司尚未正式發表產品，

圖1：每輛車預計將使用多少晶片？

來源：Strategy Analytics、STMicroelectronics

但已經為快速變化的汽車領域準備好

動力傳動到車身控制等領域都展現強

Architecture的32位元車載MCU(3核

一系列的技術了。首先是一款強大的

勁的市場佔有率。」

心設計，採用40nm製程技術執行於

微控制器(MCU)系列— 基於ARM

ST汽車與離散元件產品部總裁

Cortex-R52，採用6核心設計，主攻

Marco Monti在接受《EE Times》採

至於新款ECU有哪些競爭優

汽車產業中迅速倍增的資料流量問

訪時表示：「汽車中所使用的元件越

勢？Monti列出了不少賣點。首先，

題。ST還聯手合作夥伴，為L3/L4自動

來越多。」無論是採用傳統內燃機引

ST宣稱為連接各核心與內部網路的架

駕駛車開發360度ASIC視覺處理器。

擎(ICE)的車輛與車載資通訊、油電混

構及其週邊實現了最佳化。再者，ST

未來並打算將28nm FD-SOI技術應用

合車(HEV)、電動車(EV)還是自動駕駛

還採用「自家28nm FD-SOI技術，其

於這兩款新晶片中。

車，都離不開晶片。在Monti看來，ST

中整合了新的16/32Mbyte快閃記憶體

的優勢在於「能從汽車各個領域的變

(flash)單元(相變記憶體)。」

此外，一款全新的光達(LiDAR)
ASIC也在開發中，該晶片將繼續沿用

革趨勢中捉住每個成長機會。」

ECU承載更多資料處理任務

ST-Mobileye合作擴展至
EyeQ6

ST為高階智慧型手機開發的飛行時間
(ToF)技術。

200MHz)更高15倍的處理能力。

ST顯然並未忽略這場高度自動駕

ST不久前透露該公司正在開發三款車

ST的汽車營收中有3/4都來自大量的

駛車競賽，也未遠落人後。然而，與

用新晶片的計劃。Monti透露其中一款

汽車市場部門，產品包羅萬象，包括

其他廠商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這家晶

就是基於ARM Cortex-R52的引擎控制

車載音訊、ICE動力系統、被動安全

片巨擘正致力於將觸角伸向汽車市場

單元(ECU)，採用執行400MHz主頻的

和車身等。例如，ST宣稱在用於引擎

的各個不同領域，以攫取更多的營收。

6核心設計。這款代號為‘Stellar’的

控制的ASIC/ASSP市佔率高達33%、

VSI Labs創辦人兼負責人Phil

ECU將發展成為可擴展的晶片系列，

車用照明佔45%、車用音訊放大器佔

Magney表示：「相較於許多的其他

專用於因應「動力傳動和安全發展藍

40%，ADAS用的射頻(RF)與視覺系

半導體公司，ST在自動駕駛車(AV)堆

圖」的需求。新的ECU採用28nm FD-

統佔30%。

疊方面確實沒什麼動作。然而，ST在

SOI製程技術製造，預計在今年出樣。

Monti堅信，這些產品的營收雖然

汽車市場的發展相當多樣化，從資訊

ST打算進一步提高其處理能

無法直接來自高度自動駕駛車領域，

娛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

力，使其達到較現有基於Power

但跨足汽車多元領域的「穩健技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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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馴服

■
■
■
■
■
■
■

10 MHz 頻率基準 ...
... 還有更多 !

GPS/GNSS 馴服 10 MHz
TCXO, OCXO 或 Rb 時基
相對 GPS 和 UTC 時間標記
具 12 位元數/秒的頻率計數器
信號源︓正弦︐方形︐三角形 & IRIG-B
內置分配放大器
乙太網和RS-232介面

此 FS740 GPS 馴服 10 MHz 頻率參考以銫基
準的零頭價格提供與其相當的穩定性和相位
雜訊︒
其主要功能包括︓一個12位元/秒的頻率計數
器︑具有可調頻率和幅度的DDS合成源︑內
置分配放大器︑以及相對於UTC或GPS的事件
時間標記 ︒
可選的OCXO或銣鐘（PRS10）提供優於
-130 dBc / Hz 的相位雜訊︒

FS740 ... 2745 美元 (全球通價格)

Tel: (408) 744-9040 • www.thinkSRS.com
www.thinkSRS.com/products/FS740.htm
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2-2655-2200
傳真：886-2-2655-2233
Email：sales@teo.com.tw

創新天地
冗餘目標的必備感測器技術。」

礎」，讓ST成為像Mobileye、英特爾

說：「這也是一項合作開發的計劃，

等公司的強大合作夥伴。

不過合作夥伴並非Mobileye。」他並

不過，光達目前的阻礙之一在於

Monti指出，Mobileye和英特爾在

未透露合作夥伴到底是誰，而僅表示：

成本太高。Monti說：「憑藉著可靠

汽車產業其實沒有什麼經驗，它們的

「針對這款基於視覺的處理器，我們將

運作的矽晶技術，我們相信光達在進

強項只有演算法和運算。他說：「我

其IP與深度學習整合至28nm FD-SOI

入大規模量產後，將能達到預期的成

們自認為是Mobileye/英特爾真正的合

技術的車載CMOS解決方案，」瞄準

本目標。」

作夥伴。」在Monti看來，ST穩健的

L3/L4的輔助駕駛應用。

然而，由於ST在AV堆疊競賽中
缺席，讓人不免懷疑它是否計劃開發

汽車產業基礎，能夠整合Mobileye/英
特爾的演算法(IP)、產生網表，並執

光達ASIC即將問世

AV平台。Magney觀察到ST並未投入

行生產與測試其旗艦級視覺處理器等

ST在感測器技術的開發方面也下了不

AV堆疊，而是保持提供元件的市場定

任務。此外，ST還能確保Mobileye/

少功夫。

位，這是因為「開發AV堆疊需要大量

Magney指出，「ST正加快感測

的合作，而適合的處理器技術組合仍

器技術的研發腳步，例如雷達、攝

不明確。因此，對於ST來說，相較於

Mobileye/英特爾新一代視覺處

影機和光達等。但就像其它領域一

供應元件，開發AV平台的睹注風險

理器EyeQ5專為L4/L5自動駕駛車而

樣，ST通常只在模組中的一個元件加

太大。」

設計，預計在今年出樣。Mobileye在

以著墨。在汽車市場，ST更像在幕後

EyeQ4之前的產品一直外包給ST代

一樣，默默地為多種不同應用提供選

ST和SiC

工，並採用其28nm FD-SOI技術進

擇性元件，例如電動車必備的碳化矽

IHS Markit汽車半導體資深分析師Zhen

行生產。

(SiC)二極體。」

Zong同意這樣的看法，他認為ST的不

英特爾的EyeQ晶片滿足所有車用級產
品的安全要求。

儘管Mobileye/英特爾為了新的

在ST目前開發的項目中，最值得

EyeQ5而將製程技術從FD-SOI換成

關注的是光達晶片。Monti表示：「我

FinFET，但這款新晶片最終仍改交由

們正在開發內建於光達中的接收器。」

Zong指出，ST的類比IC、MCU、

台積電(TSMC)生產。Monti說，ST與

ST並為其導入了開發和設計於高階智

邏輯IC和離散元件廣泛用於全球許多

台積電密切合作，採用標準的微影技

慧型手機的「ToF概念」。

不同的車款中。他說：「根據我們的

同之處在於其「非常廣泛的產品組合，
涵蓋汽車領域的各種應用」。

術並特性化該晶片。台積電採用7nm

「我們將它設計成一款針對車用

分析，ST用於被動安全和ABS剎車系

FinFET製程技術來製造EyeQ5。而ST

市場的光達ASIC，」預計從2019年開

統的類比IC，使其在汽車類比IC市場

與Mobileye/英特爾的合作則擴展至尚

始出樣。ST並預期一級供應商和系統

佔據主導地位。」

未發佈的EyeQ6—這款專為Level 5

OEM將用於2020-2021年的產品中。

在金融分析師眼中，ST也是一支

自動駕駛車而設計的處理器晶片將於

Monti相當看好光達的發展。

潛力股，因為它打造了一條幾乎涵蓋

Monti坦言，有些供應商認為只要有好

全產業鏈的產品線，從低壓MOSFET到

除了與Mobileye的合作夥伴關

的視覺處理器和雷達晶片組合，有一

高壓IGBT以及其他電源裝置等。Zong

係，Monti表示ST的開發團隊也在設

天可能會讓光達變得多餘，但他說：

說：「這表示ST完全有能力直接接軌

計360度的ASIC視覺處理器。

「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因為Level 5

即將來臨的HEV和EV市場，協助汽車

自動駕駛車必須使用光達，這是用於

製造商打造完整的設計解決方案。」

202X年面世。

針對這款產品的相關細節，Monti

Monti透露，SiC的普及速度遠超
過預期，光是在2017下半年就賣出了
超過200萬個SiC模組，預計今年的出
貨量還會擴張10倍。
在ST針對SiC市場的諸多創新中，
最讓Monti團隊驕傲的是一種專用的
SiC模組，它可以直接加進用戶的電
圖2：ST新32位元高階車用MCU系列Stellar將在今年出樣，可望為車用領域帶來更高
的ECU處理能力
來源：STMicr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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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模組中。「這種解決方案是機電整
合的典型案例，」運作效果相當好。

創新天地
不過，ST並非SiC市場的唯一

是它們看到了「支援高電壓電動車應

如果英飛凌在2017年順利收購這家公

廠商。Zong指出，「ST和英飛凌

用的需求持續成長」。Magney說：

司，現在應該已經取得巨大優勢了，

(Infineon)都在電力電子IC開發方面

「高電壓車用市場還很新，但發展前

可惜這項收購案最終被美國政府以政

累積豐富的經驗，並積極擴展至SiC市

景相當強勁，未來的高壓應用可能會

策考量之故喊卡。」

場。以SiC MOSFET來說，ST正佈署

高達到800V。」

從市場角度來看，Zong說：「ST

基於平面結構的元件，而英飛凌則採

Zong解釋，多年來SiC裝置的開

從特斯拉(Tesla)取得了大量訂單，而

用溝槽結構，「這種更新世代的技術

發一直受到「材料品質的阻礙」。

英飛凌則穩居中國市場。」不過，究

性能更強，但成熟度也相對較低」。

在電力元件(MOSFET、二極體等)領

竟哪一家公司將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域，Wolfspeed是市場領導者之一，

現在還很難說。

兩家公司都在深耕SiC業務，主要

數位可編程電源轉換IC支援
USB PD+PPS快充協定
Susan Hong

USB Type-C高速傳輸介面徹底改寫

側和二次側控制器之間採用FluxLink磁

電，無需採用外部LDO以節省PCB空

了電子產品的充電方式，新的USB PD

感應耦合技術，跨接在安全的隔離帶之

間。此外，新的IC還配置整合式匯流排

3.0並進一步支援可編程電源(PPS)快

間，而無需使用光耦合器。」透過同步

電壓、電流和故障報告遙測以及動態設

速充電協定，容許對匯流排電壓和電

整流、準諧振切換和精確的二次側回授

定的保護功能，例如OTP、輸出OV/UV

流進行精確調節。然而，如何因應各

感測與控制電路，同樣在整個負載範圍

和短路，大幅降低離線式電源供應器的

種電源電壓規格打造靈活的電源解決

實現高達94%的效率。此外，InSOP-

BOM成本，同時簡化設計複雜度。

方案，成為系統設計人員的新課題。

24D封裝方案在一次側與二次側之間提

因應最新的USB PD 3.0+PPS規

供>11.5mm的安規距離，以實現高可靠

格，閻金光說InnoSwitch3-Pro IC幾乎

性、突波保護和ESD穩定性。

可支援各種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

Power Integrations(PI)日前針對
AC-DC功率轉換應用推出InnoSwitch3Pro系列離線返馳式開關電源IC，透過簡

那麼為什麼不在這顆IC中同時整

平板電腦、智慧音箱等動態電池的快速

單的I C和低成本微控制器(MCU)支援數

合I C與MCU，達到更高的整合度？閻

充電協定，包括高通QC4、華為SCP、

位式可編程電源/電壓、可手動設定且可

金光解釋，因應客戶的系統複雜度不

三星FCP以及OPPO VOOC等。此外，

現場調整的電源轉換特性，能在一款設

同，InnoSwitch3-Pro提供支援市場各種

還可針對需要負載控制或可設定輸出的

計中實現多種自訂電源供應，滿足各種

品牌MCU的彈性，讓客戶保有根據實際

非充電應用，透過單一設計實現20-65W

快速充電的通訊協定要求。

需求選擇MCU的靈活度。

之間的多種自訂電源供應方案，從而減

2

2

PI資深技術培訓經理閻金光介紹，

他指出，該MCU的供電直接來自

新的InnoSwitch3-Pro數位式可編程電

InnoSwitch3-Pro功率轉換IC的3.6V供

少設計時間、安全核准與開發成本，並
快速響應客戶要求。

源轉換IC是在原有的InnoSwitch3基礎
上加進了帶數位介面(I2C)的進階控制引
擎，可精確動態調整電壓與電流，並搭
配微控制器(MCU)或從系統CPU取得輸
入指令，根據不同的輸出規格對於離線
式源進行數位化控制。
閻金光說：「新款IC的設計架構和
去年發佈的InnoSwitch3一樣，在一次

InnoSwitch3-Pro IC以I2C進階控制引擎進行數位化可編程電源轉換，實現精確的電池
充電控制
來源：Power Integration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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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口不動手
智慧家庭用說的也能通
Anthea Chuang

智慧家庭(Smart Home)雖然已經是

家庭可以稱為智慧家庭。而智慧家庭所

波高潮，是由語音控制所激起。博雲智

發展很久的議題，但市場發展似乎未

創造的市場產值，根據GfK報告，2015

能(Link of Things)執行長張伯維表示，

成有爆發性的成長，不過，智慧家庭

年達485億美元，隨後成長態勢逐漸

對於老人或非智慧裝置的重度使用者來

在加入語音助理之後，2018年的發展

趨緩，預計仍維持每年約80億美元的

說，要花時間了解或是操作手機應用程

可望更上一層樓。2018年消費性電

成長速度，預期2018年市場規模將達

式(App)或是家庭的控制面板，相當有

子大展(CES)中，各家大廠如亞馬遜

710億美元。

難度。透過語音，可以更直接的下達

(Amazon)、蘋果(Apple)、Google、

此外，台灣經濟部也預估，若以

指令，操作相對簡單，因此不僅智慧

三星(Samsung)、樂金(LG)、海爾

台灣800萬戶家庭，滲透率25%來計

家庭相關大廠看好語音控制在智慧家

(Haier)…等服務或家電製造業者，紛紛

算，每個月支出2,000元，預期110年

庭的發展力道，其他應用領域，包括

相互結盟，並展出最新智慧家庭產品。

台灣智慧家庭服務年產值可達新台幣

車用、室內定位…等，都已開始導入語

480億元。

音控制這項既有卻直至近期才更有發揮

值得關注的是，智慧語音助理

空間的技術。

結合智慧家電，在2017年逐漸發酵

這些成長估算數字，對相關業者來

後，2018年將可看到更多借助智慧語

說可能相當具有吸引力，然而要讓智

相對的，也因語音控制直覺、簡單

音助理的應用及系統真正出現在生活

慧家庭持續成長，近年備受矚目的語

易用的特性，刺激消費者對於導入智慧

周遭，為智慧家庭市場挹注更有力的

音控制可謂功不可沒。雖然語音助理

家庭的意願更高。再者Amazon透過低

發展動能。

的概念是由Apple智慧型手機中的Siri

價補貼方式，將Echo智慧喇叭賣給其

所開啟，但Amazon Echo智慧音箱卻

電子商務的PRIME會員，雖然是打造新

語音控制為智慧家庭市場注入
活水

是最快跳脫手機之外，讓語音助理在

型態的線上購物使用體驗，但也同時助

智慧家庭「發光發熱」的裝置，逼得

長了智慧家庭的發展。

從今年CES觀察，智慧家庭依然是相關

Google、Apple相繼跟進，以強化其在

業者主要的發展目標。根據市調單位調

智慧家庭市場的佔有率及地位。

查統計，到2025年，全球將有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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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說，智慧家庭市場的新一

因此2018年CES已可見到有更多
的家電、鬧鐘或是其他產品不但可連
網，並具備可透過Alexa、Google個人

聚焦：物聯網
助理(Google Assistant)或Siri控制的特

們都身處相同的無線網路中，但彼此之

始進行標準融合的工作，可望加速解決

性。CEVA行銷策略總監Moshe Sheier

間沒有連接。

智慧家庭連網裝置不相容的問題。陳

表示，語音是最自然的人機介面，它可

也就是說，連網技術百百種，哪一

俊志認為，2018年的智慧家庭百花齊

執行觸控及手勢做不到的免持操作，因

種最合適？各家業者自然有心中「最佳

放的通訊標準，不僅會慢慢收斂為主

此成為控制智慧家庭裝置的理想方式。

人選」，但連帶造成連網技術不同，各

流的幾項技術，如藍牙(Bluetooth)、

除此之外，與繁忙的辦公室或吵雜的街

家產品無法互通，甚至雲端系統也無法

Thread、ZigBee或Wi-Fi...等，還會出

道相比，家庭是一個相當私人、安靜而

共通，「各自為政」的結果導致消費者

現能夠支援多種標準的單一裝置。如

狹窄的場所，因而也較適合語音控制的

使用上的不便，進而降低使用意願。

此一來，一方面可以降低產品設計複

不僅如此，智慧家庭整體也並未有

雜度，使各家業者的產品能進一步相

共通的雲端服務標準可以讓業者追尋，

容，還能使裝置與雲端之間的閘道器

現今最流行的智慧家庭語音控制

終端製造商必須跟著雲端服務供應商及

(gateway)消失。

設備是智慧音箱，例如Amazon Echo

網通產品相關製造商的腳步，才能製造

陳俊志解釋，所謂的讓閘道器消

或Google Home，以及用於控制智慧

出可通用於市場的產品。然而能讓業者

失，例如，手機並未內建ZigBee，若

家庭裝置的雲端虛擬助理。透過連接

稍感安慰的是，目前市面上智慧家庭雲

要透過手機控制家中內建ZigBee的燈

智慧音箱到其他智慧家庭設備，可以

端服務僅有Apple、Google、Amaon

具，或是ZigBee燈具的資料要上傳到

實現多重裝置的語音控制，例如提供

三大巨頭，財力較大的業者可在產品中

雲端時，都需要透過額外的閘道器作為

語音命令，像是「Alexa，請Blink啟動

都支援三大業者的自有智慧家庭標準，

中介。若是單一裝置支援多重標準，意

我家的安全系統。」因此，以一個聰明

但是財力較小的公司，只能依靠過人的

味著，裝置本身可以依據要執行的工作

的智慧音箱可作為私人音訊管家為出發

「靈感」，擇一押寶。

選擇相對應的技術，如透過ZigBee下

使用環境，因此在家庭中採用語音控制
可說是順理成章。

沒有互連為一個完整智慧家庭網路

控制、要與手機連結將資料傳上雲端時

的裝置，沒有能夠使用單一的網通產品

切換為使用藍牙，就不需要再透過閘道

不過，即使語音助理可望為智慧家

連上單一雲端進行控制或是資訊分析，

器，使用者在使用上也能更加簡便、在

庭挹注新的發展動能，但單靠語音控制

消費者可能必須在手機針對不同廠商的

建置智慧家庭系統時也可更為容易。

就能讓智慧家庭的發展持續暢旺嗎？當

品下載一個應用程式，或者是在家中得

業者普遍認為，目前燈具控制部分

然不會那麼容易。

擺上不同廠牌的遙控器，每次使用就得

已採用ZigBee為大宗；而若需要透過

「猜」是否開對應用程式或拿對遙控

手機連接則以藍牙為主。意法半導體

標準化至關重要

器。若是你，這樣的智慧家庭使用環

(STMicroelectronics)亞太區類比、微

何以智慧家庭先前未能顯著成長？

境，能接受嗎？

機電與感測元件資深技術行銷工程師

點，智慧家庭將更為便利，未來也可能
更「個性化」。

Nordic Semiconductor區域業務經理陳

消費者不想用智慧家庭產品，智慧

謝景翔則表示，觀察現階段智慧家庭

俊志表示，即使先前業者普遍認為只要

家庭的市場發展自然令人無感。不過

連網裝置的發展，可發現藍牙5.0因擁

將裝置加上連網功能，勢必能帶動智慧

2018年情況已開始改變。

有網狀網路(mesh)與低功耗的特性，有
後來居上的態勢，未來智慧家庭裝置內

家庭的成長，但事實上，智慧家庭並非
裝置連網即能「坐等營收滾滾來」，背

百花齊放通訊技術標準正在收斂

建藍牙5.0的比重將逐漸增加。

後牽涉到許多連網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博雲智能技術長王雲龍指出，智慧

這並不是說其他的短距低功耗通訊

Sheier認為，目前的智慧家庭裝

家庭要能大力發展起來必須天時地利人

技術會完全被排除，而是在不同的使用

置是把智慧功能內建到設備本身的單

和，也就是整體生態系統、連網裝置與

環境下會有最適用的通訊技術出現，並

點設備，可稱為「邊緣運算」(Edge

雲端服務都要相對成熟，且需要統一標

逐漸收斂為只剩幾項主流無線技術，這

computing)或結合了由雲端系統軟體

準消弭不相容問題，再加上要克服進入

正呼應智慧家庭單一裝置支援多重無線

提供的智慧和分析功能。流行的智慧

門檻，簡易安裝步驟，提升消費者使用

標準的發展趨勢。且這也顯示業者的想

家庭設備是連接到網際網路的新版本

經驗，才能有較好的開展。

法，技術那麼多，支持者也眾多，押對

傳統家用產品，像是恆溫器、照明、

在此之前，可透過雲端服務將智慧

寶也不容易，更不可能只有一種無線通

車庫門遙控器和門鎖等。不過，今天

家庭的家電產品串連起來，但這並非百

訊技術能夠獨大，因此將最有可能的幾

現有的這些設備大多各自分散，儘管它

分之百的解決之道，所幸，已有大廠開

項技術挑出來，在單一晶片中全數支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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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或者與第三方進一步合作，將是
最佳的方式。
選邊站時刻來臨
將龐雜的無線技術「理清」後，還
有雲端辨識與服務系統的問題需要解
決。不僅如此，大多數業者都無法做到
由上至下的垂直整合，專精的技術可能
只佔整體生態系統的某一部分，因此得
與多方公司進行合作，這將提高產品研
發成本與難度，而這也導致業者得面臨
選邊站的時刻。

智慧家庭語音控制運作架構

來源：博雲智能

張伯維說明，目前三大雲端服務供

式介面(API)的不同產品彼此互連，以

另外，現今的語音辨識技術對於斷句不

應商各自有自己的雲端服務平台，且透

提供更優異的用戶體驗。例如，一個

明確、台灣國語或是語義部分的辨識度

過語音控制智慧家庭裝置，產品更是需

智慧家庭系統能於門鈴攝影機辨識出

也有待加強，這不僅對使用者而言會產

要支援三大業者的雲端平台，才能使語

主人離開家時降低供熱溫度、關閉燈

生困擾，也是當前語音辨識需突破的技

音控制系統得以精確辨識語音指令及運

光並鎖上大門及啟動安全系統。最近

術面問題。

作順暢。但並非所有的廠商皆有能力同

Amazon以10億美元收購Ring，即反映

Sheier則認為，目前自動語音辨識

時支援不同的雲端服務平台，此時廠商

智慧家庭解決方案供應商正在尋求更深

(ASR)和前端語音處理的最新發展已使

僅能依市場發展風向，選擇何種語音辨

度的垂直整合以擴大其產品組合，一方

得語音控制相當成熟和有效。ASR引擎

識技術與雲端平台。

面希望能夠主導智慧家庭生態系統，一

可以理解多種語言和口音，而語音生物

方面能夠提供更無縫連接的智慧家庭解

辨識可用於辨識系統中預先登錄的特定

決方案予消費者。

用戶，以在智慧家庭環境中提供不同的

據了解，目前三大巨頭勢力消長情
況，前兩年已Apple HomeKit較為熱

權限。但是，目前的技術仍然限制在5

門，今年是Amazon獨領風騷。明年是
在很難說得準，且這三大廠商未來是

技術日新月異 強化語音控制
精確度

否會有在智慧音箱之外整合其他周邊的

智慧家庭或是語音控制標準的收斂之

產品計畫，也尚未明朗，這也相對考驗

外，還是得考慮現階段語音控制技術仍

廠商對於智慧家庭產品的設計佈局。

有哪些技術上的不足與未來發展，才能

上述的問題在人工智慧(AI)進入到

使語音控制技術能夠更深入到人們的日

語音辨識技術後，相信可迎刃而解。林

常生活，發展腳步能更加穩健。

志豪認為，自然語言處理(NLP)漸漸的

否會換成Google Home熱度較高，實

而語音控制技術未來是否能夠標準
化？王雲龍認為，因牽涉到利益的問

公尺的範圍內，並且難以在多人同時
交談或吵雜的環境中操作。
AI推一把

語音辨識更精確

題，大廠是否開放其語音相關關鍵性

Simple Care開放長照智慧系統產

會解決斷句、語義…等問題，因為自然

技術，也仍在未定之天，也許未來業者

品設計林志豪表示，以智慧音箱來說，

語言處理已漸可做到情感語義分析，肯

彼此間會進一步組成策略聯盟，推展某

現在大部分的使用者還是用來聽音樂為

定可以判斷某一些句子是無意義的「雜

一項智慧家庭或語音控制技術，但現階

主，使用者對於其精準度的要求大約是

訊」。不過，如何將AI順利加入到語音

段業者僅能以何種技術使用率較高作為

在對智慧音箱下指令時，才較為重視，

控制裝置中，這也將考驗業者的能力。

選擇的依據。

也就是在使用者說的時候要精準。

不僅如此，現在主流語音辨識技

Sheier亦觀察到智慧家庭產業開始

林志豪進一步解釋「精準」的定

術，由於開發者主要的語言使用環境是

趨向整合的情況。他提到，未來，這些

義，例如，透過Echo下達播放音樂的

透過英文，因此許多非英語系國家消費

智慧家庭連網設備將透過中央集線器不

指令時，若是講了跟播放音樂無關的

者在使用語音控制時，有時會面臨系統

斷增加彼此的互連，從而實現「深層

幾句話，Echo可能就無法辨識，而人

突然「聽不懂」的狀況。不過隨著人工

連接」(deep linking)。深層連接亦即

類卻可以透過關鍵字就可清楚地知道哪

智慧的導入語音辨識軟體演算法的能力

讓來自不同供應商和使用各種應用程

些是真正的指令，而那些語句是廢話。

可望不斷提升，可預期未來語音辨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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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終端設備邊緣處理(on-device

智慧音箱能否忽略錯誤的指令，或是辨

edge computing)功能，以便在沒有雲

識正確的說話者，如小朋友惡作劇亂下

端系統連接的情況下實現語音控制和聲

指令、小偷用語音開啟家中門鎖…等狀

軟體演算法的精進，也需要配合較

音感測，從而改善延遲和隱私。未來幾

況，也是讓使用者相當頭痛的安全性問

佳的硬體麥克風相輔相成，才能提供使

年內將可看到採用這些技術的智慧揚聲

題。此時即可彰顯語音控制結合聲紋辨

用者較佳的使用經驗。謝景翔指出，語

器和其他語音控制設備。

識的重要性，目前仍是得觀察大廠的語

術會更加適用於非英語系國家。
MEMS麥克風扮演重要硬體角色

音控制或是智慧音箱對於微機電系統

林志豪提醒，非技術面的挑戰將以

音辨識入口是否會加上聲紋辨識功能，

(MEMS)麥克風的要求是，首先是高辨

跳脫智慧音箱至所有特殊產品上，例如

才能進一步實現在終端產品上。然而，

識度、再來則是靈敏度、麥克風的效

照護上的使用者介面，假設是給獨居長

加入聲紋辨識不但可提高安全度，也可

能與更優異的訊噪比(SNR)。

輩使用，有沒有辦法串接的很人性化，

以讓產品製造商推出更「個性化」的專

意法半導體類比、微機電與感測元

讓老人家在也可「無痛」使用？例如語

屬產品，因此可預期未來市面上也會出

件技術行銷經理陳建成補充，要讓數位

音對語言的轉換、是否要接上網路線、

現加入聲紋辨識技術的語音控制產品。

或類比訊號的麥克風更能符合語音控制

電話線或是插上SIM卡，以保持網路通

技術的需求，業者皆致力於在縮小封

訊訊號暢通？另外，對外連網的技術也

跳脫控制領域 未來路更長遠

裝、降低功耗、強化聲學過載點(AOP)

很重要。

未來智慧家庭語音控制會如何變化？殺

效能，以及更好的訊噪比表現。其中，

對此，陳俊志表示，智慧家庭中的

手級應用又會出現在哪裡？業者普遍認

聲學過載點的表現越佳，智慧音箱在吵

無線短距網路，在傳輸語音封包時，會

為，語音控制若不只是被動的收音、下

雜的環境中，收到的聲音不會過於失

先將封包壓縮，以利於其既有的頻寬速

指令，而能轉變為雙向的溝通，並可提

真，也能過濾掉背景雜音。

度可順利進行傳輸。上述的一些技術與

供更多資訊，例如針對天氣給予使用者

除了辨識軟體精確度及硬體產品的

非技術面考量皆可透過軟體與硬體解

穿衣服的建議、提供食譜…等，抑或者

加持外，語音控制技術也面臨非技術性

決，而使用者對語音控制技術較大的非

不限於單一的智慧音箱，而是分散於多

的挑戰。Sheier指出，一些非技術性的

技術面考量，是否採用該技術的關鍵，

個裝置，進一步解決控制命令無法「翻

挑戰例如隱私，可說是消費者主要關心

主要為安全性。

牆」傳輸到另一個房間的問題，這樣將

的一個問題。使用者也許會思考，「語

可更提高使用者的使用意願。

音控制設備是否一直在記錄我的每句說

安全性為重要考量

話？」、「我所說的每一句話，會不會

影響語音控制技術進入到智慧家庭或

大宗在手機上的就是看天氣、行事歷、

透過智慧音箱被有心人士聽到？」

其他應用領域的原因很多，包括使用

打電話與播放音樂，而在手機以外的裝

為了消弭使用者的疑慮，相關業者

者的習慣是否被建立、是否提供更多

置上，幾乎還是以音箱控制為大宗。但

也戮力研發新技術以克服這些挑戰。例

「控制」功能以外的附加價值、是否有

目前情況有一點變化，例如從台灣之光

如把不同用戶說的話分離，這就牽涉

更「特別」的應用出現，以及安全性的

阿福寶(AfoBot)與華碩(Asus)Zenbo，

到利用複雜演算法來分離每個用戶的

問題。其中，安全性可說是消費者最為

可以發現由單一的音箱產品，轉變為機

語音，且能夠理解語音串流方向，知

關注的部分。

器人產品，雖然量還不大，漸漸的可以

林志豪認為，目前語音控制應用的

道哪些涉及語音命令，哪些只是背景

陳俊志說明，語音控制因為牽涉到

人聲。另一個即將出現的趨勢是採用

網路傳輸的部分，因此勢必會引發消費

另外，語音控制在居家照護，以

者對其安全性的疑慮，不過現在各傳輸

及可「聽聲辨位」的室內定位也可望

技術都有其獨特的加解密方式，也有相

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且BMW也宣佈將

關晶片業者專注於安全晶片的研發，應

在2018年的車款加裝Alexa，協助駕駛

該可以解決消費者的擔心。更何況，現

應付更多行車狀況，開車時將不再手忙

今的駭客會選擇對其「有用」的內容，

腳亂。謝景翔指表示，智慧家庭在語音

做入侵、擷取或破解的動作，一般的家

控制之外，若能再結合視覺的應用，將

電控制命令語音，對駭客的吸引力可能

有更多發展空間，如門鈴如果能結合語

相對較低。

音與人臉辨識，即可提供多重的安全保

未來智慧家庭各類系統的控制將無須動手，
僅需動口
來源：Arctic Air

張伯維補充，不僅駭客令人擔憂，

發現差異化產品的出現。

障，可望提高消費者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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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智慧音箱唯一用途就是擔任

可能到2022年才會開始衰退。

慧電視，各種裝置都能夠收聽指令。

語音助理，以語音負責中央控制角

為讓語音控制技術走的更長

因此，當語音助理大量滲透到其他行

色，成為家庭中心，因此Consumer

遠，Amazon 將Alexa雲端架構都開放

動裝置，智慧音箱將不再是家裡唯一

Technology Association(CTA)預測，

給有興趣做大語音控制市場的業者使

的語音入口，即便如此，此舉卻能讓

智慧音箱仍有1~2年的爆發成長，美國

用，讓大量低階連網裝置也可以導入

語音助理有機會變成消費者「非用不

市場約在2020年開始衰退，全球市場

Alexa，從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到智

可」的技術。

個人語音助理時代已經來臨
高通公司

在過去的這個聖誕季最受歡迎的禮物
之一就是個人虛擬助理，尤其是搭載
語音使用者介面(VUI)的設備。

擇，例如：
資 訊 搜 尋：透 過 網 際 網 路 查 找 資
訊，例如時間和天氣查詢等。

自2011年Siri推出至今，語音助

任務處理：設定鬧鐘、發送訊息、

理設備已經變得家喻戶曉。目前約有

播放音樂和視訊、線上購物、智慧家庭

7億人在使用人工智慧(AI)個人助理，

協調等。

到2021年預計將成長到近20億人。
從Siri到Google Assistant、亞馬遜
(Amazon)的Alexa和微軟(Microsoft)
的Cortana，AI個人助理如雨後春筍不

資訊收集：客服中心收集使用者資
訊、醫療服務提供初步診斷。
技能培訓：透過與AI老師交談來學
習一門新的語言。

斷湧現。三星(Samsung)去年也推出

使用VUI可以協助使用者擺脫鍵

了Bixby語音助理，Facebook預計今

盤、螢幕和拼字檢查的束縛，尤其適合

年實現自主虛擬助理的商業化。

免手持的通訊以及無障礙需求。

作為開發者，瞭解這些設備的工

· 虛擬助理使用觸發詞(如‘Ok
Google’、‘Hey Siri’)來「喚
醒」，以確保只在命令下達時才執
行。
· 音訊被記錄在設備上，經過壓縮並
透過Wi-Fi傳輸到雲端。通常會採用
降噪演算法來記錄音訊，以便雲端
「大腦」更容易理解用戶的命令。
· 使用專有的「語音轉文本」平台將
音訊轉換成文本命令。透過指定的
頻率對類比訊號進行採樣，將類比
聲波轉換為數位資料。
· 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來處理文本
以確定所需的操作。首先使用詞性

作原理以及如何利用其功能非常重

組成元件

標註來確定哪些詞是形容詞、動詞

要。這些語音助理設備中內建了藍

語音助理的硬體元件包括揚聲器和麥克

和名詞等，然後將結合標記與統計

牙(Bluetooth)、Wi-Fi模組— 例如

風、藍牙和Wi-Fi模組以及標準電腦系

機器學習模型，推斷句子的含義。

高通(Qualcomm) QCA9377-3，以

統架構(CPU、RAM等)。雖然設備中內

· 如果命令操作需要進一步的搜

及處理器— 例如 Qualcomm 驍龍

建很多技術，但真正的「大腦」通常駐

尋，系統將立即進行搜尋。例如，

(Snapdragon)行動平台。本文將深入

留在雲端。

「嘿！Siri，什麼是Snapdragon行

探討如何完美融合這些模組。

要開始編寫VUI應用的最簡單方法

動平台？」將觸發網際網路搜尋，

是使用類似Dialogflow的庫，它整合了

並返回所得到的資訊。

對話和基於命令的互動

所有的主要應用組成元件。如果想深入

「大腦」會在雲端建構相應的答

對話介面是模仿人類交談的使用者介面

研究這個「大腦」，可以學習更多關於

案，並且從語音樣本資料庫中檢索最佳

(UI)。個人助理主要有兩種：聊天機器

自然語言處理(NLP)和機器學習知識。

的輸出詞，然後將這些詞拼接起來形成
句子，並返回硬體向使用者播放。

人(或基於文本的互動)，以及語音使用
者介面(或語音啟動助理)。語音啟動助

過程和原理

理通常是基於命令的AI互動—你需要

作為一名開發者和設計師，要充份使用

可以透過強大的語音辨識功能以及最新

「喚醒」並給它下達命令。

這項技術，重要的是瞭解如下的完整命

藍牙/Wi-Fi模組與3D音訊等技術，打造

令互動過程：

屬於自己的產品。

語音啟動助理是日常工作的理想選
24

電子工程專輯 | 2018年4月 | www.eettaiwan.com

瞭解了語音助理的工作原理，你就

聚焦：物聯網

RISC-V開放源碼架構改寫
物聯網處理器遊戲規則
Paddy McWilliams，CEVA產品行銷總監

過去十年來，開放源碼(open source)
軟體已經成為科技領域的最佳催化劑。
如今，開放源碼的力量帶來了自由發
展，所產生的社群也在硬體世界中得
以立足。基於這些原因，RISC-V贏得
了極高的人氣。本文介紹RISC-V指令
集(ISA)架構，以及如何在物聯網(IoT)
時代改寫處理器生態的遊戲規則。

什麼是RISC-V？
RISC-V是一個開放的指令集架構，
最初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圖1：RISC-V包含最小的32位元基礎指令集，以及一系列可擴展至支援64位元、128位
元運算的指令集與其他擴展。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計，到生產商業處理器核心的公司，如

考慮成本，例如面積(包括閘數和記憶

的電腦科學系開發，主要基於流行的

SiFive、Codasip、Andes和Cortus。

體大小)、版稅和整個授權費用。它還

精簡指令集運算(reduced instruction

這些當代處理器的實現範圍十分廣

要考慮其他商務方面的因素，包括供應

set computing；RISC)原則，就和

泛，從簡單物聯網處理器到運行Linux

商鎖定、保證與賠償、商業報告義務、

ARM、MIPS以及其他常見的商用處理

的應用處理器，都是基於一套共同的

進行修改的合法權利等等。

器架構一樣。

指令集，從而反映出RISC-V較封閉式

考慮所有這些因素，大多數設計人

RISC-V在2010年開始成型，現

商用ISA的關鍵優勢，即差異化和選擇

員往往採取一種「安全」選項，通常使

在已經成長為一個巨大的全球合作計

的自由，以及可以更換處理器供應商

用一個專有的商用處理器，並且經常綁

劃，橫跨多所大學和工業領域。非營利

而不至於遭受產品重新架構的痛苦。

定在以前使用的系列。然而，站在策略
層面來看，很多公司對於選擇限制日益

的RISC-V基金會(RISC-V Foundation)
為其提供了一致性，不僅指導底層ISA

免費的所以一定存在風險？

增加但強大的商用處理器IP供應商感到

規範，也扮演市場引擎的角色來推廣

在這一點上，謹慎的做法是考察實際

不安。人們渴望擁有更多的商業自由，

RISC-V途徑。

情況，查看新產品設計中影響處理器

打破封閉指令集的鎖定，這不光是在授

需要澄清的是RISC-V的指令集

選擇的因素。如同大多數的設計決策

權和版權使用費方面有意義，也有利於

架構，顧名思義是一項指令集的架

一樣，它涉及很多技術和商業因素，

實現差異化。

構規範，而不是一種具體的處理器設

有些是基於硬指標，有些則基於難以

計。從開放源碼指令集架構開始，很

量化的方面。

這種需求使得RISC-V揚帆起
航。RISC-V開放源碼的指令集架構為

多的學術和產業團隊創造了多種不同

技術指標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處理

晶片公司提供了現實的選擇，超越普

的處理器設計，但本質上都採用同一

器是否具備足夠的馬力？支持後續產品

通的商業選項，避免承擔過度的策略風

種語言。快速瀏覽RISC-V基金會的

的可擴展性？是否匹配功率封包？是否

險，就如同Linux、FreeRTOS和許多

網站，就可以看到上面展示了大量

滿足所需的安全層級？有沒有友好熟悉

其他開放源碼的即時作業系統(RTOS)

的處理器實作，從Rocket、Orca和

的軟體開發/除錯環境？用戶能否繼承

在今天無可爭辯的替代了商用作業系

PULPino等完整的開放源碼處理器設

之前的程式碼庫等等。商用標準必須

統(OS)。特別是在那些消費物聯網裝置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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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的小型嵌入式處理器上，這種選
擇非常現實。許多知名的一階(Tier 1)
公司，包括Western Digital (WD)和輝
達(Nvidia)，已經公開宣佈了自家公司
的意圖，甚至著手展開了大規模的生
產。此外，還有更多的公司正在評估
RISC-V，其中一些甚至秘密地開始進
行先進的設計。
例如CEVA RivieraWaves的 Wi-Fi
和藍牙IP產品設計。在RISC-V的潛力
吸引下，這些通訊技術需要一個小型
處理器以執行協議堆疊，目標就在於

亂序執行核心

創建一個預先整合的參考平台，讓客
戶自由選擇處理器。由於IP的架構設

循序執行核心

圖2：RISC-V處理器核心性能比較

計滿足超低功耗的操作，即使是先進
的無線網路(Wi-Fi)配置，對於處理器

RISC-V處理器核心，能夠達到2.44

合、模擬和創建一個新的FPGA二進

馬力的需求也很溫和。

Coremark/MHz這個不錯的成績，並且

位檔，實現完整的RivieraWaves Wi-Fi

簡單來說，我們需要邏輯閘數少、

和硬體需求完全吻合。根據內部的性能

展示平台。此外，已經在多個不同商用

能源效率高、成熟的處理器，再加上

基準和程式碼密集度測試結果顯示，已

處理器上進行開發和部署多年的現有

一個熟悉的商用級軟體開發環境，可

經達到與同級最佳處理器相當的水準。

協議軟體，在兩週時間內就能移植到

以產生節省晶片面積的精簡程式碼。

同樣重要的是根據我們的經驗顯示，將

RISC-V平台了，包括移植、測試和系

該處理器設計必須易於部署(全速執

一個完整的系統移植到RISC-V所需的

統級驗證。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多

行)在FPGA和ASIC/ASSP上，而且還

工作量非常少。

虧了熟悉的GNU GCC / GDB和LLVM

必須具備與我們的授權IP業務相容的
法規架構。
例如，CEVA選擇20K閘數的

以更複雜的Wi-Fi平台為例，用嵌
入式RISC-V處理器取代商用處理器，
只需花費一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整

編譯器/除錯器環境。
總的來說，這個專案是一次重大
的成功，RISC-V真正兌現了承諾。

Dotdot：物聯網的語言
Ezra Hale，Silicon Labs軟體系統工程經理暨ZigBee聯盟Mesh IP技術小組委員會主席

IoT網路標準的關鍵：通用應用層

識，形成了ZigBee叢集庫(ZigBee

和標準化的方式，能與ZigBee網路的

2013年時，有三名工程師(分別來自

Cluster Library，ZCL)中的門鎖叢集

其餘部份和外部世界進行通訊。

一家協定堆疊供應商和兩家彼此競爭

(Door Lock Cluster)。

這聽起來乎平淡無奇，但是重要

的門鎖製造商)坐在波士頓(Boston)一

在應用層，ZigBee透過稱為「叢

的是，這些工程師進行的工作已經在

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裡，針對建構他

集」(Cluster)的實體提供標準化的通

ZigBee中重現了數百次。在過去的

們的物聯網(IoT)裝置達成協議。兩家

訊協定。叢集定義了裝置能發送或接

十年中，ZigBee的成員公司已經建

製造商的門鎖設計各具特色，都希望

收什麼命令，以及裝置注意哪些資料

構了ZigBee叢集庫，涵蓋範圍從照明

能融入ZigBee生態系統，並且以相同

或屬性。門鎖叢集定義了包括依照預

到窗戶感測器，從恆溫器到智慧電表

的方式進行產品通訊。這次想法交流

定時間表的上鎖及解鎖時間以及密碼

等各種應用功能。這是ZCL的核心，

的衝擊產生了一些具有爭議的地方，

鎖等所有功能。因此，在ZigBee協定

當被移植到其他網路傳輸時，它便是

但是幾天後，這些工程師們達成了共

堆疊的絕對頂層，門鎖有著非常明確

ZigBee所提供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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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 • 台北南港展覽館 401+402abc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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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物聯網
在物聯網中，每個智慧裝置都必須
在應用層中理解和使用相同語言。人

門鎖共用DTLS連接，它也不能直接控

透過安全通訊通道，從雲端直接更新

制鎖，除非它具備適當的存取權限。

網狀網路上的裝置韌體，進而大幅簡
化網狀網路裝置的管理。

們期望智慧中樞(smart hub)知道如何

迄今為止，產品開發人員不得不在

與現成的門鎖或恆溫器進行通訊和控

以下技術中進行選擇：a)支援可靠的、

制。少了通用應用層，網路層性能如

本地的、裝置對裝置的互通性，但通常

Dotdot到ZigBee通訊

何其實就不重要了。通用應用層是物聯

其產品(和他們的資料)在協力廠商閘道

由於Dotdot是從ZCL衍生出來的，因

網網路標準需求的一個關鍵要素，是將

上遇到困難，或是b)將這些產品直接連

此使用閘道器在二者之間進行轉換很

ZigBee叢集庫移植為通用、獨立應用

接到網際網路，但是為了採用有效的方

簡單。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意味

語言的核心價值，也是ZigBee為物聯

式將裝置連接在一起，不得不面對可靠

著新的Dotdot裝置可以無縫橋接到現

網通用語言—Dotdot所取得的成就。

性、互通性和用戶體驗帶來的挑戰。

有的ZigBee裝置，確保順暢的使用

Dotdot是智慧裝置在任意網路上
進行通訊的通用標準應用語言。

Dotdot over Thread提供了兩全其
美的解決方案。

者體驗和互通性。這也意味著現有的
ZigBee裝置可以使用Dotdot和IP友好
的協定橋接到雲端，簡化遠端裝置的

採用Thread的理由：IP友好的網路層

裝置對裝置通訊

控制和管理。

Thread網路的通訊協定使用

ZigBee叢集庫是針對低功耗和有損

ZigBee已經認證了近十年的應用

6LoWPAN，這是一種IPv6的精簡形

網路(Lossy Network)上裝置到裝置

層功能(ZigBee叢集庫)。ZigBee聯盟

式。這使得Thread裝置能夠直接與其他

通訊以及電池供電裝置而建構和最佳

(Zigbee Alliance)也在為Dotdot開發

IP裝置進行互動，無需像在ZigBee 3.0

化的。這意味著資訊被壓縮成精巧、

一個自動測試環境。該測試環境確保

中通過閘道。Thread網路上的邊界路

最適於單個127位元組802.15. 4數據

ZigBee及其成員能夠認證Dotdot裝

由器充當了從IPv6資料流量到雲端的通

封包之內。另外，訊息模式基於最小

置及其應用層功能，同時確保來自不

道，反之亦然。因此，Thread網路上的

化裝置之間的通訊和多餘「交流」，

同供應商的裝置能夠在同一網狀網路

裝置可以直接與其他IP裝置進行互動。

而電池供電的裝置開啟其大部份的通

上互通。當您選擇Dotdot作為物聯網

訊，這是因為它們在睡眠時無法可靠

裝置的應用層時，就能擁有可靠且通

的接收。Dotdot的開發保持了ZCL中

過認證專案所帶來的優點。

採用Dotdot的原因：IP友好的應用層
Dotdot使用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

的這些基本原則和經驗，以確保同樣

(IETF)定義的通用、IP友好協定規範，

適用於這些低功耗和有損網路，同時

其他IP網路上的Dotdot

例如受限制的應用層協定(CoAP)和簡

轉換到已知IP友好協定。

雖然最初的焦點在於Dotdot over

明二進位物件表示(CBOR)。因此，

Thread，但是擴展到其他IP網路也相對

開放資料庫可用於開發應用，大幅加

直接連網至雲端

簡單。Dotdot基於IP友好協定和IPv6，

速了裝置開發進程。

使用Thread可以消除在網狀網路

因此，其用途可以很容易地擴展到Wi-Fi

(mesh network)上通常需要的閘道，

或乙太網路(Ethernet)。對於本質上不

聯合且更進階的安全性

它直接掌握如何與每個裝置通訊。透

支援IPv6或IP協定的藍牙(Bluetooth)傳

Dotdot over Thread (如圖)需要使

過使用通用Thread邊界路由器，就可

輸技術等，則需要進行一些調整。

用資料封包傳輸層安全(Datagram

能從網際網路上的任何位置創建一個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或DTLS。

DTLS連接本地網狀網路上的裝置，

這使得Thread網路上的裝置能夠確

並且與該裝置安全通訊。這允許物聯

保它們不僅與受信任的裝置通訊，還

網系統的「大腦」處於雲端，而能與

確保其通訊安全。除了使用DTLS之

網路上的裝置直接通訊，而無需擔心

外，Dotdot還需要在約束環境(ACE)

閘道上的韌體版本。Thread邊界路由

上使用的認證和授權，通常稱為存取

器充當一個通道，因此當網狀網路的

控制(Access Control)。存取控制允

組成發生變化以及增加新裝置或升級

許部署裝置準確的指定一個裝置上哪

時，它就不需要進行韌體升級。這意

些資源是可用的，甚至即使恆溫器及

味著可以進行一些複雜的事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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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裝置
應用層
裝置的「通用語言」

Thread網路層
低功耗、網狀網路、
IPv6

Dotdot是運行在Thread網路通訊協定
上的應用層

設計新技術

為嵌入式系統最佳化LoRa
射頻性能
Chris Lamb、Rod Williams，Device Solutions技術長/工程總監

無論是開發穿戴式裝置或是工業用電池
供電設備，在盡可能降低功耗的同時，
兼顧通訊範圍和穩定度的最佳化也至關

這種配置提供了150dB的鏈路

如果發射器輸出阻抗密切匹配至發
射器而來的輸入阻抗「負載」，那麼功

預算。
在使用路徑損耗計算來估算距離之

率只會從發射器有效率地傳送到天線。

重要。最佳化射頻(RF)性能可提高靈活

前，還有其它因素需要考慮：

該負載包括PCB走線、天線和連接到發

性、並在尺寸、電池壽命和RF性能方

· 發射天線增益以dB表示，如果為

射器輸出接腳的RF路徑中任何元件。通

面實現更具吸引力的權衡取捨。
在最佳化RF性能之後，產品開發
團隊可以考慮降低發射功率以延長電池
壽命或減少電池容量，進一步縮小產品
尺寸，或許能夠僅依靠採集到的能量運
作，甚至完全去掉電池。

鏈路預算和路徑損耗

正值，則會增加鏈路預算
· 接收天線增益以dB表示，如果為
正值，則會增加鏈路預算
· 發射器輸出和天線之間的損耗會降
低鏈路預算
· 接收器輸入和天線之間的損耗會降

常，存在用於將天線阻抗(以所需頻率)
轉換為PCB上傳輸線路特性阻抗的匹
配電路，以及用於將PCB傳輸線路阻抗
(通常為50Ω)轉換為發送器最佳阻抗的
另一匹配電路。如果天線和放大器匹配
不佳，則發射訊號就無法有效地傳送到

低鏈路預算

天線，從而縮小了範圍。而當匹配不佳

將所有這些因素計算在內，提供

時，發射器將會消耗更多電流、縮短電

那麼，是什麼因素決定了RF範圍和性

了可用於路徑損耗的鏈路預算(圖2)：

池壽命，還可能增加諧波。額外的諧波

能？首先檢查鏈路預算(Link Budget)。

鏈路預算 =(發射功率-接收器靈敏度)

輻射加劇了通過監管批准的挑戰，並可

鏈路預算是發射訊號強度與接收器所

+(增益Tx+增益 Rx )

能需要額外的濾波來減輕影響—這增

需最小訊號強度之間的差值，等於所

+(損耗Tx+損耗 Rx )

加了PCB的面積、功耗與成本。

有誤差源在最大範圍內的總損耗。鏈

天線增益通常以dB表示，相對

路預算最簡單的等式如下(圖1)：

於在各方向進行相同輻射的全向天線

將上面提到的LoRa例子與典型的數
值結合起來，得出(圖3)：

鏈路預算 =發射功率-接收器靈敏度

(isotropic antenna；dBi)。一般來說，

針對典型的LoRa RF建置：

天線資料表規定了「峰值增益」，以指

發射功率 =13dBm

示天線在最佳方向上輻射的程度；以及

鏈路預算 = (13 − ( − 137))
+ (− 4.0 + − 4.0)
+ (− 1.0 + − 1.0)
= 140dB

接收器靈敏度 =-137dBm

「平均增益」，用於表示天線在所有方

鏈路預算至少得減去6dB，才能為

向上的平均有效輻射。除非可以控制元

現實世界的情況和運作穩健性提供餘

件的方向以實現「峰值增益」，否則通

裕。因此，在這個例子中，最大範圍的

常應該使用平均增益。天線平均增益相

傳播損耗約為134dB。

圖1：遠端的長距離通訊
來源：Pxhere.com/CC0

當於效率，因此，平均增益為-3dB的

開發團隊的決策直接影響鏈路預算

天線效率為50%，這可以更加直觀地

的許多組成部份，團隊可就加大範圍或

顯示對於天線性能的影響。-4dB的天

降低功耗進行權衡取捨。選項包括增加

線增益(發射器或接收器)通常用於小型

發射器輸出功率或天線增益，提高接收

LoRa裝置。如果實施方案十分仔細和

器靈敏度或讓損耗減至最低。這些選擇

緊湊，接收器和發射器的損耗應該分

可能會增加RF建置方案、電池或天線的

別大約為1dB。但是，如果天線與發射

尺寸和成本，但重要的是要清楚認識到

器和接收器電路無法完美匹配，損耗

每項決定對性能的影響。最佳化性能可

就會高得多。

能會導致兩種不同的情況：在規定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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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靈敏度和天線增益已能為RF實現最佳
化，則可以將過多的鏈路預算「花費」

鏈路預算

在不太昂貴的元件或性能較低的天線
發射器

接收器
發射功率

接收器靈敏度

圖1：鏈路預算的基本要素

來源：Device Solutions

鏈路預算

上，以實現更期望的產品外觀或降低發
射器功率以延長電池壽命。
上面的討論假設RF建置符合製造商
的規範。為了達到這種性能水準，參照
製造商的建議，並儘量減少可能降低性
能的干擾源至關重要。再者，產品開發

發射器

接收器

團隊必須通盤考量，權衡性能與尺寸和
成本之間的關係。此外，還必須考慮以
下常見的雜訊源與反制技術：

圖2：鏈路預算中介元素

來源：Device Solutions

鏈路預算

· 雜訊源
∗ 處理器，特別是外部記憶體匯
流排

發射器

接收器

∗ 開關電源
∗ 隔離的RS-485/232驅動器
∗ 顯示器和視訊驅動器

圖3：鏈路預算詳細要素

∗ D類音訊放大器

管功率限制範圍內達到預期覆蓋範圍；

表1說明調變和位元速率如何影響

或為保持在允許的限制範圍內，被迫在

接收器的性能。請記住，數值越小/負

覆蓋範圍予以妥協。

值越大，靈敏度越好。

∗ 馬達驅動器
· 反制措施
∗ 遮罩腔和遮罩電纜

在開發尺寸和成本都極度受限的

LoRa擴頻因數(SF)表示用於傳輸資

穿戴式裝置時，這些取捨可能特別困

料的實體層CHIRP持續時間。較大的擴

∗ 額外的PCB層

難；穿戴式裝置通常要求最長電池壽

頻因數表示較長的CHIRP以及較低的位

∗ 線路端接和壓擺率控制

命、最小尺寸，並進一步受到監管單

元速率。

這些反制措施大多都會增加產品的

∗ 增加濾波器和放大器

位(FCC、RED)要求的限制，必須以最

開發團隊可以透過最佳化系統設

成本和尺寸，但如果能夠擴增範圍或

小化用戶吸收的「特定吸收率」(SAR)

計，讓所需的位元速率最小化，從而透

降低其它成本或尺寸(例如尺寸或容量

RF能量運作。營運商和業界對於高度

過確保最少的資料傳輸量以提高靈敏度

更小的電池)，則可能是合適的選擇。

最佳化天線性能和高發射功率(與藍牙或

和範圍。還可以增加對於接收器功率、

此外，還應該積極考慮發生潛在問題

WiFi相比)的要求，同時又要能滿足SAR

體積或成本的投入而提高靈敏度。例

時的應對方案，以儘量降低無法通過

限制，使得蜂巢式裝置進一步複雜化。

如，增加額外的濾波或低雜訊放大器。

監管測試的風險、並儘量縮短上市時

以一種商業上可行的方案滿足所有的要
求極具挑戰性。

降低位元速率會增加傳輸時間，並

間。解決並防範雜訊將最大化已實現

可能縮短電池續航時間。盡可能地減少

的靈敏度，從而支援最大範圍和最小

所需的輸送量還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所

的發射功率。

接收靈敏度

需的傳輸時間(以任何位元速率)，並允

開發團隊對於接收器靈敏度的影響其

許團隊在平衡範圍、傳輸時間和電池壽

範圍和傳播

實並不明顯。接收器的靈敏度由RF

命的同時最大化靈敏度。更高的位元速

現在我們已經討論了如何最佳化系統

調變、位元速率和接收器實現的細節

率支援更短的傳輸時間，但覆蓋距離也

性能，接著討論傳播和範圍估算。在

決定。一如既往，更大、更高功率和

更短；對於固定的發射功率，提供另一

通常被稱為「自由空間」(free space)

更昂貴的接收器通常性能會更好。降

個權衡，讓開發團隊可用來平衡RF性能

的理想情況下，訊號從天線向各個方向

低位元速率是另一種提高接收靈敏度

與其它要求。

傳播，而不至於發生反射、大氣折射或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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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透過最大化發射器效率、接收

吸收。在此情況下的損耗如圖4所示：

設計新技術
路徑損耗 = 20log10 ( d ) +
20log10 ( f ) − 32.45

其中，f是以MHz為單位的頻率；d
是以Km為單位的距離。

或開放環境中，路徑損耗公式如圖5：
PLRural = PLSmallCity − 4.78( log10f ) 2 +
18.33log10 f − 40.94

其中：

注意，頻率是這個等式的關鍵組成
部份，降低頻率則會減少損耗。頻率從
2.4GHz(藍牙、Wi-Fi)降低到900Mhz，
路徑損耗減少了9dB，如果其它條件保

hB =基地台天線的高度；
單位：公尺(m)

hM =行動站天線的高度；
單位：公尺(m)

持不變，應該會使發送距離增加1倍。

f =發送頻率；單位：兆赫(MHz)

瞭解這一點揭示了另一個取捨— 降

CH =天線高度校正因數

低訊號的頻率能夠增加範圍。然而，對

d =基地台和行動站之間的距離；

於特定的量(volume)，天線效率隨頻率
降低而下滑，因而可能抵銷較低頻率帶
來的一些好處。

單位：公里(km)
基於先前的LoRa示例並使用IEEE
工作表，HATA模型預測距地面2m高的

遺憾的是，現實世界的傳送範圍

天線在3km遠處的路徑損耗為134dB。

受到許多其它因素的影響，如各種
障礙物的反射和吸收。現實世界有許

功耗權衡

多傳播模型，大部份基於經驗資料

除了上述的一階取捨(發射器功率、位

集。Okumura-Hata模型是一個不錯的

元速率與發射時間和靈敏度、雜訊降

選擇，可為各種環境(城市、郊區、農

低、成本、尺寸)之外，還可以考慮其

村)和各種天線高度提供選擇。在農村

他降低功耗的方式。無論是接收還是

模式
FSK
LoRa
LoRa
LoRa
LoRa

位元率(kb/s)
1.2
0.293
0.976
3.1
9.4

SF=12
SF=10
SF=8
SF=6

靈敏度(dBM)
-122
-137
-132
-126
-118

表1：FSK和LoRa位元速率與靈敏度的比較

訊號強度損耗隨距離和頻率函數而變化

發射器
圖4：相對於距離和頻率的訊號損耗

發射器

圖5：多種因素造成的訊號損耗

接收器
來源：Device Solutions

接收器

來源：Device Solutions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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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模式，儘量縮短RF導通時間是延
長電池壽命的關鍵。儘管進行發送顯然

傳輸範圍和電池壽命

需要大量的能量，但由於許多現代接收

元件品質

可靠性

器所需的訊號處理量顯著增加，其功率
與發射器功率旗鼓相當。精心設計RF
協議和同步演算法對於確保快速和可靠
的同步、頻率校準以及最短導通時間是
必要的。使用更高精度的晶體可以盡可

功耗

轉發中繼
RF導通時間

圖6：最佳化RF設計時的選擇考量和權衡

來源：Device Solutions

能地減少時間或頻率錯位的風險，並確

高功耗，但RF導通時間短；低速率導致

安培(mA)；並且由於漏電流可為某些

保RF更快地「鎖定」、讓雜訊降至最

低功耗，但RF導通時間長。

元件部份供電，而可能會出現意想不

低以及最大限度地減少重新發送，特別

還必須考慮電源設計的各個層面。

是考慮到溫度和老化時。要特別關注初

最先進技術的開關電源已經取得了巨大

總之，應該清楚的是，為了最大化

始精度、所需溫度範圍的精度，以及由

進步，但當負載只有幾μA時(例如當裝

覆蓋範圍和電池壽命，必須從各方面考

於老化引起的頻率漂移，以確保設計能

置在發射之間處於休眠狀態)，仍然可能

慮裝置設計。裝置的尺寸限定了用於最

長期可靠運作。

效率不彰。然而，具有極低靜態電流的

佳RF建置的天線效率、電池容量和PCB

最佳化RF協議只是一個例子。所有

線性穩壓器往往具有較差的瞬態回應特

面積。設計RF電路時的細心和審慎決定

引發裝置偏離最小功耗狀態的事件都應

性，因此如果打算選用線性穩壓器，必

了覆蓋範圍，如果做得不好，則會縮短

仔細考慮，包括與所有的輸入、輸出以

須仔細考慮這些特性。

電池壽命。同樣地，為了最大化休眠時

到的行為。

及任何「指標」或使用者介面(UI)元素

通常，在低功率狀態下，許多子電

間並使RF導通時間最小化而費心設計運

的互動。只要有可能，應該在每個喚醒

路被關閉；然而，必須檢查每個IO線路

作狀態，則可增加範圍並延長電池壽

週期處理多個事件，以最小化喚醒週期

的狀態以及子電路之間的連接，以確保

命。現實生活中的產品開發需要不斷協

的頻率。同樣地，也必須對功耗和更高

不存在連接到斷電元件的主動訊號，

商，以實現技術最佳化以及商業上可行

時脈速率進行權衡取捨—高速率導致

否則會出現意外漏電流，也許是幾毫

的尺寸、成本和性能(圖6)。

小型基地台確保5G連線能力
Tuan Nguyen，Qorvo無線基礎設施產品總監

隨著越來越多的使用者選擇無線通訊服

有幾年的時間。因此，繼續使用當前4G

量的球迷們透過智慧型手機等無線裝置

務，室內和戶外的無線網路容量需求正

無線網路的更實用方案就是使用小型基

連接上網，從4G LTE技術利用小型基地

不斷地增加。這種網路密度和密集化對

地台，使其作為微型基地台附加到現有

台、大型基地台和行動蜂巢式基地台提

於無線營運商進一步施加壓力，迫使他

的無線網路。因為他們能以相當低的功

供的超大容量中受益。

們滿足因語音、視訊和資料流量增加帶

率級運作，填補位於室內和戶外地點的

來的頻率頻寬消耗需求。這同時也推動

任何無線覆蓋「空缺」。

無線基礎設施：異質網路

營運商擴展其蜂巢式/無線基礎設施，

從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在

當今的無線基礎設施包括許多元

並盡可能地降低成本的增加以及減少

加州聖克拉拉市舉辦的2016年超級盃

素— 大型基地台(Macrocell)、都

對於無線客戶服務中斷的影響。因此，

(Super Bowl)冠軍賽，就可看出無線用

會區基地台(Metro Cell)、戶外和室

許多營運商開始轉而尋求小型基地台

戶的需求如何呈倍數增加。參加這場賽

內分散式天線系統(DAS)、小型基

(small cell)解決方案。

事的粉絲們僅僅在Verizon無線網路中

地台等— 都可以在一個異質網路

5G無線網路的推出可望滿足更高的

就消耗了超過7TB資料，這相當於2015

(HetNet)架構下共同運作。

容量和資料需求，但這些網路離我們還

年超級盃比賽期間所用資料的3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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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用戶正從較小的資料封包

Design Note
具超快瞬態回應和低功耗的有源整流器控制器
Bin Wu
引言
LT8672 是一款有源整流器控制器，該器件 (與一個
MOSFET) 可在汽車環境中為電源提供反向電流保護
和整流。在傳統上，這項工作是由一個肖特基二極
體承擔完成的，相比之下，LT8672 的主動保護擁有
一些優勢：
• 少的功耗
• 小、可預知、穩定的 20mV 電壓降
另外，LT8672 還具有多個旨在滿足汽車環境中電源
軌要求的特點：
• 反向輸入保護至 –40V
• 入工作範圍：3V 至 42V
• 超快瞬態回應
• 整流 6VP-P，高達 50kHz；整流 2VP-P，高達 100kHz
• 用於 FET 驅動器的集成化升壓型穩壓器之工作性能
優於充電泵器件
圖 1 示出了一款完整的保護解決方案。

對輸入紋波整流的快速回應
汽車標準 (ISO 16750 或 LV124) 規定，汽車電子控
制單元 (ECU) 能夠接受一個具有高達 6VP-P (在高達
30kHz 頻率下) 之疊加 AC 紋波的電源。LT8672 用於
控制外部 MOSFET 的柵極驅動器足夠強大，能處理高

達 100kHz 的紋波頻率，從而最大限度減小了反向電
流。圖 2 示出了此類 AC 紋波整流的一個例子。

與肖特基二極體相比具有低功耗
當 採 用 圖 3 所 示 的 設 置 時 ， LT 8 6 7 2 ( 採 用
IPD100N06S4-03 作為外部 MOSFET) 的性能堪與一
個肖特基二極體 (CSHD10-45L) 不相上下。這裡，位
於輸入端上的一個 12V 電源用於模仿汽車電壓源，
而輸出端承載了一個 10A 的恒定電流。圖 4 示出了
這兩種解決方案在穩態情況下的熱性能。當未採取冷
卻措施時，LT8672 解決方案的熱性能遠勝一籌，達
到的峰值溫度僅為 36°C，而肖特基二極體解決方案
的峰值溫度則高得多，達到了 95.1°C。

額外的低輸入電壓操作能力
汽車任務關鍵型電路必須能夠在冷車發動情況下運
行，此時的汽車電池電壓會驟降至 3.2V。考慮到這
一點，許多汽車級電子產品被設計成能在低至 3V 輸
入的條件下工作。肖特基二極體的可變正向電壓降在
冷車發動期間會帶來一個問題，此時該壓降將產生一
個 2.5V 至 3V 的下游電壓，這對於有些系統的運行
而言就過低了。相形之下，LT8672 解決方案則憑藉
其穩定的 20mV 電壓降保證了所需的 3V，從而簡化
了電路設計並改善系統的堅固性。

圖 1：LT8672 有源整流 / 反向保護解決方案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04/1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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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VBATT 降至 3.2V 時，LT8672 控制型系統 (a) 保持
VIN > 3V，因而使 LT8650S 能保持其輸出 VSYS 穩定在
1.8V，而在肖特基二極體系統 (b) 中，LT8650S 的輸
入電壓 VIN 降至低於其最小工作電壓，故而使它無法
在其輸出 VSYS 上保持 1.8V。

集成化升壓型穩壓器
許多替代型有源整流器控制器採用充電泵為柵極驅動
器供電。這些解決方案通常不能提供強大的柵極充電
電流和一個穩定的輸出電壓，因而限制了連續整流的
頻率範圍和性能。LT8672 的集成化升壓型穩壓器可
提供一個嚴緊調節的柵極驅動器電壓和強大的柵極
驅動器電流。

圖 2：輸入紋波的整流

(a)

結論

(b)

圖 3：系統組態 (a) LT8672 控制型系統； (b) 肖特基
二極體系統

LT8672 能夠對汽車電源上的高頻 AC 紋波進行整
流。該器件採用一個集成化升壓型穩壓器以驅動一個
MOSFET，從而在連續整流過程中實現超快瞬態回應，
這相對於充電泵解決方案是一項改進。LT8672 採用
纖巧型 10 引腳 MSOP 封裝，其具有整流和反向輸入
保護功能以及低功耗和一個超寬的工作範圍 (這對於
冷車發動是很可取的)。

(a)
(a)

(b)

圖 4：熱性能比較 (a) LT8672 控制型系統； (b) 肖特基
二極體系統

圖 5：用於冷車發動測試的系統組態
(b)

圖 5 示出了一款用作比較的冷車發動測試設置，其
採用一個 LT8650S 降壓型轉換器作為下游測試系
統。LT8650S 輸出在 4A 恒定負載情況下被設定為
1.8V，而且它的最小輸入工作電壓要求為 3V。測試結
果示於圖 6。
下載資料手冊

www.linear.com/LT8672

DN572 0418 45K • PRINTED IN CHINA

© ANALOG DEVICES, INC. 2018

圖 6：“冷車發動”情況下的系統電壓比較 (a) LT8672 控制型
系統； (b) 肖特基二極體系統

如需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
請電洽 02-2650 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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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圖片、電子郵件或網頁瀏覽等)轉

下，室內的小型蜂巢式系統不一定包含

統預計將實現線性化，因而需要較

向需要較大資料封包(如視訊、遊戲和

Wi-Fi或者免授權的LTE頻段(LTE-U)/授

現有更高效率的功率放大器(PA)。

直播)的媒體。這使得網路必須具有快

權輔助存取(LAA)，具體取決於服務供

在目前的系統設計中，PA通常以

速的切換(handover)和資料上行鏈路/

應商想要提供哪些功能支援。

回退(back-off)模式運作，這意味

下行鏈路(UL/DL)，無論是透過小型還

參見圖2大致了解從小型蜂巢式到

著系統作業無需擔心PA的性能表

是大型基地台。小型基地台的密集化提

大型蜂巢式等各種基地台的輸出功率、

現。而線性化系統將使用反饋，透

供了一種高效且便宜的解決方案，並為

蜂巢式半徑大小以及其他特性。

過基頻晶片組「清理」訊號，並允
許PA以更高的頻率運作，從而降

打造5G的未來奠定了基礎。

小型基地台發展趨勢與挑戰

低系統功耗。

什麼是小型基地台？

小型基地台市場已經出現一段時間

另一方面，工程師在針對小型基地

「小型基地台」是一種將蜂巢式

了，但在過去兩年來的市場成長依舊

應用進行設計時，將會面臨新的挑戰，

(cellular)站點劃分為更小單元的微型

顯著，年成長率高達50%。根據IHS

例如增加每個系統的頻段數量。過去針

基地台，基本上涵蓋毫微微蜂巢式

Technology與Mobile Experts的分析

對多輸入多輸出(MIMO)應用設計的小

(Femtocell)、微微型蜂巢式(Picocell)

師預測，2017年部署的小型基地台總

型基地台系統中，每個頻段通常有2個

和微型蜂巢式(Microcell)基地台，並可

數高達1百萬以上。

發射器和2個接收器。而當基地台包含

由室內/戶外系統構成。相較於大型基

隨著小型基地台的市場持續進展，

多條通道時，意味著需要更多的元件

地台只有一條管道連接至網路，小型基

可歸納出以下以下最新發展趨勢：

(例如一個3頻系統將會需要6個獨立的

地台通常可拆分成多條管道。小型基地

· LTE-U/LAA免授權頻段：免授權頻

PA—2個發射器x3個頻段=6個PA)，

台的主要目標是提高大型基地台的邊緣

譜正逐漸應用於小型蜂巢式基地

如此則會進一步增加系統的複雜度、尺

資料容量、速度和整體網路效率。

台，為營運商提供了另一條可控

寸和功耗。工程師需要讓系統易於設

制和確保服務品質(QoS)的管道。

計、方便使用且高效。

小型基地台在2008年被納入第9版
3GPP LTE規範，並成為網路密集化的

· 系統的頻段數量增加：許多小型基

此外，他們還必須確保為發射/接

一部份，換句話說就是為現有無線基礎

地台在幾年前僅支援一個頻段，如

收通道進行良好的隔離與頻段分離，

設施增添更多的基地台連接。

今則開始支持雙頻段，預計在未來

尤其是頻段3 (1.8GHz)。頻段分離間

小型基地台通常用於人群非常密集

一兩年內還會不斷發展，屆時客戶

隔僅為20MHz，因此需要透過雙工器

的都會區，例如購物中心、體育場館、

將能夠開發並實現3頻段的系統。

實現高度隔離。

機場和火車站，這些地方基本上都會出

無論是從元件數還是整體系統設計

現某一時間點有大量的人在使用資料的

的複雜度來看，這都會提高對於小

小型基地台如何因應5G演進？

情況。目前，大多數的小型基地台基礎

型基地台解決方案的系統級要求。

簡單來說，5G將提供更大的數據容

設施是針對戶外應用而部署的。相形之

· 更高效率的系統設計：今年出貨的系

量、更低的延遲以及更長的電池壽
命。然而：
· 5G並不會取代4G；而僅僅是在

無線基礎設施：異質網路

4G的基礎之上適用更多樣化的應
用。4G網路(如小型蜂巢式基地
台)將與5G網路的進展並駕齊驅。
· 5G新無線(5G NR)網路預計至少要
到2020年才能投入使用，這意味著
5G行動裝置也要等到屆時整合5G
網路後才能正式面世。
小型基地台之所以有助於pre-5G/
LTE-Advanced Pro (LTE-A Pro)過渡，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圖1：異質的無線網路基礎架構

· 提供更大的資料容量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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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基地台和DAS解決方案支援多種標
準，包括3G和4G蜂巢式網路，而且能

基地台類型

郊區

以LTE-A系統實現載波聚合(CA)。
都會區

多用戶的MIMO方案、波束控制和
建築物內部

相控陣列等天線技術，有助於提供額
外的無線覆蓋範圍，以及多頻段3G和
4G系統的互通性。採用大規模MIMO途
徑，讓無線網路營運商得以提高資料速
率和網路容量，因為它可以使用基地台

蜂巢式類型

輸出功率(W)

蜂巢式半徑(km)

用戶數

地點

Femtocell

0.001 to 0.25

0.010 to 0.1

1 to 30

室內

Pico Cell

0.25 to 1

0.1 to 0.2

30 to 100

室內/戶外

Micro Cell

1 to 10

0.2 to 2.0

100 to 2000

室內/戶外

Macro Cell

10 to >50

8 to 30

>2000

戶外

和使用者裝置上的多支天線，在同一頻
段傳輸多個空間隔離的資料串流。
大規模MIMO基地台致力於支援16
至256條通道，挑戰著基地台設計師在

圖2：蜂巢式基地台類型

更小元件尺寸中實現節能高效與熱管理
5G的演變

的能力。因此，高效節能的半導體技術
對這些基地台非常有吸引力。
90-95GHz 2.9GHz

可用頻寬

70-85GHz 10GHz
可用頻寬
38GHz
28GHz
大型基地台

密集化

·增加2.7-6GHz以上頻率
·增加頻寬
·提高效率

·小型基地台
·DAS
·LTE-U

大規模MIMO和
數位波束成型
·高達6GHz
·陣列天線

4GHz
可用頻寬
2GHz
可用頻寬

毫米波
·超寬頻寬
·超高傳輸效率

高度整合的半導體也有助於在相對
較小的基地台中實現更多通道。要把
256個發射通道擠進一個基地台，需要
有一個子系統，把PA、低雜訊放大器
(LNA)和開關封裝到緊湊的模組中，並
使用小尺寸的濾波器解決方案。

技術集錦
圖3：為了使5G無線網路的性能最佳化，必須使用多種技術，包括分散式天線系統(DAS)、毫
米波(mmWave)技術和小型蜂巢式基地台

如圖2所示，小型基地台的輸出功率
級、覆蓋範圍以及所能服務的用戶數各

小型基地台+DAS解決方案

不相同。為了實現最佳性能和功效，

屋頂系統的高昂成本，從而降低

透過小型基地台和DAS，可在5G無線

小型基地台中使用的這些子系統必須

總成本

網路中實現更高資料容量，同時提高

根據不同的製程技術組合多個元件。

· 有助於提升行動裝置性能。當用戶

這些網路中的QoS。但是，由於密集

例如，PA可能提供合適的輸出功率和

的手機接近小型基地台時，它將以

度會造成干擾並在小型基地台和大型

功效。

更低的功率傳輸訊號，有效地降低

網路之間帶來網路切換挑戰，所以需

手機功率輸出，從而大幅延長電池

要精心地設計和管理網路。

· 幫助服務供應商免去安裝或租用

濾波器可能需要第三種技術，尤其
是可能出現極端溫度和濕度的操作情

隨著行動通訊裝置從大型蜂巢式環

況。例如，Qorvo提供的溫度穩定型體

根據現有的許多討論顯示，真正

境遷移至小型基地台覆蓋區域時，網路

聲波(BAW)低漂移(LowDrift)濾波器，

的5G將採用更高的頻率頻寬，例如

需要採用暫態轉接配置。小型基地台支

有助於濾除高功率訊號，同時避免相

28GHz或39GHz。針對於這些毫米波

援相對較低的功率級，可以讓行動裝置

鄰頻段的干擾。

(mmWave)頻率而言，由於訊號無法穿

靠近基地台配置，使其得以獲取網路存

除了無線基礎設施設計中需要的不

透牆壁或建築物，而蜂巢式基地台的覆

取的權限，同時節省電池使用壽命，而

同元件，如濾波器、開關和LNA，還需

蓋半徑也不到500公尺，因此小型基地

且不必以傳輸強度隨距離降低的更遠端

要高度整合的功率放大器，如Qorvo為

台顯得至關重要。除了目前適用於小型

較大蜂巢式站點建立無線通訊鏈路。

小型基地台開發的PA系列。這些功率

基地台的系統，預計在未來的幾年裡，

行動裝置用戶也將受益於更高的資料

放大器不需要線性化，並配備晶片上

可能還會有針對5G網路的系統問世。

速度、行動性和靈活性，這是因為小

偏置控制功能和溫度補償電路，可進

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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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簡化小型基地台的設計。驅動一個

殼內。這款功率放大器可實現16%的功

20MHz寬的LTE訊號時，可提供+24或

率附加效率(PAE)，並且僅從+4.5V直流

+27dBm的平均線性輸出功率。這些功

(DC)電源中汲取240mA的靜態電流。

率放大器還可在低成本表面裝貼(SMT)

簡而言之，為了滿足日益成長中的
無線通訊用戶對於更多語音、視訊和資

封裝中整合兩級放大器增益。
Qorvo的0.25W(+24dBm)的功率放

料的需求，必須持續擴大無線網路的覆

大器TQP9218，專為用於工作頻率為

蓋範圍。相應的解決方案包括DAS，以

1805-1880MHz的小型基地台而設計。

及為大型蜂巢式基地台增加小型基地

它可在頻率範圍內提供31dB的小訊號

台。隨著自動車輛控制和安全等技術以

增益，以及內部阻抗匹配、晶片偏置控

及數百萬物聯網(IoT)裝置湧入無線作業

制電路和溫度補償電路，全部都封裝在

頻段，未來幾年內對於小型基地台的需

一個7x7毫米、符合RoHS規範的SMT外

求將會水漲船高。

數位主動降噪耳機設計要點
Peter MCCutcheon，ams聲學應用工程師

目前應用在耳機中的主動降噪(ANC)技

前饋降噪

術有兩種模式，分別稱為前饋(Feed-

前饋降噪系統，由耳機輸出與環境雜

Forward)降噪和反饋(Feedback)降

訊頻響相同但相位相反的訊號來實現

噪，兩者結合則組成混合(Hybrid)降

降噪。如圖1，前饋麥克風偵測雜訊並

噪。不同的主動降噪技術在降噪深度

透過濾波電路產生反相訊號，在耳鼓處

和頻寬上有各自的局限性，這主要是

反相訊號與雜訊訊號抵消，從而降低人

由耳機聲學結構、訊號處理和系統訊

耳聽到的雜訊級。這裡的濾波電路主要

號延遲共同決定的。本文將討論如何

用來補償耳鼓和麥克風處偵測到的雜訊

結合實際應用體驗，在前饋和反饋兩

之間差異，另外對於喇叭本身在降噪

種降噪技術之間截長補短，從而最大

訊號的回應能力方面也有補償作用。

程度地擴展降噪頻寬，並實現40dB
降噪深度。

前饋降噪頻寬，在低頻處被耳機驅
動模組限制在50Hz左右，在高頻處被聲

外耳

耳機
驅動器
環境雜訊

用戶頭部

耳道

前饋
麥克風

耳鼓

濾波器

圖1：前饋降噪耳機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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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結構和訊號處理延遲限制於3kHz。
延遲會導致難以在抗噪訊號和雜訊訊
號之間實現180度的相位反轉，高頻

時，即使延遲不變，殘餘雜訊也已增加
到3/5(僅4dB ANC)。
來補償該延遲，這有助於讓處理器有更
多時間處理並輸出抗噪訊號，另外，將
降噪麥克風放置於遠離耳道的入口也有

時間/樣本

時間/樣本

抗噪訊號

抗噪訊號

聲壓/Pascal

實際上可以儘量提前偵測環境雜訊

聲壓/Pascal

剩1/5(14dB ANC)，但頻率為4500Hz

利於擴大降噪的角度(圖3)。
如圖3，如果將麥克風放置在耳機

聲壓/Pascal

影響：頻率為1500Hz時，殘餘雜訊約

聲壓/Pascal

了兩種頻率下20 μ s延遲對降噪效果的

雜訊訊號

雜訊訊號

部份因為波長較短更難處理。圖2顯示

時間/樣本

時間/樣本

殘留雜訊

殘留雜訊

進入麥克風以及人耳的時間差不同，
這也意味著降噪效果會有方向性。控
制環境雜訊進入耳朵的路徑並在靠近

聲壓/Pascal

雜訊的角度分別成0°和90°時，雜訊

聲壓/Pascal

殼外(即遠離耳朵)，當麥克風拾音孔與

時間/樣本

時間/樣本

該路徑放置麥克風則可解決此問題：
如圖4，一種有效的設計是在揚聲器後

圖2：兩種不同頻率下系統延遲的影響

方開洩露孔，雜訊主要從該洩露孔，以
及耳機驅動單元進入人耳，從而可以保
壓力

證不同角度的雜訊進入麥克風和人耳的
時間差基本是一致的，進而保證降噪效
果的一致性。
時間

雜訊頻率高於3kHz時，聲音的波長
明顯短於耳道和耳機腔體尺寸，在聲腔
以及揚聲器振膜之間可能產生共振進而
難以進行濾波設計，而且該頻寬中的降
壓力

噪也受限於系統延遲，因此主要靠被動
降噪。被動降噪一般隨著耳機氣密性的
提高而提高，例如填補或者縮小洩露孔

時間

尺寸，但同時也會降低前饋降噪在高頻
處的性能。因此，需要權衡該頻段範圍
內的被動降噪和主動降噪的取捨。

圖3：前饋降噪的方向性，(a) 0度時朝向的雜訊(b) 90度時朝向的雜訊

有趣的是，消費者發現評估ANC效

圖4還可以看出，耳機在設計中還

果更容易一些，因為可以透過快速開啟

需要保證耳墊和頭部之間密封的穩定

或關閉ANC形成反差得到結果，但評估

性，以便用戶可以得到穩定的聲學特

被動降噪效果就困難了，因為用戶戴上

性和降噪性能。

耳機後在很短時間內就會忘記環境雜訊
級，從而難以形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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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太低)，以便簡單的數位濾波器就可
以對傳遞函數進行補償。

反饋降噪

此外，建議耳機喇叭的頻率回應和

反饋降噪耳機(圖5)的工作原理主要是

被動衰減曲線要平滑(例如Q值不會太高

檢測耳鼓區域的雜訊，然後形成一個

壓力

設計新技術

壓力

時間

時間

圖4：靠近雜訊進入耳朵的位置放置話筒(a) 0度朝向的雜訊(b) 90度朝向的雜訊

外耳
用戶頭部

耳機
驅動器
環境雜訊

耳道
耳鼓

濾波器

反饋麥克風
反饋降噪=

1
1+loop

圖5：反饋降噪耳機

基本的反饋迴路，以便最大限度地降
低該區域的雜訊級。

實際上，迴路的相位在頻率為10Hz
時趨向180度，在頻率為幾kHz時趨

參考圖5反饋降噪系統設計的公式。

向-180度。因此，在這些頻率下的增

整個「迴路」(loop)是由喇叭與麥克風

益必須要盡可能大但要低於1.0。通

的回應以及濾波器的組成。根據公式顯

常濾波器會將反饋降噪的頻寬限制在

示，隨著濾波器增益(及其迴路增益)增

10Hz到1kHz之間，降噪效果也可以從

加，雜訊殘留變小，從而降噪性能得到

濾波器得出。

提升。但如果迴路的相位接近±180°，

迴路中高頻部份的相位變化是由處

「迴路」訊號會發生反轉，分母上

理器中的系統延遲、揚聲器以及喇叭到

的‘+’將變為‘-’。在這種情況下，

麥克風的距離等因素決定的。因此，減

迴路增益大小調節受限，因為當它從

少其中任何一個因素(使用輕重量高靈

0.0增加至1.0時，結果是放大，而當等

敏度的喇叭；將麥克風靠近喇叭振膜放

於1.0時，結果則是「除以零」，這意

置；儘量減少處理器延遲時間)均可以提

味著不穩定並且經常隨著頻響幅度增加

高降噪頻寬上限。

引起的嘯叫—務必要避免。

由於反饋麥克風靠近喇叭位置，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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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不失真輸出訊號減去可辨別的最
小輸出訊號，系統中不允許聽到任何雜
訊。人耳聽到1KHz主頻的閾值下限被
定義為0dBSPL，但您可能發現自己不

數位音訊
耳機
驅動器

反饋
麥克風

前饋
麥克風

太可能處於比25dBSPL(差不多1公尺
處呼吸聲被人耳聽到的程度)更安靜的
環境中。儘管近期的標準(EN 50322和

數位
處理器

DAC和
耳機
放大器

IEC 600065:2014)規定可攜式媒體播放
機最大播放音量必須限制在100dBA，
但在某些頻率下，耳機輸出的訊號峰值
可以達到約125dBSPL。

圖6：數位降噪IC的基本方塊圖

因此，DAC的規格需要定義在

因此耳機播放的音樂也會被誤認為雜

可忽略延遲的類比系統與延遲小於

至少支援100dB訊噪比(125dBSPL-

訊。其結果是來自喇叭的音樂訊號也

20μs的數位系統之間差異。

25dBSPL)才是合理的，並確保數位域

被降噪處理，因此還需要透過電路來

隨著無線「耳戴式」裝置越來越流

訊噪比足夠優越。這對於現階段的數位

行，功耗問題變得至關重要。因此，任

處理器來說不難完成，所以一般使用定

何數位降噪解決方案都必須高效節能，

點演算法而不用功耗比較高的浮點演算

數位訊號處理

尤其是其中的ADC和DAC模組部份。只

法，另外還要保證位元組長度，確保量

環境降噪數位系統的建構模組如圖6所

運行必要的程式(例如，使用結構簡單的

化雜訊的水準低於ADC和DAC的雜訊。

示。在數位處理器中執行ANC濾波器有

濾波器並最佳化任何其它進程)並盡可能

另外，還必須選擇較佳靈敏度且

多種好處：

降低時脈頻率，即可將數位處理器功耗

失真度低的揚聲器。揚聲器的失真會

· 靈活—針對不同的環境能夠切換

保持在最低水準。加快時脈頻率雖然可

導致產生的抗噪訊號失真，從而降低

濾波器進行自動調整，或者將周圍

以顯著減少處理器延遲時間，但也會增

降噪級。

環境的聲音直接送入耳機(類似於助

加功耗，因此需要權衡二者的關係。

進行補償。

設計要點概述

聽器)，也可以與藍牙通訊設備等進

電子雜訊

· 彈性的數位降噪架構設計。

· 開發速度更快—ANC濾波器的設

降噪耳機的電子雜訊對降噪會帶來副

· 最大程度降低整個系統的聲學延

計隨著聲學的調整而需要修改週邊

作用。電子雜訊的主要來源通常是麥

遲，使用低於20 μ s延遲的晶片，

濾波器，數位方案則可在晶片內部

克風。儘管MEMS最近越來越流行，

以確保降噪頻寬。

快速調整濾波器並立即投入驗證。

但駐極體麥克風(ECM)在訊噪比(SNR)

· 最佳化校準流程—因為聲學元件

方面仍然優於MEMS。一般業界領先

的容差會影響濾波器形狀。因此在

的ECM麥克風訊噪比為74dB(測試條

生產中，聲學傳遞函數可能存在差

件為94dBSPL@1KHz)，也就是雜訊

異，從而需要對耳機進行校準。校

層為20dBSPL。儘管麥克風的雜訊層

· 選擇被動降噪差的大尺寸洩露孔設

準過程需要人為手動完成並且佔用

不高，但仍然建議盡可能選用高SNR

計搭配較強的主動降噪設計，或選

大量時間，數位降噪技術可以省掉

的麥克風，以免在安靜的環境中聽到

擇被動降噪好的小尺寸洩露孔設計

這部份資源的支出。

不期望的雜訊。

搭配稍弱的主動降噪設計。

行數位介面通訊。

· 為雜訊進入人耳搭建一個可控制的
路徑通道，確保前饋降噪效果。
· 耳機的結構設計能滿足所有使用者
佩戴均具有一致性

如果使用數位降噪耳機聆聽音樂時

· 調節聲腔容量、洩露孔和通氣孔

關閉ANC，麥克風的雜訊會被系統隔離

阻尼直到獲得平滑的耳機和被動

· 功耗更高；

在外，那麼整個數位系統也必須具有足

衰減回應。

· 數位系統的延遲更高。通常延遲越

夠低的雜訊，才能確保使用者欣賞到純

· 尺寸更小—因為週邊元件較少。
數位ANC的缺點如下：

低越好，20 μ s在整個迴路延遲所
佔比例很小，所以很難明顯區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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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的音樂。
數位系統中SNR的計算方法一般是

· 儘量減少電子雜訊的來源，選擇高
SNR的麥克風，確保人耳聽不到數
位和DAC部份的雜訊。

測試與測量

藍牙5：更快速、距離更遠
帶來全新RF測試挑戰
Allen Henley，LitePoint資深產品經理

任何一種無線技術都無法適於所有的
物聯網(IoT)應用。對於短距離、低功
耗和低資料速率的應用，最常見的選

RF輸入功率(dBm)及其對應的PER測量值
所有的藍牙5資料速率

擇是ZigBee、Z-Wave和藍牙低功耗
(Bluetooth Low Energy；BLE)技術。
隨著藍牙技術的改進，無線連結將變
得更具吸引力，因而增加在此類物聯
網應用中的用途。
藍牙5(Bluetooth 5)增加了延長距
離和提高資料傳輸率的能力。它將支
援能在提高可靠性的同時保持低功耗

訊號功率(dBm)

的網狀網路。現在就來瞭解藍牙5中導
入的關鍵實體層(PHY)增強功能、實際
藍牙5裝置上的射頻(RF)測量，以及RF

圖1：根據BT5裝置可實現的資料速率及其對應PER曲線顯示，最低的資料速率(125kbps)

測量的技術和挑戰。

只需最低功率(約-102dBm或更低)，即可保持接近零的PER。而在2Mbps資料速率時，所

支援更遠距離傳輸

上可將距離延長最高達4倍。許多物

的資料速率。除了現有的1Mbps資料

許多的物聯網裝置都是由電池供電

聯網應用只需要極低的資料速率，因

速率外，藍牙5還導入了2Mbps資料

的。藍牙5可以讓大部份的低功耗應

此資料速率與範圍的權衡往往是可以

速率，適用於無線韌體更新等應用。

用在不增加發射器輸出功率的情況

接受的。對於不受電池電量限制的應

這一較高資料速率是透過增加符號率

下，達到足夠遠的距離——這主要是

用，藍牙5規格還允許更高的發射功

來實現的。

透過為使用者資料定義較低資料速率

率。目前的藍牙4.0規格允許的最大值

藍牙使用一種非常簡單的調變機

而實現的。此外，針對這些資料進行

為+10dBm，而到了藍牙5則相應地增

制，每個符號傳送1位元資料。藉由將

編碼，將允許在接收器進行除錯，從

加到+20dBm了。

符號率增加到每秒2M個符號，可使峰

需的功率提升至大約-90dBm

這些距離的改進將使藍牙5在現

值資料速率達到2Mbps。使用這種較

藍牙4.0使用1Mbps的資料速率，

有應用中更加可靠，更適用於較長距

高的符號率時並沒有編碼選項，因此

但藍牙5提供了125kbps和500kbps的

離的應用中，例如家庭自動化和安

它最適合較短距離以及非經常使用的

全新資料速率。500kbps使用兩倍編

全應用。圖1所示為採用125kbps、

情況(例如軟體更新)。這種較高的符

碼增益，以編碼位元取代一半的使用

500kbps、1Mbps和2Mbps資料速

號率會增加頻譜的使用。目前的藍牙

者資料。採用125kbps時，只有1/8

率時藍牙5裝置的封包錯誤率(PER)曲

4.0使用約1MHz的頻寬，而藍牙5中

的發送資料是使用者資料，其餘7/8

線，顯示使用較低資料速率可提高接

使用2Mbps的速率，使頻寬增加到接

則是編碼位元。這種編碼方法，配合

收器靈敏度。

近2MHz。藍牙低功耗通道以2MHz增

而提供更高的靈敏度和更遠的距離。

搜尋模式關聯性的接收器功能進展，

藍牙5並不像Wi-Fi和蜂巢式技術

能夠提供12dB編碼增益的相等效果，

一樣針對真正的高資料速率應用而設

有效地提高了接收器的靈敏度，理論

計，但在某些情況下，需要用到較高

量為間隔，因此，增加後的頻寬仍然
適合現有的已定義頻率通道。
圖2的右側顯示來自藍牙5裝置的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4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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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bps突波RF測量。封包資料速率

對和建立完整連接的複雜過程。

變，因此實體層的訊號均具有相同的
RF特性。製造商將需要驗證所有不

和調頻(FM)偏移是其處於等效1Mbps

射頻測試

同的速率(作為設計驗證的一部份)，

對於RF測試，藍牙5仍繼續使用由藍

但是在製造過程中，僅以1Mbps和

BT5信標帶來更大資料封包

牙特別興趣小組(Bluetooth Special

2Mbps的資料速率執行發射器測試應

使用藍牙5後，信標裝置預計將變得

Interest Group；Bluetooth SIG)定

該就足夠了。

更加普遍。這些信標不僅能夠覆蓋更

義的直接測試模式(DTM)。在DTM

為了設置和測量這些新功能，晶

遠的距離，傳輸的資料量也明顯多於

下，待測裝置(DUT)透過有線通訊方

片組製造商將實施新的DTM命令。圖

使用藍牙4.0時的情況。在藍牙低功耗

式進行控制，如USB或通用非同步收

3顯示目前可實現新資料速率的DTM

技術中，信標使用一種稱為「廣播封

發器(UART)。二進位命令發送到裝

命令。這些測試對於BTSIG認證必不

包」(Advertising Packets)的方法，

置以啟動發射器或接收器，具體取決

可少，因此設計人員可以預期所有的

以一致的間隔傳輸短資料突波。在採

於正在執行哪種類型的RF測試。藍牙

主要晶片組製造商都將實施新的DTM

用藍牙4.0時，有三個專用的「廣播通

5透過擴展至當前的DTM命令，遵循

命令，以簡化工程設計和製造過程中

道」，每個通道可以在每個封包中傳

相同的方法進行操作，因此現在可以

的RF測試。

輸最多31個位元組的資料。這對於一

指定125kbps、500kbps、1Mbps或

些應用來說相當有限，而藍牙5使用新

2Mbps的資料速率。

測量時的兩倍。

網狀網路

上述每種資料速率都採用不同的

網狀網路(mesh network)可讓裝置進行

在藍牙5.0中，裝置將繼續在三個

編碼和調變。採用新的較低資料速率

長距離的通訊，因為網路中的每個裝置

專用廣播通道上進行傳輸，但在這些

時，設計人員有望看到接收器靈敏度

都可能作為中繼。ZigBee和Z-Wave均

相對較短的傳輸中，每一個傳輸都成

顯著提高，一些先進裝置的接收器靈

包括網狀網路，可提高長距離通訊的可

為一種指標，指向明顯包含更多資料

敏度甚至優於-100dBm。這種改善

靠性。例如，假設您想控制一盞安全燈

的其他資料通道。想像一下需要在多

的性能會對裝置接收器提出額外的要

或者讀取一個室外溫度計的讀數，但是

個實體參數上傳輸資料的醫療裝置，

求，從而降低底層雜訊，以及減輕其

因為距離太遠而無法直接通訊。這時只

您無法在31個位元組的資料中獲得太

他外部源引起的靈敏度退化。

要使用藍牙5網狀網路即可，您的手機

的廣播機制解決了這個問題。

多資訊，但使用藍牙5.0中定義的新方

而在發射端，採用125kbps、

只需與網路中最接近的裝置通訊，然後

法，現在可以傳輸數百個位元組的資

500kbps或1Mbps傳輸速率時的實體

將訊息轉發到您嘗試與其通訊的裝置，

料，而不需要經歷為兩個裝置進行配

層差異極小。這些速度使用1MS/s調

也可以從該裝置傳送訊息。在藍牙技術
中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挑戰將是來自多
個供應商的裝置間互通性。如今，許
多藍牙應用採用1:1形式，這意味著裝
置只需要與幾台先進的智慧型手機正
常配合使用，即可覆蓋大多數的用戶
應用。藉由旨在用於網狀網路的藍牙5
裝置，設計人員需要透過幾十台裝置
來驗證性能，以確保在多供應商環境
下的可靠性。
藍牙5對於消費者和物聯網供應商
十分有利；預計未來在低功耗、低資
料速率、短距離應用中的用途將明顯
增加更多。儘管互通性和參數測試將
面臨新的挑戰，但設備供應商已經在
緊鑼密鼓地研發，同時也可提供有助

圖2：2Mbps擷取和測量的圖形顯示資料透過BT5連接傳輸時FM偏移隨時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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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早期設計的測試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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