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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向更安全
的綠色未來
為了實現更安全的行車環境，車聯網與自動駕駛輔助
系統(ADAS)打造的自動駕駛車，正逐漸成為現實。此
外，全球資源的匱乏以及考量地球的永續發展，使用
潔淨能源做為汽車動力的想法，快速催生電動車(EV)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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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動機車市場煙硝
四起

Ambarella賦予自駕車
立體視覺

設計新技術
膚電活動測量系統的設計
與評估

測試與測量
車電板階可靠度驗證勢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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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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測試解決方案解決 SoC 中的功能性安全問題
5 月 16 日 上午 10:00 - 11:30
由於汽車集成更多的電子設備來控制安全關鍵部件，系統內的 SoC 必須例行地進行現場
自我測試，以檢測由於老化而導致的結構缺陷，並符合 ISO 26262 的要求。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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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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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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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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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國之本》二部曲
「Desenrascar；」我的東道主湊近，重複了一遍這個葡萄牙語詞：
「給我們再大的難題，我們都能解決，儘管我們的動作不一定優美；」

險投資人和科技媒體大亨，加之逾七萬多名國際參會者。
然而，會後似乎並未看到有外資進入葡萄牙建立科研中心；沒

他略為得意地解釋道。我們坐在里斯本(Lisbon)以北半小時的卡石
卡伊石鎮(Cascais)的一家海濱餐館，當地的特色菜是海鹽裹著烤

有這些投資，葡萄牙的優等大學每年培養的成千工程系畢業生仍不
得不出國求職。

的全魚(peixe ao sal)。
喜愛金庸大師的讀者可能記得，《射雕英雄傳》第十二回中，
黃蓉在江邊偷了雞，「用峨嵋鋼刺剖了公雞肚子，將內臟洗剝乾淨，

但比人才流失更嚴重的是：沒有雄厚工程設計力量的國家只
能充當科技的「消費者」，而非「生產者」。這種國家將缺席於設定
未來科技標準、搭建未來供應鏈架構、以及主導對本國有長期結構

卻不拔毛，用水和了一團泥裹住雞外，生火烤了起來。烤得一會，泥
中透出甜香，待得濕泥乾透，剝去乾泥，雞毛隨泥而落，雞肉白嫩，
濃香撲鼻。」此道菜當然就是引洪七公出場的江南美食叫化雞，以
美魚代肥雞、海鹽代江泥，讀者即可以想像我們今晚的魚的做法。

性優勢的未來國際遊戲規則的討論圓桌。
追溯世界歷史，只有科技生產國推動了長期持續的經濟發展，
也收割了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紅利。在1998年為全國報刊《公眾
報》(Público)的一篇署名社論中，弗蘭卡把這種國與國之間的等級

熱情款待我的是若澤弗蘭卡(José Franca)，前葡萄牙國務卿
兼教育部長和美國IEEE院士。「我教你這個葡萄牙語詞可不是厚著
臉誇自己的國家喔…嗯，起碼不完全是…哈哈！」他一邊為我盛魚，
一邊接著暢談。「其實問題在於，為什麼葡萄牙老是避不開麻煩難
題？」弗蘭卡的臉色開始嚴肅。
看著今天的葡萄牙，很多讀者會把弗蘭卡的提問理解成這個
歐洲最西邊的小國的謙遜溫和。雖曾為殖民時期西歐列強之一，葡

關係稱為「科技版國聯」(technology league of nations)，並力倡
葡萄牙的工業策略側重培養新一代敏捷、眼觀國際但身居本國的
工程人傑，以推動葡萄牙晉身科技生產強國。
說到敏捷，您也許注意到最近ASPENCORE全球活動和覆蓋
面超於往常；我們真誠感謝參與3月在上海落幕之「中國IC設計領
袖峰會」的所有演講嘉賓、與會朋友和贊助商夥伴們。鑒於中國在
全球不僅領頭製造供應鏈還在人工智慧等高端科技領域屢奪新制

萄牙在1970年代「康乃馨革命」推翻本國法西斯政權後，極力改善
和前殖民地以及世界各國關係，外交側重和平友誼。1999年澳門順
利回歸中國以及之後持續升溫的中葡關係，亦見證了葡萄牙在歐亞
之間的橋樑價值。
經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葡萄牙果斷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迅速促進了本國經濟恢復成長、貧富懸殊縮小、就業擴大、以及財
政赤字降低。儘管有些政策公然違背了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要求的財政開銷緊縮，布魯塞爾(編按：歐盟總部)卻似乎毫不
介意。歐洲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今年3月在歐
盟議會上，更當面稱讚現任葡萄牙總理科斯塔(António Costa)政
府領導之「美麗的經濟復甦」。

高點，本社將於今年11月主辦第一屆「ASPENCORE全球雙峰會」，
主題為智慧中國，廣聚歐亞美各地CEO和CTO等級的領袖。
現 已 確 認 出 席 講 演 的 嘉 賓 有：美 國 S i l i c o n L a b s 執 行 長
Tyson Tut tle、歐洲STMicroelectronics上任不久的CEO JeanMarc Cher y、以及台灣半導體協會( TSIA)常任理事盧超群博士
等；我們亦很榮幸再次邀請到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積體電路設計分
會理事長魏少軍教授。我們邀請您11月在氣候宜人的深圳，於本社
和各國科技界精英彙聚一堂。
話回葡萄牙。好客的弗蘭卡教授飯後堅持親自駕車送我回里斯
本皇家校場邊的酒店。下車時我突然想起了兒時聽家長講過的一個
典故：古時有七歲小童，舉止莊重像成年人，「聞講《左氏春秋》，愛

但弗蘭卡，前類比半導體設計公司Chipidea的創辦人，並非葡
萄牙經濟發展的圈外人：「近年來葡萄牙的創新創業廣受海外媒體
關注推崇，這當然是好事，但我們不能太相信自己的宣傳而忘記了

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群
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
迸，兒得活。」

實幹。早期取得的成果應該回種地裡、生根發芽，換來以後更大更
持續的豐收。」
一 個 典 型的 例 子：We b S u m mi t 是 一 場 被《富比士 雜 誌》

北宋司馬光滿腔愛國激情編撰《資治通鑒》，年少時就表現出
破甕救友的機智。而這機智何嘗不是急中生智？誠然，遇到緊急難
題會讓誰都頭疼，在執行宇宙探索等高風險科學任務時，問題解決

( F o r b e s M a g a z i n e) 評 為「地 表 最 強 」的 科 技 峰 會，彭 博 社

不妥更立即有生命危險。但人類在面對逆境時的勇氣和智慧─我
們desenrascar的品質─ 有史以來都是每一個民族生存和進步的
決定性因素。此亦可謂強國之本。

(Bloomberg)則稱其為「極客版世界經濟論壇」(Davos for geeks)；兩
年前該會議搬到里斯本舉行後，吸引了眾多科技金融界的甲級明星，
如滴滴出行總裁柳青、英特爾(Intel)執行長柯再奇(Brian Krzanich)、
已故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以及顯赫風

猶如以往，您若有任何建議或評論，請直接寫信給我(victor@
aspencore.com)或與您最喜愛的編輯聯繫。謝謝您的支持！

高志煒
W. Victor Gao
葡萄牙卡石卡伊石鎮

餐館名：Restaurante Porto Santa Maria

葡式叫化魚 90€

地址：Estrada do Guincho，2750-642 Cascais, Portugal

服務小費 15%

紅葡萄酒(兩杯) 15€
合計 146歐元

冰淇淋蛋糕(弗蘭卡) 12€

法式布丁(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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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秀vs.老牌大廠
台灣電動機車市場煙硝四起
台灣電動機車市場看來將有一番激烈
競爭。
新一代視訊編碼規格戰開打
AV1可能改變視訊編碼遊戲規則？
AI晶片「淘金熱」 ARM腹背受敵
各種處理器核心正角逐AI晶片市場，
以取得市場先發優勢。

09

思維與觀點

11

區塊鏈融合物聯網：
正在發生中？
現在正是考慮物聯網和區塊鏈融合的
12
時候了。大多數物聯網方案的集中式架
構意味著可能缺乏彈性，新興的區塊
鏈(Blockchain)技術將有助於提高系統
彈性。因應物聯網的區塊鏈服務可能
觸發使用者之間的開放資料交換，並
化解限制資料存取的孤島問題...

精英訪談
「Forget the car」
新一代智慧車輛要給你更多！
對於車廠來說，開發自動駕駛車輛的
出發點與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提供消
費大眾更安全、舒適的駕駛環境。

創新天地
Ambarella為自駕車賦予立體視覺
Ambarella推出符合車規級的CV2相
機SoC，瞄準ADAS和自駕車市場。
新創公司以雲端服務簡化RISC-V核
心設計
SiFive打造出一種更簡單、快速且低
成本的晶片設計途徑，期望藉此擴展
其RISC-V核心市場版圖。

網站內容
撞人的自駕車到底
是哪裡出問題？

投入2奈米製程
值得嗎？

拋開情緒性的討論，讓我們冷靜地
從技術的觀點來看，在美國亞利
桑那州(Arizona)發生撞人事故的
Uber自動駕駛車，究竟是哪裡出了
問題？

即使是5奈米(nm)半導體製程，
都已經難以確定能否從中找到
商 業利益了，3nm很可能成為
半導體的終極先進製程，而談
2nm似乎太遙遠⋯

https://goo.gl/BJ4s85

https://goo.gl/cShHf3

全球
雙峰會
Double Summits
2018.11.8-9 中國 • 深圳
• 全球 CEO 峰會
• 全球分銷與供應鏈領袖峰會
同期舉辦：
主辦方
• 全球電子成就獎
• 全球電子元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
• 展覽及技術應用課程

主辦方
活動主頁
大會媒體

目錄Contents
16

聚焦：自動駕駛

汽車架構。

開往更安全、更潔淨的未來之路
為了實現更安全的行車環境，車聯網
與ADAS打造的自動駕駛車，正逐漸
成為現實。此外，全球資源的匱乏以
及考量地球的永續發展，快速催生電
動車(EV)的發展。

28

自動駕駛車競賽開跑
預計在2030年之前，道路上每4部車
中就有1部自動駕駛車，但是，誰能在
這場競賽中領先 — 率先推出在公
共道路上自動駕駛的車子？

V2X技術讓車輛視線無限延伸
透過V2X通訊技術，車輛能與其他車
輛、機車、緊急救援車輛、交通號誌、
數位 道 路標誌及行人 之間就 能彼 此
「交談」⋯

設計新技術
膚電活動測量系統的設計、開發與
評估
透過測量皮膚阻抗或電導率在時間上
的變化，可以獲得與用戶活動、壓力
或疼痛程度、心理/生理相關的因素，
用於研究並評估個人的壓力程度。
實現MPU的安全性設計
幾 乎所有的 嵌 入 式系統都使 用了
Cor tex-v7M架構，預計這一架構還
將 持 續使 用一段時間。本 文 提 供 將
現有系統移植到Cor tex-v7M記憶體
保護單元(MPU)的步驟。

37

自動駕駛車的難題在於軟體革命
開放式平台策略將加速創新，為自動
駕駛技術提供高度 可靠且可擴充的

測試與測量
打入AI汽車供應鏈 板階可靠度驗證
勢在必行
為了打入汽車供應鏈，相關業者必須
跳脫既有的消費性電子產業思維，從
半導體元件、ECU、子系統到系統功
能一步一步完成驗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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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科技新秀vs.老牌大廠
台灣電動機車市場煙硝四起
Judith Cheng

在台灣，提起「電動機車」這個名

要支付月租費，才能使用GoStation

詞，大多數人應該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電池交換站為車輛補充能源的方

Gogoro這個品牌；一手打造Gogoro

式；KYMCO提出的Ionex電動機車能

品牌的是成立於2011年的睿能創意，

源解決方案，則是讓消費者可每日將

以專有電池技術起家，這家年輕公司

電池攜回家中充電，也可以使用路上

所開發之電動機車除了以造型時尚、

設置的快速充電站、公用電池充電櫃

色彩鮮艷的機車外觀設計，以及相當

為電池充電，或是選擇租賃電池，以
因應較長距離行駛里程與臨時需要的

於傳統重型機車的馬力與各種個人化
數位功能獲得廣大消費者青睞，也首
創透過廣設電池交換站、由車主支付

Gogoro電動機車與GoStation電池交換站
營運模式已獲得不少消費者支持
來源：Gogoro

月租費共享電池的能源供應服務商業
模式，改變了電動機車產業生態。
儘管從2015年開始在台灣市場銷
售電動機車以來，Gogoro已宣佈累計

動力來源。
KYMCO集團董事長柯勝

表示，

該公司的Ionex車能網是以滿足消費
擁有成功經驗的Gogoro電池與充電站

者需求為優先，將一般成人手提不費

技術做為所謂「公版」規格，但其他

力的5公斤設定為電池重量上限，並

機車業者並不贊同此一提案。

採用了容易抽取的電池匣設計，消費

出售超過5萬輛電動機車，實際上包括

於台灣機車市場佔有率達四成、

者能像是每日為手機等個人3C裝置

該品牌產品在內的電動機車數量約僅

資歷超過半世紀的第一大機車品牌

充電一般，方便地為電動車電池補充

10萬輛左右，在台灣機車市場的佔有

KYMCO (光陽工業)，就在3月底舉行

電力。「我們認為電池交換站不應該

率不到3%；台灣若要達成在2035年

的東京摩托車大展上正式發表「Ionex

是唯一的電動機車充電選項；」他指

將機車全面電動化的目標，以目前全

車能網」電動機車充/換電解決方案與

出，KYMCO考量使用者經驗，以及

台超過1,376萬輛的機車總數來看，

Gogoro互別苗頭，並表示也將開放電

將來把品牌電動機車推廣至全球市場

並不會是一件輕鬆的任務。

池公版供業界使用。

時的各地不同情況，得出的結論是電

為了替實現機車全面電動化添一

相較於Gogoro的電動機車車主需

池充電櫃雖然有助實現完善的電動機

把助力，經濟部在今年1月初宣佈，
將在五年內協助於全台建置3,310座
電動機車充/換電站，其中1,000座由
中油負責於旗下加油站設置，其餘則
開放民間申請設置於停車場、車站、
機關學校、超商或是社區大樓內的私
有停車位等等地點，政府將提供五成
經費補助，希望能藉此鼓勵大眾使用
電動機車。
至於電動機車充/換電站的介面，
在充電站部分已有通用國際標準(大多
採用110V標準AC插座)，換電站規格
則尚未確定；原本經濟部屬意採用以

傳統機車大廠KYMCO推出的Ionex車能網電動機車能源方案，採取充、換電並行模式
來源：KYM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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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能源方案，但如果只能靠它，反而

要額外電動機車續航力時，再選擇付

性能等方面都能不輸新秀Gogoro、

會成為缺點。

費使用前往快速充電站充電的服務，

具備對大眾市場有足夠吸引力的電動

或是租賃一顆額外的電池。

機車配套解決方案，還有待進一步觀

此外柯勝

強調，台灣機車使

用者一天平均騎乘距離為13.3公

不過KYMCO支援Ionex車能網的

察；再加上Gogoro於3月底宣佈推出

里，KYMCO搭配Ionex車能網的電動

新一代電動機車車型，以及Ionex車

隨車電池充電器GoCharger Mobile，

機車核心電池(不可抽取)加上可抽取

能網各種能源服務的收費方案，還要

也開始提供電動機車充、換電並行的

電池，總計續航力可達60公里，已足

等到6月份才會公佈，因此這家老牌

能源服務，台灣的電動機車市場看來

夠日常使用；而消費者可以在臨時需

機車大廠，是否能真正提出在價格與

將又有一番激烈競爭。

AV1正式登場

新一代視訊編碼規格戰開打

Junko Yoshida

的執行長。

自從Google、思科(Cisco)和微軟

訴《EE Times》，「HEVC的支持者擔

(Microsoft)等網際網路巨擘在2015

心要面對三種不同的專利管理者，不

Frost表示，AOMedia的核心組

年9月宣佈成立「開放媒體聯盟」

確定是否會有其他人出現並提出更多

織—Google、微軟和英特爾，都擁

(Alliance for Open Media；AOMedia)

要求，而且也感覺授權費用過高。」

有視訊技術的基本優勢和專業技術，

並致力於開發開放視訊編解碼規格已

從技術面來看，AV1能否改變遊

「我們的工程師都專注於視訊編解碼

經有一段時間了。最近，這個非營利

戲規則？其基礎技術與HEVC存在很

器的開發。」最終成果就是AV1。該

組織終於準備釋出AOMedia Video

大的差異嗎？

組織宣稱，AV1能以「超過競爭編解

Codec 1.0 (AV1)規格了。

Google策略聯盟主管Matt Frost

碼規格更高30%的壓縮能力提供4K

AOMedia的成員在今年4月初於

說：「那並不我們的主張。AV1建

美國廣播電視展(NAB Show)期間展

立在VP6、VP7、VP8、VP9、VC-1

然而，Digital Tech Consulting

示了各種AV1方案。儘管該產業聯盟

(Windows Media Video)、H.264和

(DTC)總裁Myra Moore說：「基本

承諾，AV1可提供「跨平台、4K超

HEVC持續演進的基礎上。但是，我

上，在任何規格置於公正單位進行獨

高解析(UHD)以上的線上視訊」，然

們也進行了一連串的重大改善，讓

立測試以前，一切都只是臆測。」

而，從他們的立場來看，該新編解碼

AV1與以往的視訊編解碼技術不同。」

器最重要的訴求在於「免授權費」。

Matt Frost曾經是On2 Technologies

UHD視訊。」

授權問題

AOMedia董事會成員以網路

AOMedia執行董事兼微軟部門專案經

公司為主— 包括提供串流媒體服

理Gabe Frost解釋，AOMedia過去

務的公司，如亞馬遜(Amazon)、

三年來不僅在改善視訊編碼方面做出

Netflix、Google、微軟、Facebook、

了很多努力，還對AV1的基本專利進

Mozilla和思科，還有Arm、英特爾

行許多嚴格限制，並為AV1執行專利

(Intel)和Nvidia等半導體公司。

審查與建立法律保護基金。

AV1正出現在此關鍵時刻。AV1的

AOMedia解釋，AOMedia工作

競爭規格—高效率視訊編碼(HEVC)，

小組的參與者採用了開放媒體專利授

又稱為H.265，目前正陷於MPEG

權聯盟1.0 (Alliance for Open Media

LA、HEVC Advance和Velos Media

Patent License 1.0)條款，「目的在於

的三大競爭專利池(patent pools)困

履行其提供基本要求的承諾，如W3C

境中。
IHS Marki的研究總監Paul Gray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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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1提供新的視訊壓縮方法
來源：AOMedia

專利政策的定義等。」
因此，透過AV1帶來可用於下一代

業界趨勢
那麼Apple呢？Apple的iOS 11和
MacOS High Sierra可支援HEVC，
加上Apple本身屬於MPEG LA—
HEVC的三個專利池之一。然後是高
通(Qualcomm)。高通屬於另一家
HEVC專利池Velos Media，同時還
有愛立信(Ericsson)、Sony以及松下
(Panasonic)等。
Google的Frost說，重點不在於誰
名列AOMedia。「不要過度解讀。更
重要的是AOMedia是一個能夠一起努
HEVC陷入三個專利池的困境

來源：Leonald Chiariglione部落格貼文

力的組織，現在正開心地共同推出下
一代編解碼器。」

晶片的Bitstream規格、未經最佳化的

間。」他說：「根據我看到的資料顯

回顧MPEG組織創辦人兼主席

實驗軟體解碼器和編碼器、用於產品

示AV1在編碼上很耗時— 比HEVC

Leonardo Chiariglione首次推出MPEG

驗證的參考串流，以及Binding規格，

更長一個數量級。這會使現場編碼產

時，網際網路或專利巨魔(patent troll)

允許內容創作和產生個人與商業視訊

生問題，當然，現場直播可是廣播電

當時都還沒有出現。Frost觀察，隨著

的串流媒體工具。

視的命脈。」

開放來源社群的進展，視訊產業已經
走過很長的一段路了。

至於AOMedia創造的參考程式

同時，「AV1在解碼方面看起來

碼，Frost說：「我們發佈的軟體採用

要求不高，所以應該存在著不同的折

Chiariglione在他最近的部落格

類似柏克萊軟體套件(BSD)的開放來源

衷。AV1看起來最佳化了串流媒體而

中貼文表示，「現有的MPEG商業模

軟體授權。」更具體地說，AOMedia

不是廣播電視。因此，它對於Netflix

式已然破裂」(The current MPEG

是BSD 2-Clause License和Alliance

或亞馬遜更有意義。」DCT的Moore

business model is broken)。對

for Open Media Patent License 1.0

也說：「目前的廣播和套裝媒體供應

此，Frost指出，市場力量改變了技

的組合。

商似乎不會轉換至AV1。」

術創新的商業模式，以及組織如何透
過它實現獲利。Gray也認為，投資

Frost補充說，AOMedia正致力於
為AV1打造一個免授權費的生態系統。

串流媒體社群的發展里程碑

必須要有經濟報酬，才能推動未來的

例如，AV1的用戶可以在YouTube

從串流媒體的發展歷史來看，網際網路

發展。

App中使用，而不用擔心侵權問題。

社群一直在為其垂直市場選擇自己的編

然而，Gray對於視訊編解碼器面

他指出，AOMedia在微軟和Google

解碼器。例如，思科推出了Thor視訊

對競爭的未來仍然保持樂觀態度。他

等主導成員的支持下，已準備好為出

編解碼器、Google追隨VP7/8/9、微軟

說：「HEVC已經有了一部份的增強

貨AV1產品的AOMedia成員提供法律

推出Windows Media Player，而蘋果

功能，例如聯合探索測試模式(JEM)，

支持和保護基金了。

(Apple)則打造了QuickTime Video。

有利於其成為現場廣播的競爭替代方

因此，AV1創造的真正新聞價值

案。」

AV1對傳統媒體的影響

是，AOMedia組織—以及整個串流

他補充說：「基於網際網路的公

由於AOMedia列出的成員公司眾

視訊社群終於有機會統一編解碼器了？

司正多方面推動不同的策略，但AV1

多，AV1吸引了很多來自網際網路串

IHS Markit的Gray認為這是很合

更希望的是合作，而不是單獨開發然

流媒體公司的興趣。但是，AV1對廣

理的推論。他說：「隨著網際網路內

播和套裝媒體有什麼影響？原始內容

容轉向行動和消費電子(CE)裝置，通

事實上，如果產業組織能夠形成

擁有者是否應該考慮將其視訊編解碼

用且最小化的硬體和標準比起過去更

單一專利池，並要求「最後和最終」

器切換到AV1？

具有吸引力。我認為我們正處於邁向

(last and final)的利益聲明，Gray認

成熟市場發展的第二階段，標準化變

為透過這種所謂的「合作途徑」將有

得比速度和最佳化更重要。」

助於更確定的未來。

IHS Markit的Gray指出：「另一
個需要考慮的部份是編碼所需的時

後面臨規格之爭。」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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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晶片「淘金熱」

ARM腹背受敵

Rick Merritt

目前約有十幾種加速用戶端機器學習

加速器方面更具有競爭力。」

任務的處理器核心正在角逐系統單晶片

去年10月，Arm宣佈組建了一個

(SoC)市場，其目標在於取得比處理器

機器學習小組。今年2月更進一步提供

IP巨擘Arm更早進入市場的先發優勢。

該計畫的若干細節。Arm可能會在今

The Linley Group首席分析師

年10月份於矽谷舉行的年度活動中發

Linley Gwennap在Linley處理器大會

表產品詳情。

發表專題演講之前接受《EE Times》
的訪問。他表示，這場競爭態勢顯示

基準和資料中心的競爭

機器學習晶片的許多舉動正開始轉向

最終，能在這場仍算是新戰場中獲勝

低功耗的用戶端區塊(block)。然而，

的晶片將是集性能、功耗和晶片尺寸

在高性能的資料中心晶片之間，競爭

等優勢於一的最佳組合。

仍處於初期階段。

迄今所宣佈的用戶端推論加速器之原始
性能數據，僅能反映部份現實
來源：The Linley Group

Gwennap說：「問題在於我們看

Gwennap說：「Arm已經主宰了

到了原始性能，但它實際上可歸納為在

PowerVR 2NX入局，PowerVR 2NX

CPU的IP領域，也接管了GPU，但人

神經網路上提供的性能。所以，我們需

採用支援MAC陣列的客製非GPU架

工智慧(AI)引擎為核心晶片創造了一個

要的是一個良好的基準，例如每秒鐘可

構。Nvidia則為其Xavier處理器的深

全新的市場，讓其它公司也能取得一個

分類多少影像等。」

度學習加速器(NVDLA)核心架構提供

好的開始。」

百度(Baidu)率先將AI基準作為開

免費且開放的IP，並獲得Arm的支持。

例如蘋果(Apple) iPhone中A11

放來源發佈，但尚未被廣泛採用。交

整體而言，Gwennap表示有多達

SoC內建的Bionic神經網路引擎、三星

易處理委員會(Transaction Processing

40家公司都在設計客製的AI晶片。其

(Samsung) Galaxy S9手機中Exynos

Council)去年底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來

中許多都鎖定了資料中心應用，但在

9810處理器內建的DeePhi區塊、華為

處理這個問題，但尚未提報任何進展。

這個領域，Nvidia Volta GPU的地位

(Huawei)麒麟970(Kirin 970)手機中的

目前為止，Gwennap的報告

穩固，並成為亞馬遜(Amazon)等巨擘

寒武紀(Cambricon)神經引擎、聯發科

稱，Videantis的多核心v-MP6000表

(MediaTek) P30 SoC中用於視覺和AI

現較其最接近的競爭對手Ceva NeuPro

他指出，今年在投產新的AI資料

加速的Cadence P5 DSP，以及英特

略具有原始性能優勢。Ceva NeuPro將

中心架構方面，Wave Computing似

爾(Intel)未來PC晶片組中可能導入的

SIMD DSP與脈動MAC陣列相結合。

乎領先一步。從該公司銷售完整系統

Movidius加速晶片。

其它廠商還包括新思科技(Synopsys)

所選擇的訓練引擎。

的決定來看，其目標主要放在二線和

現有的AI晶片設計訂單已經鎖定了

的EV64，它結合了SIMD DSP與用於

整個手機市場中約佔三分之一的高階智

啟動和池化(pooling)的客製邏輯。如

英特爾旗下的Nervana最近明確

慧型手機應用，預計將在未來2~3年內

同Videantis一樣，AImotive AIware也

表示，要到2019年才會投產晶片。深

滲透到手機市場的其它部份。

使用了許多客製硬體區塊。

度學習新創公司Graphcore聲稱將在

三線(tier)業者，而非大型資料中心。

除了智慧型手機，汽車對AI晶片來

在低成本的區塊中，芯原微電子

今年稍晚發佈新晶片。另一家新創公

說也是一個越來越大的市場。還有個人

(VeriSilicon)的VIP8000-O採用具有多

司Cerebrus則仍保持緘默，而比特幣

電腦(PC)、平板電腦和物聯網(IoT)裝

達8個深度學習引擎的GPU提供大部份

ASIC製造商比特大陸(BitMain)已在去

置很快地也將充斥整個市場。

的原始性能。令人不解的是，在所發佈

年底宣佈用於資料中心的AI晶片計畫。

為了跟上步伐，Arm在今年二月宣

的晶片中，寒武紀的CPU採用小型矩陣

Gwennap說：「業界多家公司正

佈了一項名為‘Project Trillium’的完

引擎所提供的性能最低，但仍取得華為

一窩蜂地投入AI晶片領域，他們將其

整平台。但是，Gwennap說：「他們

智慧型手機應用的重要訂單。

視為下一波淘金熱，因而競相搶搭這

必須在一些最佳化電源效率的特定硬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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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晶片公司Imagination也攜其

班列車。」

思維與觀點

區塊鏈和物聯網融合：
正在發生中？
Christian Legare，Silicon Labs物聯網作業系統平台總監

許多發展障礙正減緩著物聯網(IoT)的

管理，並未涉及加密貨幣。事實上，

採用。

區塊鏈和物聯網的融合已經排進了多

首先，物聯網裝置和平台市場是

家公司的議程。而且，在物聯網和金

零散的，其中存在許多標準和多家供

融服務之外的幾個領域中已經存在具

應商。關於技術、供應商以及所提供

體建置、解決方案和創新行動了。

的解決方案，一直存在著不確定性。
其次，對互通性也存在疑慮，因

根據IBM的介紹，對物聯網而言，
區塊鏈的三大好處是建立信任、降低

區塊鏈為物聯網帶來三大優勢

為建置的解決方案往往容易造成新的

成本和加速交易：

資料孤島。

· 使用區塊鏈密碼技術在當事各方

處理區塊鏈資料，突然之間區塊鏈成

和裝置之間建立信任關係，並降

為了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對，但不

低共謀和篡改的風險

完全是這樣。

雲端中的資料通常是安全儲存
的，但是基於雲端的安全建置手段，
無法針對完整性打了折扣的裝置保護
你的資料，也無法防止在來源端的資
料篡改。
最後，大多數物聯網解決方案的集

· 透過消除與中間人和仲介機構相
關的開銷來降低成本
· 透過將結算時間從幾天縮短至幾
乎為一瞬間，從而加速交易

分散式帳本的一個關鍵要素，在於
它們是開放的；它們通常不被任何一
個實體「擁有」。任何連接到分散式
帳本的電腦都稱為「節點」(node)。
大多數節點是羽量級的(或者至少相對於

中式架構(centralized architecture)意
味著有可能嚴重缺乏彈性。在雲端處理

如何實現？

雲端伺服器的容量來說是羽量級的)，

所有交易時，雲端資源的不可用性，可

基於區塊鏈的系統將如何實現這一切

因此它們不會保存完整的帳本。帳本

能會凍結你的商業營運。

呢？IBM的觀點，是區塊鏈中的所有裝

中每個「區塊」(block)的容量上限為

置都應具有執行區塊鏈軟體的資源。

1MB。一台小型桌上型電腦可以輕鬆

隨著物聯網系統中的每個元素都能夠

地保存完整的帳本，但是大多數物聯

什麼是區塊鏈？
區塊鏈(Blockchain)是一種新興技術，
可以協助提高系統彈性。
區塊鏈的基本概念非常簡單：它是
一種分散式資料庫，稱為分散式帳本
(distributed general ledger)，它維
護著一個不斷新增的有序記錄清單。
媒體通常將「區塊鏈」這一術語和
交易、智慧合約或加密貨幣聯繫在一
起，但是，區塊鏈本身擁有更大的潛
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將區塊鏈從
諸如比特幣(Bitcoin)和乙太坊(Ethereum)
這樣的具體建置中分離出來。
例如，沃爾瑪(Walmart)和福特
(Ford)正在使用區塊鏈技術來改善供應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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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網裝置並非如此。任何區塊鏈系統至
少需要一些包含完整帳本的「完整節
點」(full nodes)。

可擴展性

另一個問題，是你需要正確的安
全認證才能查看交易。因此，使用此

處理能力

技術時，物聯網安全問題仍然存在。
裝置啟動運作和安全金鑰管理仍然是

增加複雜度
區塊鏈與
物聯網融合的
挑戰

物聯網裝置持續存在的問題，並未由
區塊鏈所解決。

互通性
問題

假設這些限制都解決了，那麼區塊

缺乏
專業知識

鏈將為物聯網增加一種引人注目的商
儲存

業面向。一個區塊包含交易，但也可
以包含合約。因此，一台物聯網裝置
可以從另一台裝置或另一個系統購買
資料或向其銷售資料。而這可造就一
個不太會出現彈性問題的交易系統。

區塊鏈融合物聯網的挑戰

區塊鏈+物聯網的挑戰
和物聯網技術會為系統增添巨大

夠提供一個架構，使區塊鏈在其中能

的複雜性。

發揮作用。對於絕大多數邊緣節點而
眾所周知，當你可

言，區塊鏈功能最初需要在閘道器

然而，儘管有這些益處，但區塊鏈模

以將資料來源整合在一起時，物

中實現，閘道器是充當交易處理點的

式並非沒有其缺點。具體包括：

聯網的價值會增加。我們本來就

硬體裝置。這增加了一層額外的複雜

· 可擴展性

區塊鏈尚未具備良好

缺乏很多垂直市場的資料模型標

性，因為這意味著負責交易的邊緣節

的擴展性。這可能會導致回歸集

準，將區塊鏈融合只會使這個問

點將不會是記錄交易的裝置。邊緣節

中化，從而無法體現分散式帳本

題變得更加困難，更不用說這種

點將是閘道器的週邊裝置。

的宗旨。

交易管理將會造成的法律和合法

儘管物聯網和區塊鏈的結合現在

性問題。

還沒有準備好，但已經到了該開始考

態系統中所涉及的所有物件，小

區塊鏈與數十億物聯網裝置的融合

慮此種融合的時候了。因應物聯網的

型裝置不具備執行加密所需的能

並非不久的將來就會發生之事。從運

區塊鏈服務可能會觸發在使用者之間

力。預計數十億物聯網裝置將以

算方面來講，區塊鏈處理任務困難且

進行公開的資料交換，並使限制存取

非常低的成本進行量產，而且，

耗時；而物聯網裝置的能力仍然相對

有用資料之孤島問題得以化解。我們

這些裝置中的大多數將不能以期

不足，缺乏直接參與區塊鏈的處理能

看到這些新技術的應用已經起步，在

望的速度執行所需的加密演算

力。這種限制有一個很好的理由：繁

擁有足夠資源的低成本處理器廣泛普

法。

重的運算量有助於保護完整性。

及之前，推動區塊鏈部署所需的物聯

· 處理能力

對於基於區塊鏈的生

網系統持續改進，只是時間的問題。

儘管區塊鏈消除了使用中

正如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央伺服器來儲存交易和裝置ID

of New South Wales)副教授兼研究員

Filament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的需求，但帳本(ledger)也必須

Salil Kanhere所說：「標準的物聯網

Filament是一家提供新型晶片的新創

儲存在節點上。久而久之，帳本

裝置無法進行這種繁重的運算工作，

公司，其晶片使連網裝置和裝置能夠

的規模將會增加，而這將超出了

就像你無法在一台標準的筆記型電腦

自行完成交易，並基於規則和營運業

大量智慧裝置的能力，例如感測

上進行比特幣挖礦一樣。」所以，最

者設定的程式創建記錄在區塊鏈上的

器，其儲存容量非常低(無論是內

初這種類型的應用將會首先在高階閘

合約。

部快閃記憶體，還是外部的NOR

道器上看到。

· 儲存

此外，由Linux基金會(Linux

現在，業界媒體報導人工智慧(AI)

Foundation)主持的全球合作組織

很少有人瞭解區塊

和區塊鏈正在加速物聯網的發展，但

Hyperledger也提供區塊鏈技術的開放

鏈技術的運作原理。融合區塊鏈

我認為正好相反。物聯網現在已經能

來源(open-source)版本。

或NAND快閃記憶體)。
· 缺乏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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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Forget the car」
新一代智慧車輛要給你更多！
朱迪思

「自動駕駛」無疑是近來科技領域最熱門的

在今年開放Level 3自駕車有條件上路，但包

話題之一，或許對於身為電子產業界人士或

括台灣在內的其他地方可能要再等一等。」

是工程師的讀者們來說，這個名詞更多是代
表著一個潛力十足的新市場商機，以及尖端

Audi新一代A8配備了結合AI技術的

電子/數位技術在汽車應用領域的最新展現；

Level 3自動駕駛功能

但對於車廠本身來說，開發自動駕駛車輛的

根據Audi的官方資料，最新一代A8的塞車駕

出發點與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提供消費大眾

駛輔助系統，可在交通堵塞的路況或60公里

更安全、舒適的駕駛環境。

以下較低時速行駛的情形下，讓駕駛人切換

陳百鈞
行銷處長
台灣Audi

歐洲車廠Audi也是其中一員；台灣

至自動駕駛功能；在此功能下，駕駛人的雙

Audi行銷處長陳百鈞表示，該公司結合最新

手可暫時離開方向盤、不需保持對車輛操控

系統(Audi AI remote parking pilot)，能幫助

人工智慧(AI)先進科技的「Audi Intelligent

與路況的全神貫注，但仍須保持警覺，隨時

駕駛人更順暢地完成路邊停車或是倒車入庫

Technologies」，特別著重在駕駛安全與駕

準備在收到系統提示時接手駕駛任務。Audi

等動作，車主甚至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以

駛舒適性兩大方面的創新設計。他指出，很

A8的Level 3自動駕駛功能得益於車輛所配

遙控方式把車子停好。

多交通意外往往是由人為駕駛疏失所造成，

備的先進感測器，包括光達(Lidar；Laser

陳百鈞表示，當汽車結合了更多智慧功

因此Audi藉由提供主動性安全功能，讓車

Scanner)、支援中/長偵測距離的雷達、超

能，將帶給消費者全新的移動體驗，Audi最

子本身能幫忙駕駛人注意到可能會疏忽的地

音波感測器、360度環景攝影機，以及支援

新A8的設計口號就是“Forget the car, Audi

方、避免危險發生；例如在最新A8車款支

夜視功能的紅外線攝影機。

is more”；當各種進化科技普及未來的汽

而結合了Nvidia Tegra K1處理

車，人們除了能享受更安全、舒適的駕駛環

在偵測車輛側邊將遭遇撞擊時將該側懸吊提

器、Mobileye EyeQ3視覺處理器、Infineon

境，甚至能因為自動駕駛技術的協助而取得

高，讓車體以較堅固的部分迎接撞擊，降低

AURIX微控制器與Altera Cyclone FPGA元

更多的個人時間。此外陳百鈞指出，Audi也

乘客受傷的風險。

援的主動式懸吊系統能支援側撞防護功能，

件的Audi中央駕駛輔助控制器zFAS，負責

特別注重電動車技術的開發：「Audi近年積

這套主動式懸吊系統也能為消費者帶來

融合來自環繞車身各種先進感測器之資料，

極參與E級方程式電動車競賽精進電動車技

更舒適的駕駛體驗，「舉例來說，當A8所

以執行啟動緊急剎車、主動懸吊、轉向控制

術，並在今年的日內瓦車展發表了e-tron系

搭載的攝影機偵測到前方路面有坑洞時，系

等等先進駕駛輔助功能的決策；該控制器也

列純電動車的休旅車款原型；我們的目標是

統會預先計算並為避震器調整適當的阻尼設

扮演了讓最新一代A8實現Level 3自動駕駛技

在2023~2025年間將30%的車款以電動車取

定，讓車子行駛過坑洞路面時更平穩；」此

術的靈魂角色。此外A8還支援自動停車輔助

代，為節能減碳、推動環保貢獻力量。」

外陳百鈞表示，Audi在車內系統的操作介面
上，也特別注重直觀式的設計，包括回饋式
的觸控螢幕、聲控功能等等：「我們希望消
費者能在輕鬆無負擔的舒適環境中，享受駕
駛汽車的樂趣。」

前向攝影機

閘道器

駕駛人感測器
左/右側360度環境攝影機

後方360度環境
攝影機

右前方中距離雷達
左後方
中距離雷達

談到最新一代的Audi A8，不得不提的是
這款旗艦車號稱為「全球第一台搭載Level 3
自動駕駛技術的量產車」，所配備的塞車駕
駛輔助系統(Audi AI traffic jam pilot)，讓駕
駛人能真正暫時將雙手離開方向盤，將注意
力轉向其他的事物；不過陳百鈞強調，由於
世界各國的交通法規尚未開放自動駕駛技術

右後方中距離雷達

長距離雷達

後方超音波
感測器x6

前方360度
環境攝影機

雷射掃描器
前方超音波感測器x6
左前方中距離雷達

中央駕駛輔助
控制器(zFAS)

的使用，最新A8的Level 3自動駕駛功能會等
待合法之後才正式導入，「德國有機會率先

最新款Audi A8所搭載的感測器與中央駕駛輔助系統

來源：A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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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Ambarella為自動駕駛車賦予
立體視覺
Junko Yoshida

自動駕駛產業不乏想要超越Mobileye
電腦視覺SoC的視覺晶片供應商，
安霸(Ambarella)就是其中之一。
該公司正致力於縮短與Mobileye的
距離，特別是因為Mobileye不僅是
業界先驅且仍持續主導基於視覺的
先進駕駛輔助(ADAS)和高度自動駕
駛車市場。
Ambarella日前推出了一款名為
CV2的新型相機SoC，專用於提供
深度神經網路(DNN)和立體視覺處
理，瞄準ADAS和自動駕駛車市場。
Ambarella宣稱擁有兩項與競爭對手
不同的優勢，其一是VisLab開發的
新型電腦視覺架構— Ambarella於
2015年收購了這家歐洲電腦視覺與
智慧汽車控制系統開發商。另一項則
是Ambarella自家設計且經現場驗證
的低功耗、高解析(HD)與超高解析
(Ultra HD)視覺處理晶片，可用於IP
監控、運動、無人機與後裝行車記錄

圖1：CV2架構圖

檢測到一般障礙物。」

的新產品看起來很不錯，可望用於

Broggi說，Ambarella的視覺

ADAS、L4和L5級自動駕駛。我認

結合VisLab的經驗和技術，

SoC「專為在城市駕駛而設計，能執

為，正是由於他們的技術涵蓋從演算

Ambarella開發出符合車規級的CV2，

行所有的感知處理」。而像路徑規劃

法、專利到SoC，而使其自動駕駛平

在一個晶片中整合了先進的電腦視

以及轉向和停車等其他操控任務，目

台與眾不同。」

覺、影像處理、4Kp60視訊編碼與立

前仍留給車載電腦。然而，Broggi補

Juliussen說：「他們還取得了加

體視覺技術。CV2延續上一代的CV1，

充說，他的團隊計劃將融合和決策層

州的AV路測執照— 不過是第52家

據稱可提供較CV1更高20倍的深度神

移植到CV晶片上。

獲得執照的公司。」他強調Ambarella

器等應用。

經網路性能。

從義大利帕爾馬大學(University

已能「提供開發工具和API，可讓1級

CV1和CV2都可在同一晶片上提

of Parma)獨立出來後，由Broggi教授

(Tier-1)供應商和汽車OEM連接ADAS

供單眼和立體視覺處理。VisLab創辦

帶領的電腦視覺團隊成為Ambarella高

和L3到L5系統。」Ambarella計劃在

人Alberto Broggi解釋：「單眼視覺

度自動化車輛的自駕車(AV)軟體骨幹。

第二季出樣CV2。

可在遠處偵測並分類物件— 最遠達

針對Ambarella的視覺解決方案，

不過，Ambarella為什麼推出兩款

180公尺— 而立體視覺相機能夠捕

IHS Markit資訊娛樂和ADAS研究總

視覺SoC？Broggi表示，去年5月發表

捉3D物體的形狀，而且無需訓練即可

監Egil Juliussen說：「Ambarella

CV1後，「我們又花了6個月的時間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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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針對這兩類型產品的比較，
Juliussen說：「Mobileye是採取[單眼
相機]策略的主要公司；當攝影機價格
昂貴時，這種途徑效果不錯。但立體相
機的價格正持續降低。我認為兼具單眼
和立體視覺更好，能為Ambarella帶來
更大的市場和應用領域。」

高動態範圍至關重要

圖2：EVA平台架構

發CV1的軟體和工具，並確保晶片能在

來源：Ambarella

常不夠穩定和可靠。

Broggi說，「VisLab和Ambarella聯
手可說是絕佳組合，」因為兩家公司

安裝於車輛時正常運作。」由於基礎工

Ambarella在其晶片中融合了單眼

的團隊之間工作並未重疊；更重要的

作已經完成，而CV2的軟體相容於CV1

和立體視覺處理。例如，其嵌入式車

是，CV1和CV2均採用Ambarella的

的軟體，「客戶很輕鬆就可以將兩者互

輛駕駛(EVA)平台提供基於4K CV1的

影像訊號管路實現高動態範圍(HDR)

換使用，」Broggi補充說，特別是CV2

立體視覺相機，用於立體障礙物檢測

成像、ultra HD處理以及在立體相機

符合汽車要求，但CV1則否。

的感知範圍超過150公尺。據該公司

實現自動校準。

稱，它還支援超過180公尺的物件單

單眼視覺vs.立體視覺

眼視覺分類功能。

除了卷積神經網路(CNN)和DNN
的所有功能之外，由ADAS和AV部署

開發ADAS和全自動駕駛車究竟要用

Broggi認為，立體視覺是一項重

的視覺感測器還可以從視覺SoC提供

單眼視覺還是立體視覺？這是長久以

要的功能升級。「許多資訊都包含在

的HD影像和高性能影像預處理功能

來爭辯的焦點。英特爾(Intel)旗下子

物件的3D形狀中。即使相機看到一個

中受益。

公司Mobileye認為，單眼相機用於辨

未知形狀的物體— 系統以前從未見

由於立體相機需要非常高的穩定

識車道、行人以及交通標誌和路上的

過的東西，而且未經辨識訓練— 立

度非常穩定，Broggi說：「立體相

其他車輛時已經夠好了。

體視覺也能進行處理。」

機的校準可能會是一項挑戰，尤其是

但是，立體視覺的支持者則認為，

擁有單眼和立體視覺功能也會導入

在汽車應用中，」因為汽車持續振動

以3D視角計算來自單個相機感測器接

重要的冗餘。立體視覺能夠發現單眼

且經常在寬溫度範圍內運行。透過

收的平面2D架構時，單眼視覺系統經

相機看不見或無法辨認的物件。

Ambarella的CV1和CV2晶片，「我們
可以在晶片上即時自動校準。」
同樣地，當機器面對LED頭燈和交
通標誌時，ADAS和AV可能會發生混
淆。當LED閃爍時— 它可能會被開
啟和關閉— 其閃爍的假影可能引發
機器視覺故障。Broggi解釋說，這種
情況經常發生在LED燈和相機的頻率
不同步時。Ambarella的CV1和CV2可
以透過平均訊框數來減輕這種假影。
他說：「我們可以在影像管線的早期
階段使用預處理來清理它。」
對於最近Uber釀禍撞死一名在夜
間穿越街道的婦女，Broggi並未發表
任何評論，但他說，Ambarella提供
支援HDR功能的晶片「能夠在極低光
照條件下處理影像。」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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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EVA架構

距離感知。遠距離相機使用兩個4K感

對於道路試駕，Ambarella開發了EVA

測器(8百萬畫素)，基線長30公分，

根據Juliussen的觀察，開發汽車

自動駕駛平台。EVA的感測套件目前

水平視角75度。短距離相機系統使用

用的電腦視覺產品是Ambarella的一

已導入Lincoln MKZ車系，主要採用視

4個支援200萬畫素的立體相機，以及

項重大目標，該公司去年為此分配了

覺感測器，無需光達(LiDAR)即可實現

10cm基線和魚眼鏡頭。

超過50%的研發預算。Juliussen說：

低功率—4至5瓦(W)。」

自動駕駛。然而，基於EVA的AV還包

Ambarella解釋，每個遠距離相機

「如今看來他們取得了不錯的進展。

含Bosch製造的前保險槓式雷達，以

都包含2個CV1 SoC。在短距離系統

目前的產品已被中國OEM應用於ADAS

獲得更好的正面視野。

中，所有的相機都連接至一個中央模

市場。」

Broggi堅信，視覺是使自動

組，透過2個CV1 SoC處理4個相機。

他補充說：「他們目前的產品還被

駕駛車「充滿信心」的唯一感測

CV2的設計用於在晶片中支援4個

用於相機售後市場，如儲存行車資料

器。Broggi表示，相較於每秒產生

立體相機和4個單眼相機。而CV1採用

的行車記錄器(EDR)。EDR將成為L4

200萬個3D點的光達，遠距離的立體

14nm CMOS製程製造，但Ambarella

和L5自動車的標準配備。」這就是為

相機每秒可擷取8-9億個3D點。

的CV2將由三星(Samsung)以10nm製

什麼CV2支援4Kp60 AVC和HEVC視

車輛通常配備兩組不同的立體相

程製造。儘管CV2的複雜度增加了，

訊編碼。該晶片可以將視訊記錄到汽

機。一套是遠距離感知，另一套是短

但Broggi說：「我們能夠保持相同的

車ADAS和自動駕駛系統。

新創公司以雲端服務簡化RISC-V核心設計
Rick Merritt

SiFive近日完成了5,060萬美元的C

完成設計⋯⋯今天人們通常要花30天

示，該公司的目標在於使這些成本降低

輪融資，將用於打造一種更簡單、更

的時間進行暫存器(RTL)驗證，但我

達85%，讓使用者能以大約750,000美

快速且更低成本的晶片設計途徑，最

們將能在3-5個小時內完成— 這是

元為晶片打造原型設計。

終目的在於使這家新創公司獲利，並

我的承諾。」

Sherwani說：「任何擁有Web

推動其RISC-V核心擴展市場版圖。

此外，SiFive的IP合作夥伴將在

介面的人都可以設計出優質的晶片，

參與此輪融資的公司還包括中國小米

SoC投入生產之前，以低成本或免費提

並在其社群中解決問題，」他並承諾

(Xiaomi)旗下的華米科技(Huami)。

供IP區塊(block)。IP的前期成本可能

將為大學和開發中國家免費提供這項

SiFive執行長Naveed Sherwani

佔SoC原型開發成本的35%，在某些情

服務。

指出，該公司今年將發佈用於設計

況下甚至可能高達500萬美元。SiFive

The Linley Group首席分析師

RISC-V核心的雲端服務，並聯手合

合作夥伙計劃負人Shafy Eltoukhy表

Linley Gwennap認為，SiFive的一些

作夥伴在明年擴展至SoC設計平台

承諾「十分具有野心」。加速設計過

中。Naveed Sherwani曾經任職Open

程的立意良好，但並未帶來差異化，

Silicon長達十年之久，去年7月加入

「因此，這一途徑的價值並不明確。

SiFive。

大部份的SoC新創公司都在其晶片中
設計最具關鍵的IP區塊，才能確保差

在宣佈資金籌措的一次活動中，

異化。」

Sherwani提出了幾項雄心勃勃的承
諾，他認為這就像是SoC設計的革命。

他還補充說，SiFive雖然可能降低

「目前，完成一款晶片約需要9-18個

前期成本，「但客戶在產品出貨後仍然

月的時間。預計在未來12-18個月內，

必須為IP付費，因此，該計劃其實並未

我們將發佈一套系統，除了兩個月的
製造時間以外，它只需15-20天就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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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SiFive技術長Yunsup Lee親自
前往台灣，交付該公司的第一批晶圓

降低IP成本，只是延遲罷了。」
目前還不清楚SiFive的平台能帶

創新天地
來什麼吸引力。這項服務可能為新興

單— 在Microsemi的設計中打造可

的「群眾募資」硬體新創公司提供使

實現快取一致性區塊的軟核心。

用現成晶片的替代方案。現有晶片設

Microsemi的研究員兼RISC-V基

計人員可能會發現這項服務可用於為

金會董事會成員Ted Speers表示，

不需要自定義功能的SoC降低成本。

「我們最近從使用SiFive處理器的一項

迄今為止，美高森美(Microsemi)、

計劃中獲得數百萬美元訂單。」

輝達(Nvidia)和Western Digital (WD)等
一些既有的電子公司都在採用RISC-V。
他們將免費的指令集架構及其日益增加
的開放來源實作，視為降低自家核心設

有些人認為RISC-V顛覆了英特爾
圖2：首款基於RISC-V的開放來源開發板
— HiFive Unleashed，採用支援
Linux的多核心RISC-V處理器
Freedom U540
來源：SiFive

計成本的一種方式。

(Intel)和Arm在微處理器領域的主導
地位。在去年秋季舉行的RISC-V大會
上，WD表示將在RISC-V上實現標準
化，並期望有一天將透過其磁碟和固

美國加州新創公司Esperanto

週邊IP區塊，從而設計SoC。它還將

態硬碟(SSD實現)實現一年20億核心

Technologies去年秋季宣佈該公司正

產生晶圓廠就緒(fab-ready)的檔案，

的出貨量。

開發一系列的RISC-V高階處理器。而

通常可以讓客戶免於EDA流程的複雜

晶心科技(Andes Technology)則採用

細節影響。

RISC-V作為其專有核心的替代方案。

中國將在RISC-V中發揮重要
作用

WD資深總監Zvonimir Bandic
說：「從狂熱用戶到資料中心的主要

這項服務還將支援來自SiFive及

作業系統(OS)如何使用Linux來看，

其合作夥伴的工具應用程式商店(app

我預測10年後，將會看到每個資料中

store)。最早在今年9月就可以提供設

心處理器以及一半的邊緣裝置處理器

計RISC-V核心的基本版本。

都使用了RISC-V。所有的控制點都將

新一輪融資為SiFive帶來了一大筆錢。

SiFive於去年8月發佈的IP合作夥

被打破，所以你可以用任何想要的方

該公司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伴計劃目前包括十幾家小型IP公司，

式、任何理想的介面來建構SoC—

Berkeley)研究生及其設計初期RISC-V

而且平均每兩週就會有一家新公

這正是RISC-V將在2028年以前帶給

核心的顧問團隊聯手於2016年7月成

司加入。目前的合作夥伴成員包括

我們的自由度。」

立，迄今共籌集了1,380萬美元。

Analog Bits、Dover Microsystems、

Gwennap則表示：「我擔心

最新一輪的投資者以中國創投公

FlexLogix、Rambus和UltraSoC

RISC-V的討論最終將導致資料中心

司Chenwei為主導，該公司擁有廣泛

等。DSP業者則是尚待填補的缺口

和客戶端運算分散了必須在過渡期

的技術投資組合，其中包括SiFve最

之一。

間完成的艱難任務。」他補充說：

初的主要投資方Sutter Hill Ventures

SiFive的大部份幕後工作是為每

的投資。其他新的投資方還包括SK

個區塊設計樣板、建構多個區塊的子

電訊(SK Telecom)、華米科技、兩家

系統，並確保區塊的每個組合都能協

未透露名稱的半導體公司，以及現有

調作業。

「RISC-V目前只適用於深度嵌入式核
心，而不適於執行應用軟體。」
Esperanto等公司將與英特爾等業
界巨擘正面交鋒，但那顯然不是SiFive

同時，該公司已經從迄今設計

的目標。有些開發人員一直熱衷於使

Sutter Hill Ventures理事長Stefan

的少數RISC-V核心授權中獲得了收

用SiFive的最新處理器，因為它是第一

Dyckerhoff說：「許多RISC-V革命將

入。SiFive在2016年中期發佈首張訂

款能夠執行Linux的RISC-V晶片。

RISC-V用戶Western Digital。

發生在中國和印度。」
Sherwani表示，這筆資金將有助
於他將團隊成員倍增至100人左右，
主要招聘具有晶片和軟體專業知識的
工程師。它還將用於今年計劃進行的
大約12次出樣(tape out)，以驗證合
作夥伴的IP。
他打算建構的SiFive雲端服務能
讓用戶選擇前期驗證的RISC-V核心和

圖3：SiFive RISC-V Linux開發平台採用Microsemi FPGA，今年第一季上市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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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智慧駕駛

開往更安全、更潔淨的
未來之路
編輯部

汽車載著人們通往世界各地，但為了

「車聯網、自動駕駛、電能驅動」是移

採取階段性地發展自駕車，短期內從

讓駕駛人有更安全的行車環境，車聯

動(mobility)產業的三大發展主軸，目

配備先進的技術著手，目的在於提升

網、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以及

的在於讓新一代的交通運輸工具更安

行車的安全性、便利性與用戶體驗，

全面網路化打造的自動駕駛車，正逐

全、更有效率。而未來哪些廠商能夠成

並逐步建置下一代自動駕駛技術。

漸成為現實。另外，全球資源的匱乏

功，「將取決於能否有效整合這三大關

他個人認為，未來的車子並不只是

以及考量地球的永續發展，使用更潔

鍵技術趨勢，賦予消費者全新的駕駛體

電腦加上4個輪子，還牽涉到人性、科

淨能源做為汽車動力的想法，快速催

驗、樂趣與安全。」

技發展的侷限以及政府基礎建設等問

「未來的車子是在電腦加上4個輪

題。因此，以現階段的市場成長態勢來

日前，由《電子工程專輯》與《電

子？還是以車子為主體，在車上配備電

看，他認為電動車在逐漸克服充電、原

子技術設計》(EETimes/EDN Taiwan)

腦？」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

物料與政府法令等問題後，比起自駕車

共同舉辦的TechTaipei系列即聚焦「車

ST)汽車產品事業部技術行銷經理王

更有發展潛力。

聯網」與「電動車」兩大亮點，邀請國

建田一開場就對與會工程師拋出一個

內外汽車產業的重量級廠商，分享對於

值得思考的問題。他進一步解釋，自

「車聯網」為自動駕駛鋪路

車聯網、自動駕駛相關技術的觀察，並

動駕駛將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無人

為了實現自動駕駛，提升行車安全

剖析未來的電動車發展脈絡。

車，也就是未來的車子只是在電腦上

性，業界正積極發展基於V2X的車聯

生電動車(EV)的發展。

台灣博世(Bosch)原廠汽車零件銷

加裝4個輪子，例如以Google、Uber

網技術。王建田說，「車聯網」的概

售事業部總經理楊建新在開幕日發表

為代表的陣營，目前正傾全力發展無

念簡單說就像是把現有的手機功能導

「車聯網新趨勢」專題演說。他指出，

人車。另一派則以傳統車廠為代表，

入車輛，但隨著支援人工智慧(AI)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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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DMS)和前置相機等應用，較適

視覺與雷達感測技術、ADAS，最終將

合擁有硬體強項的台灣業者導入。」

走向自動駕駛。

此外，資訊娛樂系統包括數位駕駛

車聯網的主要架構是串起車內與

艙、數位儀表板、中控台與後座影音娛

車外的「資訊通道」，也就是車用乙

樂系統、高階音響處理、汽車閘道器以

太網路與各種無線技術，並連接到雲

及V2X車聯網等創新應用，也將為台灣

端平台進行分析，再回傳控制命令，

業者帶來新機會。

讓汽車控制系統，也就是所謂的電子
控制單元(ECU)執行。東芝(Toshiba)

V2X：未來的明星產業

半導體技術行銷部副協理水沼仁志

汽車不僅是要提供駕駛車內的豐富

(Hitoshi Mizunuma)表示，借助科技

娛樂，還要兼顧車內與車外各個系統

與半導體的進展，今年已有車廠推

間的連結合資訊，因此從連網汽車概

出具自動駕駛安全等級三的車款，先

念出發，拓展到打造V2X的車聯網網

不論這樣的汽車是否受法規限制而不

路，不僅提供豐富車上娛樂，更能確

能上路、或是技術是否已臻成熟的問

保駕駛與乘客擁有最佳的行車安全。

題。從整個車聯網的架構分析，現在

「實現自動駕駛車的關鍵就在於

的車聯網架構分工模式出了些問題。

V2X技術」—車對車(V2V)與車對基

也就是說，現在的連網汽車相當依

礎設施(V2I)通訊。王建田解釋，車輛與

賴雲端平台，根據統計，到2025年，

外界通訊可以透過Wi-Fi、地面廣播、

在汽車與雲端之間串流傳遞的資訊每

衛星與ADAS等技術實現，例如Wi-Fi

個月將高達10艾位元組(Exabyte)。

連接至雲端，實現V2V/V2I通訊；廣播

這麼龐大的資訊量除了增加現有網

方式目前採用AM/FM，未來將會被數

路的負載量，使得網路資料傳輸品

位廣播取代，還可以整合智慧型手機

打折扣，也容易發生網路斷線的情

以及實現e-Call。衛星技術在車上的應

況，如此一來，汽車將無法從雲端平

用包括定位導航、衛星音訊與資料串

台取得正確資訊或命令，可能會因而

雲端運算等技術的新車款出現，不斷

流，以及最新的駕駛行為車險應用服

發生危險。因此，現在物聯網(IoT)

創造出新的應用與商機。預計在2030

務(UBI)—預計將顛覆現有的傳統車

相關業者正在討論的邊緣運算(Edge

年，100%的車子都將連網，並帶

險市場。此外，傳統車廠正逐步導入

Computing)架構，可以移植到車聯

來每小時約20GB的龐大資料量。此
外，2030年將有15%的車輛實現完全
自動駕駛，為汽車產業創造出2,160
億美元的數位與共乘服務等新商機。
其中的ADAS與車用資訊娛樂系統
正是帶動半導體產業成長的重要驅動
力，它可能為台灣業者進入汽車領域
帶來哪些機會？德州儀器(TI)資深應用
工程師暨技術委員許景華指出，ADAS
包括SrroundView、雷達/光達、感測
器融合、CMS和智慧後照鏡等，其
中許多都涉及辨識行人、標線與燈號
的複雜演算法，需要一定的準確度，
較不適合缺乏軟體投資的台灣，而像
「智慧後視鏡(e-mirror)、駕駛人監控

圖1：EE Times/EDN Taiwan日前舉辦TechTaipei系列研討會，聚焦車聯網與電動
車兩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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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中。
邊緣運算移植車聯網？
水沼仁志說明，現在的物聯網架構
中，由於「萬事萬物」都要仰賴雲端
進行運算，以至於對整體有線與無線
通訊網路都帶來極大壓力，因此網通
設備廠商提出邊緣運算，以及霧運算
(Fog Computing)概念，讓終端增添更
多的運算能力，以減輕網路負擔，並
避免因網路負載太重而衍生的麻煩。
未來汽車也可以打造為邊緣運算的成
員之一，透過運算能力更強的電子元

圖2：TechTaipei系列活動現場展示，參展商與工程師互動熱絡

件，先進行簡單運算工作，再進一步
透過無線通訊技術連上雲端。
舉例來說，具邊緣運算功能的汽車
可執行的簡單運算，包括智慧車鑰，
亦即可透過車上的攝影機拍下車主的
臉，在車主靠近或遠離汽車時自動開
門或是上鎖。現階段仍是透過與雲端
分析靠近車身的人的臉部特徵，未來
則是由車內的處理器元件辨識，而不
是將擷取到的影像傳至雲端，可省下
資料傳輸時間。
而汽車化身邊緣運算的成員之一

圖3：連網汽車將在現有的ADAS基礎上實現更多創新功能，預計在2021年以前額外創
造出7.3億美元的商機
來源：ST

後，車內資訊的流通與處理勢必會變

ADAS和資訊娛樂系統的頻寬需求。」

得越來越多，對車內網路與頻寬也將

為了能安全、流暢地將資料從主機

帶來新挑戰。根據Strategy Analytics

端傳送至顯示器，如何選擇低成本、

現階段汽車的各項功能都是由單

的資料表示，從2017年到2020年，車

重量輕且高資料率的線纜方案也十分

獨的ECU控制、管理各別的感測器與

用系統的頻寬需求預計將成長25倍。

重要。黃志明認為，支援數Gbps的

致動器，萬一發生問題，每個ECU的

有鑑於此，已有廠商推動車用乙

SerDes高速互連技術，可望因應未來

判斷是否正確，該以哪一個ECU為判

太網路標準，以期因應更龐大的資訊

汽車資訊娛樂系統、ADAS和無人駕駛

斷依據，都有可能在這「爭老大」過

串流，但未來車子內部所需傳輸的影

車所需的高資料率、複雜互連以及資

的程中發生危險。陳錫成認為，為避

像資料也將越來越多，因此乙太網路

料完整性要求。

免上述問題的發生，未來汽車內部架

音訊/視訊橋接技術(AVB)標準以及各
種高速互連技術也將逐步進入車內資
通訊網路系統。

通訊架構也須進一步「進化」，雙管
齊下，才能更加提升安全性。

構會走向閘道器(gateway)系統，亦
車聯網：為「安全」而生
車聯網的發展是為達到「終極」

即由此閘道器統一管理車上的ECU，
收集各ECU的資訊後連接雲端，並下

Maxim技術應用部門經理黃志明

安全性而生，希望能將行車事故率降

說：「尤其是未來的車子將會配備巨

低到零，雖然這是個遠大的目標，但

此外，ADAS透過許多感測器、光

大的螢幕、後座影音娛樂系統(RSE)，

在車外與車內通訊架構上的改變，相

學元件與攝影鏡頭提升汽車內外部的

加上顯示器的解析度越來越高，以及

信未來將可持續降低事故發生率。ST

安全。其中定位感測器由於可做出包

支援多達12顆以上的相機，所需處理的

亞太區汽車產品事業體行銷經理陳錫

括直線、弧線、自轉以及360度全面

資訊內容日益增加，將會不斷提高對於

成指出，車外通訊架構在改變，車內

轉向的動作，而肩負著車內機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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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安全。
IDT區域行銷暨業務發展經理
Ruggero Leoncavallo表示，非接觸
式定位感測器元件可應用在節氣門位
置感知器(TPS)、抑制開關(inhibitor

低

ASIL (汽車安全完整性等級)

高

資訊娛樂
安全氣囊

switch)、油門、底盤平順、齒輪抖

煞車與轉向
ADAS
自動駕駛

動、空調系統、排檔，以及擋風玻璃
刮水器…等。透過定位感設器駕駛可

「功能安全」的目的在於降低電子元件故障

以知道汽車機械設備的運作狀況，若
是這些機械不在該有的設定位置，可
早一步通知駕駛，免除因機械故障而
衍生的危險。

圖4：ISO 26262針對車輛系統制訂功能安全規範，一般車用音響只需通過ASIL B，但
要達到自動駕駛必須符合最高的ASIL D等級
來源：Cadence

益華電腦(Cadence)則從IC設計的

的PCB設計與驗證流程，將有助於簡

車。由此可見，電動車已成勢必發展

觀點，剖析如何透過系統創新，打造更

化IC設計，加速執行故障模式分析與

的未來趨勢之一。

安全的汽車。Cadence亞太區系統解決

驗證晶片，協助汽車元件供應商符合

方案總監張永專說：「IC設計從12個月

ISO 26262功能安全。」

即使政府法規強制禁用燃油車，
但現階段消費者的使用觀念— 汽油

的週期(從開出規格到完成IC設計)發展

ADAS帶給人們更安全的駕駛體

比電力便宜、充電很麻煩— 仍需改

至今已縮短為9個月，最近的消息還顯

驗，各種感測器、相機模組也已成為

變。因此積極發展電動車的Gogoro及

示以最新的7nm製程，只需3個月的時

全球汽車市場的標準配備，這些技術

特斯拉(Tesla)，在推出電動機車與電

間就能讓IC完成從設計到出樣。IC設計

的普及大幅降低用路人發生意外的潛

動汽車同時，建立完備的充/換電機制

週期快速縮短，意味著汽車電子產業將

在風險。據德國漢高(Henkel) 資深電

與網路，期望可將電動車電池充/換電

隨之發生劇烈變化。」

子材料工程師鄭嘉佳介紹，從ADAS

相當便利的概念深植使用者心中，進

張永專解釋，IC設計週期大幅縮

零組件到系統整合，包括零組件接著

而促使大眾更加接受電動車。

短，有助於使汽車製造、汽車電子或

膠、高性能熱管理解決方案、PCB保

Gogoro電池系統總監Daniel

ADAS公司從開規格到取得晶片的時間

護、電路板底部填充材料(underfill)、

Vickery援引美國能源使用統計指

縮短，從而加速汽車系統設計。以目

絕緣塗層、導電膠、灌封膠、密封解

出，交通運輸消耗掉的能源比重可謂

前一部車從原型設計到製造約需5年時

決方案、液態填充材料和車燈除霧碳

相當高，達27%，促使各國積極推廣

間來看，當導入最新製程使IC設計週

漿(PTC)等，也必須確保所使用的材

電動車。從汽機車的使用狀況來看，

期縮短1/4後，大約3年就可以拿到汽

料在極端溫度、惡劣環境下保持可靠

電動汽車在一般或公司停車場或是家

車了。從汽車市場每年高達15~20%的

度、同時提升元件效能，而且還能符

中進行充電是可行的，但對電動機車

CAGR來看，他預計，這一變化還會越

合各國環保法規。

來說，尤其是台灣、泰國、越南等機

來越快速。

車使用率相當高的國家，在機車停車

電動車勢不可擋

場滿佈充電樁，或在家中同時為好幾

在功能安全、可靠性與安全保護等方

為了減少石油的使用，降低二氧化

台電動機車充電，將是相當龐大的工

面，都必須符合汽車安全完整性等級

碳排放，全球各國政府已開始大力

程，因此Gogoro推展結合手機應用

(ASIL)最嚴格的ASIL D，無論是製

推展電動車的發展，並發佈禁用燃

程式加上電動機車與智慧電池及快速

程、IP與設計流程都有嚴格的規定。

油車時程規劃。外貿協會祕書長葉

換電站的概念，解決上述龐大基礎建

張永專介紹，目前車用安全的規範是

明水表示，歐美與中國大陸已設定

設建置問題之外，也讓使用者可輕鬆

《道路車輛功能安全》ISO 26262國際

2030~2040年這段期間逐漸禁用燃

在6秒內換好電動機車電池並上路。

標準，「以往有關故障模式分析等技

油車，台灣方面則是計畫2030年一

針對消費者仍認為汽油較電力便宜

術都由車廠掌握，如今在ISO 26262標

般公司新購車輛與公務車須為電動

的觀念，Vickery說明，每公升的汽油可

準制定後，越來越多的IC設計公司開

車，2035年新售機車皆須為電動車，

以轉換為8.8kWh的能量，每1kWh可讓

始進入這一領域，透過符合ISO 26262

而2040年新售汽車需全面皆為電動

燃油機車跑3.3公里，但卻可讓Gogoro

基於複雜SoC打造的ADAS應用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19

聚焦：智慧駕駛
的電動機車行駛131公里。這 樣 的 比
較，汽油或是電力何者可讓機車有更
長的續航力，顯而易見。
電動機車或是汽車，其動力來源
皆為電池組，且由於是依靠電能達到
許多功能，如何設計高效能、高度安
全的電池與電路，則須仰賴相關業者
的技術進展。
電池系統安全重中之重
電動車與燃油車最大的不同是如何
處理「電力」，因此電動車與燃油車最
大的差異為動能系統，電池則為相當大
的關鍵。德州儀器應用經理黃世緯表

圖5：燃油機車與Gogoro電動車能源消耗比較

來源：Gogoro

示，電力公司生產的電力傳送到充電

件包括上述提到的微控制器、馬達控

或DC-AC、DC-DC進行轉換。不僅如

樁或是市電中的電力儲存在電動車的電

制器、DC-DC轉換器、溫度控制模

此，針對電池管理系統的安全，還需

池內，電池再釋放電力予電動車馬達使

組…等，且這些元件在電動汽車中都

要感測電阻與電流感測器隨時監控電

用，這樣的過程中牽涉到能源如何轉換

屬於「重保件」。

池狀況，以免因電池失效而發生事故。

的問題，以及轉換過程中如何維持高轉

所謂的重保件指的是萬一該元件失

羅姆半導體(Rohm)台灣設計中心

換效率以避免能源的漏失。此時，微控

效時會直接或間接影響車輛安全，進

所長林志昇則認為，讓電動車電池架

制器(MCU)即扮演重要角色。

而危害人身安全的電子元件。黃源旗

構更高效、更具安全性，隔離元件、

電動車動力傳動(powertrain)應

強調，不僅電子元件被視為重保件，

溫度監測器、LSI及閘級驅動器等元件

用架構涵蓋車上需要有on-board充電

儀表板因需要顯示許多牽涉生命安全

也不可或缺，且還需要考量如何讓電

器以供消費性電子產品供電，車用電

相關的燈號，也被歸類為重保件的一

動車電池系統變得更小，不佔用過多

池大多是用200V以上的高壓來儲存電

環。且重保件在測試時若發生問題，

電動車空間。

力，以及馬達、風扇、HACV、動力

無法修改再重測，而是得直接報銷淘

舉例來說，在將電池電能轉換為

方向盤多為交流電(AC)系統，因此需

汰，也衍生對具備高效能與高可靠度

動能時，可利用6組閘級驅動器加上

要解決400V轉12V、48V雙向溝通等

微控制器的需求。

其他元件組成系統架構，且將隔離元

AC-直流電(DC)及DC-DC轉換問題。

而要確保微控制器或其他元件符合

件整合在閘級驅動器中，除了可縮小

黃世緯解釋，這些轉換過程利用高效

重保件條件，則需要經過ISO 26262功

系統尺寸，也可以使系統不受溫度影

能、具高運算能力與低延遲特性的微

能性安全認證，且在製程技術方面也

響而產生問題。林志昇表示，使用高

控制器可進一步解決，此外，在電動

應採用較先進製程，才能使微控制器

整合度的閘級驅動器，可使電池電能

車馬達控制與功能性安全方面，也需

元件具備高效能與低功耗特性。

轉換為動能的系統更具可靠性，還能
具備高抗雜訊能力，更能縮短輸入輸

要高效能微控制器。換句話說，微

在電動車電池管理系統(BMS)方

控制器的設計需考量數位電源轉換、

面除了需要微控制器與電源管理IC之

數位馬達控制與功能性安全等三大需

外，也需要電流感測元件的協助。依

此外，在電動車電池系統邁入

求，並通過ISO 26262認證。

薩貝棱輝特霍伊斯勒(Isabellenhüette)

48V，系統會需要從輸出48V高壓給

瑞薩電子(Renesas)車用事業部/

亞洲行銷主管Ladislav Varga表示，

車內需求低電壓的功能使用，因此相

市場行銷部副理黃源旗認為，一般人

從電動車電氣化技術可減少的二氧化碳

關元件在設計時得注意脈衝寬度調

可能會認為電動車就是把傳統的引擎

量來看，各階段的動力傳動架構不同，

變(PWM)，以及採用寬能隙元件如

換成馬達，油箱換成電池，但其實不

電池管理系統需求的元件也稍有差異，

碳化矽(SiC)、氮化鎵(GaN)打造的

是那麼輕易就可以打造一部安全、具

不過這些系統不僅需要微控制器，也需

MOSFET，才能有效大幅降壓，並耐

備燃油車功能的電動車。所需要的元

要逆變器、轉換器等元件針對AC-DC

受較高的工作溫度，縮小系統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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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延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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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能源使用新標竿

會(AEC)制定了汽車電子元件相關的

或UL規範…等。

全面禁用燃油車就能「拯救」地

測試標準規範。Littlefuse應用工程經

此外，為了提升汽車的安全和可靠

球？事實上，沒有那麼簡單。Gogoro

理許孝成說明，AEC制定的標準包括針

度，德凱宜特(Dekra-iST)技術行銷室

與Tesla終極目標並不只是推出電動

對IC晶片的AEC-Q100、關於離散元件

資深技術經理陳旺助指出，從元件、

車、充電樁與換電站網路，而是試圖

的AEC-Q101，以及鎖定被動元件如電

PCB、板階可靠度(Board Level

建立全球能源使用的新思維。現階

阻、電容和電感的AEC-Q200…等，因

Reliability；BLR)、組裝到系統都必須通

段，Tesla已完成從太陽能發電到供

此車用元件皆須通過AEC-Q各項認證

車規可靠度驗證，尤其是最近新增的測

給電動車電力，以及電力儲存的垂直

標準，才能獲得汽車系統廠商或OEM

試項目—車規「板階可靠度測試」。

整合，顯現該公司在新興能源發展的

的選用。

宜特科技(iST)可靠度工程處經理

技術實力，並向大眾證明新興能源可

電動車的電力系統相關元件安全很

莊家豪說，「板階可靠度測試對於手

超越現有的燃煤或核能發電，有能力

重要，但也別忽略充電系統的安全。許

機、穿戴式電子等消費電子廠商而言

成為未來電力供給的主力。藉由Tesla

孝成指出，全球主要地區包括美國、歐

並不陌生，從2000年即已陸續進行板

的經驗，該公司期望未來各國政府或

洲、亞洲皆積極發展電動車，不僅得

階相關測試，目的在於觀察IC/元件上

是相關廠商都能針對再生能源有更多

面對電動車帶來的新電力系統架構的

板後的焊點狀態。如今，車用元件在

的研究，進而改變全球能源的使用。

挑戰，也需要關注充電樁的設計與安

安裝於車輛之前，也必須經過這樣一

Vickery指出，目前Gogoro在台

全性。目前電動車發展以美國走的最

連串嚴苛的可靠度測試，才能確保產

灣已完成每5公里內達到74%的換電站

快，因此針對AC充電樁的接頭已推出

品品質以及保障人身安全。」

的佈建，但Gogoro希望可以「Go

標準，且也融合歐規發佈AC加DC的

Big」，亦即能在電池系統開發之外，

充電樁接頭。

特別是從車用系統模組失效模式
來看，焊點經常是導致晶片失效的主

研發能造成能源革命的新技術，以及

日本則是強調利用DC充電提升充

因，而隨著晶片封裝尺寸與間距越來

使用大數據(big data)分析能源使用

電樁充電速度，因此也有自有的充電

越小，焊點承受的應力越來越大，這

狀況，進而提供最節能的能源使用方

樁接頭；Tesla亦發展自己的超級充電

個問題變得更重要。此外，Tier 1車

式。在台灣，該公司的目標是在2025

站規格。近期，無線充電技術也成為

廠近來也開始重視BLR測試並陸續建

年，達成有20%的再生能源可利用。

電動車新的充電策略。對汽車製造商或

立專屬的廠規。因此，陳旺助強調，

是充電樁製造商來說，若能所有的充電

欲轉型進入車電供應鏈的消費型電子

標準規範把關安全性

接頭都支援，對消費者而言將是最便利

廠商除了符合既有的AEC-Q100(IC)、

電動車的動力來自電池，在汽車不穩

的，但是也意味著成本的提高，且產品

ISO 16750(模組)規範外，還必須通過

定環境下作業時可能發生問題，加上

也需要經過相關電氣安全認證，如IEC

最新的AEC-Q104車規BLR認證。

供電系統輸出複雜，大電流馬達、電
磁閥等各種元件導致供電電壓輸出經
常發生波動，甚至頻繁發生大電壓脈
衝或跌落現象，影響車內電子產品穩
定運作。愛德克斯(ITECH)行銷技術
支援部林文生指出，為了讓車輛能穩
定運作，必須對車子的發電機、繼電
器、接線盒、保險絲與車載電子等
進行穩定度與耐受度測試，確保符
合ISO 16750-2、LV124等汽車測試
標準。
除了ISO 26262功能性安全標準
外，為避免電動車內部元件具備嚴苛
使用環境耐受度，以及系統過載或暫
態電壓太高而失效，國際汽車電子協

圖6：電動車的動力傳動架構與可減少的二氧化碳對比圖

來源：Isabellenhü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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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車競賽開跑
Bryce Johnstone，Imagination Technologies汽車業務部總監

你可能會驚訝地發現，自動駕駛車首

能稱為「視線偏離道路」。例如，最

次公開亮相其實是通用汽車(General

新的奧迪(Audi) A8轎車可實現這一

Motors；GM)在1939年紐約世界博

等級功能。

覽會(World s Fair)中展出的「飛向未

等級4 (Level 4)：全自動駕駛。車

來」(Futurama)模型。汽車製造商設

子可以在城市或高速公路等特定區域

想在「溫暖的陽光、新鮮的空氣和整

內長時間自動駕駛，但必須有駕駛人

齊的綠化車道」上，汽車能夠自動駕

在車內隨時準備接手；駕駛人在其他

駛。時至今日，在79年後的2018年，

關注道路安全的國家來說，這些統計數

由於新的感測器技術、高解析度(HD)

字只會更高。

時間可以看雜誌或其他事情。
等級5 (Level 5)：完全自動化。駕

製圖技術的進步、分析技術的提升以

對於政府和廣大的社會來說，減少

駛人可以「把手放下、眼睛閉上、大

及深度學習等方面的創新，使得自動

這些因交通事故亡的數字是當務之急。

腦放空」。這意味著無需駕駛人在車

駕駛車成為現實。

諸如自動緊急煞車、車道偏離警示和行

內，車上的人都是乘客，當然車子也

預計在2030年之前，道路上每4

人偵測等功能，將會減少對於薄弱環節

不再需要方向盤了。

部車中就有部1部是自動駕駛車，但

的依賴—駕駛人，從而對於減少事故

是，哪一家公司能夠在這場競賽中領

和死亡人數帶來正面效果。

先—率先推出能夠在公共道路上自動

很多新車型都具備Level 2的功能，
主要集中於中型家庭房車。然而，從產
業面來看，我們幾乎只觸及了先進駕駛

自駕車競賽開跑

輔助系統(ADAS)的表面，現在的功能

自動駕駛車可能是汽車產業發展過程

還無法實現完全自動化。然而，一些報

為什麼需要自動駕駛車？

中最令人振奮的大事之一；然而它也

紙的標題都在大肆宣傳完全自動駕駛就

我們並不是真的那麼需要自動駕駛

被過度炒作了。這一波浪潮從2010年

在眼前。

車—開車其實沒那麼複雜。然而，當

Google率先推出自動駕駛車開始，

在未來三年內，第一款在道路上行

出現問題時，後果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

至今這場競賽仍在繼續，從未真正消

駛的完全自動駕駛車將會是「自動駕駛

價，因此，安全和降低道路死亡/嚴重

失。關鍵在於自動駕駛車即將到來，

計程車」(robo-taxi或robo-cab)，其自

事故次數，是推動自動駕駛車進步的主

但並不像之前預測的那麼快。

動化等級可以達到Level 4或Level 5。

駕駛的車子呢？

要原因。這使得自動駕駛車成為一項必

業界專家將自動駕駛定義為五個等

這些車輛的擁有與管理主要來自計

備要求，當然，它還有更廣泛的好處，

級，分別代表車子在多大程度上接管人

程車服務營運商、共乘服務供應商、科

例如減少交通堵塞和污染以及提高經濟

類駕駛的任務和責任，以及車輛與駕駛

技領域的新進者與OEM，他們根據時

效益(增加老年人、身障者和盲人的行

人之間如何互動。

間或者里程數收費，提供出租服務給消

等級1 (Level 1)：駕駛輔助。駕駛

費者。「自動駕駛計程車」將為使用者

儘管現在的車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輔助系統提供一些可支援駕駛人的

提供「按戶接送」(door-to-door)服務，

更安全，但是由於車禍讓太多人失去了

功能，如自動巡航控制和自動緊急煞

讓使用者在旅途中能繼續工作、休息或

生命—94%的事故都是人為失誤造成

車，但並不控制駕車。

者娛樂，同時也使其能與其他通勤者共

動性)，同時還可以減少燃料的使用。

的。根據英國交通部(Department for

等級2 (Level 2)：部份自動駕駛。

Transport)統計，2017年，英國有超過

駕駛輔助系統可控制部份駕駛功能，

27,000人在車禍中喪生或者嚴重受傷，

但仍由駕駛人繼續駕車。

乘並分攤車費。

誰在做什麼？

還有176,500人因車禍受傷。重點是我

等級3 (Level 3)：高度自動駕駛。

汽車產業的投資和結盟行動非常活

們應該知道，英國的道路安全程度在整

在某些情況下，駕駛人可以離開駕駛

躍。富豪(Volvo；隸屬於中國Geely

個歐洲排名第四，因此，對於那些不太

任務很長一段時間— 有人把這項功

吉利汽車)和優步(Uber)達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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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3億美元的無人駕駛計程車採購
交易；通用汽車斥資5億美元入股
Lyft，同時與Uber合作覆蓋其他客戶
基礎。此外，為了確保在這場競賽中
勝出，Uber、Lyft等公司都在研發上
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我們還看到一系列的自動駕駛平
台，其中很多都來自中國，如百度
(Baidu) Apollo、騰訊(TenCent)和阿里
巴巴(Alibaba)也蓄勢待發。此外，中
國網際網路公司正聯手建構大型的軟體
合作夥伴關係，以期成為部署自動駕駛
車的首選合作夥伴。
Google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無人

目標在於使每英哩的駕駛成本降低到

從而使車子的使用率急劇上升。而當結

駕駛公司Waymo和福特(Ford)打算在今

某個點，讓用戶質疑是否還值得自己

束工作後，使用者預約類似的服務，就

年部署自動駕駛計程車服務，汽車製造

擁有一輛車。

能順利地被接送回到家中。同樣地，你

商們也在採取與共乘公司同樣的策略，

考慮到新世代的年輕人不再認為

不必再親自開車送孩子去學校，只需要

著眼於擁有自家車隊以提供「汽車即

擁有車子是身份地位的象徵，因此，

將孩子交給安全的自動駕駛計程車，它

服務」(Car as a Service，CaaS)的機

車輛所有權的版圖將發生重大變化。

就會通知你孩子安全到達學校的情況。

會。例如，福特和GM都分拆出獨立的

最終的贏家將會是使用這些服務的

共乘車公司，與目前的滴滴出行(DiDi)

消費者，只需很低的價格就能透過

展望未來

和Uber等公司展開競爭。

Lyft、Uber、BlaBla、滴滴出行等公司

自動駕駛車是一個價值數兆美元的硬

在中國，百度正在多個城市中測試

提供自行駕車或以共乘方式搭車外出的

體、軟體和服務市場。在邁向完全自動

自動駕駛車，至少有五家中國汽車製造

服務。讓自己的車子大部份時間都放在

駕駛的道路上還存在著一些重大障礙，

商取得了在美國進行測試的執照。BMW

停車場不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包括立法、責任；然而，它能夠幫助我

和豐田(Toyota)也與中國公司合作，

使用者更願意為CaaS服務付費，

們解決現存的一些基本問題，例如污

展開早期自動駕駛車的開發，而雷諾

而非購買一輛屬於自己的車子，這同

染、塞車、市區停車和事故發生率等，

(Renault)、日產(Nissan)和三菱汽車

時意味著諸如保險、定期驗車以及汽

這意味它將發展成為未來的常態。

(Mitsubishi)則與滴滴出行合作，推動

車牌照稅與燃料稅等費用將不再是車

從用戶的角度來看，自動駕駛車將

共乘服務。

主的責任，而是屬於擁有這輛車的服務

會帶來明顯的好處，擁有車子或者使用

供應商。

車子的成本將大幅度下降。實際上，

Waymo在推出自動駕駛計程車的時
間表方面非常積極，並且已經獲得了在

CaaS服務的主要吸引力是免除了

根據Lyft和Uber提供的一些調查資料顯

美國亞利桑那州(Arizona)營運這項服務

用戶的一些費用，這個費用可能高達整

示：人們對於是否必須擁有一輛車表示

的授權了，最早將於2018年底開始。目

個服務成本的70%。扣除一些個性化的

懷疑，因為車子的閒置時間可能高達其

前還有多項試驗正在進行中，將有助於

駕駛需求，成本會大幅的降低，從而使

生命的95%。

確定高度複雜的城市環境需要哪些因應

這個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服務成本削減到

雖然現在說誰將贏得自動駕駛車競

技術、需要哪些基礎設施來支持進一步

每英哩1美元，比自己擁有一部車更經

賽還為時過早，但持平而論，所有主要

的推廣，以及需要政府監管和法律如何

濟方便。

的汽車製造商和新進業者都在大力投

涉入，以確保自動駕駛車的穩定過渡。

我們可以想像自動駕駛車的未來場

資，並將其定位在策略首位。總而言

景，使用者只需打一通電話，就可以讓

之，未來的十年將會非常的有趣，我

消費者需求的變化

自動駕駛計程車到府接送。如果你要外

們將見證和享受它所帶來的好處，同時

在邁向「自動駕駛計程車」的過程以

出上班，汽車OEM或共乘服務供應商就

也會目睹這場自動駕駛車市場的激烈

及最終實現完全自動駕駛車之路，其

調派在用戶行駛路線上的自動駕駛車，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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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X技術讓車輛視線無限延伸
Patrick Morgan，恩智浦半導體副總裁

進的安全系統，能夠「看」到駕駛人周

V2X可顯示眼前看不見的狀
況，讓行車更安全

圍的事物、顯示盲點和鄰近的危險。這

V2X技術可針對前方遠處、車身四周

V2X也讓交叉路口的交通變得更安

些車輛採用雷達與視覺處理技術，能夠

角落和山坡上等位置，遠在雷達感測

全、更順暢，並可提升車流量。接近

在駕駛人反應變慢或無法反應時，自動

器或視覺系統偵測到危險之前，即時

交通號誌的車輛會收到即時警告，提醒

操控方向和煞車，以保護人身的安全。

進行偵測並提早向駕駛人的車輛發出

在到達交叉路口之前減速或加速。事實

不過，如果能夠「看」得更遠，

即時警示，警告出現其他車輛、道路

上，隨著車輛走向完全的自動駕駛，得

工程、交通阻塞或甚至行人。

知燈號轉為紅燈之前的剩餘時間，這是

現今道路上的許多新車款，都搭載了先

將環視的範圍延伸到車身和其他車輛

播，昭告自己正在使用緊急煞車，並向
同區域中的其他車輛發出減速的警告。

確保順暢自動駕駛體驗的必要資訊。

的四周、穿過稠密的都市巷道，甚至

您是否曾在公路上高速馳騁，但突

察覺到一英哩之外的動態呢？透過車

然間發現前方出現一堆紅燈號誌，而瞬

V2X的警示甚至可顯示好幾個街區

聯網(V2X)通訊技術，車輛能夠與其

間猛踩煞車？V2X技術能夠讓您和車輛

之外的道路施工、察覺接近的機車騎士

他車輛、機車、緊急救援車輛、交通

收到自動警告，得知前方的交通堵塞，

或其他易受傷害的道路使用者，並協助

號誌、數位道路標誌及行人之間彼此

提供視線範圍以外的關鍵安全資料，這

緊急救援車輛順利通過交通車流或複雜

「交談」，即使這些通訊對象不在車輛

些是其他任何感測器都偵測不到的。

的郊區路況。

直接的視線範圍(LoS)內。

採用V2X技術的車輛，可以自動廣

需要最低延遲效能以進行即時
傳訊
當兩個以上搭載V2X技術的裝置進入
範圍時，就會形成隨意無線網路，採
用專用短距通訊(DSRC)的802.11p
標準。不像蜂巢式V2X需要網路的協
助，DSRC通訊可讓這些裝置自動向
彼此傳送和接收即時、簡短的專用關
鍵安全訊息。
關鍵就在於「即時」傳訊。例如，
恩智浦半導體(NXP Semiconductors)
發表的首款可擴充單晶片V2X平台，

擴大車輛的「視野」—延伸到一英里遠，並環視障礙物周圍

每秒能夠在晶片上驗證超過2,000個訊
車輛對行人(V2P)
駕駛人收到前方道路施
工的警示

車輛對基礎設施(V2I)
計時的交通號誌與通知燈號
即將變換的警示

息。此平台運作的距離範圍可達一英
哩，即使是缺少行動網路連線之處也能
使用。此項技術已經過實證，確認速度

前方道路施工！

夠快，足以讓彼此間隔不到0.5秒的卡
車或汽車車隊實現完全的自動駕駛。歐

車輛對行人(V2P)
駕駛人收到警示，提醒自行車
騎士和行人

車對車(V2V)
駕駛人收到警示，提醒行車路徑上
存在其他車輛與機車

有機車接近！

盟車隊計畫(EU platooning initiative)最
近就展示了這項技術。

透過設計來保障安全
如同所有連網裝置皆存在著遭到駭客攻

運用V2X技術，駕駛人的車輛就能夠收到警示，得知無法事先察覺的道路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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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的潛在風險，連網車輛也不例外。因

聚焦：智慧駕駛
此，必須透過「安全設計」的方法，
為汽車OEM提供最高的安全等級。例

'65&˿ႤХ&HOOXODU9;

如，恩智浦的安全V2X RoadLINK平台

&HOOXODU
9;
**

'65&
S

採用安全元件技術。從電子護照、金融
卡到智慧型手機等各種最敏感的安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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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環境中，也使用了相同的技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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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技術對實體探測與竄改動作，展現

99iЩࣂΪͲԚ࣐͂ԝdඅͶϷቛ

超高的抵抗能力，因此也非常適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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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連網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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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略為不同的V2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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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類型，因此，全球OEM在各個市
場推出產品時，需要開發軟體來支援。
為了讓汽車製造商在製造方面獲得多樣
化的優勢，這些製造商需要針對其全球
製造和車款使用相同的V2X平台，支援
多個區域的需求。區域性V2X標準的客
製化，則在軟體層級完成，從而實現
「一個世界，單一平台」。

未來的智慧天線透過單一模組即可提供完整的連線能力

DSRC 802.11p與4G/5G連線

ΪͲᅕኣዀ
'65&S

最後，業界眾所皆知的，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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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標準正在爭奪全球V2X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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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X(4G、5G)和甚至標準的Wi-Fi，全
都試圖在這個不斷成長的市場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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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DSRC/802.11p，Cell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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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和攻佔媒體版面。到底誰會勝
出？我們認為，應用終將與適合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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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搭配，而在這個領域，我們看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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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連線技術都佔有一席之地。DSRC

*36
*166
''5/

在安全即時關鍵應用方面勝出(例如

)ODVK

緊急系統、隊列行駛、自動駕駛)，
而在需要超快速資料管線的「車對網

後續步驟

將可提供連網車輛傳入與傳出的無線連

路」應用，以及其他相關的服務或應

V2X已在美國和日本的車輛中採用，而

線能力，而此等TCU將會採用混合「智

用中，Cellular-V2X則佔有優勢。另

且即將有更多道路上的應用。在美國，

慧天線」架構來建置。

外，DSRC技術現在已經應用於日本和

其交通部(USDOT)最近提出了規定，強

這種智慧天線—適用於連網汽車

美國路上行駛的車輛中，最快在2018

制要求汽車製造商在所有新的輕型車輛

的完整TCU模組具備：採用DSRC技術

年就會於歐洲採用。Cellular-V2X技

中，皆採用車對車(V2V)技術。全球各

的安全數據機、Cellular 4G/5G WAN資

術則尚未實際應用(仍在進行標準化程

地的許多城市都在部署採用802.11p/

料管線、Wi-Fi/LAN、藍牙(Bluetooth)/

序中)，不過，此技術如果或實際推

DSRC標準的路側設備(RSU)—或稱

個人區域網路(PAN)、GPS，以及安全

出時，將在行動網路覆蓋區域實現最

路邊基地台。例如，恩智浦首款可擴充

硬體元件(如SXF1800)。

理想的表現；假設有可用的行動網路

的單晶片安全V2X解決方案。

時，Cellular-V2X就能與DSRC所提供
的直接車對車連線相輔相成。

展望未來，我們預見車內可擴充的
智慧車載資通訊系統控制單元(TCU)，

隨著我們逐漸邁向全連網汽車的
目標，準備好迎接更令人興奮的快速
成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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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車的難題在於軟體革命
Ritesh Tyagi，英飛凌汽車創新中心主任；Nelson Quintana，英飛凌汽車創新中心自動駕駛部資深技術人員

汽車業正來到一個轉折點，即將從先
進駕駛輔助進入到真正的自動駕駛車
階段。要提升自動能力，直到不久前
子控制單元(ECU)來新增額外的功能，
但這在未來似乎不是可行的解決方案，
因此，採用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確實是
必要的。

安裝多種感測器

全球輕型車年產量滲透率

的做法仍然都是透過分散但連線的電

搭載SAE L4+功能

我們將在本文中探討自動駕駛領域
的挑戰，包括可靠度方面的關鍵要素，
接著也將討論有關開放式平台系統策略

儘管多數汽車均搭載硬體，但只有少數具備SAE L4或以上的功能
來源：Strategy Analytics

的概念，以及此概念如何實現符合SAE
第3至5級汽車標準的連線、服務、安

可靠度五大方面必須一次滿足

全與防護。

可辨識威脅至可接受的防盜(駭客)風險程度

汽車產業現況
全世界現在都在努力朝完全自動駕駛的

防護性
持續正確的服務

可靠性

方向前進，儘管在時間進程上仍有不少
爭論，但普遍共識已經達成，實現目標

安全性

安全可靠

正確的服務就緒

進行改正和修理

可用性

只是遲早的問題。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

可辨識危險至可接受的
預防故障風險程度

可維護性

(SAE)早已提出未來藍圖，為道路車輛
自動化訂出六個等級，每個階段都為汽
車自動操作駕駛賦予更多任務。
有人把這個進程比擬成爬聖母峰

略，也就是先開發運算系統，接著再

工作託付給電腦。換句話說，自動駕駛

依系統打造車輛，徹底顛覆傳統思維。

車需要具備容錯操作能力，要能辨識錯
誤並加以解決，讓旅程得以繼續，就算

(Mount Everest)，因為它需要完成多
次技術演進，才能走完SAE定義的六

自動駕駛的挑戰

個階段。其中幾個必須考量的要素包

今日的現代化汽車已是由大量子系統或

為了實現容錯操作的系統，汽車製

括：感測技術與人工智慧(AI)將如何演

ECU組成的複雜系統，分別由數百或數

造商必須從汽車的整體架構著手，確保

進，才能取代手握駕駛盤的駕駛人，

千個電子與電機元件構成。根據估計，

將備援機制等安全措施部署在以下三個

以及如何在汽車連線率日益提高的狀況

每一輛高階車輛內平均有超過100個微

功能區塊：感測、運算、致動。還有，

下提供足夠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客戶

控制器(MCU)/微處理器，用來作為這

這些區塊之間以及與其他汽車、基礎設

期望與安全考量是每個階段都需要克服

些ECU的「中樞」。在這些系統中運

施或雲端等車外世界之間的所有互動(

的重大難關。

作的軟體數量甚至比最新的尖端F-35

亦即連線)必須及時且可靠。連線是自

部份汽車製造商採取「汽車為先，

戰鬥機還要多。事實上，為了達到第3

動駕駛的關鍵，能實現重要的加值服

運算其次」(vehicle first, computing

級(Level 3)自動駕駛車的自動化等級，

務，包括遠端診斷、軟體更新、交通

second)策略，但其他剛投入這個市場

所需的運算效能也必須比目前的汽車高

資訊、過路費控管及付款等多種服務。

的廠商，包括各大電腦公司，則有不同

出許多。除此之外，市場的期待是，自

但是，這些功能也導致汽車暴露於更大

的看法。自動駕駛(AD)主要的挑戰來自

動駕駛車必須先具備高可靠度，讓消費

的攻擊面，因此，車內必須執行更多的

軟體，因此廠商現在正在推行一種策

者感到安心自在，之後才能完全將駕駛

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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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安全難題，我們需
要採用多層式策略。在應用層執行
SSL、TLS等安全通訊，加上應用存取
控制，並確保流動資料的可信度，這對
無線軟體(OTA)更新或服務等功能來說
尤其重要。其次，軟體平台的安全性需
要包含分隔化、入侵預防和ECU驗證。
最後在硬體層方面，CPU安全性、針對
整合硬體安全模組(HSM)的支援以及
ECU自身的防火牆，這些都有助於為

不對稱的策略能節省功耗與成本，但功能性也較低

汽車建立高效率的安全平台。

開放式平台策略
產業目前正快速朝向網域型的分散式運
算架構前進，此架構以汽車最重要的功
能為主，包括駕駛、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自動駕駛(AD)、車身與舒適度
以及資訊娛樂。此架構將為快速演化且
日益複雜的未來自動駕駛車帶來更加簡

典型的自動駕駛控制架構

化的策略。
SAE第4級(Level 4)以上的自動化
需要從汽車的感測、運算和致動等功
能區塊大幅強化處理能力，子系統的
數量和複雜度將呈指數級增加，目標
是達到這些自動車需要的功能性與可
靠度等級。相較於以目前E/E架構為
基礎的「分散式控制」(Distributed
Control)，這些需求更偏向「分散式運
算」(Distributed Computing)的概念。

網域型分散式運算是未來的關鍵

在現有的E/E架構內加入其他的感測器

平台/開放式系統策略有助於加快整個

公司和現有公司都有機會為駕駛提供標

模組，從硬體的觀點來看或許簡單，

流程，加速實現創新，促進開發可互

準化的新型服務和加值服務，確保跨產

但對軟體整合來說則是一大挑戰，特

通、模組化且可擴充的自動駕駛系統。

業之間能相容與互通。

別是缺少抽象層時，會導致平台更不

顯然，未來的模組化且可擴充軟體
始終會建立於異質網路架構之上，此架

結語

在過去這一兩年裡，許多汽車製造

構包括了所有的低階驅動程式、作業系

雖然距離自動駕駛車完全實現還有一段

商和系統供應商不斷擴大功能，就是為

統、中介軟體和應用架構等。為了實現

路要走，但目標顯然在不遠的將來就會

了克服這些挑戰。有些廠商與技術或服

擴充能力，在汽車基礎架構中，這個領

實現。要管理這些複雜系統的整合，同

務供應商成為合作夥伴；有些則併購整

域未來將會高度標準化，而建立在此堆

時達到汽車業史上最高的可靠度，是目

間公司，將必要的技術和專業知識引進

疊上的應用將成為各家汽車製造商突顯

前最需要解決的挑戰，但更重要的是，

到內部，特別是軟體方面的知識。這清

自家優勢的兵家必爭之地。

在真正的自動駕駛實現以前，業界需要

容易實作。

楚代表著業界正視對於新技術和方法的

標準化與API帶來的其中一項有趣

先開發出標準化且可擴充的架構，並瞭

需求，也因而帶來了擴大合作的機會。

的結果，就是讓新的商機和商業模式開

解前方多數的挑戰都可運用創新的軟體

從目前這個轉折點來看，採用開放式

始萌芽。隨著汽車連網程度提高，新創

開發加以克服。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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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電活動測量系統的設計、
開發與評估
Javier Calpe，ADI西班牙瓦倫西亞開發中心負責人；José Carlos Conchell，ADI西班牙瓦倫西亞工業與醫療健康事業部產品應用工程師

近年來，健身追蹤器和其它穿戴式電
子裝置越來越受歡迎，因為用戶希望
監控、測量和追蹤與其健康相關的各
種即時指標，包括步數、心率、心率
變異指數(HRV)、用戶體溫、活動量
和/或壓力程度等。現有一種已知的壓
力級測定技術透過測量皮膚阻抗或皮
膚電導率，可監控、測量和/或追蹤。
根據研究顯示，皮膚電導率會因
應環境、心理和/或生理反應而上升。
透過測量皮膚阻抗或皮膚電導率在時
間上的變化，可以獲得與用戶活動、
壓力或疼痛程度和/或與用戶當前心理
和/或生理狀況相關的其他因素，使用
戶或醫師能根據取得的指標採取適當
的措施，處理出現的狀況。
本文的目的在於提供一個有用的
實體系統，用於研究並最終評估/量化
個人的壓力程度。

圖1：系統方塊圖

「壓力」從何而來？

體被啟動並分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腎

壓力(stress)是導致身體或精神緊張的

上腺被同時啟動並釋放腎上腺激素。

心造成影響。

檢測方法

生理、心理或情緒因素。壓力分為外

釋放化學信使後會產生皮質醇激

部壓力(環境壓力、心理壓力或社會因

素，導致血壓和血糖升高，對免疫系

目前有幾種不同的方法可以用來檢測

素所致壓力)和內部壓力(疾病或醫療程

統形成抑制作用。觸發初始反應和後續

和確定壓力強度。最重要的方法是：

序導致的壓力)。壓力可能引發「戰或

反應是為了增加能量。腎上腺素與肝細

測量皮質醇濃度、取得心率變異指數

逃」(fight-or-flight)的反應，這是神經

胞結合後產生血糖，實現能量的提升。

或是膚電活動資料。

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一種複雜反應。

另外，皮質醇迴圈是為了把脂肪酸轉換

「戰或逃」反應(在創傷後壓力症

成可用的能量，結果促使人體肌肉做

測量皮質醇濃度

中也稱為4F— 戰鬥、逃跑、僵死或

好反應準備。兒茶酚胺類激素(如腎上

皮質醇是糖皮質類激素中的一種類

服從反應、反應過度或急性壓力反應)

腺素或去甲腎上腺素)會促進即時身體

固醇激素，由人體腎上腺中的腎上腺皮

是對感知到的有害事件、攻擊或生存

反應，為激烈的肌肉反應做好準備。

質產生的。人體釋放皮質醇是對壓力的

然而，在持續需求下，壓力系統

回應。因此，測量皮質醇濃度被認為是

該反應始於杏仁核，結果在下丘腦

長期處於活躍狀態，可能損害人體健

量化壓力強度的黃金標準方法。然而，

中觸發神經反應。初始反應後，腦下垂

康。壓力會導致多種疾病，對人的身

該技術存在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個問題

威脅作出的一種生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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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威脅出現到皮質醇濃度發生變化這
一過程中，延遲可能長達15分鐘。第
二個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在於必須持續
取得壓力強度資料，才能檢測用戶日
常生活中的威脅和壓力狀況。因此，
無論對誰來說，這種方法都太複雜、
昂貴且不夠友善；可見，皮質醇測量
並不適合普通用途。
獲取HRV
HRV是在兩次心跳時間間隔發生變
化的生理現象。其測定標準是心跳間時
間間隔的變化。
目前，市場上有多種裝置都能測量
心率。這些裝置的解析度最高為每分鐘
一次心跳(bpm)。該解析度足以滿足多
種應用的需求。然而，針對壓力評估的
HRV解析度必須更高10或100倍。這意
味著採樣頻率和演算法複雜程度一定

圖2：EDA離散式電路佈局

非常高，所以，系統功耗也是個大問

到的威脅。每個人對於那些威脅的感

題，無法滿足穿戴式產品或24/7全天

受不同，有許多因素會使一個人眼中

候應用的需求。

的簡單事件變成另一個人眼中的巨大

· 小尺寸，因為必須可穿戴且友善
用戶
· 低成本，因為如果太貴，解決方案

威脅。在醫院裡進行壓力測試以確定
獲取EDA

人的壓力強度並沒什麼用，因為這些

就無法被運用到任何消費裝置中
· 符合安全法規

膚電活動(EDA)是衡量汗腺滲透率

威脅出現在患者的正常生活當中。因

為了確保系統的非侵入性，必須考

神經介導效應的一項間接指標，為小

此，有必要開發一種系統，使我們能

慮資料記錄部位。電極的最佳安放部位

電流下皮膚電阻的變化或者皮膚不同

在人的正常生活中估測其壓力強度。

是手腕上部，因為這種設計可以確保裝

部份的電位差。EDA途徑在功耗、人

該系統必須具有非侵入式、友善用戶

置的下列特點：非侵入式、友善用戶，

體工程設計和電路尺寸方面比其他技

和可穿戴的特點。最後，它還必須能

以及簡單的機械設計。然而，在該部

術更有優勢。

工作數天而無需充電或更換。

位獲取的訊號品質並不如從身體其他

針對終端裝置的這些要求意味著系

系統描述

統必須符合下列特點：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種研究和估測個人

· 電池供電，因為它必須可穿戴

壓力強度的有用工具。人的壓力強度

· 低功耗，因為必須對患者監控數天

並非恆定不變的，而是取決於人感知

部位取得的EDA訊號，比如食指與中
指的中節指骨。
一旦確定了EDA訊號獲取電極的安
放部位，我們就知道，最終(目標)系統
要採用智慧手錶或類似裝置的形式。這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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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要確定的下一個指標是EDA電路可以使用的面積。為了確

· 確保符合IEC6060-1規範的保護元件

定這個參數，我們分析了多款智慧手錶，並諮詢了多家供應

· 用於測量通過患者身體電流的電路

商。結論是，EDA電路的最大面積要小於5mm × 5mm。
EDA電路的功耗是要明確的第三個參數。該參數是確
保系統能持續數天記錄EDA訊號而無需充電或更換裝置的

環境溫度和皮膚溫度的變化會導致EDA訊號變化。因
此，也有必要取得環境溫度和皮膚溫度。這可以透過一個簡
單的熱敏電阻和幾個離散元件以及一個ADC來實現。

關鍵。我們取得了不同智慧手錶的電池容量資料和部份可

最後，功耗是該電路中的一個關鍵參數。為了降低功

能商用系統的功率預算資料。經過研究，確定了功耗目標

耗，並確保僅在需要進行新的測量時啟動系統，必須同時

的要求—平均功耗不得超過200μA。

整合一個電源管理單元(PMU)。該模組必須能由主微控制

最後，要確定的最後一項指標是成本。然而，目前還
無法確定該指標，因為有多種因素可能會影響到裝置的最

器(MCU)輕鬆控制，並且必須為整個EDA測量電路供電。
圖1所示為完整的功能方塊圖。

終成本。精心選擇電路拓撲結構和元件，才能確保成本恰

實現這一應用的最佳元件包括：

當的最終解決方案。

電源管理單元：在該設計中採用ADP151系列建置電源
管理單元，因為它具有多個不錯的特性，封裝和雜訊級也

硬體設計

非常適合應用需求。

本節描述電路拓撲結構、測量範圍和解析度的確定方式。

電平轉換器：有多種方式和多種IC可以用來建置電平

其中一個關鍵決定是確定電路拓撲。基本上，測量阻抗的

轉換器。然而，這些IC的面積和價格卻無法滿足這一設計

方法有兩種。系統可以施加電流並測量阻抗範圍內的電壓，

的限制要求。因此，在此電路中的電平轉換器是用離散元

也可以施加電壓並測量阻抗範圍內的電流。另外，這些施

件實現的。基本上是由一個電晶體DMN2990UFZ和一個

加訊號既可以是直流(DC)訊號，也可以是交流(AC)訊號。

電阻構成。

重要的是分析每種方法的優勢和不足。
有多種電路可以測量AC訊號，每一種都有自己的優勢
和劣勢。然而，為了達到性能、成本和面積方面的限制要
求，我們認為以下解決方案是最佳選擇。
我們最後決定使用一個AC電壓源作為激勵源，測量通過
患者身體的電流，由此確定皮膚電導率。該解決方案可以避

低通濾波器和TIA：為了實現低通濾波器和TIA，選用
ADA4505-2ACBZ，因為它具有優越的低功耗水準、小尺
寸和輸入偏置電流超低等特點。
ADC：符合所有系統要求的ADC是AD7689BCBZ。這
款強大的ADC整合了可以在不使用時關閉的電壓參考，因
而可以降低功耗。

免在單個汗腺上施加高壓，從而避免汗腺受損的危險，並且

最後，為了確保達到面積限制要求，我們將使用的元件

符合IEC6060-1標準的要求。AC訊號消除了電極極化問題。

和功能數量降至最低，並且為所有元件選擇最小的封裝。圖

所需測量的電流必須是數位、可儲存且可分析的。這

2所示為該系統的佈局和尺寸。

表示電路需要一個類比數位轉換器(ADC)。由於多數ADC
轉換的是電壓而不是電流，所以，我們需要先把通過患者

軟體設計

身體的電流轉換成電壓。這可以透過一個跨阻放大器(TIA)

如前所述，系統需要產生一個激勵訊號，用於測量皮膚的

來實現。在選擇最佳OP放大器時，要考慮的三個關鍵指標

電導率。該激勵訊號是一個AC訊號，從AC測量值擷取的

是雜訊規格、尺寸和功耗；在實現TIA時要用到這些指標。

兩個參數是訊號幅度，以及激勵訊號與擷取訊號之間的相

一旦決定了系統的拓撲結構，下一步就是確定要開發

位延遲。最重要的參數是幅度，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從AC

的系統測量範圍和解析度。EDA訊號放大方面的問題主要

訊號中獲取該參數。然而，在本系統中，獲取幅度的最佳

源於其寬廣範圍和高解析度要求。一般來說，皮膚電導裝

方法是實現離散傅立葉變換(DFT)。

置必須覆蓋的範圍為0 μ s至100 μ s，還要能檢測0.05 μ s的波

也可以將DFT視為濾波器組，其衰減度與樣本數成正

動。解析度可以採用12位元解析度以上的ADC實現。對於

比，最大值的位置取決於激勵訊號。此時，可以採用較大

解析度，這一計劃的目標是0.01 μ s，因此需要採用14位元

的樣本數(N)來實現DFT，因為這樣做可以改善SNR。然

或16位元解析度的ADC。

而，DFT的功耗(如果直接實現)與樣本數成比例，採集的

為了在100μs範圍內獲得0.05μs的解析度並達到安全法
規的要求，必須採用下列模組：
· 一個AC電壓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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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越多，功耗越大。這意味著在樣本數與功耗之間存在
著重要的折衷點。
另一個重要參數是採樣頻率與激勵頻率之比。如果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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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為激勵頻率的4倍，則用於實現DFT的等式會非常簡單。
這種情況下，涉及浮點乘法的複雜等式會成為加法。如果可
用處理器為DSP或Cortex-M4，則乘法也是可行的。然而，
如果必須在Cortex-M0中進行計算，這可能就會成為一個重
要問題。不妨比較等式1和100Hz頻率視窗(FCENTER)的單點DFT
計算濾波器運算式，其中，採樣頻率(FS)為400Hz和500Hz。
FCENTER = 100Hz, FS = 400Hz, N = 16:
H(z) = 1− (1𝑖𝑖 z -1) − z -2 + (1𝑖𝑖 z -3) + z -4− (1𝑖𝑖 z -5) − z -6
− (1𝑖𝑖 z -7) + z -8− (1𝑖𝑖 z -9)− z -10 + (1𝑖𝑖 z -11) + z -12
− (1𝑖𝑖 z -13) − z -14 + (1𝑖𝑖 z -15)
FCENTER = 100Hz, FS = 500Hz, N = 16:
H(z) = 1+ (0.38 −0.92𝑖𝑖 )z -1 − (0.7 +0.7𝑖𝑖 )z -2
− (0.92 −0.38𝑖𝑖 )z -3+ (l𝑖𝑖 )z -4+ (0.92 + 0.38𝑖𝑖 )z -5
+ (0.7 − 0.7𝑖𝑖 )z -6 − (0.38 + 0.92𝑖𝑖 )z -7− z -8
− (0.38 −0.92𝑖𝑖 )z -9+ (0.7 + 0.7𝑖𝑖 )z -10
+ (0.92 −0.38𝑖𝑖 )z -11− (l𝑖𝑖 )z -12− (0.92 + 0.38𝑖𝑖 )z -13
− (0.7 − 0.7𝑖𝑖 )z -14 + (0.38 + 0.92𝑖𝑖 )z -15

(1)

一旦清楚要採用的技術以及激勵頻率與採樣頻率之比
後，下一步就是確定激勵頻率。激勵頻率必須盡可能低，以

圖3：DFT可被視為濾波器組。這是16個樣本條件下的DFT頻
率響應，其中，採樣頻率為400Hz，中心頻率為100Hz，頻率
視窗為矩形

確保電流雖會流過患者的皮膚，但不會滲入身體。因此，激
勵頻率必須小於1kHz。同時需要指出的是，該應用中的主要
雜訊來源是市電產生的50Hz/60Hz雜訊。
fzero =

FS
4 × fexc
×k=
×k
N
N

k = 0…(N − 1)

(2)

如等式2所示，DFT的各個分量X(k)抵消了n×FS/N形式
的頻譜分量貢獻，其中，n = 0, 1, 2...N–1，N = k時除外。
透過適當地定義激勵頻率，我們可以抵消50Hz的雜訊源。
然而，不能使用高頻率的原因如前所述。所以，不錯的折衷
點是100Hz，但我們仍可能會捕捉到市電干擾源的諧波。
如果激勵訊號為100Hz，採樣頻率為400Hz，那麼在
50Hz下，當N等於8、16和32時，會出現零。同時，值得

圖4：EDA評估平台—ADI watch GEN II

注意的 是 ， 樣 本 數 必須 盡 可 能 小 ， 以 儘 量 降 低 功 耗。因

機械設計

此，一種不錯的折衷選項是用16個樣本實現DFT。必要

我們開發了一個用於測試和證明上述解決方案的評估系統。

時，為了改善SNR，可以增加樣本數。當然，如果雜訊為

該平台由EDA測量所需的主感測器以及其它必要特性構成。

60Hz而非50Hz，則採樣頻率應為480Hz，激勵頻率應為

移動和溫度都可能會影響皮膚阻抗測量結果。因此，我們也

120Hz。頻率響應如圖3所示，而只涉及加法的數學公式

測量了含有動作和溫度的訊號。

如等式3所示。

該系統還包括一個電池充電器，用於為平台中使用的
LIPO電池充電。該裝置需要採用高容量電池，因為我們希

N
−1
4

Σ [x(4n) − x(4n + 2)] +

X(k) =

n=0

4
−1
N

Σ [x(4n+ 3) − x(4n + 1)] × j
n=0

望能實現24小時的訊號採集。阻抗、溫度和加速度測量值
(3)

被保存到儲存於微型SD卡上的檔案中，也可以透過低功耗
藍牙 (Bluetooth low energy；BLE)把資料發送到平板電腦
或個人電腦上。如圖4所示的評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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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SNR研究
我們進行了數學分析，確保在所選
元件的雜訊以及系統頻寬條件下，能夠
實現所要求的解析度。然而，該特性必
須以實際測量值進行檢驗。為此，採用
原型系統測量多個電阻網路，以檢驗功
能性。這項研究涉及對同一電阻網路進
行多次測量，以檢查其可重複性，從而
獲得系統的精確度資料。在測試時，
針對每個網路進行100次測量，透過
從取得的結果之最大值減去最小值，

圖5：功耗分析

以取得最大誤差。誤差值始終等於或
小於0.01μ s。
而在驗證系統準確度後，下一
步是檢查系統的線性度。為了進行
此項實驗，我們將原型連接至可
編程的電阻替代器，以1kΩ步進對
10kΩ~500kΩ的範圍進行評估。系統
的R2為0.9999992。
功耗研究
EDA系統由一個具有不同狀態的

圖6：「顏色-詞語-聲音」測試應用

狀態機構成，用於獲取患者皮膚電導
率，以及確保最低功耗。一開始，在
狀態1(S1)時關閉EDA的AFE，只導
通微控制器和加速度計。其平均功耗
為139 μ A。大約150ms後，導通EDA
AFE，由MCU產生方波訊號，再交由
LPF進行濾波。在此階段(S2)期間關閉
ADC參考電壓，因為訊號還不穩定。
確保訊號穩定需要6個週期，在最差情
況下，在S2時的平均功耗為230 μA。
在S3時導通ADC參考電壓，並
讓系統等待10ms，以確保參考電壓
穩定下來— 在此階段的平均功耗

圖7：「放鬆-壓力」測試(左側為待測系統，右側為參考裝置)

平均功耗要求低於170μA。

為730μA。系統在4個週期中獲取

一旦決定參考系統後，必須確定所
進行的測試能看到EDA訊號的變化。在

4個樣本，以取得用於在S4中實現

實驗檢驗

此選擇「放鬆-壓力」測試。該測試分

DFT的16個樣本。在此階段的功耗為

現在，我們已經對系統進行了電

為兩步驟：第一步是放鬆練習，第二

880 μ A。DFT則在階段S5中實現，在

子驗證— 因此，下一步是比較EDA

此狀態下同時取得了加速度計資料，

電路與參考系統的性能。在此例中，

放鬆練習由10分鐘的控制呼吸組

該階段的功耗約8mA。圖5顯示該系

以具有良好性能的Empatica E4平台

成，目的是達到放鬆狀態。壓力狀態

統功耗。經此研究證明，EDA AFE的

作為參考系統。

則是在「顏色-詞語-聲音」遊戲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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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是壓力練習。

Design Note
具 2.5μA 靜態電流和超低 EMI 輻射的 42V、2A / 3A 峰值同步降
壓型穩壓器
Dong Wang
引言

5.5V 至 42V 輸入、低 EMI、高效率 5V/2A 電源

LT®8609、LT8609A、LT8609B 和 LT8609S 是具有
3V 至 42V 寬輸入範圍的同步、單片式、降壓型穩壓
器。該器件系列專為那些需要低 EMI、高效率和小解
決方案尺寸的應用而優化，適合於要求苛刻的汽車、
工業、計算和通信應用。該系列中的所有穩壓器均擁
有相同的 2A 連續、3A 瞬態 (< 1 秒) 負載電流能力。
它們的特點匯總於表 1。

圖 1 示出了一款 5.5V–42V 輸入至 5V/2A 輸出電源。
該解決方案採用了一個具 2MHz 開關頻率的 16 引腳
LT8609S 穩壓器。構成這款完整的解決方案僅需少
量的元件，包括電感器 L1 和幾個無源組件。如圖 2
所示，此解決方案能實現 92.9% 的峰值效率。

LT8609、LT8609A 和 LT8609S 具有 2.5μA 的超低
靜態電流，這一點對於電池供電型系統是很重要。這
些穩壓器憑藉集成化頂端和底端 N 溝道 MOSFET 實
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輕負載效率。LT8609B 僅工作
於脈衝跳躍模式，雖然靜態電流高於其他幾款器件，
但是它在輕負載工作期間產生的紋波較低。
該系列的所有器件均達到 CISPR 25 Class 5 輻射 EMI
規則要求，這是針對汽車設備的最嚴格 EMI 標準。
此外，LT8609、LT8609A 和 LT8609S 還擁有擴展
頻譜頻率調製操作功能以降低 EMI 峰值。在此產品
系列中，LT8609S 具備最引人注目的 EMI 性能，這基
於其下文所述的專有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

可執行高載模式操作以改善輕負載效率
對於電池供電型應用來說，在輕負載運行和無負載
待用模式期間，高效率和低閒置電流是很重要的特
性。LT8609、LT8609A 和 LT8609S 在輕載模式
(Burst Mode ® ) 操作中具有 2.5μA 的低靜態電流。
在輕負載和無負載情況下，逐漸地降低開關頻率，從
而在保持輸出電壓紋波相對較低的同時極大地減少功
耗。圖 2 顯示了輕負載效率保持在 85% 以上，而功
耗在極小負載情況下接近零。

圖 2：基於 LT8609 / LT8609A / LT8609S 之 12VIN
至 5VOUT 降壓型轉換器的效率與負載電流關係曲線
圖 1：具超低 EMI 輻射的 12V 至 5V 同步
降壓型轉換器 LT8609S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Design Note 573

高開關頻率以及超低 EMI 輻射和改善的熱性能
在包括汽車系統在內的諸多環境中，EMI 相容性是一
個引人關注的問題。憑藉集成化 MOSFET、先進的工
藝技術、和高達 2.2MHz 工作頻率，該系列的所有器
件均可實現小巧的解決方案尺寸，並滿足最嚴苛的
EMI 標準。除了 LT8609B 之外，其他幾款器件都提
供了可降低 EMI 峰值的擴展頻譜頻率調製操作功
能。而且，LT8609S 運用了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
Silent Switcher 2 器件具有集成型熱環路和暖環路電
容器，以使 EMI 性能不容易受到電路板佈局和電路板
層數的影響。可採用層數較少的電路板以降低製造成
本，並且不犧牲 EMI 和熱性能。

圖 3：圖 1 所示電路採用 2 層和 4 層電路板時的
CISPR 25 輻射 EMI 性能比較

如圖 2 所示，LT8609S 在該器件系列中擁有最佳的
峰值和滿負載效率。圖 3 和圖 4 示出了圖 1 所示解決
方案採用 2 層和 4 層電路板時的 CISPR 25 EMI 性能
對比和熱性能對比。

結論
LT8609 系列中的器件是簡單易用的單片式降壓型穩
壓器，具有集成化功率 MOSFET 和內置補償電路。
這些器件專門針對那些需要寬輸入電壓範圍和低 EMI
雜訊的應用而優化。2.5μA 的低靜態電流和高載模式
操作功能使它們成為卓越的電池供電型降壓轉換器
解決方案。200kHz 至 2.2MHz 的開關頻率範圍使其
適合大多數低功率至微功率應用。集成的 MOSFET

圖 4：圖 1 所示電路採用 2 層和 4 層電路板時的
熱性能比較

和高達 2.2MHz 的開關頻率能力最大限度減小了解決
方案尺寸。CISPR 25 掃描結果顯示了符合最嚴格 EMI
標準的出色輻射 EMI 性能。LT8609S 所運用的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使其性能不會受到電路板佈局和層數
變化的影響，從而極大地降低開發和製造成本。

器件

封裝

性能

操作模式

LT8609

MSE-10

高效率

高載模式操作
脈衝跳躍模式
擴展頻譜模式
同步模式

LT8609A

MSE-10

專為效率和 EMI 性能而優化

高載模式操作
脈衝跳躍模式
擴展頻譜模式
同步模式

LT8609B

MSE-10

高效率

脈衝跳躍模式

LT8609S

LQFN-16

運用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並擁有最佳的
效率和 EMI 性能

高載模式操作
脈衝跳躍模式
擴展頻譜模式
同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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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該應用中，用戶會聽到一種顏

右手上，待測試的系統則戴在左手上。

色，並看到一種以該顏色描繪的文字。

這意味著預期訊號必須相似，但不完全

聽到的顏色、用文字描述的顏色和彩繪

相同，因為裝置是戴在不同的手臂上，

的顏色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如同在

測量部位並不完全相同；Empatica從

圖6所觀察到的，可能會出現以下面這

腕關節底部獲取EDA訊號，而我們的

樣的句子：

解決方案則從腕關節頂部獲取訊號。兩

· 選擇顏色

台裝置獲取的訊號非常相似，如圖7所

· 選擇聲音

示。這項實驗並在不同患者身上重複多

· 選擇詞語

次，以驗證系統的準確度。

受測者必須根據句子傳遞的資訊
和聲音、文字或顏色，按下正確的按

結論

鈕。使用者必須在進度條走完之前做

EDA電路是一種巧妙的皮膚電導率擷取

出反應。如果用戶未能在這段時間內

方案。得益於平均功耗和尺寸優勢，可

做出反應，或者如果反應錯誤，則會

以將其整合到任何智慧手錶或類似平台

減去相應的得分值。如果正確，則會

中。該裝置取得了預期性能效果，可以

增加得分值。最後，交換按鈕位置。

在較寬廣的範圍內，以高解析度測量皮

在該應用中的多種設定都可以修
改，以改變實驗等級(壓力強度)。
理論上，在放鬆任務中，皮膚電
導率應該會下降，而在壓力活動中則

膚電導率。EDA電路採用特殊設計，避
免了極化和半電池電位效應，可以相容
任何類型的電極。此外，它還達到了
IEC6060-1的要求。

應該增加。在壓力活動中，應該能觀

為了評估和測試電路的特性，我

察到峰值或突波。DC電平的變化對應

們設計了一個原型。該系統設計用於

於壓力源的強直性反應。在壓力活動

在不充電的情況下，24小時持續獲取

中觀察到的峰值被認定為形勢反應，

EDA訊號以及皮膚溫度、環境溫度和

在放鬆任務中不會出現。

移動資料，並把資訊儲存起來或者以

在明確用於取得EDA訊號顯著變化

無線方式即時發送出去。因此，該平

和預期回應的程序之後，下一步就是

台可用於從處於不同狀況的不同人身

進行實驗，對我們的EDA解決方案與

上採集EDA資料，也不受時間限制。

Empatica E4平台進行性能比較。為了

最後，還可以利用這些資訊開發演算

進行比較，受測者在進行測試時同時戴

法，以便檢測、評估或預測人們的壓

上兩款裝置。Empatica解決方案戴在

力強度。

實現MPU的安全性設計
作者：Ralph Moore，Micro Digital 創辦人兼總裁

加密、身份驗證和其它安全方法能夠

有所保障。然而，系統營運商不知道

有效地保護通過網際網路傳輸的資料

的是：機密資訊每天都在被盜，並可

和程式更新。也就是說，除非有一端

能造成嚴重的服務中斷。

很容易被駭客竊取密鑰、並可能植入

自從2005年推出Cortex-M架構以

供將來啟動的惡意軟體，否則安全仍

來，出貨了大量基於Cortex-M MCU的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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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主機堆疊
· Synopsys主機控制驅動器
總而言之，這相當於大約20,000行程式碼—可不是什
應用程式

中介韌體

麼輕鬆的任務。此外，我從該移植過程學習到的經驗是：這
真的可行！而且不一定要撰寫程式碼的作者本人來完成。
我對上述程式碼略知一二，但並不是作者。此外，它是
在幾年前編寫的，而且很不適合移植到MPU。此次移植的重

初始化

系統服務

關鍵任務

要性在於證實了：為使用Cortex-M MPU處理器的系統開發
後期和後續，提高系統安全的可行性。
關於專案系統的後期：雖然做一些前期安全規畫絕對是

圖1：分區

來源：Micro Digital

個好主意，但安全性的確會為開發專案增添額外複雜度。實
際上，這些專案很難按時完成功能設計目標。增加安全性可

產品，其中許多產品都連接到網際網路。目前許多新產品都

能會導致設計工作量的浪費，並延遲專案交付。我意識到這

使用Cortex-M MCU進行開發，而且由於物聯網(IoT)的財務

種異端思想應被放逐到網路的黑暗角落，但它卻又很務實。

誘因，越來越多的Cortex-M MCU都將連接到網際網路。然

我認為最好在製造過程中就增加安全性—亦即等到值得保

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嵌入式裝置很少、或根本沒有防

護的東西出現時。

禦駭客的保護措施。

關於專案系統的後續，我確定有很多經理和工程師非常

目前已經上市以及還在開發中的大多數Cortex-M

關心其系統在現場的脆弱程度—特別是如果這些系統連接

MCU都具有記憶體保護單元(Memory Protection Units；

到駭客公路(即網際網路)。在此也有了希望，只要這些產品

MPU)。然而，由於交付產品的時間緊迫以及使用Cortex-M

包含Cortex-M MPU而且軟體可以升級。

MPU時的困難，這些MPU不是未能物盡其用，就是根本沒使
用。由於MPU的面積必須是2的次方數，才能使其尺寸邊界
一致，因而明顯佔用了大量的記憶體，並成為記憶體有限的
系統導入時的另一障礙。
然而，對於這些MCU，MPU和管理程式呼叫(SVC)指令

安全事實
在討論逐步移植過程以提高安全性之前，我們需要認
清一些現實：
· 沒有完美的安全性

是實現可接受安全性的唯一手段。因此，我在一年半前著手

· 終極目標在於比駭客能得手的安全程度更安全

確定是否能夠克服MPU的問題、是否可能設計出在開發專

· 提升安全性是一個漸進過程—可能需要很多次反覆運

案的後期和後續進行升級的實用方法，以及使用MPU安全

算和許多年，才能達到理想的程度

的新計劃。我發現這樣做是切實可行的，並且已經在開發

改善安全性的方法主要是將所有易受攻擊和不可信的程

MPU-Plus來簡化這一過程。

式碼放入umode，並將金鑰、安全軟體(如加密、認證、啟

現有的所有嵌入式系統都使用了Cortex-v7M架構。一

動和程式碼更新)以及關鍵任務程式碼放入特權模式(pmode)

年前發佈的Cortex-v8M架構可提供更好的安全保護。遺憾

。MPU用於防止ucode超出其指定區域並限制如何存取這些

的是，處理器供應商並沒立即採用Cortex-v8M，幾乎所有

區域(例如，XN=永不執行)。被駭客竊取的ucode不能破壞

新的MCU仍然使用Cortex-v7M架構。因此，Cortex-v7M

pcode、竊取pdata、從資料區域執行、溢出堆疊，也無法

架構還將沿用一段時間。本文提供了一個將現有系統移植

執行其它駭客的把戲—因為它已經被鎖入櫃中。

到Cortex-v7M MPU的步驟。

分區
移植

分割(partition)程式碼是第一步。圖1顯示可稱為「直通」

我最近完成了將大量中介韌體移植到使用Cortex-M MPU的

(first pass)的分區— 即不好高騖遠。在此例中，只有5

非特權模式(umode)分區。所移植的程式碼包括：

個分區：以非特權模式(umode)運行的應用程式和中介韌

· 檔案展示

體；以特權模式(pmode)運行的初始化、系統服務和任務

· 檔案系統

關鍵程式碼。 每個分區都包含一或多項任務。

· USB大量儲存級驅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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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任務操作開始之前運行初始化程式碼，它通常在

設計新技術
入。task_code和task_data區域是特定於任務或其分區的。
在pmode中，pcom_code和pcom_data區域在兩或更多
任務或區域之間是共通的；而在umode中，ucom_code和
ucom_data在兩個或更多任務或區域之間共通。這將在以
下的逐步過程討論中更充份的解釋。
命令和狀態暫存器(CSR)區域是I/O區域。umode中
的syn_csr和ur1_csr (Synopsys USB和UART1)由於其
MPU插槽不足而包含在pmode中的apb0 csr內。由於
umode MPU具有更多插槽，因此可在umode中提供較佳
安全性。

記憶體保護陣列
如圖3所示，每個任務都有自己的記憶體保護陣列
(MPA)。MPA與任務控制表中的TCB順序相同。每個MPA
都是其相關任務運行時MPU動態部份的副本。調度程式在
分配其任務時將MPA載入MPU中。
另外，如圖3所示，MPA範本確定了MPA的內容。範本
圖2：記憶體保護單元結構

來源：Micro Digital

MPU關閉或開啟且同時啟用背景域(BR)的情況下運行。因
此，此程式碼可以存取與執行任何內容。因為它是安全啟
動的一部份，理論上不能被駭客攻擊。
系統服務包括例外處理常式、RTOS和帶有金鑰的安
全軟體。關鍵任務軟體通常是執行主要工作的少量軟體。

可以在MPA中共用。對於同一分區內的任務，情況往往如
此；雖然它們不需要具有相同的範本，而且可能只是共用
某些區域。
每個MPA都是由名為rbar和rasr的兩個32位元欄位組成
的結構陣列。這些是每個MPU插槽中MPU RBAR和RASR暫
存器的精確副本，只是有效位元設置在rbar中，而非RBAR
內。以下是一個範本的例子：

這些都是可信賴的軟體。(當然，關鍵任務程式碼和金鑰是
我們試圖保護的弱者)。pmode程式碼是由umode程式碼

const MPA mpa_tmplt_usbh =

保護—經由受到特許處理器狀態支援的MPU區域，以及

{

對於以SVC指令實現的系統服務提供軟體中斷(SWI)應用程

{RA("ucom_data") | V | 0, RW_DATA | N57 | RSIC(udsz)

| EN},

式介面(API)。圖1中的粗線表示umode和pmode之間的隔

{RA("ucom_code") | V | 1, UCODE

| EN},

離保護。

{RA("usbh_data") | V | 2, RW_DATA

如果有效地實現硬體強制分區，那麼滲透至任一umode

{RA("usbh_code") | V | 3, UCODE

分區的惡意軟體都無法存取pmode分區。

記憶體保護單元

| N7 | RSIC(ucsz)

| RSIC(usbdsz) | EN},
| N67 | RSIC(usbcsz) | EN},

{RA("syn_csr")

| V | 4, RW_DATA

| RSIC(synsz)

| EN},

{RA("ur1_csr")

| V | 5, RW_DATA

| RSIC(ur1sz) | EN},

};

記憶體保護單元(MPU)共有8個插槽，每個插槽可以包含
一個區域(region)。圖2顯示pmode和umode的典型MPU
結構。

這對應於圖2所示的umode MPU結構。Pmode也有類
似範本。

區域7 (Region 7)是保留給任務堆疊的區域，由調度程
式管理。該區域允許立即檢測任務堆疊溢位並防止堆疊中

創建區域

的程式碼執行。pmode中的兩個sys區域允許關閉BR以隔

範本由幾個區域組成。那麼如何創建域呢？方法之一是首

離ptasks。這是從ptasks到utasks的逐步轉換過程所必需

先在應用的C來源程式碼模組中定義區段(section)。例如，

的，如下所述。

在包含特定區域功能變數程式碼的每個C模組中，使用以下

其它區域從每個任務的記憶體保護陣列(MPA)載

命令啟動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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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exported symbol ucsz = 0x8000;

MPA範本

記憶體保護表

任務表

…
define block ucom_code with size = 0x7000, alignment = ucsz {ro section
.ucom_code};
…
place in ROM {block ucom_code, …};

如果需要的話，可在ucom_code區塊中放置其它區段，
也可以按固定順序放置。在本例中，只有.ucom_code區段
被放置在ucom_code區塊中。(請注意，區段和區塊名稱
由“.”區分。)
在上面定義範本的C檔案中，放置：

#pragma section="ucom_code"
extern u32 ucsz;

現在，可以在MPA範本定義中使用ucom_code和ucsz
(如上一節所示)。因此，連結區塊成為MPA區域。這很方
圖3：每個任務的MPA

便，因為它可以輕易地控制其大小、排列、順序和其 它
來源：Micro Digital

特徵。

#pragma default_function_attributes = @ “.ucom_code”
// Place all ucom functions here.

連結器區塊

#pragma default_function_attributes =

如上所述，連結器命令檔案(.icf)中的區塊成為MPA範本中
的區域，並最終成為MPU區域。使用連結程式塊可以減輕

“ucom_code” 是標識包含utasks之間通用程式碼

分配錯誤的大小和/或校準錯誤。如果一個區塊對於它所包

區段的區段名稱。對於特定於taskA的程式碼，請使用例

含的區段(們)來說太小，連結器將會「抱怨」。相反地，

如“.taskA_code” 這樣的區段名稱。選用區段名稱前面

連結器映射檔將顯示連結器區塊是否過大。

的“.”是為了與標準編譯器區段名稱(例如.text、.bss等)保

要將.icf內的大小和校準分配給連結器區塊，我們必須

持一致。可以在pragma之間包含任意數量的函數。此外，

區分三種大小：區域大小、標稱大小和實際大小。例如，

上述結構可以在其它模組中重複使用，而且所有的函數都將

假設ucom_code的實際大小是0x6B16。那麼，區域大小

由連結器(linker)組合到單個.ucom_code區段中。

必須是下一個更大的冪 = 0x8000。將區域大小除以8得到子

針對資料使用：

區域大小 = 0x1000。現在，找到N並使其成為0x8000 - N *
0x1000> = 0x6B16成立的最大值。在此，N = 1，因此，標

#pragma default_variable_attributes = @ “.ucom_data”

稱大小= 0x7000。因此，ucsz = 0x8000，而標稱區塊大小

// Place all ucom data here.

= 0x7000。

#pragma default_variable_attributes =

最後一個步驟是將N7(子區域7關閉)置於MPA範本中
ucom_code區域的rasr欄位中，如上面的mpa_tmplt_usbh

與程式碼一樣，任何數量的變數都可以包含在pragma

所示。如果我們忘記這點，usbh任務將能夠存取連結器在

之間，上述結構可以在其它模組中重複使用以創建包含所有

ucom_code區域之後0x1000位元組中放入的任何內容。另

ucom變數的單個.ucom_data區段。當然，這也可用於包含

一方面，如果我們錯誤地放置了N67(關閉子區域6和7)，那

單個任務資料的區段，如.taskA_data。

麼，當程式碼嘗試在子區域6中進行存取，將會發生記憶體

在ILINK連結器命令檔案(.icf)中，對於.ucom_code區
段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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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故障(MMF)。
最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轉換了！

測試與測量

打入AI汽車供應鏈
板階可靠度驗證勢在必行
莊家豪，宜特科技可靠度工程處板階可靠度工程部經理；陳旺助，德凱宜特技術行銷室資深技術經理

還記得90年代風靡一時的電視影集
《霹靂遊俠》(Knight Rider)與他的
搭檔— 霹靂車夥計(KITT)，以及它
的經典台詞：
霹靂車，尖端科技的結晶，是一部人性化的
萬能電腦車。出現在我們這個無奇不有的世界，
刀槍不入，無所不能。

在當時的時空環境背景下，許多
人都認為，這只是單純的科幻片憑空
想像出來的。而隨著科技的日新月
異，當時所不能實現的科技產物在當
今國際著名車廠如特斯拉(Tesla)、
賓士汽車(M-Benz)、BMW、豐田
(TOYOTA)的推動下已開發出多款人

圖1：汽車電子零組件設計與驗證流程

來源：來源：SAE J1211、Mobileye

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無
人駕駛車，提供包含自動駕駛、自動停

步驟

層級

規格要求

步驟一

零件/元件級 主動元件符合AEC Q100、LED符合AEC Q102(2017年新版)；
被動元件符合AEC Q200

步驟二

PCB級

PCB通過IPC-6012DA驗證

步驟三

板階可靠度

元件上板後的焊點可靠度(BLR)

步驟四

板階測試

PCB組裝製程品質驗證確認

步驟五

系統級

從系統模組到Tier1/品牌車廠的標準規範

車、碰撞警示、自動煞車等多項功能。
然而，這些裝置內部的電子元件在
安裝之前，必須經過一連串嚴苛的可
靠度測試，確保產品品質是無故障或
損壞的，以保障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汽車產業原本為一個非常封閉的
環境，國際車廠並不會將產品降低成
本視為重要的任務，因為汽車是與人
類生命財產有關的產業，產品設計不
良或可靠度的缺陷將會對於車廠造成

表1：國際可靠度車規驗證五大步驟

來源：宜特科技

巨大賠償的損失，因此，車廠並不會

來看，前七大車廠的銷售量已經佔全

發展。然而，轉進汽車產業後，新技

輕易地更換供應商。但是，隨著近年

球60%的比重，這代表市場是非常集

術往往不會加進最暢銷的車款，而是

來「AI智慧電動車」與「自動駕駛輔

中的，如何超越競爭者搶進國際車廠

把最成熟、可靠度與品質最佳的產品

助系統」(ADAS)的崛起，汽車電子佔

的供應鏈，是現今電子廠商面臨的重

導入車子。如果是剛萌芽、求生存的

車價的比重逐步提升到40-50%，這兩

要課題。

新創公司，應該將產品朝向副廠零組

項汽車新發展面向，使得車廠不得不

在消費性電子產業中，產品的生

件(After Marketing；AM)的方向努

開始跳脫既有的供應鏈，開始尋找合

命週期通常不長，3-5年內就會汰舊

力；而如果目標客戶或是終端客戶為

適的電子產品供應鏈。

換新，從而造就了上市時程的能力與

Tier 1/車廠，那麼提高產品的可靠度

優勢，許多的新創產業就在此時萌芽

將是唯一路徑。

從2017年全球汽車銷售量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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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提升產品的可靠度？

對車用IC的可靠度驗證，美國在

法，多遵照IPC-6012進行驗證；而隨

本文將從國際規範SAE J1211與ISO

1994年即由克萊斯勒(Chrysler)、

著車用電子市場的崛起，PCB製造業

26262都強調重視的規格需求與驗證

福特(Ford)以及通用汽車(GM)

者積極搶食這塊大餅，國際電子工業

結果— V型曲線(參見圖1)來探討，

三大車廠發起成立「汽車電子委

聯接協會(IPC)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

解析汽車電子元件設計與驗證要點，

員會」(Automotive Electronics

特別於2016年頒佈首項針對車用PCB

並加入在宜特科技(iST)與德凱宜特

Council；AEC)。AEC建立車用電子

的驗證與允收規範IPC-6012DA，其

(Dekra IST)實驗室的實戰經驗，期望

零件的品質控制標準，符合AEC規範

中包含溫度衝擊耐久試驗(Thermal

協助欲加入智慧汽車供應鏈的廠商掌

的零件均可被Chrysler、Ford和GM

shock endurance Testing)、高溫耐

握要點。

三家車廠同時採用，因而促進零件製

久試驗(High Temperature Endurance

造商交換其產品特性數據的意願，並

Testing)、高溫高濕儲存試驗(Humidity

推動汽車零件通用性的實施，為汽車

Storage Testing)、陽極細絲導通試

零件市場的快速成長打下基礎。

驗(CAF Testing)、表面絕緣電阻試驗

國際可靠度車規驗證的
五大步驟
當車廠要開發一個產品與功能時，將

近年來國際車廠於安全相關的

(SIR Testing)⋯等。這項規範也成為

會依序定義系統功能、子系統功能、

ECU上，將AEC Q100制定為強制性

車廠與Tier 1對於PCB可靠度驗證的重

該採用的電子控制單元(ECU)，以及

的主動元件需求，AEC Q200詢問度亦

要參考法規。

需要使用的半導體元件，規格由左至

逐步提高，未來也可能轉化為強制性

右由上而下；但在進行驗證時則需由

的需求，筆者呼籲廠商可提早因應。

步驟三：板階可靠度測試—車用元件

下而上，一步一步完成驗證需求，正

對於LED元件，AEC也於2017年頒佈

上板後的焊點可靠度

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從最

AEC Q102，並成為車用LED的聖經。

源頭確認品質做起，將會是產品達到

板階可靠度(Board

Level

Reliability；BLR)，是國際間常用於

高可靠度的不二法門。如不遵循V型

步 驟 二：P C B 級 — P C B 通 過 I P C -

驗證IC元件上板至PCB之焊點強度

曲線，當產品發生失效狀態時，就無

6012DA驗證

的測試方式，也是目前手持式裝置

法釐清是上一段產品的問題，還是製

印刷電路板(PCB)是主、被動元件

常規的測試項目。隨著汽車電子系

程問題，或是設計不良所致。以下討

的溝通橋樑，當元件故障時可透過修

統的複雜度提升，更多的IC元件被

論國際可靠度品質車規驗證的五大步

改或更換，但不可能移除所有元件後

運用在汽車內，BLR遂逐步成為車電

驟(表1)：

再更換PCB，因此，PCB可是汽車電

重要測試項目之一，不僅Tier 1車廠

子元件中的關鍵零件。

如Bosch、Continental、ZF TRW對

步驟一：零件/元件級—AEC Q

車用PCB以往並無特殊的驗證手

此制定專屬驗證手法，AEC最新出
爐的AEC-Q104也明確定義了車用電
子的板階可靠性試驗項目，雖然僅
有溫度循環(TCT)、落下(Drop)、低
溫保存壽命測試(Low Temperature
Storage Life；LTSL)、Start up &
Temperature Steps(STEP)等測試，
尚未能完全貼近Tier 1的客戶規範要
求，但卻是車用板階可靠性通用標準
發展的一大步。如表2為Tier 1大廠針
對板階的測試需求。
在宜特與德凱宜特實驗室中，常
見的車電晶片板階焊點失效可歸納為
以下五大主因(圖2)：
(1) 焊點大小與排列方式；

圖2：汽車電子板階測試焊點失效五大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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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焊點合金成份；

測試與測量
(3) PCB設計方式與材料選擇；
(4) 迴 流 焊 ( R e f l o w ) 溫 度 與 助 焊 劑
(Flux)殘留；
(5) 焊點周圍的填充物。
其中的(2)、(3)、(5)項會延伸到
另一個熱膨脹係數(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的問題。車用晶
片在運作中可能產生很高的溫度，不
同材料的熱膨脹係數不同，會產生不
同的變形量，除了上述提到的振動應力
外，溫度產生熱漲冷縮會對於焊點造成
拉扯與擠壓的破壞力，如果晶片材料所
能選擇的熱膨脹係數越接近，溫度產生
的應力就會大大地減少。電腦與手機等
產品的保固期間大約是2~5年，由於一
般車用晶片使用年限長達10~20年，測

圖3：車用無鉛驗證流程圖

來源：德凱宜特實驗室

試條件必須謹慎評估，所以在晶片規劃

實的環境，振動過程會將環境條件加

尚未出現無鉛的驗證需求，不過AEC

初期先考慮這幾個因素，汽車產業要求

入測試，這就是我們常聽到的複合式

在2009年發佈了Q005 (Pb-Free Test

的安全與可靠度標準遠比電腦和手機等

振動測試。除了振動與溫度之外，還

Requirements)，正式面對無鉛製程的

產品嚴格，除了可提高晶片壽命之外，

有針對晶片焊點接合強度進行分析，

轉換；接著，2014年在進行AEC Q100

對於失效分析後在改善時程與費用方面

例如：晶片推力、拉力、循環式彎曲

的改版作業中(Version G->H)，加入了

皆能有所提升。

等等，這些都是要確保所有焊點能保

無鉛測試的驗證要求，其中包含焊錫測

障駕駛者的安全。

試、焊錫耐熱試驗以及錫鬚(Whisker)

那麼，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板階測試
條件，是否可以參考或沿用至車用產

試驗，從此汽車電子毅然而然跟上環

品？這是筆者在宜特與德凱宜特實驗室

步 驟 四：板 階測 試 — PC BA 製 程 品

的經驗中，客戶最常詢問的問題之一。

質驗證

保的腳步。
由於業界廠商在消費性電子產品導

答案是不行的。因為這些系統模組導入

歐盟(EU)於2006年7月開始實施

入無鉛過程中累積了非常多的經驗，

車輛設計之中，車載平台使用的環境與

RoHS，在電子產品上限制使用鉛(Pb)，

克服了各種難關，因此在進入車用領

結構大不相同，汽車在啟動後，所有的

含量需小於1,000 ppm。在當時電子產

域後也相對較成熟；圖3為車用無鉛

晶片都會開始承受振動、機械的應力與

品使用錫鉛銲錫已經有超過50年以上的

驗證流程圖。

外在惡劣環境，如果直接沿用消費性電

歷史，導入無鉛(Pb Free)製程後，無論

近年來，不僅車載資訊系統導入

子產品的測試條件，在實際的使用環境

是設備、測試方法、產品品質與可靠度

無鉛製程，宜特與德凱宜特實驗室

中可能發生所謂的早夭現象。

等議題都必須重新進行檢視與確認。

也陸續接獲國際Tier 1廠商提出對於

以振動測試說明，手持式產品振

然而，焊接材料從錫鉛轉為無鉛錫

ABS、SRS等安全功能關鍵ECU進行

動模式以一般運輸為主，大致上包

膏後由於熔點由183℃提升至217℃，

驗證的需求，象徵站在最高可靠度殿

含陸、海、空運模擬。而車用振動

溫度升高導致焊點硬度變硬、變脆、

堂上的汽車產業，對於人身安全核心

測試，因晶片會長時間暴露於外在環

耐疲勞性差，焊點缺陷多容易造成錫

的電子零組件經由無鉛製程的可靠度

境，必須考量溫度與濕度的耐用程

鬚等問題，因此掌控製程良率的難度

而提升至更高的層次了。

度，寒帶國家與熱帶國家使用的環境

大幅提升。當時由於醫療、國防、車

在宜特與德凱宜特實驗室與Tier 1

就不一樣，密閉空間在太陽照射下可

用電子等應用對於可靠度需求極高，

接觸經驗中，可以發現各區域的要求

能達到100℃，引擎周圍溫度更高達

所以導入無鉛製程的腳步較消費性電

會有不同的重點：

150℃，必須確認晶片是否能抵禦溫

子產業更慢得多。

1. 歐美車廠與Tier 1重視產品使用的

度與振動的能力。所以為了模擬更真

2007年版的AEC Q100 Version G

壽命，以產品生命週期與加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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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手法來擬訂測試計劃，如高溫加速
模型(Arrhenius)、高溫高濕加速
模型(Hallberg-Peck)、溫度循環
加速模型(Coffin-Manson)等。
2. 美 系 特 別 要 求 高 加 速 壽 命 試 驗
(High Accelerated Life Testing；
HALT)，利用產品失效測試(Test
to Failure)來找出產品的設計缺
陷，在設計驗證階段就先將設計
的缺陷改善(如圖4)。
3. 亞 洲 ( 日 韓 ) 業 者 要 求 離 子 遷 移
(Migration)與錫鬚的驗證。筆者
推測，亞洲對於這類電化學的驗
證，都是透過長時數的測試來進

圖4：美系車廠高加速壽命(HALT)試驗圖

行，而非採用加速的方式進行驗

價最快速的方式投入市場才能足

廠規或是Tier 1廠規，並無其他二

證，因此這樣的測試結果讓人感

以生存，在這個階段並無品質與

路可選。

受到實際產品擁有較長的車用電

可靠度可言。

從宜特與德凱宜特實驗室接觸汽

子產品使用壽命。而歐系講究環

2. 副廠品牌：公司已有所規模，想要

車供應鏈的實戰經驗顯示，為了在汽

保議題，使得產品壽命上的實際

逐步建立品牌價值，這時多參考

車產業中長久生存，相關業者必須跳

感受不如亞洲車廠與Tier 1。

國際車用規範進行品質驗證，而

脫既有的消費性電子產業思維，對於

業界最普遍且通用性最廣的則為

品質與可靠度的要求絕對沒有任何妥

步驟五：系統級—從系統模組到Tier1/

ISO 16750(繁體版CNS 15481、

協餘地，價格必須放在最後的考量，

品牌車廠的標準規範

簡體版GB/T 28046、日文版JASO

車廠對於新的產品導入可能有長達

D014)，內含四大類的驗證，電性

3~5年驗證期，對於產品的售後維修

為三個階段：

負載、機械負載、氣候負載、耐化

備料，更可能要求達20年之久，當決

1. 求生存：此時公司正面臨生死存

學溶劑負載。

定跨入汽車產業之路，經營者必須更

系統模組的驗證需求大致可區分

亡的關鍵時刻，能將產品用最低

有耐心與決心。

測試項目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RTC
TMCL

. -40~125℃@
2,000~4,000 cyc.
. 30 mins. dwell time
. Dual chamber(Air to Air)

. -40~125℃, @ min 2,000 cyc
. 10 mins. dwell time.
. 10 ≤ ∆T/∆t ≤ 20 K/min.

. -40~125℃ / -40~150℃ @ 3,000 cyc.
. 10 mins. dwell time.
. 30 mins transfer time

PTC

. -40~105℃ @ 2,600 cyc.
. T on/off = 5mins. 10mins./cyc.

振動

. 100Hz~2,000Hz @ 5.02 PSD
. RMS acceleration : 97.7m/s2.
. Random Vibration + Temp.

落下
彎曲

NA
. Deflection d=1,0mm, 20sec
. Bend to fail

表2：汽車Tier1大廠的板階可靠度驗證測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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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車用正廠零件：此時唯有通過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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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 20Hz~2,000Hz @ 0.1 PSD,
. RMS acceleration
:189.4~818m/s2.
. Sine sweep or random VIB.

NA

NA

. Direction C+/C. 1,000G @ 1.4ms

. Direction C. 1500G, 0.5ms, 60 drop

NA

. Displacement d=2.0mm, 100cyc.
. Displacement d=4.0mm, 100cyc.

還在分享同事
的雜誌嗎？

您也可以免費訂閱！
如果您已訂閱，
請儘快續訂以確保繼續收到雜誌。

立即掃描訂閱
備註：僅符合條件的業內人士可獲得免費贈閱，出版方保留最終決定權。

只需發郵件至：
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註明「雜誌續訂」及您的讀者編號。

信號鏈路元件。我們可為您
提供所需的解決方案：準確
度最高的資料轉換器、漂移
最低的參考電源、雜訊最低
的放大器和 LDO。我們業界

領先的
精準度

領先的精準型信號鏈路產品

LTC2387-18

可確保精確和可重複的測量

LT6657

及控制。請與我們的信號鏈

LTC2641
LTC2500-32

Industry’s Lowest Drift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1.5ppm/°C Drift
Industry’s Lowest Glitch Precision DAC: 0.5nV•s Glitch
Industry’s Most Accurate 32-Bit ADC: 0.5ppm INL

LT3042

Industry’s Lowest Noise LDO: < 1μV Noise

LT6018

Industry’s Lowest Noise Op Amp: 30nVP-P

5
LTC 2

00-3

LT 6
0

41
26

LTC

精選視頻

內建可設定數位濾波器的 32 位過
採樣 ADC

www.analog.com/LTC2500-32-video

18

LT30 42

LT
C

性能解決方案。

2

LT
C

23

87

-1

路專家聯繫，以選擇一款高

Industry’s Fastest No Latency SAR ADC: 18-Bit, 15Msps

8

您的產品性能依賴於精確的

精選產品手冊
www.analog.com/LTC23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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