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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辨識搶進
智慧型手機市場
近幾年來，手機產業缺乏顛覆式創新，蘋果(Apple)開
啟的智慧型手機軟硬體生態模式成長也逐漸趨緩，業
界迫切需要尋找新的應用來刺激消費需求。在5G商用
之前，生物辨識技術正成為手機的創新技術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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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誰在打造自動駕駛車的
「眼睛」？

創新天地
事件導向型視覺系統登場

設計新技術
是時候改善您的時脈了！

黃肇嘉
源思科技總經理

足不出戶，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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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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和感測器介面的最新創新 — 設計師可以從中獲得什麼？
6 月 6 日 上午 10:00 - 11:30
設計人員需要一個具有低延遲和低功耗的特點，且能夠在 SoC 和影像感測器之間傳輸高
解析度影像資料的介面。MIPI CSI-2 規範已經成為行動、工業、消費性和汽車等應用的
首選介面。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適用于高絕緣電壓應用的寬爬電距離光耦
在工業控制應用中，近來的趨勢需要具有更高絕緣電壓、高瞬態電壓、寬爬電距離和電
氣間隙的光電耦合器，以滿足更高電壓系統和安全管理標準的要求。
用測試解決方案解決 SoC 中的功能性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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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設備的可靠連接
討論關鍵的無線電性能規格，確保電池供電物聯網設備實現可靠的無線連接。這些設備
在全球通用的 ISM 頻段內工作，產生某些可能導致通信鏈路不可靠的 RF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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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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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打造自動駕駛車的「眼睛」？
誰是備受投資界和汽車產業矚目的光
達供應商？
前進5奈米
台積電最新技術藍圖全覽
台積電宣佈7nm製程 進入 量 產以及
5nm的時間表⋯
Arduino激發創意無限的自造者運動
激 勵 創 新 的 A r d u i n o 已走 過15 個
年頭⋯

11

思維與觀點

13

我們的AI技術符合
道德標準嗎？
儘 管半 導體和運 算產 業 不斷挑 戰 極
限，業界最終將決定人工智慧(AI)技 16
術在現實世界的應用有多大；關於AI
道德標準的討論與爭議，將有助於我
們思考技術應該如何安全且有效地部
署，才能被社會接受與採納。

精英訪談
新創公司打造顛覆大數據分析的社群
平台
源思科技(LoFTech)開發的「揪科」
(Juiker)即時通訊平台，著重安全與隱
私議題，顛覆對於內容進行大數據分
析的遊戲規則⋯

創新天地
事件導向型視覺系統登場
法國新創公司Prophesee推出首款事
件導向的視覺系統，瞄準機器人與工
業自動化市場。
軟體可編程IC設計平台加速原型開發
Dialog發表其CMIC設計技術及第六
代GreenPAK開發平台，有助於設計工
程師加速原型開發。

網站內容
聚焦積極轉型
蛻變中的台灣！

美光1x奈米
DRAM揭密

奠定台灣今日與未來發展基礎的，
是幾十年來相繼多位政府與產業
界領導者，他們將讓這座島嶼跨越
自然與地緣政治的障礙，確保了生
存契機⋯⋯

TechInsights在拆解美光DIMM
(DDR4)和華為Mate 10智慧型
手機(LPDDR4)中發現美光1x
n m 製 程 身 影，它 帶 來 較 其 前
代產品更小的裸晶與更大位元
密度⋯⋯

https://goo.gl/sgzkbJ

https://goo.gl/cShHf3

無所不在的
物聯網
與智慧裝置
2018 智慧物聯與嵌入式應用系列研討會
2018 年 7 月 • 華南銀行總行大樓會議中心
參與廠商：

會議諮詢
Rebecca.Shih@aspencore.com
+886 2 2759 1366#103
更多研討會資訊

還有更多廠商陸續加入

主辦單位：

FB 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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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智慧型手機
生物辨識搶進智慧型手機市場
近年來，手機產業缺乏顛覆式創新，
Apple開啟的手機軟硬體生態模式成
長逐漸趨緩，業界迫切需要新的應用
來刺激消費需求。在5G商用之前，生
物辨識成為手機的創新技術點之一。

27

Wi-Fi測試為何對智慧型手機
如此重要？
Wi-Fi元件的性能和品質影響著智慧
型手機用戶的使用體驗和智慧型手機
的品牌認同度。

是時候改善您的時脈了！
為了克服智慧連網裝置對於複雜的時
脈性能挑戰，本文提出採用石英、石
英晶體振盪器(XO)和高度整合的時脈
解決方案。
模組化連接性能超越硬接線
連接器與電線組為工程師提供了一種
能取代硬接線的更好方法，並且有助
於提高企業利潤。

身體就是密碼：認識生物辨識技術
隨著Apple Touch ID將指紋驗證引進
大眾市場，讓生物辨識從原本的利基
安全技術，逐漸成為現代智慧型手機
積極部署的安全功能。
3D NAND點燃智慧型手機應用
新時代
3D NAND能以更低的每位元成本實
現更高密度，大幅提升智慧型手機的
記憶體級儲存容量與性能，加速推動
手機應用的新時代來臨。

設計新技術

新一代電源核心：半導體和整流器
新趨勢
智慧型手機及筆記型電腦持續朝向小
尺寸、大功率配接器以及快速充電的
開發趨勢，不斷縮短充電時間以符合
消費者的使用習慣。

38

測試與測量
簡化PAM4測試複雜度
TDECQ取代光罩測試
TDECQ是測試PAM4元件和模組的
最新開發工具，採用基於統計學的方
法，能更準確地區分好壞元件，因而
能用於取代傳統的光罩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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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誰在打造自動駕駛車的「眼睛」？
Junko Yoshida

光達(LiDAR)技術正成為投資界和汽車

要作為工業/商業應用，成本並不是主

已經可用，而且也被設計於自動駕駛

產業的技術新寵。

要的問題。其價格十分昂貴。

車中，目前正進行測試，準備應用於

促成這一趨勢的原因有二。其一是

相形之下，當涉及預計用於大眾

商業自動駕駛計程車業務。但這些光

光達技術尚未最終定型的技術前景。

市場車輛的車用級光達時，OEM將會

達確實還不完善。Debray說，「它們

市調公司Yole Développement技術

從價格、尺寸到介面外觀等各方面開

仍然很昂貴— 必須花費數萬美元，

和市場分析師Alexis Debray認為，

始斤斤計較。

而且體積很龐大。」

光達技術「還沒發展成熟。我們目前

根據不同的掃描技術途徑，Yole

MEMS光達被認為是下一個最有潛

將光達劃分為五類：多通道巨集機

力的技術。Debray解釋說，其性能與

另一項因素在於這一廣泛接受

械掃描(如Velodyne、Valeo等)；其

微機械光達一樣好，而且由於使用較

的概念：光達是自動駕駛計程車

它機械掃描(如Luminar、Panasonic

少零件而可能進一步縮小尺寸且變得

(robo-taxis)必備的技術。Yole指

等)；MEMS光達(如Leddar Tech、

更便宜。今年4月，BMW宣佈計畫將

出，Waymo、Uber、Lyft、百度

Innoviz、Pioneer等)；光學相控陣列

Innvoiz的光達應用於其自動駕駛車。

(Baidu)和賓士(Mercedes-Benz)等

雷達(如Quanergy、Robosense)；

Yole將使用光學相控陣列的光達

公司開始將「每台平均價值20萬美元

以及閃光(flash)光達(如Argo、Sense

(如Quanergy提供的產品)視為「在

的感測器(包括光達)整合到數百輛傳

Photonics、Continental等)。

MEMS掃描器之後的下一步」。由於

正處於擁抱光達巨大變革的開始。」

統汽車中」，以將其改裝為能夠在城
市街道運轉的完全自動駕駛車。

在各種光達設計中，巨集機械掃
描是目前使用最多的技術。這些光達

無需使用移動元件，因而可以做的更
小、更便宜。

媒體上充斥著關於光達應用的各種
最新消息。但是這一類的報導通常並
未分別討論在不同類型光達中所整合
的各種技術。在Yole的協助下，《EE
Times》詳細分析不同光達技術的優
缺點、其市場潛力，以及成為投資目
標焦點的光達供應商現況。

光達市場的主要參與者
Yole認為，光達主要根源於兩項技
術— 其一來自數位攝影，另一項是
雷射測距儀。Debray指出，由於「將

光達技術根源於數位攝影以及雷射測距儀

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車用級光達供應商

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這兩種技術混合於產品中」，部份解
釋了光達的複雜度和多樣性。
廣義而言，汽車領域使用兩種類型
的光達。「工業級」光達用於自動駕
駛計程車。另一種Debray所謂的「車
用級」光達，將被部署於大眾消費市
場的自動駕駛車。工業級光達被定義
為「具有24小時使用的耐用度、高靈
敏度且高性能」。目前，由於光達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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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ental和Xenomatix等公司

規則(限制雷射脈衝功率，因為它會傷

脈衝與連續波

提出了閃光光達，它能同時照亮整

害人眼)，要求光達的射程僅限於30

如果你使用各種掃描方法作為X軸來對

個場景，而無需使用移動元件。根據

至40公尺。這對於車輛在高速行駛時

光達進行分類，那麼用於在物體上投

Debray觀察，閃光光達製作起來可能

的安全停車距離來說太短。自動駕駛

射光線的不同方法構成了Y軸。

更簡單，但其感測範圍較MEMS光達

車必須在距離至少200公尺遠以前發

當今大多數光達都使用稱為脈衝

更小些。

現低反射率的物體，以便讓汽車有足

光達的直接(direct)光達。他們向目

夠的時間辨識危險並停車。

標發出一個光脈衝，並由返回光探測

Yole並列舉了幾家提出不同解
決方案的其他廠商，如Cepton和

然而，最近幾家公司開始探索使

器的時間確認距離，Debray解釋道。

Luminar使用機械掃描技術、Neptec

用1,550nm波長，這使得他們可以使

「連續波測距方法」是新出現的方

採用稜鏡。但Debray說，由於缺乏

用更高的雷射功率，而不至於傷害視

法。有些公司開始使用符號波— 或

這些技術的細節，目前仍很難評估。

網膜。根據Debray，更高的功率能

稱「正弦波」— 而非脈衝波，據稱

擴展長波光達的射程和解析度。他指

可為光達帶來更好的靈敏度。Debray

波長至關重要

出，Blackmore、Neptec、Aeye和

指出，這是一種具有前景的技術，但

目前，大多數的車用光達透過發射大

Luminar等公司都開始使用1,550nm

它需要光的同調性。IFM和Benewake

約900nm波長的雷射發射脈衝，掃

波長。

則正在研究相移方法。

不過，Debray解釋，其中一個缺

同時，Blackmore和Oryx開始研究

建立映射汽車周圍環境的點雲(point

點是，使用1,550nm的光達所需的雷

調頻測距方法。Debray說，它被描述為

cloud)。

射和光電探測器並不像900nm那樣先

頻率調變連續波(Frequency Modulated

進，因而限制了光達供應商的選擇。

Continuous wave；FMCW)，允許外差

描周圍環境，並記錄反射光線，以

根據美國和其它國家的雷射安全

公司

成立時間/
總部

核心技術/光達方案

融資時間/金額

投資方

AEye

2013年
美國加州

iDAR固態光達
(結合光達與AI)

2017年6月A輪融資
1,635萬美元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Airbus
Ventures, Intel Capital, Tyche Partners

Blackmore Sensors &
Analytics

2015年
美國
蒙大拿州

車用FMCW固態
光達感測器

2018年3月B輪1,800萬
美元，籌資總額達
2,150萬美元

BMW i Ventures, Toyota AI Ventures, Millennium
Technology Value Partners and Next Frontier
Capital

Cepton Technologies

2016年
美國加州

Vista車用光達感測器
(今年Q2量產)

2017年A輪融資
800萬美元

LeddarTech

2007年
加拿大魁北克

以專利訊號擷取處理技術 2017年C輪融資
打造低成本固態光達
1.01億美元

Osram, Delphi, Magneti Marelli, IDT, Fonds de
solidarité FTQ

LeiShen Intelligent
System
鐳神智能系統公司

2015年
中國深圳

3D閃光/MEMS
固態光達方案

2018年4月B輪融資
1,580萬美元

達晨創投(Fortune Venture Capital)

Luminar Technologies 2012年
美國加州

InGaAs接收器、光達

2017年4月籌資
3,600萬美元

Canvas Ventures, GVA Capital, 1517 Fund

Oryx Vision

2009年
以色列

基於固態閃光系統的
連續調頻光達

2017夏B輪融資5千萬美
元，總額達6,700萬美元

Third Point Ventures, WRV, Union Tech Ventures,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Maniv Mobility,
Trucks VC, etc.

Ouster

2016年
美國加州

機械掃描光達

2017年12月籌資
2,700萬美元

Cox Enterprises, Fontinalis Partners, Amity
Ventures, Constellation Technology Ventures,
Tao Capital Partners, Carthona Capital

Shanghai Slamtec
上海思嵐科技

2016年
中國上海

360 RPLIDAR光達
SLAM與定位導航方案

2017年7月B輪籌資
2,210萬美元

常春藤資本(Ivy Capital)

TetraVue

2008年
美國加州

融合視訊與光達功能的
TeraVue 4D固態光達

2017年A輪融資
1千萬美元

KLA Tencor, Lam Research, Tsing Capital,
Robert Bosch Venture Capital, Samsung Catalyst
Fund, Nautilus Ventures

TriLumina Corp.

2010年
美國
新墨西哥州

3D感測和光達VCSEL
技術

2017年融資900萬美元， Kickstart Seed Fund, Stage 1 Ventures,
總投資額達3,640萬美元 Cottonwood Technology Fund, DENSO Ventures,
Sun Mountain Capital

Innoviz Technologies

2016年
以色列

3D光達InnovizPro、
InnovizOne
(2019年上市)

2017秋B輪融資7,300
萬美元，總額達8,200
萬美元

表1：過去15個月來獲500萬美元以上融資的LiDAR公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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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Catalyst, SoftBank Ventures Korea,
Delphi Automotive, Magna International, 360
Capital Partners, Glory Ventures, Naver etc

業界趨勢
探測，「就像無線電中所使用的」，可

些感測器必須安裝在ADAS或自動駕

Yole估計，2017年，設計用於

帶來比直接檢測更高的靈敏度。

駛車的協議。Debray說，「例如，特

ADAS車輛的光達市場規模為1.07億

斯拉(Tesla)就不使用光達。」今年初

美元，而用於自動駕駛車輛的光達則

光達的未來

發表的凱迪拉克(Cadillac)無人駕駛巡

為2.2億美元。到2023年，ADAS的光

Debray認為，沒有任何一種技術突破

航系統Super Cruise也未使用光達。

達市場預計將達到17億美元，而自動

能夠降低光達真正成為主流技術的門

相反地，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地圖。

駕駛車輛的光達市場約有35億美元。

檻。他說，這一角力的關鍵在於光達

另一方面，例如奧迪(Audi)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業界對於光達技

開發者如何在不同的技術和市場需求

Valeo的光達，而BMW剛剛宣佈計畫

術的投資步伐正在加快。許多新創企

之間取得均衡。

使用Innoviz光達。

業、一線業者和OEM都在開發使用不

但還有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值得考

除了已經安裝光達的自動駕駛計程

同方法的光達，但這些方法並不一定

慮。在車用光達技術不斷發展的同

車，大眾市場車輛的車用級光達市場

能保證成功。Debray稱，每個人都在

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和自

規模將會有多大？隨著時間的進展，

追求躋身「車用級光達技術市場一部

動駕駛車中所使用的其它感測器技術

市場機會將會逐漸縮小嗎？

份」的夢想。

也在進步。例如，車用雷達的成像能

Yole的Debray說，現在還無法做

據Yole估計，僅在過去兩年

力使用波束控制而變得越來越好。同

出任何結論。確定哪些技術將普遍用

(2016-2017年)，「投資於光達公司

樣地，結合AI的視覺處理器也在不斷

於自動駕駛車中，目前還為時過早。

的資本就超過了8億美元」。

完善中。這將有助於相機檢測和分類

不過，他補充道，ADAS車輛和自動駕

在Yole的幫助下，表1整理了過去

物件，使其更有效地理解3D空間。

駛車「將需要感測器之間的冗餘」，

15個月來取得超過500萬美元投資的

才能發揮其潛力。

光達公司名單(按字母順序排列)。

總之，在汽車領域並沒有關於哪

前進5奈米

台積電最新技術藍圖全覽

Rick Merritt

晶圓代工大廠台積電(TSMC)於美國矽谷

程節點是不完全步驟，因此帶來的優

準單元。台積電已經將所謂的N7+節

舉行的年度技術研討會上宣佈其7奈米

勢也越來越薄；而新的常態是當性能

點基礎IP進行矽驗證，不過數個關鍵

製程進入量產，並將有一個採用極紫外

增加，功耗下降幅度通常在10~20%

功能區塊還得等到今年底或明年初才

光微影(EUV)的版本於明年初量產；此

左右，這使得新的封裝技術與特殊製

能準備就緒，包括28-112G serdes、

外，該公司也透露了5奈米節點的首個

程重要性越來越高。

嵌入式FPGA、HBM2與DDR 5介面。

時間表，以及數種新的封裝技術選項。

台積電已經開始量產的7奈米製

台積電研究發展/設計暨技術平台

台積電繼續將低功耗、低洩漏電流

程，預期今年將有50個以上的設計案

副總經理侯永清預期，該EUV製程在

製程技術往更主流的22/12奈米節點推

投片，包括CPU、GPU、AI加速器晶

佈局IP方面需要多花10%~20%的力

進，提供多種特殊製程以及一系列嵌

片、加密貨幣採礦ASIC、網路晶片、

氣：「我們開發了一種實用方法以漸

入式記憶體選項；同時，該公司也積

遊戲機晶片、5G晶片以及車用IC。該

進方式來轉移IP。」他表示，經過完

極探索未來的電晶體結構與材料。整

製程節點與兩個世代前的16FF+製程

整認證的N7+節點EDA流程將在8月份

體看來，這家台灣晶圓代工龍頭預計

相較，能提供35%的速度提升或節省

完成；在此同時，該節點的256Mbit測

今年可生產1,200萬片晶圓，研發與資

65%耗電，閘極密度則能提升三倍。

試SRAM良率已經與初期版本的7奈米

本支出都有所增加；台積電也將於今

將採用EUV微影的N7+節點，則

年開始在中國南京的據點生產16奈米

能將閘極密度再提升20%、功耗再

展望未來，台積電預計在2019上

FinFET製程晶片。

降10%，不過在速度上顯然沒有提

半年展開5奈米製程風險試產，鎖定手

升— 而且這些進展需要使用新的標

機與高性能運算晶片應用；相較於第

唯一的壞消息是，台積電的新製

節點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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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不採用EUV的7奈米製程，5奈米

系統在4月份以250W維持生產數週，

EUV，並積極安裝ASML的NXE3400

節點的密度號稱可達1.8倍，不過功耗

預期明年可達到300W，這是大量生產

微影設備。

預期只降低20%、速度約增加15%，

所需的功率水準。不過要維持每日平均

看來台積電的EUV量產計畫與三

採用極低閾值電壓(ELTV)技術則或許

145W的功率，台積電還需要加把勁；

星(Samsung)的量產時程差距在六

能提升25%。

對此該公司研究發展/技術發展資深副

個月之內，後者表示將於今年導入

總經理米玉傑表示：「生產量正朝向

量產。而台積電與三星的EUV量產

EUV功率水準順利朝明年初量
產發展

滿足量產所需發展。」

時程差距，看來並不足以讓Apple或

除了功率以及生產量的顯著進步，

Qualcomm等大客戶更換代工夥伴；

「沒有EUV，他們就無法提供與過去節

米玉傑表示，儘管仍超出1/3，光阻劑

市場研究機構VLSI Research執行長

點相同的微縮優勢；」市場研究機構

量的減少幅度也朝著該公司在2019年

G. Dan Hutcheson表示，只有幾個月

The Linley Group的分析師Mike Demler

第一季量產的目標邁進；此外EUV光源

的領先在長期看來是微不足道。

表示：「如果你看N7+製程，號稱比N7

的光罩護膜的穿透率目前達到83%，明

製程再微縮20%，因此EUV還是更接近

年應該可以達到90%。

台積電的目標是在2019年讓10/7
奈米節點產量增加三倍，達到一年

米玉傑以數個案例為證明，表示

110萬片晶圓；該公司的Fab 18已經

EUV持續提供比浸潤式步進機更佳的

在台灣的台南科學園區興建中，預計

台積電顯然擁有能在明年初以EUV

關鍵尺寸均勻度；台積電預期會同時

在2020年開始5奈米製程量產。

微影進行量產的好運氣，該公司擁有的

在N7+以及5奈米節點的多個層採用

*更多內容詳見本刊網站：https://goo.gl/9dH3A4

傳統摩爾定律微縮水準所需的，而N7到
N5節點的微縮效果只會更糟。」

Arduino激發創意無限的自造者運動
Alix Paultre

技術的核心和靈魂就在於工程開發。無

Design Institute Ivrea)的一群學生開

但其開放源碼的本質意味著設計社群的

論多麼先進或攸關科學，只有透過對人

始，他們的初衷在於打造一款簡單的

熱衷成員(包括製造商和專業工程師)總

們有益的解決方案才能顯現出來。我喜

電腦，讓無論是不是工程社群的產品

能帶來新的發展。

歡用「樹在林中倒下」(tree falls)的譬

設計人員都能用於自動化其設計專案。

為了紀念‘Arduino Day’，電子

喻來看這件事情，因為樹倒下時，幾

正是這種對於工程社群「內外兼

工程師Cabe Atwell在e絡盟(element14)

乎震聾了森林中的每一隻動物，但如

顧」的開放精神徹底改變了產業。在

互動社群貼文表示，現在最適合為這款

果沒有人聽見，也就不會有人知道或

Arduino之前，找不到低成本、相對

最受歡迎的開發板製作一個帶有15支蠟

在乎它。同樣地，如果一項技術無法

簡單的方法來嵌入電子產品。如果你

燭的「蛋糕」了。每一根閃爍的蠟燭都

用於打造出解決方案，它就稱不上是

需要一款感測監測器，你必須從頭開

可以像普通蠟燭一樣吹熄。制作這樣的

一項工程技術。

始設計。業餘愛好者可以在一般電子

專案並不難，只需幾個小時即可完成。

這就是為什麼在此提到Arduino及

愛好區購買完成的子系統，但是如

其重要性的原因。這款小型的開放源碼

果想要自行打造或突發奇想地進行創

(open source)裝置創造了一個新的市

新，並沒有任何立即可用的通用解決

場空間，同時賦予其他的現有和新興裝

方案。

置更強大的能力。Arduino Project的名

自從2003年發佈以來(順便說一

稱源於義大利Ivrea的一家酒吧(工程開

下，今年是第15週年了)，Arduino也激

發通常和飲酒脫離不了關係—不然，

勵了多家仿效者和競爭對手，並進一步

還有哪裡能找到免費餐巾紙？)，最初

突顯其於所創造的新市場之領導地位。

是由Ivrea互動設計學院(Interaction

當然，它其中的一些技術還有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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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Arduino Day 15週年打造的蛋糕

Memory makes
it all possible.
A world of ideas, memories, and knowledge - accessed,
managed, and connected in ways never imagined.

業界趨勢
Arduino能增強設計的另一個例

英飛凌科技(Infineon Technologies)

電腦連接到路由器網路以進行登錄。

子來自澳洲西澳大學(University of

提供的直流(DC)馬達控制擴展板，

採用動態電源管理可實現小於80μA的

Western Australia)的學生團隊。團

是Arduino擁有各種可用周邊裝置資

待機功耗，平均功耗約8mA，蜂值功

隊成員Jess Armstrong、Ray Barker

源的另一個例子。該擴展板是相容於

耗為200毫安(mA)。

和Geoffrey Channon稱其計劃為

Arduino的大電流馬達控制板系列之

Spysea，可部署於海軍艦艇上，即時

一，能夠驅動兩個單向半橋配置或一

監控來自攝影機饋送和其他感測器輸

個雙向H橋配置的DC馬達。整合的驅動

入。Spysea採用19mm PVC管線連接

器IC透過邏輯電平輸入連接到MCU，並

至攝影機和導航感測器，使用Arduino

支援透過電流檢測進行診斷、轉換速率

作為無人機的主控制器，並連接至指

調整、停滯時間產生以及對於過溫、欠

南針、距離感測器、攝影機以及馬達

壓、過電流和短路的保護。
DFRobot Wi-Fi擴展板

和轉向系統。

它可支援從UART(TTL)到IEEE
802.11b/g/n無線通訊，以實現更高的
傳輸速度、更廣泛的覆蓋範圍、更強大
英飛凌DC馬達控制擴展板

的相容性，以及較先前版本更高的可靠
度，任何內建UART的裝置均可輕鬆設

除了已經累積一長串的Arduino插

置無線網路，並實現遠端管理與控制。

件清單外，Adafruit將其PN532分線板

在介面方面，顯示器對於良好的

變成了支援13.56-MHz RFID或NFC應

設計至關重要。儘管Arduino是主流

由於Arduino是一個開放源碼的解

用的兩用擴展板。PN532晶片組可以讀

平台，但這並不表示你一定得在數量

決方案集，所以有很多的Arduino類型

取和寫入標籤和卡片、與手機進行通訊

有限的解決方案中進行選擇。賽普拉

以及可進一步增強其功能的周邊裝置

以進行支付處理等功能，而且還可以像

斯半導體(Cypress Semiconductor)

系統。從完全業餘的組織到最尖端的

近場通訊(NFC)標籤一樣運作。

的CY8CKIT-028-EPD E-ink擴展板整

Spysea以Arduino作為無人機的主控制
器，為海軍艦艇提供即時監控功能

Adafruit提供的擴展板主要透過

合了超低功耗的E-ink顯示器、感測器

13.56MHz技術支援大約10公分的通

和麥克風，為Arduino提供下一代的

你可以花不到20美元買到許多的電

訊範圍，並使用I2C(預設)或SPI通訊協

電子紙功能，其特點包括一個2.7吋的

腦。Arduino Uno微控制器(MCU)板以

議。其中包含中斷功能，因此您不必坐

E-ink顯示器；動作感測器、溫度感測

ATmega328為基礎，支援14個數位I/O

在那裡「輪詢」晶片，詢問是否找到了

器和PDM麥克風。E-ink Display擴展

接腳—其中6個可用於作為脈衝寬度

目標標籤，因為當卡片、電話或其他相

板採用Arduino Uno接腳佈局，使該擴

調變(PWM)輸出，6個用於類比輸入，

容裝置位於範圍內時，將會拉低接腳。

展板能與Cypress基於PSoC 4和PSoC

電子開發人員，都能找到一款適合的
Arduino。

6 MCU的Pioneer Kits套件搭配使用。

以及16MHz陶瓷諧振器、USB和ICSP
接頭。Uno與舊設計不同之處在於它

當然，在使用者介面(UI)的另一面

未使用FTDI USB至串列驅動器晶片。

是輸入，包括像TinySine Electronics

相反地，它支援編程為USB至串列轉

這樣的公司可提供諸如MPR121 IC觸

換器的ATmega16U2，並配備16MHz

控墊擴展板等解決方案。
儘管目前只是第15週年，Arduino

時脈速度和32 kB快閃記憶體。該開發

及其追隨者已經把我們帶到了發展深

板可提供DIP或SMT版本。

遠之處。下一代Arduino將會如何發
基於短距離通訊技術的NFC/RFID擴展板

DFRobot Wi-Fi擴展板支援AP +
Arduino 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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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雙重模式，並可使用手機或平板

展？還將催生出哪些有趣的自造者設
計？設計人員將如何把它應用在我們
創造的下一代技術中？觀察Arduino的
後續發展將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思維與觀點

我們的AI技術符合道德標準嗎？
Nitin Dahad

大約從五年前開始，每個人都在談論物
聯網(IoT)以及它將如何經由數億台裝
置互連來改變一切。我們似乎週而復
始地經歷一項新技術被大肆宣傳的循
環，如今輪到人工智慧(AI)了。
在我大約33年來的電子產業與半
導體職業生涯中，我看到了技術革命
的三大變化。首先是微處理器時代，
然後是網際網路，接著是行動時代。
而今，就像新思科技(Synopsys)共同
執行長Aart de Geus所說的：「現在
是AI時代！」他在日前的一場活動中
提到，AI將推動半導體產業未來幾十
年的發展，因為大數據(big data)需要
機器學習，而機器學習需要更多運算，
這些都將產生更多的資料。

2017年版Gartner新技術成熟度曲線

的確，AI如今正處於市調公司

以道德準則作為發展AI的關注重點。」

過許多不同的處理層饋送資訊並得出最

Gartner所謂「炒作期」(hype cycle)

Jones說：「AI並非沒有風險，道

終解答或決定，可能會讓系統看起來像

的上升階段，但它似乎又不同於之前引

德原則將有助於減輕這些風險。道德方

「黑盒子」，即使是其開發人員也不一

進新技術的情況：我從未見過一項技術

法確保大眾相信這項技術並且看到使用

定都能夠確定哪些因素導致系統決定其

引發這麼多關於倫理道德的爭辯。AI將

它的好處，同時也使其準備好質疑技術

中一項比另一項更重要。

會改變許多事情，自動駕駛車、軍用和

是否遭到濫用。」

輝達(Nvidia)歐洲、中東、非洲

工業無人機、機器人，以及在醫療、政

在該委員會的報告中，許多建議均

(EMEA)解決方案架構和工程團隊總監

府和城市功能等領域的其他許多應用都

指出AI需要透明化。當AI被用來做出重

Timothy Lanfear提出了另一種看法。

可能受到影響。

大或敏感的決策時，應該建立一個自發

他說，機器學習演算法通常比傳統的軟

英國政府日前發佈了一份長達183

性機制來告知消費者。該報告並指出，

體編碼更短、更簡單，因此在某些方面

頁的《英國AI發展現況調查》(AI in the

當AI系統故障或對用戶造成傷害時，現

也更容易理解與偵測。「我們每天都在

UK: ready, willing and able?)報告，

行法律是否足以明確相關責任，目前

使用那些複雜到無法吸收的系統。AI也

涵蓋許多有關AI系統的責任、監管與

並不清楚，因此，該領域亟需盡快明

處於一種無法完全理解的複雜程度。然

倫理道德等議題，以及在AI研究與商

確責任歸屬。

而，你唯一能做的是把它分解成片段，

業化應用方面的創新、投資與技巧等

找到測試它的方法，然後檢查它是否按

讓AI透明化

你期望的方式進行，如果不是的話，就

英國上議院特別委員會主席Lord

AI系統能夠透明且易於理解嗎？是否

採取行動。」

Clement-Jones說：「英國有著領先的

存在一定的技術透明度，讓人們能針

該委員會坦承，要達到技術上的完

AI公司、充滿活力的學術研究文化、活

對系統為什麼作出某一項特定決定提

全透明化相當困難，對於某些AI系統來

躍的創業生態系統，以及大量的法律、

出質疑？

說甚至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某些情況

其他主題。

道德、金融和語言優勢。我們應該充份

業界對此以及AI系統的問責制都有

下甚至並不適用。然而，在一些安全關

利用這樣的環境優勢，但關鍵在於必須

詳細討論。在許多深度學習系統中，透

鍵的場景中，技術必須是透明的。在這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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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領域的監管機構必須有權強制使用更
透明的AI技術。
英國AI委員會在其報告中還提到，
「我們認為部署任何可能對個人生活造
成潛在影響的AI系統都是不被接受的，
除非它能對自己所做的決定提出充份
且令人滿意的解釋。例如對於像深度
神經網路(DNN)等無法為其決定產生
完全解釋的情況，可能意味著必須延
遲某些特定用途的部署，直到找到替

AI，但該國政府已經拿出1.25億美元

無區別，但仍瞞過AI系統將它們辨識

代解決方案。」

成立了三座新的AI研究所，並吸引更

為完全不同的物件。

英國自駕車新創公司FiveAI執行長

多來自全球的AI研究人員。

其他例子還包括利用虛假影像讓車
子發生碰撞、突然停止，或觸發自動武

Stan Boland並不認同該報告中提出AI
系統存在的黑盒子現象。他說：「我們

處理器瓶頸？

器發射等。當然，這些情況也可能發生

的系統是完全模組化的，這對於解釋和

過去十年來，儘管深度學習在AI的進展

在非機器學習的系統(人類決策者亦然)，

除錯系統以提升技術和服務來說非常關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也存在一些問

不過，使用非機器學習方法可以對所

鍵。任何系統在實際上路之前都必須經

題。深度學習需要大量的資料集，這極

涉及的推論進行訊問、恢復和除錯，

過多次獨立驗證。」

難取得且費用昂貴，而且還需要大量的

而許多機器學習系統則無法做到這些。

他補充說，全世界採用自動駕駛

處理能力。該報告中提到，儘管深度學

在監管方面，該報告指出，中國

的方各不相同，「例如，在英國倫敦

習近來隨著處理能力提高而明顯進步，

「雖然在技術應用方面的法規不夠完

(London)和美國山景城(Mountain

但摩爾定律(Moore’s law)開始面臨挑

善，但卻從另一方面推動了更快的實

View)就有不同的運作方式。每個城市

戰，處理能力提高帶動降價的腳步開始

驗和創新，包括對於資料的利用和AI

由於生活方式和環境條件不同，自動

放緩。諸如量子運算等創新也還無法使

技術等方面。」

駕駛系統的模式也各異其趣。」

其復甦或加速，不過現在還為時尚早，
未來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各國加碼投資AI

公司和組織在違反規定時將面臨
的責任程度也包括在內。Lanfear說，

深度學習先驅Geoff Hinton提出了

雖然公司員工知道其道德原則以及如

英國政府的這份報告也為全球的AI研發

深度學習革命可能很快結束的警告。

何遵守規定，但他坦承並不容易回答

提供另一個視角。根據高盛(Goldman

其他人的看法則較樂觀，特別是由於

這個問題，因為「作為技術專家，這

Sachs)的資料顯示，在2012年第1季到

各種客製AI晶片的出現，如Google的

並不是我的核心思想。」對此，很多

2016年第2季之間，美國對於AI的投資

張量處理器(TPU)，以及量子運算的

人都和Lanfear有同樣的感受。因此，

達到了182億美元，中國和英國分別是

進展，都為深度學習的未來提供了新

必須找到一些機制以確保目前的道德

26億美元和8.5億美元。隨著中國致力

的發展動能。

準則趨勢不只是簡單地轉化為無意義
的黑盒子作業。

於成為AI的全球領導者，預計到2030
年，在其發展AI生態系統方面的投資

犯罪濫用與監管

將上看1,500億美元。

該報告並深入探索犯罪濫用、監

推動下一波基於高階AI處理器與晶片的

由於現有資源的差異性，英國在AI

管和創新等領域。在「對抗式AI」

運算進展。但是，儘管半導體和運算產

領域的投入規模可能比不上中、美，德

(adversarial AI)領域，研究人員有效

業不斷挑戰極限，業界最終將會決定該

國和加拿大則有更多的比較性。德國的

掌握AI系統如何運作，並試圖瞞過其

技術在現實世界的應用有多大—我們

AI策略受其打造旗艦級工業4.0策略影

他AI系統做出錯誤的分類或決定。特

總是在看到自動駕駛車發生傷亡事件

響頗深。其策略探索以AI提升智慧製

別是影像辨識系統經證實極易於受到

後，才能聽見社會的抗議聲浪。而關於

造的過程，並產出整合AI功能的智慧

這一類型的攻擊。例如，研究人員可

AI道德標準的討論與爭議，將有助於我

商品，例如冰箱和汽車。而加拿大的

以巧妙地稍加改變圖片或甚至是3D模

們思考技術該如何安全且有效地部署，

AI策略則較不專注於為特定領域開發

型或標誌，使其看起來與原始影像毫

以及最終可被社會接受和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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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公司打造顛覆大數據分析
的社群平台
Junko Yoshida

Facebook執行長祖克柏(Mark

喜愛的位置隱密地儲存其私人資料。黃

Zuckerberg)日前在美國華府舉行的國

肇嘉將這稱為聯邦雲的「企業雲層」

會聽證會上露面，讓長久以來亟待解決

(Enterprise Cloud Layer)。他解釋說：

的資料所有權和隱私相關問題浮上檯

「我們的客戶喜歡根據需要選擇位置和

面。這次的審查如今衝擊著社群媒體網

進行更改的方便性。」而如果中小型企

路和通訊應用程式(App)，如Facebook

業的客戶，則可以選擇使用公有雲。

所擁有的WhatsApp。

那麼，資料將會位於聯邦雲的「國家雲

(來源：工研院)

層」(National Cloud Layer)。

黃肇嘉
源思科技
總經理

系統如何設定(或未設定)以保護用戶

反直覺的想法

用戶的資料？「這個想法一開始來自台

隱私？

大多數社群App的經營模式都以廣告

灣政府。」黃肇嘉說，台灣政府向ITRI

根據路透社(Reuter)報導，法國政

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而不向用戶收

提出了一個安全的即時傳訊App需求，

府正在打造自有的加密通訊服務軟體，

費。「這表示存取至您的內容對其成

希望將其資料和流量儲存在政府可自主

以減輕外國公司可能監聽高階官員之間

功至關重要。他們需要對用戶進行大

執行的資料庫平台上。

私人對話的顧慮。

數據(Big Data)分析，才能進一步了

懸而未決的問題包括：誰擁有資
料？儲存在哪裡？誰能讀取這些資料？

法國面臨的問題有兩方面。全球主

解並掌握用戶。」黃肇嘉說：「其商

競爭格局

要的加密通訊App都非法國所有，也不

業模式的基礎就在於銷售用戶的內容

自從Facebook和劍橋分析(Cambridge

位於法國領土。這引起法國對於國外伺

和個人資料。」

Analytica)的個資外洩風暴以來，許多

服器資料洩露風險的擔憂。

相反地，源思則直接向用戶收取
費用—根據每家公司或機構的席位數

政府和機構都在尋求提高對於資料隱
私和所有權的警覺性。

來自ITRI的新創公司

來收取費用。這意味著，黃肇嘉說，

例如，微信(WeChat)將其通

有趣的是，法國的這項需求可能在台灣

「我們並不想要他們的資料，也不會對

訊資料儲存在中國。Facebook擁有

找到答案。源思科技(LoFTech)，一家

這些內容進行大數據分析。」

WhatsApp。還有據傳法國總統馬

從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獨立出來的

然而，在大數據時代，源思如何興

克宏(Emmanuel Macron)最愛用的

新創公司，開發了一款名為揪科(Juiker)

起這種反直覺的腦力激盪？—不想要

Telegram，是俄羅斯企業家創辦並在英

的即時通訊(IM)平台，其設計理念即考

國註冊之私人控股公司所開發的雲端即

慮了有關的國家安全。

時通訊服務。在日本最受歡迎的Line，
則由韓國網際網路巨擘Naver Corp.旗下

源思科技總經理黃肇嘉(Paul Huang)

日本子公司Line Corp.所經營。

在接受《EE Times》訪問時說：「我
們將平台設計為B2B風險管理工具，讓

此外，還有Slack、Symphony和

資料儲存在聯邦雲(Federated Cloud)

Microsoft Teams等其他的美國即時通

上。」例如，他解釋說，每個政府或金

訊平台，都受到許多企業的歡迎，但這

融機構都有強大的動機按照自己的規則

三種平台仍然將資料保存在其平台上。
源思的Juiker計劃從2013年在ITRI

來保護資料和通訊。
政府和機構可以使用Juiker在任何

來源：源思科技

時代開始，是當時因應政府要求的B2B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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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開發計劃之一。黃肇嘉猜想其

以外，還透過許多免費服務提供安全和

他國家政府應該也有類似的期待。他還

隱私。」

意識到來自企業和金融機構日益成長的
需求，多半都有著嚴格的商業實務，要

Juiker應用普及嗎？

求他們確保和記錄每一次通訊作為將來

在台灣，Juiker軟體已經被下載450萬

使用的證據。

次了。根據源思科技，目前台灣政府以
及40家大型公司都在使用它。

如何運作？

針對營運商市場，Juiker開發了一

從技術來看，源思的技術如何運作？
黃肇嘉說：「它就像在應用層的

款全業務的電信OTT (Over-The-Top)平
源思科技在政府和營運商的公私營合作
夥伴關係中提供B2B業務模式，為公民
來源：源思科技
和消費者提供服務

台，能與現有的IMS系統整合。在B2B

公司，目前也還沒看到其他競爭對手

以考慮Juiker嗎？法國能將其專有加密

以整合的客戶服務實現互動式交易。而

出現。」

系統堆疊在Juiker之上嗎？

在物聯網(IoT)市場，Juiker則計劃實現

不同儲存位置之間打造即時IM路由器
的全球網路。我們是第一家這樣做的

市場中，Juiker讓企業能自行管理其資
料風險和隱私。對於電子商務，Juiker

源思科技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開發

「當然，我們會和當地的電信營運

Juiker以及解決問題和錯誤。「我們在

商合作，讓他們管理和提供我們的服

開發『聯邦雲』方面有著時間的優勢，

務。」黃肇嘉說：「全球有70%以上

走出台灣之外

因為我們的第一位客戶是台灣政府，他

的營運商都是政府擁有或具影響力，

越南最近成為第二個擁抱源思Juiker平

們在隱私方面的顧慮就和路透社報導中

因此，法國政府與(例如)法國電信合作

台的國家。越南郵政電信集團(Vietnam

所描述的法國政府顧慮隱私問題完全

使用Juiker實際上更安全。在大多數情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Group)

相同。」他指出，透過源思的Juiker，

況下，像法國電信這樣的私營企業比

不久前在Juiker的基礎上推出其名為

「所有的語音和訊息都採用傳輸層安全

政府更能聘請到較好的IT安全專家；

Karo的OTT通訊App。

(TLS)進行傳輸、加密並安全發送。」

而比起任何外國公司，法國政府當然

源思科技發現，與電信公司建立合

黃肇嘉表示，重要的是，Juiker並

更信任法國電信。因此，Juiker系統

作夥伴關係是在其聯邦雲上擴展軟體的

非僅使用封閉的私有雲—不允許與私

和資料將由法國電信儲存和管理，並

有效方式，特別是許多正努力擴展超越

有雲之外的用戶進行通訊。藉由開發聯

在法國電信確定安全後提供服務。」

語音與網際網路的PTT，希望獲得像即

裝置間的訊息傳遞。

邦雲服務，「我們可以為內部通訊提

黃肇嘉還說：「開發即時通訊App

供私有雲的隱私和安全性，但也可以用

需要大量的產品設計和工程計劃，因為

如果即時通訊App建立在電信公司

來安全簡便地與私有雲之外的人進行

它不僅需要安全可靠，還必須具有便利

的網路服務之上，那麼對於該App的

通訊。」

性，能夠添加更多功能，並具有網路

客戶粘著性將有助於營運商穩定其用

例如，沒有人想使用無法與公司外

效果(大量用戶)。」他補充道，「事實

戶基礎。

部人員通話的辦公室電話(分機)。辦公

上，它必須經未來驗證，使軟體能夠隨

室電話必須可以「撥0」連接到外部網

時間成長並滿足公司或機構不斷變化的

路，並撥打電話號碼和任何人通話。黃

需求。從長遠來看，與商業公司合作永

源思科技的成立正是台灣如何發揮

肇嘉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然而，

遠是駕馭專有解決方案的最佳策略。」

國家優勢的最佳寫照。研究機構能夠敏

這個『撥0』接外線的功能在所有私人

當然，如果法國增加專有加密系

捷地回應政府需求，讓其研發團隊在商

的社群App中都被停用了。」

統，它將回到純粹的私有雲，「除非為

時通訊等新的加值服務。

源思科技在2015年從ITRI獨立出
來，包括研究團隊共35人。

業市場上快速地開發出解決方案。

他並補充說，安全的解決方案也必

雲端之間的轉換提供閘道器」。黃肇嘉

當全世界都迷戀於收集資料並用於

須十分方便，因此，像Juiker這樣的產

說：「通常，專有的加密系統對於軍方

盈利的想法時，台灣政府看到了這一趨

品能夠成為預設的商業社群App。

來說更有意義，因為他們需要100%的

勢的內在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這讓台

專用網路。」

灣在這場競賽中位居領先位置。正如黃

法國的Juiker？
如果法國想要安全的即時通訊App，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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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警告說，安全並不僅僅是加
密。「採用Juiker，除了加密和聯邦雲

肇嘉所說的：「我們明確又清晰地接收
到這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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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天地

事件導向型視覺系統登場
Junko Yoshida

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新創公司Prophesee

至次毫秒級的時間解析度，能夠擷取極

日前推出其首款針對視覺系統開發人

快速的動作。

員的參考系統，協助其用於嘗試、測
試以及瞭解神經形態視覺如何運作。
Prophesse執行長Luca Verre在接
受《EE Times》訪問時表示，該公司

要求視覺系統工程師放棄神聖的
影格概念，轉而開始使用事件導向的

Prophesee聲稱其功率效率和系統

影像感測器來打造新系統，可說是一

延遲均「低於10毫秒(ms)」。該公司

項艱鉅的任務。Verre在德國斯圖加特

之前曾經說，其感測器支援低於10mW

與博世(Bosch)晤談後，他在電話訪問

的工作特性。

中告訴我們：「這是許多工程師都難

的參考設計最初鎖定的用戶將是「工

以接受的提議。」

員。此外，在汽車和物聯網(IoT)系統

不同於傳統frame-based影像
感測器

法之一是為他們提供一個相容於現有

的客戶也將找到有助於表徵感測器性

數十年來，機器視覺系統設計人員依靠

frame-based攝影機的參考系統，讓

能的參考系統。」同時還有助於研發

的是他們對於傳統影像感測器如何擷取

他們能複製現有結果作為預設選項。

實驗室和大學的研究人員從中受益。

視覺資訊的知識和經驗。傳統的感測器

同時，Verre解釋說，相同的參考系統

但Verre解釋說，真正的關鍵在於該參

被設計為以一種預定的影格速率(frame

還可用於展示non-frame-based的影

考系統將觸發圍繞著Prophesee事件

rate)運作，而無論動態場景如何變

像感測器如何執行，使其比較新型成

導向、非影格基礎(frame-based)的視

化，每個影格(frame)傳送來自所有畫

像資料的優點。

覺系統打造一個「生態系統」。

素的資訊，同時對其進行均勻採樣。

業自動化機器和機器人領域的開發人

協助設計工程師克服心理障礙的方

他表示，該公司的Onboard參考

Prophesee的Onboard參考

所以，提高機器視覺系統的性能一

系統採用「嵌入了大量工具庫的單板

系統將包含一個支援VGA解析度的

直著重於由新型影像感測器所實現的更

電腦，可用於檢測、追蹤、計數和測

攝影機，內建Prophesee的ASIC、

高影格速率和更高解析度。

量等應用」。

高通(Qualcomm)的1.5GHz四核心

相較於傳統的frame-based攝影

Snapdragon處理器、六軸慣性測量單

機，在Prophesee開發基於非同步時

鎖定工業自動化和機器人市場

元(IMU)，並支援一系列的連接器，包括

間的影像感測器中，每個畫素均以不

Prophesee在德國國際‘Control’

USB 3.0、乙太網路、微型HDMI、Wi-Fi

同速率各自決定對場景的每一部份進

展會上展示其Onboard參考系統。然

(802.11ac)與MIPI CSI-2。

行採樣。Prophesee技術長Christoph

而，Prophesee要追求典型保守的工

該視覺感測器採用¾英吋的光學

Posch解釋：「透過對光線作出反應

業自動化市場並不容易。Verre坦承，

格式，具有15μm的光學間距。據

或改變接收到的入射光量，每個畫素

這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由機器製造商、

Prophesee表示，它不僅具有極快速的

單獨控制其採樣，而不涉及時脈。」

系統整合商和機器視覺專家組成，他們

視覺處理能力，而且支援超過120dB的

因此，Prophesee的感測器僅選擇場景

已經習慣於為每個機器視覺應用開發

高動態範圍(HDR)。此外，由於支援低

中最有用和最相關的元素，從而有助於

一系列昂貴且體積龐大的獨立設備。

降低傳統frame-based系統所造成的功
耗、延遲和資料處理等需求。

Prophesee的參考系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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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re認為，Prophesee有能力改
變遊戲規則。Verre聲稱，透過導入基

Prophesee的感測器建立在「神

於單板行動平台的機器視覺技術，自動

經形態」視覺的基礎上。人眼和大腦

化系統設計人員將能以更低功率和更多

並不會將視覺資訊記錄在一連串的影

彈性，開發出更便宜、更小型的系統。

格中。Prophesee共同創辦人Ryad

例如，Prophesee說，這是一種基

Benosman解釋，「人類擷取感興趣

於事件的方法，「讓感測器達到較高速

的東西— 空間和時間的變化，並以

視覺相關應用更高的動態範圍。」該公

極高的效率將這些資訊傳送至大腦。」

司補充說，它讓具有成本效益的感測

創新天地
器和系統記錄事件，否則這些事件需
要傳統攝影機以每秒10,000格或更快
的速率執行。
Verre說，設計人員還可以進一步
將Prophesee的技術應用於「監測機
器的健康狀態。「機器是由移動元件
組成。事件導向的攝影機可以檢測振
動機器的機動元件，並以高頻率(超過

Prophesee Onboard參考系統的軟體堆疊

來源：Prophesee

100Hz)監測任何異常行為。」他解釋

這將會要求傳統系統必須具有大量處

案，Verre認為，Prophesee參考系統

說：「傳統的機器視覺系統並不容易

理能力和資料儲存。

的優勢就在於透過高性能、多功能和

做到這一點。它們必須始終開啟，才

相較於傳統工業自動化領域習

能在振動發生之際即時擷取影像，而

以為常的單點機器視覺系統解決方

低成本解決方案，讓整體產業運作更
流暢、更簡單。

軟體可編程IC設計平台加速原型開發
Susan Hong

德商戴樂格半導體(Dialog Semiconductor)

該公司的CMIC至今已累積35億顆

混合電路設計通常從畫草圖、在PC上

發表其可組態混合訊號IC (CMIC)設計

的龐大出貨量了，Teegen究其原因有

設計開始，然後在電路板上進行佈局

技術及其第六代GreenPAK開發平台，

二：「大部份的半導體公司不熟悉軟

再逐一尋找用於板上的各種元件，整

能大幅縮短電路佈局、模擬和編程時

體，所開發的軟體可能不夠完整、難

合後再拿到製造廠進行原型測試，反

間，讓設計工程師實現簡單快速打造

以使用或必須花時間訓練工程師。此

覆這一過程直至打造出可用原型，這

原型設計的夢想。

外，開發工具與硬體必須十分貼近晶

通常得花幾個月的時間。

Dialog企業發展及策略部資深副
總裁暨新興業務事業群總經理Mark

片，這要求晶片架構必須具備足夠的
成本效益，才有競爭力。」

如今，透過GreenPAK設計帶來
相當大的彈性，「就像是為工程師買

Tyndall表示，Dialog去年以3.06億

他強調，「整體解決方案較離散

保險，」Teegen強調其優勢就在於

美元收購Silego Technology，取得

式元件更具有效益」，因此，Dialog

「直接在軟體上進行編程，即使要修

了這項市場獨家的CMIC技術，不僅

的目標一開始就在於讓軟、硬體與晶

改元件的組態或增加功能也十分快

讓該公司在手機/平板用電源管理晶

片有效搭配，透過整合使其簡單易

速，能讓原型時間從數月或數週縮短

片(PMIC)與快速充電兩大市佔率排

用，晶片投產時更具有成本效益，從

至幾天，大幅加速產品上市時間。」

名第一外再添一筆佳績，同時也帶動

而易於滲透與大量出貨至全球最大的

Di a l o g在 2017年 開 始回 歸 成 長 曲 線
(成長12%)。
Dialog副總裁暨可組態混合訊號

消費電子公司。
過去幾年來，混合電路設計趨勢
持續發生變化。Teegen表示，傳統的

Dialog目前提供五款支援開發平
台以及8-32接腳的廣泛晶片，確保使
用GreenPAK開發電子產品的工程師
擁有最豐富的選擇。

事業處總經理John Teegen介紹，軟
體可配置的CMIC透過OTP非揮發性
記憶體(NVM)將各種類比、電源與數
位功能整合於一個不到2mm x 2mm的
客製晶片，讓嵌入式設計人員和OEM
能輕鬆地取代多個標準類比、邏輯與
離散元件，並大幅降低BoM成本。

CMIC透過整合各種類比、電源與數位功能，大幅減少類比與離散元件用量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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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智慧型手機

生物辨識搶進
智慧型手機市場
Anthea Chuang

近幾年來，手機產業缺乏顛覆式創

新功能刺激出貨量

出新手機，但由於消費者對這些價格

新，蘋果(Apple)開啟的智慧型手機軟

事實上，手機產業整體出貨量已從過

令人「咋舌」旗艦機種的換機興趣不

硬體生態模式成長也已逐漸趨緩，業

去的爆發性成長，開始逐漸走緩。根

大，因此較無法在出貨量或銷售量上

界迫切需要尋找新的應用來刺激消費

據IDC的統計資料顯示，2017年第

有較佳的表現。

需求。在5G商用之前，全螢幕手機，

四季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量達4.035

但在蘋果與三星等業者將更多的生

以及生物辨識技術正成為智慧型手機

億支，較2016年同期少了約6.3%，

物辨識功能加入智慧型手機後，狀況

的創新技術點之一。

從全年出貨量統計來看，智慧型手機

可能將有所改變。TrendForce表示，

為了實現真正的全版螢幕，可以

在2017年全年出貨量為14.72億支，

蘋果iPhone X加入人臉辨識功能，將

採用「瀏海」造型螢幕去掉指紋辨

相較2016年全年出貨量14.73億支，

掀起生物辨識市場的新波瀾。另外，

識模組，或是選擇螢幕下的(Under

雖然只是略少些微，但仍是走下坡的

除生物辨識，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

Display)隱形指紋辨識途徑；而蘋果

態勢。

(VR)相關應用、人工智慧(AI)、全螢

手機引領的臉部解鎖、三星手機的虹

IDC並解釋，2017年雖有蘋果推

幕、功能更強的拍照應用、螢幕下指

膜辨識…等生物辨識功能，也同樣引

出10周年紀念機種iPhone X，三星

紋辨識…等將成為未來智慧型手機的

發其他手機製造商爭相仿效。

(Samsung)與其他Android陣營亦推

新發展方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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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智慧型手機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手機擁有在終端裝

設計、各部分零件的功能需求產生

置加速AI的功能，也期待看到開發者

新的變化，也為相關元件商帶來新

帶來全新基於AI功能的使用者情境與

挑戰。

經驗，同時以此推動手機銷量。

還記得蘋果發佈Face ID機種時，

生物辨識相關技術的創新能讓人

網友們有許多「有趣」的說法一籮筐

們的生活變得更簡單，並帶動手機的

的「倒」在網路上。例如，Face ID

「更新率」。Smythe指出，現在已

能否在一個人化妝前後、雙胞胎…等

能看到指紋解鎖的價格逐漸降低，並

「特殊」狀況下正確辨識？最終的使

看到進階的臉部辨識/臉部解鎖正在崛

用結果說明了，網友的想像無界限，

起。未來，將可能看到其他的生物相

但技術的進展也是有目共睹，得以順

關技術，如聲音簽名(voice signature)

利解決上述「促咪」的問題。

或是心電簽名(ECG signature)等解決
方案出現。

若要提升臉部辨識的正確性，不
僅演算法需要強化，也需增強現有手
機相機模組的能力—3D攝影機應運

Arm資深市場行銷總監Ian Smythe
表示，手機市場除了2017年第四季表

臉部辨識成後起之秀

而生。3D攝影機採用先進訊號處理

拓

(TRI)預測，智慧型手機已成為指

技術，甚至能比人類更有效地解讀和

紋辨識最大的應用市場，臉部辨識可

詮釋3D影像，從而可實現臉部辨識功

望成為下一個在智慧型手機發光發熱

能，讓裝置的擁有者只需輕鬆地看著

的生物辨識技術。

螢幕就能為裝置解鎖。

該研究單位並預估2018年智慧型

過去臉部辨識驗證曾經遭受無端

手機生物辨識技術的發展趨勢。2018

的批評，但必須強調的是，如今它已

年可見Android陣營搭載光學指紋辨

不再是傳統的臉部辨識技術。以數學

識技術的新機種，以及該陣營與高通

途徑實現精確的深度感知技術意味

(Qualcomm)搭配的3D感測技術，以

著，無論是從使用者臉部拍攝的一張

臉部辨識取代指紋辨識的行動支付智

照片、視訊或甚至是面具都無法用於

慧型手機也將問世，此外，Android

解鎖，只有真真實實的使用者自身才

陣營也可望發佈支援光學和超聲波式

能解鎖。

的顯示區指紋辨識技術的機種；而蘋

這意味著，現今的3D臉部辨識技

果於2018年即將推出的3支智慧型手

術已有能力區別真正的臉和2D影像。

機產品中，預期也將有兩款將以Face

此外，臉部辨識認證也變得更加準

ID取代指紋辨識。

確，因為不僅擁有x軸和y軸的臉部細
節，還提供了深度方面的細節，供演

現較原先預期弱之外，Arm與分析師

2018年生物辨識技術，包含指紋

們認為在未來幾年，仍會持續成長。

與臉部辨識，在智慧型手機的滲透率

原因在於，接下來幾年會看到許多新

大約為56%。值得注意的是，2018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3D臉部辨識

的使用情境，如VR、AR和AI… 等，

年將是指紋辨識技術採用率於智慧型

進行身份認證，還能讓行動裝置製造

以及全新外型設計的高階智慧型手機

手機市場首度出現下滑的一年，不過

商以更多螢幕取代目前裝置中被指紋

出現。

2018~2019年整體智慧型手機上的生

掃描儀所佔用的空間。加上認證的過

目前在高階手機上看到進階的顯

物辨識主流技術仍將為電容式指紋辨

程已變得更透明化，也就是說，用戶

示技術和配置將會滲透至主流裝置，

識，高階機種才會內建3D感測人臉辨

只需要像以往一樣與裝置互動，不再

推動其更新週期，在下一年，將會看

識及顯示區內指紋辨識。

需要任何觸控，便利性更佳，因此也

算法進行更精確的運算。

促使臉部辨識技術越來越受到手機製

到5G導入手機市場，並且隨著時間，
該功能將從高階手機拓展到主流裝置

新挑戰出現

上。不僅如此，AI也將會更為普及，

生物辨識進駐手機之後，不僅對手機

造商的青睞。
Smythe認為，由於技術的成熟，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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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年第四季
出貨量

2017年第四季
市佔率

2016年第四季
出貨量

2016年第四季
市佔率

201第四季與
2016年第四季變化

蘋果

77.3

19.2%

78.3

18.2%

-1.3%

三星

74.1

18.4%

77.5

18.0%

-4.4%

華為

41.0

10.2%

45.4

10.5%

-9.7%

小米

28.1

7.0%

14.3

3.3%

96.9%

OPPO

27.4

6.8%

31.6

7.3%

-13.2%

其他

151.3

38.6%

183.7

42.7%

-17.6%

總計

403.5

100.0%

430.7

100.0%

-6.3%

2017年第四季全球智慧型手機前五大業者出貨量、市佔率、年成長率初步統計資料。

來源：IDC，單位：百萬支

除指紋辨識外，臉部辨識功能正廣泛

臉部、聲紋或瞳孔，抑或其他生物

生活變得更簡單，並帶動手機的換機

被運用在智慧型手機上，而Arm的合

辨識技術也可能面臨類似的問題，並

率，因此該功能得以迅速被手機市場

作夥伴在嵌入式語音及聲音辨識和認

不是說和人們指紋線太淡而導致沒有

所接受。不僅如此，現在指紋解鎖的

證也已推出相關產品。

指紋，或生理特徵太過相似的情況，

價格已經開始降低，且進階的臉部辨

總是會有掃不出確切生物資訊的狀況

識/臉部解鎖功能正在萌芽。Smythe

發生，甚至就如電影情節一般，透過

表示，其他的生物相關技術，例如聲

複製生理特徵的方式來解鎖。

音簽名或是心電簽名等解決方案也可

安全性仍為一大重點
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密碼非常安全，
是嗎？的確，以每個人的身體特徵作

此時，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透過

能出現，目前Arm也與相關合作廠商

為解開手機或是進行動支付交易的認

更高解析度的3D攝影機、更好的麥

合作，以期可為手機業者及消費者帶

證密碼，「理論上」不僅便利也相當

克風，以及更強大的演算法就可以解

來嵌入式生物認證、語音及臉部辨識

安全，但是，凡事總有例外。

決問題，但現今的駭客，技術也持續

方案。

舉例來說，Yole Développement

「與時並進」，無論這些影像或聲紋

未來的手機除了生物辨識、AI…

在生物辨識開始受到重視時，即提出

需要透過網路傳遞到雲端做運算，還

等新功能的進駐外，還會有什麼樣的

了一個觀點— 指紋辨識技術不可

是利用手機內部強大的處理器進行辨

新變化？Smythe認為，手機全新的

能完全取代密碼— 因為全球有2%

識，駭客總是能夠找到漏洞。

功能與設計，將為消費者帶來更身歷

的人口沒有指紋。此外，紐約大學

有鑑於此，Arm提出生物認證需要

其境的體驗，以及更多的行動生產

坦登工程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

可信任執行環境(Trusted Execution

力，且AI即便在沒有連線到雲端的情

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NYU

Environment，TEE)和安全執行環境

況下，在裝置上仍能擁有更平順自然

Tandon)與密西根大學(Michigan

(Secure Execution Environment)來

的運作，同時將其輔助功能帶到新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也發

強化安全性。Smythe強調，Arm藉由

境界。

現，只要指紋有一部份的相似性，對

其許多IP技術，以及韌體，讓合作夥

在手機外型方面，Smythe指

於智慧型手機與其他電子產品所使用

伴的晶片設計能夠在智慧型手機中提

出，Arm雖然期望未來手機在顯示器

的安全辨識系統來說就足以開機解

供TEE和SEE。除了IP之外，Arm亦

及安全認證上，也能和手機功能一樣有

鎖，也就是說，安全漏洞在於以指紋

發布架構規範，闡述建立基於Arm IP

更多的創新，如可彎曲、可折疊或多螢

為基礎的認證系統搭配了無法擷取使

安全平台的最佳方式。

幕顯示器設計，以及更進階的安全與認
證技術，促使智慧型手機可用於更高價

用者完整指紋的小型感測器，因此不

不只生物辨識
未來手機樣貌「超乎想像」？

值的交易行為，但這些都還是需要手機

性，足以創造出所謂的「萬能指紋」
(MasterPrint)。

生物辨識相關技術的創新能讓人們的

或認同，才有可能實現。

同人的部份指紋間可能存在某種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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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智慧型手機

身體就是密碼：
認識生物辨識技術
Mark Patrick，Mouser Electronics EMEA事業部門供應商行銷經理

短短幾年時間，生物辨識(biometrics)

成照片，然後與檔案中的指紋作比對。

從原本的利基安全技術，變成了每一

方便整合是其優點，但這項技術容易因

款現代智慧型手機機型都會部署的功

灰塵、油污和污染物而造成辨識困難，

能。這其中有一部份可歸功於蘋果

而且也比電容式感測器更容易被誤導

(Apple)的Touch ID將指紋驗證引進

(像是使用指紋的影像)。

大眾市場，促成了現在這一波將生物

電容式指紋掃描是透過測量電流，

辨識用於主流裝置安全功能的潮流。

來找出指紋的凹紋和凸紋。由於其必須

Apple最新的iPhone X採用了全新的

實際放上手指，因此不容易蒙混過關。

臉部辨識功能，這項功能以紅外線(IR)

此外，這類感測器耐受灰塵和污染物的

感測器為基礎。那麼，臉部辨識究竟是

上獨一無二的特徵(眼睛、指紋或臉孔)。

能力更好，不過水也會阻礙辨識流程。

不是生物辨識安全技術的未來？亦或這

目前，智慧型手機預設使用的上鎖方式

我們必須承認，電容式觸控感測器比非

項技術要運用到大眾市場仍嫌太早呢？

就是生物辨識。

接觸型的光學感測器更容易因長時間使

不過，生物辨識並不具備防呆(fool-

用而磨損，除非採取一些特殊措施(像

proof)特性，要竊取某人的指紋實際上

是保護鍍膜等)。大多數的智慧型手機

比取得他們記憶中的密碼要簡單許多。

等手持裝置，包括Apple iPhone在內，

輕鬆便利的安全驗證

但它所帶來的便利性，讓使用生物辨

皆使用電容式觸控感測器來辨識指紋。

密碼使用在電腦系統的驗證作業上已有

識驗證的裝置和系統更容易達成使用

指紋到底有多特別？答案比表面上

幾十年時間，何以要改用生物辨識？最

者需求，進而也更能提升整體平均的

看起來更複雜。指紋上的每一個凸紋和

簡單的答案，就是為了便利。無論是採

安全性。

凹紋構成獨一無二的組合。但3D形狀

另外，指紋驗證機制再過一段時間後是
否仍會與這個領域相關？

一旦傳送到2D平面後，便可能出錯。

用指紋、虹膜掃描或臉部辨識的生物辨
識系統，都要比密碼來得方便許多，而

指紋與臉部辨識

且實際來說更有助於提升安全性。

目前最常見的兩種生物辨識系統為指紋

能被放大。將手指擠到小面積的2D平面

儘管組成元素完整的密碼—即包

掃描和臉部辨識，各有其優缺點，並分

上時，可能使指紋嚴重變形。此外，消

含了隨機字元和數字的長字串，能夠

別在最新款的智慧型手機和消費裝置中

費裝置上的指紋掃描器必須加入容許誤

建構出極為安全的驗證形式，但實際

發揮絕佳作用。指紋掃描器—Apple

差的功能，如此帶有些微手汗或按壓角

上，這類的安全密碼除了設定困難，

在2013年推出iPhone 5s時，引進了以

度偏離的手指才能讓裝置解鎖。Apple

也難以記住。因此，人們經常設定像

指紋為基礎、簡單易用的Touch ID生物

預估，iPhone指紋驗證與他人發生錯誤

「abc123」這樣容易被猜出的密碼，

辨識系統，但當時許多人並不在智慧型

匹配的機率有五萬分之一。

或是將密碼儲存在方便取得的位置，這

手機上使用密碼。就算是使用密碼，很

此外，蓄意犯罪的罪犯很可能竊取

等於是違背了設定密碼的原意。

多人也只是使用簡單的圖案，或最多使

指紋，像是直接從智慧型手機上竊取，

生物辨識安全技術使用人類的遺傳

用簡短的4位數字PIN碼。自從Apple引

作成手指的矽膠模型，然後再用模型進

特徵作為辨識方式，換句話說，這個密

進快速易用且預設開啟的指紋掃描後，

入指紋加密系統。儘管存在這項漏洞，

碼是一輩子都不會丟掉或忘記的。生物

便展開了一場生物辨識的革命。

使指紋掃描器無法作為企業、工業或關

尤其對指紋掃描器來說，錯誤更可

辨識不會要求我們輸入一長串的字元，

指紋掃描器最常使用光學或電容元

鍵任務系統的安全驗證方法，但指紋驗

只需要透過簡單的掃描，就能送出身體

件。光學指紋感測器基本上是將指紋拍

證的便利性仍足夠適用於多數的消費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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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法可看出，採用IR深度感測技術的
臉部辨識確實是一項有效的生物辨識驗
證方法，能為消費應用帶來均衡的便利
性與安全性。
iPhone X的Face ID可用來解鎖手機

來源：Apple

生物辨識系統設計
要打造安全的生物辨識系統，除了選
擇安全的生物辨識方法，生物辨識資
訊的儲存與擷取也必須經過加密，而
且最好與系統的其他元件隔離。
Apple Touch ID的作法是透過其
所謂的「安全圍境」(Secure Enclave)

Intel RealSense 400

來源：Intel

— 內建專有快閃記憶體儲存空間，

用。此外，也可將指紋掃描器與密碼等

這類環境照明受控制、且使用者受到監

並以ARM為基礎的協同處理器來達成

其他方法結合，創造出高度安全性的雙

控無法進行偽造的環境，但就不適合用

此目標。指紋資訊經過單向的雜湊函數

因素或三因素驗證系統，以使用在企業

在像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上。

處理，然後將指紋雜湊儲存在與系統其

系統和其他需要高安全等級的應用中。

為了克服多數難題，最新iPhone X

他元件隔離的記憶體內。指紋經過雜湊

臉 部 辨 識：A p p l e 在 新 發 表 的

的Face ID使用了IR深度感測技術，與

後，就幾乎不可能從記憶體中對指紋進

iPhone X中引進了新型的臉部辨識系

英特爾(Intel) RealSense相機中所用的

行反向工程。此外，將指紋資訊的儲存

統，其採用IR感測器，安全性更高。

技術類似。最新iPhone的臉部辨識使用

與處理作業進行隔離後，即使智慧型手

新系統採用深度感測技術，目標是克

IR感測器和光線來取得臉孔的3D影像，

機遭駭，除了指紋資料不會外洩，指紋

服以往存在於臉部辨識的挑戰，像是

一開始先用IR泛光照在臉上，接著IR點

型驗證系統也不會遭到侵入。

用相片偽裝成人臉的問題等。

陣投影器會在主體的臉上投射30,000

同樣地，支援Android的手持裝置

事實上，Android智慧型手機採用

個點，再由IR相機擷取IR影像，然後再

將經過加密的指紋資料儲存在系統內

臉部辨識作為其中一種驗證選項也已經

與裝置上儲存的臉部辨識資料作比對。

一個稱為「可信賴執行環境」(Trusted

有一段時間了，但由於安全問題，始終

相較於單純的外觀型臉部辨識系

Execution Environment；TEE) 的安全

未能將它當作一項重點功能來大肆宣

統，這類使用IR深度感測的臉部辨識

位置。TEE與系統其他元件隔離，並不

傳。Android臉部辨識使用前置(front-

系統更準確。系統使用深度感測，因

與使用者安裝的應用程式直接互動。

facing)相機拍下使用者臉部的相片，

此不會被相片矇騙，另外，Apple聲

再搭配Google的臉部辨識演算法，來

稱，Touch ID的人臉誤判率為50,000分

選擇合適的生物辨識技術

判斷是否匹配。

之一，Face ID更低至1百萬分之一。加

新款智慧型手機產品所搭載的指紋和臉

三星電子(Samsung)在較新型的

上IR光線並不在可見光頻譜內，因此不

部辨識功能，讓這些技術的使用率大為

Android手機中加入了虹膜掃描，改善

會受低光源或明亮日光等突發的環境光

提升，推動其於其他消費性裝置中的實

臉部辨識的不足，進一步提升了臉部辨

線條件影響。

作應用。尤其對於穿戴式裝置和行動/

識的特殊性，因為即使是基因完全相

Face ID真的防呆嗎？雖然Face

手持裝置來說，生物辨識更是一種只要

同的雙胞胎，兩人的虹膜圖案也不會相

ID不會被相片蒙混過關，甚至好萊塢

運用方便易用的驗證方式便能快速便利

同。與臉部不同，虹膜即使過了很長一

(Hollywood)等電影特效等級製作出的

提升安全性的作法。

段時間也不會因年齡或健康因素而改

人臉面罩也騙不了它，但是，根據越南

生物辨識在單獨使用時，雖然從

變，也不會受頭髮或化妝的影響。

的研究人員聲稱，他們已利用結合3D

安全性來說仍無法超越組成元素完整

列印和真人仿造的精密流程，做出了能

的密碼，但其便利性在實際應用下確

夠騙過系統的面具。

實能提升整體的安全性。此外，也能

臉部和虹膜具有唯一性，但影像式
的生物辨識則會被高解析度的相片所矇
騙，而且也會受環境光線條件影響。不

就算這個系統不是絕對無法騙過，

過，它仍可以使用在像是機場通關櫃台

但從偽造Face ID所牽涉到的精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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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改善現有安全系統的雙因素或三
因素驗證。

聚焦：智慧型手機

3D NAND點燃智慧型手機應用新時代
Christopher Bergey，Western Digital嵌入式和整合解決方案副總裁

全球的智慧型手機用戶一直在不斷尋求

中實現更大的儲存密度，而不受晶片邊

視訊則需要大約21.9GB的儲存空間。此

更好的行動體驗。他們不僅下載前所未

界的限制，並且比2D平面NAND更可

外，2016年第四季全球銷售的智慧型手

有的更多應用，而且還使用更複雜的應

靠。本文將討論3D NAND如何在系統

機中，有將近44%都能夠錄製4K解析度

用，以實現攝影、4K Ultra視訊的播放

層級上提高應用性能，從而有助於實現

的視訊，而慢動作視訊需要的儲存容量

和錄製、電影串流、導航、影像擷取以

新一波智慧型手機應用。

通常比標準視訊更高8倍。
為了支援這些更高的儲存需求，並

及VR/AR方面的更多技術進步。

智慧型手機用戶基礎持續擴大

充份利用規模更大的下一代應用，智慧

用將產生難以想像的龐大資料量。消費

截至2016年，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數

型手機將需要反應極為靈敏的系統級(

者利用這些下一代資料密集型應用的能

量已經超過20億，預計到2020年將成

晶片組和記憶體)性能和更大的容量。

力，不斷要求智慧型手機必須具有極快

長至近30億。

過去支援16GB和32GB容量的智慧型

預計在未來，更多的智慧型手機應

反應的系統級性能與更高容量，才能支

智慧型手機用戶每天都增加更多，

手機現在已經被認為不足了，因為他們

援更大型檔案及其每天將會產生與擷取

而且也期望會有更多的裝置功能，這明

性能低、容量小，無法支援當今更動態

的龐大資料量。

顯表現在過去幾年來顯著提高的應用程

的行動生活方式，從而為3D NAND快

式(App)下載量(圖1)。

閃記憶體的應用鋪路。

2D NAND與3D NAND的比較

· 在美國，2017年消費者的行動App

由於智慧型手機的儲存單元位於適合

下載量(373億)將比2016年(292億)

為消費者帶來的好處

手機裝置有限空間的小型半導體中，

提高約28%，預計到2021年底還將

3D NAND以更低的每位元成本因應與

因而持續使用嵌入式快閃記憶體(flash)

增加100%(達到747億)。

2D平面NAND微縮有關的挑戰，並且

來儲存和操作應用和使用者資料。幾

· 在亞太地區(APAC，包括擁有最大

提供更大的容量、更好的性能和更高的

十年來，快閃記憶體一直基於2D平面

用戶群的中國)，2017年消費者的

可靠性。用於開發3D NAND的製造製

的NAND技術，將儲存單元水平地佈署

行動App下載量(1177億)將比2016

程使得我們能夠採用更小尺寸的晶片，

在實際空間中，並受限於半導體晶片

年(862億)提高約37%，預計到2021

以便能將更大的電池安裝到相同的實體

的‘x’和‘y’邊界。然而，這項技術

年底將增加69% (達到1989億)。

空間中，提供更長的裝置使用壽命。

已經達到其實際的微縮限制了，因此，

隨著智慧型手機App的使用量繼續

在3D NAND架構中，每個記憶體單

在每一代產品中，提供越來越高容量、

大幅增加，行動App的實際下載量也在

元之間的空間比在傳統2D NAND架構中

高性能的儲存產品變得日益困難。為

不斷提高中—目前，行動應用的平均

更寬鬆，讓儲存裝置能夠更快地寫入(或

此，3D NAND技術應運而生。它採用

大小在iOS系統中大約為38MB，而在

傳輸)資料。更寬鬆的單元空間還能夠減

創新的製程架構，能夠帶來比2D平面

Android系統中約有15MB。

少同一個分層上每個相鄰3D NAND單元

NAND更大的容量、更好的性能和更高

目前應用較為流行的智慧型手機

之間的雜訊和「單元對單元」(cell-to-

App中，照片與視訊擷取應用的使用量

cell)干擾，從而帶來比2D平面NAND架

3D NAND是快閃記憶體領域的一

不斷上升— 而且目前所擷取的內容

構更高的儲存資料完整性。

個重大進步，可望釋放巨大的儲存容量

也明顯更加先進和複雜。1小時長度的

儲存性能的提升，有助於改善智慧

成長潛力。其佈置在矽基板上的記憶體

720p高解析度(HD)視訊影片，以每秒

型手機應用性能，並提供更強大的功

單元能夠被移動到第三維空間，也就是

30格(30f/s)的畫面播放速度，需要大約

能，例如更迅速的連續拍攝、更好的4K

在各個分層上以垂直方式堆疊，並且透

3.5GB的儲存空間。而1小時1,080p的

Ultra視訊播放或者更快的檔案傳輸，

過傳播電荷的導線進行連接。

HD視訊，以30f/s的畫面播放速度時，

從而支援新一輪智慧型手機應用。截至

的可靠性。

透過將儲存單元放置在多個分層

需要大約7.6GB的儲存空間，而以60f/

2017年底，全球採用3D NAND的儲存

上，就像摩天大樓的各個樓層一樣，這

s的畫面播放速度需要大約11.7GB的儲

裝置約佔整體NAND使用量大約30%，

種垂直堆疊方式能夠在相同的實體空間

存空間。1小時的4K超高解析(Ultra HD)

預計到2019年底將佔約66%，並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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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至行動裝置應用中。
App下載量

支援下一代智慧型手機應用

(單位：10億次)

3D NAND在性能、儲存密度、可擴
展性和可靠性方面均有重大改善，非
常適合目前正在開發的下一代智慧型
手機應用。許多獨特且有趣的應用正
在開發中，這將使未來的智慧型手機
應用更加令人興奮且更具有吸引力，

全球行動應用程式(App)下載量(以區域計)

來源：Statista 2017

這些都會推動對3D NAND的需求，
以便儲存這些更大的檔案及其所產生
的資料量。其中包括：

· 高階遊戲—讓智慧型手機轉變成
與PC類似的高階遊戲裝置

用戶可以控制每個景象，製作出
動作片段和基本的VR類似體驗

· 全息顯示—支援在智慧型手機視

· 熱成像—把智慧型手機轉變為具

訊通話中使用3D全息影像傳達肢體

有夜視功能的熱成像光學裝置，提

結語

語言

供類似於軍事人員和戶外運動愛好

3D NAND克服了與2D平面NAND微縮

者所使用的裝置夜間模式功能

有關的挑戰— 以更低的每位元成本

解用戶的個人偏好、興趣、日程等

· 即時翻譯—讓智慧型手機能即時

(在相同的實體空間上)實現了更高的

等，不僅根據個性化資訊提供行動

翻譯關鍵的語言，協助在出現語言

密度，同時提供更大的容量、更好的

裝置體驗，還可以不斷累積知識、

障礙時促進溝通交流，特別是有助

性能和更高的可靠性。當嵌入於智慧

模仿人的行為、理解真實場景

於那些處於險境的旅行者

型手機等行動裝置時，能夠大幅改善

· 人工智慧—讓智慧型手機能夠瞭

· 無人機模擬—透過模擬無人機的

· 360度視訊— 讓配備360度相機

記憶體級儲存，並因應在儲存容量方

功能，將遺失的智慧型手機引導回

的智慧型手機創建出同時記錄各

面的巨大成長潛力，加速推動智慧型

合法的所有者手中

方向景象的視訊，在此過程中，

手機應用的新時代來臨。

Wi-Fi測試為何對智慧型手機如此重要？
鄧敏智，LitePoint中國區產品經理

今天的智慧型手機不再是簡單的通訊

接取至網際網路的首選方式。根據統

象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提高

工具，而是一個讓人們能夠隨時隨

計，在手機上，用戶使用Wi-Fi的資料

手機Wi-Fi的品質，成為各家廠商亟待

地連網、工作和娛樂的個人運算平

流量遠大於使用蜂巢式通訊技術產生

重視的問題。本文嘗試從技術角度，

台— 而網際網路連接，是工作和娛

的資料流量。

深入探討影響手機Wi-Fi品質的原因及
其因應方法，並揭示完整的Wi-Fi測試

樂的基礎。目前有兩大技術可在手機

由於Wi-Fi元件承載了智慧型手機

上提供網路連接，一是伴隨著手機誕

用戶最多的資料流量和使用時間，Wi-

生的蜂巢式行動網路，二是稍晚出現

Fi元件的性能與品質很大程度地影響著

但飛速發展的IEEE 802.11無線區域

用戶的使用體驗。然而，由於一些手

訊號品質

網路(WLAN)— 即Wi-Fi。802.11技

機品牌對於Wi-Fi元件品質不夠重視，

使用者透過查看手機螢幕上方的Wi-Fi

術工作在免授權(unlicensed)頻段，具

導致手機的用戶體驗和品牌認可度持

圖示，可以直接瞭解到當前Wi-Fi訊

有成本低、速率高、部署簡單以及覆

續降低。其中，Wi-Fi訊號弱、上網速

號的強弱。有時候兩個不同品牌的手

蓋廣的特點。在家庭、商場、酒店、

度慢、延遲高等幾大問題受到了較多

機明明在相同的位置，顯示的訊號格

企業內部與公共設施等場合都是用戶

的用戶投訴，對於這些手機品牌的形

數卻不同，這與手機Wi-Fi接收機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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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關。Wi-Fi元件在與路由器連接
狀態下，射頻(RF)接收機會定期測量
接取點(AP)發出的廣播封包，算出無
線接收訊號強度(RSSI)，再根據RSSI
值的大小，在作業系統上顯示訊號的
強弱。正常情況下，手機距離路由器
越近，RSSI值越高，表示接收到的
Wi-Fi訊號越強；手機距離路由器越
遠，RSSI越低，表示Wi-Fi訊號越弱。
經過校準和測試過的手機，測量
得到的RSSI值和訊號格數與真實的接

圖1：行動網路和Wi-Fi流量佔有率比較 。固定式/Wi-Fi流量自2018年起超越固定式/有
線(wired)網路流量
來源：Cisco

收訊號強度一致，對下行訊號的接收
經過校準的上行/下行鏈路

性能也比較好。而未經過校準測試的
手機，RSSI值和訊號格數與真實的接
收訊號不一致，對下行訊號的接收性
能較差。因此，未進行接收機校準測
試的手機Wi-Fi不僅顯示訊號弱，上網
速度和工作的範圍都要差於經校準測
試的手機，往往在正常手機能夠接收
到Wi-Fi訊號的地方卻顯示沒有訊號，
導致使用者體驗不佳。

未經校準的上行/下行鏈路
圖2：智慧型手機的發射機和接收機在進行校準測試前後比較

另一種情況是使用者的手機有時候

在免授權頻段，頻譜比較擁擠，所以

置通常相對固定。所以，Wi-Fi訊號所

明明能看見一格以上的Wi-Fi訊號，實

有經驗的用戶常常會選擇將路由器切

處無線通道的頻率選擇性和空間正交

際的上網速度卻非常慢，甚至形同斷

換到干擾較小的特定頻率。但當用戶

性都要優於廣泛覆蓋的蜂巢式網路。

線，用戶體驗受到嚴重影響。手機顯

手機使用不同頻率接取路由器時，有

因此，Wi-Fi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高頻

示有訊號說明接收機沒有問題，那麼

時會發現訊號強度和上網速率明顯下

寬和多天線技術的優勢，大幅提升速

問題出在哪兒？答案就在手機的發射

降。這是因為Wi-Fi工作在兩個主要頻

率。目前市場主流的802.11ac Wave

機功率上。對手機來說，發射機功率非

段，2.4GHz和5GHz。每個頻段都細

2產品已經能支援高達160MHz頻寬以

常重要—發射功率過高，會使手機耗

分為多個頻率，如2.4GHz頻段就有從

及多用戶-多輸入多輸出(MU-MIMO)技

電過快，需要頻繁充電。而發射功率過

2412MHz到2484MHz的14個可用頻

術。以高通(Qualcomm)驍龍835/836

低，會使上行訊號經過路徑衰減後無法

率，而5GHz頻段由於頻寬更寬，則有

行動平台為例，它可支援802.11ac

正常抵達路由器的接收天線，從而降低

分佈在5180MHz到5825MHz範圍內的

2x2 MU-MIMO，傳輸速率比前代產

了手機的實際工作範圍。因此，在手機

24個頻率。對於手機Wi-Fi元件來說，

品提升一倍以上。而未來的手機行動

生產製造過程中，必須針對Wi-Fi發射

不同頻段範圍內可用頻率的RF性能表

平台將會支援更高的頻寬和更多的

功率進行嚴格的校準和測試，以確保

現會有很大不同。因此在生產測試過

MIMO天線數。

發射功率的準確性。

程中時，應該對這兩個頻段內的多個

然而，如果在生產過程中忽略了對

由於無線通訊是雙向的，透過在

頻率依次進行校準和測試，從而確保

這些新的特性進行測試，很可能導致產

生產製造過程中對手機Wi-Fi發射功率

手機出廠後在2.4GHz和5GHz的所有

品在實際使用中出現上網速度慢的問

和接收機靈敏度進行嚴格的校準和測

頻率都能夠正常運作。

題。例如，很多早期的測試儀器只支
援80MHz或40MHz以下頻寬訊號的產

試，確保手機的上行鏈路(uplink)和下
行鏈路(downlink)在最大工作範圍內保

上網速度不夠快？

生和解調，導致在生產測試中部份高速

持匹配，而不會出現拖後腿的情況。

Wi-Fi作為一種無線區域網路技術，覆

率模式未能進行測試，在產品上市後可

蓋範圍不如蜂巢式行動通訊，終端位

能存在品質風險。雖然一些廠商採取頻

第三種情況，由於Wi-Fi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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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拼接的方法取得手機RF模組的發射
機測試結果，但由於採用了非即時採
樣(分多次擷取)，這無法準確地反映訊
號的真實特性。透過最新的無線通訊
測試儀(如LitePoint IQXel-MW)，支援
160MHz的訊號解調和產生，可以這些
高速率模式進行完整的測試。
而 對 M I M O 的 測 試也 存 在 相 似 的
問題，由於早期的儀器大多只有一套
VSA/VSG組合，因此同一時間只能對
一條RF鏈路進行驗證。針對支援MIMO
的手機，只能採用分時切換的方式對
每一條RF鏈路依次驗證。但這無法得
知待測物(DUT)工作在MIMO模式的真
實性能表現。透過像IQXel-MW等新的
無線通訊測試儀，能夠支援最多4~8路

圖3：不同頻寬和MIMO天線數的組合

算出EVM值。

輸速率降低。802.11標準主要透過傳

由於EVM值反映的是RF鏈路的

輸頻譜遮罩對手機訊號的頻譜性能進

雜訊性能，因此如果測試儀器的雜訊

行評估。透過支援傳輸頻譜遮罩測試

層過高，就會疊加到待測訊號而影響

功能的測試設備，針對手機的這項指

實現更低延遲

EVM測量結果的準確度。一般來說，

標進行評估，才能確保產品在實際工

延遲是評估智慧型手機連網性能的一

儀器的雜訊層要低於EVM規範要求的

作中儘可能減少對相鄰通道的干擾。

個重要指標。造成延遲的原因有很

10dB左右。例如，11ac 256QAM訊

手機的接收機性能對延遲來說也非

多。由於IEEE 802.11是工作在TCP/

號的EVM要求不能高於-32dB，VSA

常重要，一個良好的接收機能夠正確

IP協議之下的媒體存取控制(MAC)層

的噪訊層需要低於-42dB才能夠得到

接收遠端發出的資料封包。如果接收

和實體層(PHY)協議，採用了「載波偵

相對準確的EVM測量結果。而下一代

失敗，則會造成重傳以及資料速率下

聽多路存取/碰撞檢測」(CSMA/CD)的

的802.11ax標準要求支援1024QAM

降，從而產生較大延遲。評估接收機

衝突避免機制。因此，Wi-Fi無線網路

的調變，EVM必須達到-35dB。IQXel-

性能的方法主要是由測試儀錶的VSG

的延遲主要是由於手機訊號品質不佳

MW的EVM可達到-48dB以下，因此能

發出不同調變編碼機制(MCS)的Wi-Fi

或者來自其他Wi-Fi裝置的干擾引起多

夠精確測量這些高階調變訊號的EVM

標準訊號，透過測量手機接收機的封

次重傳造成的。不過，手機的接收機

值。除了EVM以外，頻率誤差和符號

包錯誤率(PER)來判斷接收機的性能。

性能不好也會導致下行的重傳增多。

時脈誤差也是衡量手機Wi-Fi訊號品質

對於VSG來說，要求支援較大的動態範

的重要指標，必須使用測試儀器對這

圍，並且對雜訊層也有較高的要求。

MIMO通道同步測試，實現MIMO場景
下的手機RF鏈路性能測試。

評估手機Wi-Fi發射訊號品質的主
要指標是誤差向量幅度(EVM)。EVM

兩項指標進行測試。

結語

反映了手機發射機訊號IQ調變偏離理

手機之間Wi-Fi訊號互相干擾的一

想值的程度。EVM越高，訊號品質越

個重要原因是相鄰通道之間的干擾。

今天，智慧型手機在我們的生活中幾

差，再經過無線通道的衰減之後，路

這項干擾主要是由於相鄰通道洩露造

乎不可或缺，各大智慧型手機品牌還

由器接收機就很難正常解調該訊號，

成；相鄰通道洩露比(ACLR)反映了

在不斷的進行技術革新。但無論智

造成封包遺失和重傳，從而延長了傳

手機發射機訊號洩露到相鄰通道的能

慧型手機增加什麼樣的新特性和新功

輸延遲。因此，我們期望在手機發射

量比例。這個比例越高，對其他頻率

能，其中的Wi-Fi元件依然承載著最多

端的訊號品質盡可能好，才能確保傳

工作中的手機訊號干擾越大。如果手

的網路流量。因此，Wi-Fi元件的性能

輸的穩定和低延遲。在手機生產製造

機的相鄰通道抑制不佳，則對於環境

和品質影響著智慧型手機用戶的使用

過程中，使用VSA儀器對手機發射機

造成的干擾就會很大，整個網路的重

體驗和智慧型手機的品牌認同度。

發出的RF訊號進行解調分析，即可計

傳就會因此增多，造成延遲增加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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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改善您的時脈了！
Graham Mostyn，Microchip時序和通訊部應用工程經理

幾乎每個電子元件都需要一個時脈源。
例如，微控制器(MCU)使用振盪器，以
便前進到下一條指令，無線電則需要精
確的振盪器，才能將射頻(RF)訊號混合
到基頻中加以處理。
智慧連網裝置的出現對於時脈性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解釋設計人員
如何在因應這些挑戰的同時降低技術風
險、縮短設計時間以及削減物料成本清
單(BOM)。我們著眼於採用石英和基
於MEMS技術的石英、石英晶體振盪
器(XO)和高度整合的時脈解決方案。

圖1：兩個晶體直接連接到MCU，顯示負載電容和串聯電阻

智慧連網裝置需要複雜的時脈樹

金屬蓋

MCU通常包括用於非精確運算應用的
內部電阻電容(RC)相移振盪器。這些

石英晶體

振盪器使用整合的電阻-電容配對，以
建立控制振盪器頻率的時間常數。此

振盪器IC

類振盪器具有大約1%的精準度並且
表現出高抖動(在時脈轉換的時序中出
現意外的隨機波動)。它們適用於不
注重轉換時序的應用，例如為運算用
MCU提供時脈以及驅動一個簡單的七
段數位液晶顯示器(LCD)。這種顯示

CLCC封裝

器需要多個時脈波形，但轉換時序容
差為幾毫秒(ms)。此外，也可實現高
達幾Mbps的UART通訊，這種情況下
的時序容差約為幾百奈秒(ns)，但這
同時也代表著簡單RC振盪器的限值。

接腳

圖2：晶體振盪器由石英晶片組成，傳統上採用陶瓷封裝並帶有金屬蓋

智慧連網產品以藍牙(Bluetooth)、

於其他頻率— 小提琴的琴弦就是一

3. 能夠在高訊號強度下操作，從而

有線乙太網路、Wi-Fi或其他連線協定

個簡單的例子。電子元件通常選用石

在輸出端達到良好的訊號雜訊比

與雲端進行網路通訊。由於涉及無線

英晶體和MEMS諧振器。諧振器的要

(SNR)。

電和/或高速資料，因此需要精確度達

求如下：

第二項和第三項對於確保低抖動

百萬分之一(ppm)的低抖動精確時脈。

1. 諧振頻率隨時間和溫度變化呈穩

產生精確時脈所需的關鍵因素是

定態勢。如此可以避免時脈頻率

穩定的參考頻率，而這需要使用諧振
器。諧振器是一種被動電子元件，在
某些(諧振)頻率下自然振盪的振幅高

漂移。
2. 高品質因數(Q)，確保諧振器只回
應很窄的頻率範圍。

時脈訊號至關重要，可實現穩定的時
序轉換。
由於諧振器是一種被動元件，因
此需要可控制的能量來維持振盪並產
生參考頻率。將諧振器以回饋配置耦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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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到維持放大器，即可實現這種穩定
的振盪。如果石英晶體或MEMS諧振
PHY

器搭配合適放大器，將會非常適合作
為10Mbps及其上域值的資料傳輸之
頻率參考。

開關
諧振器

振盪器

合成器

緩衝器

石英諧振器具有高Q值和高輸出能

處理器
記憶體

力，適用於極低抖動的應用，它可以

MCU

實現100飛秒(fs)的相位雜訊(以傳統的
MEMS

12kHz至20MHz頻寬測量)。MEMS諧

OSC

PLL
緩衝器

振器能夠以非常穩定的頻率在擴展的

溫度補償

溫度範圍內作業，而且兼具極高的可

OTP

靠性，以及抗衝擊和振動性能，並能
夠實現超小型時脈解決方案(接近1平
方毫米)。MEMS諧振器具有較高的Q
值和較低的輸出；可實現500fs的相位

圖3：整合時脈產生器結合MEMS(或晶體)諧振器與振盪器，並透過可編程的PLL和緩衝
輸出級擴展功能

雜訊，而近期的諧振器設計也在不斷

就能夠避免訊號完整性和電磁干擾

而能夠保證啟動的可靠性以及輸出頻

降低該值。例如，許多現代網路應用

(EMI)問題。

率的正確性。

但是，有一些注意事項需要考慮：

同樣地，需要一個或兩個XO的系

1. 晶體必須仔細挑選，以便相容於

統也極具成本效益。如果需要多種頻

SoC的內部維持放大器電路。如

率、額外的緩衝輸出或高於50MHz

在嵌入式系統中建置時脈

果晶體的等效串聯電阻較放大器

的頻率，則系統可以從整合時脈產生

在嵌入式系統中，可透過三種常見的

的負電阻更高，則振盪器可能無

器受益。

諧振器建置來產生時脈訊號。

法啟動。

(例如PCIe)都支援較小的整合頻寬，
因此這兩種技術都非常合適。

1. 將 石 英 晶 體 直 接 連 接 到 「 目 標
SoC」(由時脈驅動)
2. 透過石英晶體振盪器或XO，為整

2. 晶體可能需要負載電容以確保反饋
相位正確，並且準確地設置頻率。
3. 石英晶體具有相對較大的溫度係

建置3：時脈產生器
在單個封裝中，高度整合的時脈產
生器包含以下部份或全部功能：

數。如果應用要求在-40℃至70℃

· 諧振器，如石英或MEMS諧振器

3. 基於石英或MEMS的時脈產生器，

範圍之外作業，可能需要使用溫度

· 維持放大器

以低頻和高頻(>50MHz)創建一個

補償晶體振盪器(TCXO)或整合型

· 鎖相環(PLL)，用於透過倍頻

或多個時脈輸出)

MEMS時脈。

個系統創建一個時脈輸出

4. 在 基 礎 波 形 模 式 下 作 業 的 標 準
建置1：將晶體連接到目標SoC

石英晶體之共振頻率等於或低於

實現一個或多個頻率，通常在
1MHz~1GHz範圍內
· 一個或多個緩衝器，提供相同時脈

在這種情況下，系統級晶片(SoC)

50MHz。在諧波模式下作業且頻

頻率的多個副本

設計配有持續放大器且可以直接連接

率大於50MHz的石英晶體往往更

圖3顯示整合所有功能的原理圖。

晶體，通常使用電容來安排正確的反

昂貴。

圖4所示的時脈產生器採用模壓
塑料QFN封裝，內含整合晶體和整合

饋並調整頻率。SoC可根據需求放大
參考時脈並可對其進行頻率轉換。圖

建置2：晶體振盪器

ASIC(包括維持放大器、PLL、兩個

在單個封裝中整合的晶體和維持

可編程分頻器和五個輸出緩衝器)。

放大器稱為晶體振盪器(XO)。圖2所

一次性可編程(OTP)的ROM儲存自訂

對於系統而言，只需以這種方式連

示為如何在密封組裝中將晶片與振盪

配置(如頻率和輸出協定)。該設計並

接一個或兩個晶體即具有成本效益；

器ASIC相結合。這種預封裝式解決方

非採用晶片與ASIC共用密封封裝的傳

電路板(PCB)的佈局也非常簡單，將

案雖然比單一晶體更為昂貴，但避免

統石英XO方案，而是讓完全組裝的

晶體緊挨著SoC放置即可，這樣通常

了上述注意事項1和2的連接問題，因

密封封裝晶體與ASIC共用更低成本的

1顯示直接連接至MCU的高頻和低頻
晶體原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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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外殼。採用單獨封裝的晶體能與
ASIC和基板隔離，除了保持清潔完好
狀態，同時避免了石英表面附著任何

VDD電源軌調節

污染物，從而在長時間的使用過程中
表現出非常優異的頻率穩定性(也稱為
「優異的老化性能」)。

時脈產生器的優勢
如果晶體或XO解決方案只需要一個
或兩個頻率以及一個時脈訊號的單一
副本，將會極具成本效益，更複雜的
系統也能因為使用一個時脈產生器而
獲益。
最顯著的優勢之一是減少系統元件
數和削減整體BOM。圖5所示為需要
多個時脈(高於和低於50 MHz頻率)的
石英晶體

10 Gigabit乙太網路開關。多個XO、
一個PLL和緩衝器的組合可以採用一
個時脈產生器(如SM803，需要一個
外部晶體)和一個整合MEMS諧振器的
DSC400所取代。
此外，整合時脈解決方案非常靈

圖4：5輸出時脈產生器方塊圖以及晶片安裝在基板上的照片(將組裝密封於塑料封裝之前)

活，可透過編程OTP ROM來選擇不
同的頻率和輸出協定。有時，所包含
的I 2 C或SPI輸入或硬體接腳控制允許
SM803
時脈

設計人員在嵌入式系統中安裝時脈後
調整頻率。這對於具有可選設置的系
統特別有用，而且還可以用於系統餘
裕調整— 特別是在特殊情況下加速

時脈
產生器

時脈以獲得最佳性能。

扇出
緩衝器
1:2

乙太網路/
MAC

最近，一家汽車製造商向我諮詢

乙太網路/
MAC

處理器

了一個EMI問題：用於操作環繞立體

處理器

DCS400
MEMS
時脈

視覺攝影機的可編程時脈產生器在快
速轉換時，產生了干擾汽車FM收音
機的諧波。然而，我們的時脈產生器

背板

背板

現已具備可變輸出上升/下降轉換時間
的功能，客戶只需使用重新編程的新
產品版本，即可免於支付昂貴的檢查

圖5：10GbE開關顯示如何使用兩個時脈產生器取代一個複雜的12元件時脈樹

或硬體更換費用。由於時脈設計提供

用擴頻)。擴頻應用精心設計的時脈輸

有助於防止EMI問題。擴頻和非擴頻

的靈活性，從而避免了產品的延期和

出頻率調變，其作用較小，不至於影

時脈訊號的頻譜如圖6所示。

成本超支。

響終端系統性能，但足以將固定時脈

時脈產生器還可以顯著提高性能。

目前，時脈產生器常用的一項重

輸出的尖峰頻譜峰值擴展到更低幾個

使用單個振盪器並搭配緩衝器和鎖相

要功能是「擴展」輸出時脈的功能(使

分貝的窄頻段中。降低峰值頻譜級，

環可產生多個時脈輸出，但這種「離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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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方案需要在PCB上佈設多條時脈
走線。這些走線容易受到串擾和反射
影響；相形之下，從時脈產生器接腳

未進行擴頻的頻譜

輸出的多個時脈訊號則是乾淨的，而
干擾抑制

且具有較低的相對偏移以及匹配的上
升/下降時間。因此，對於一個複雜的
時脈樹而言，使用時脈產生器可在產

能量密度
dBc/H
進行擴頻後的頻譜

生乾淨時脈的同時降低技術風險、縮
短設計階段並減小電路板空間。
曾經將晶體放置在SoC旁邊的設計
頻率(MHz)

人員可能會擔心從中央時脈產生器佈
設較長走線的問題以及可能發生訊號
衰減和EMI。但是，如果操作得當，

圖6：透過調變時脈訊號和降低能量峰值(擴頻調變)，就能夠降低EMI

透過精心設計傳輸線路，合理端接和
正確應用PCB層疊，集中式時脈解決
方案能夠避免這些問題並節省成本。
採用時脈產生器，可將多個元件替
換為預先設計的已封裝時脈產生器，
能夠實現超大規模量產，達到嚴格的
可靠性和品質標準。這不僅能夠確保
為整個系統提高可靠性和降低總擁有
成本(TCO)， 還能夠盡可能地降低現

獨立時脈選項

同步時脈選項

晶體
·一個或兩個具有整合振盪
器的目標SoC

參考時脈源
·XO或超低抖動時脈產
生器

XO
·未整合振盪器的單個目標
SoC<50MHz最佳

抖動衰減器
·可能需要清除再生時脈

時脈產生器
·一個或多個時脈訊號
>50MHz
·多於兩個不同的時脈頻率

時脈緩衝器
·可能需要創建時脈訊號
的多個同步副本

場退修率。
圖7：所需的全部時脈訊號示例清單

架構時脈樹
當開始架構時脈樹時，全面瞭解整個
終端系統十分重要。圖7介紹這種整

Data/MAC

Data/MAC

體方法，並顯示可用的元件選項。還
必須問問自己一些以下的問題類型：

參考時脈

需要多少種不同的頻率？每一種頻率

時脈資料
恢復

時脈PLL抖
動清除器

需要多少個副本？
考慮哪些頻率需要同步。圖5中
的乙太網路開關是自由運行時脈樹的
一個示例。獨立的資料通道不需要同
步進行時脈驅動。當資料流程的延遲

主系統參考時脈

從系統參考時脈

圖8：同步時脈系統

可以透過緩衝進行管理時，以不同的

的低延遲是關鍵。對於這些系統，通

時脈速率處理的單個資料通道也是一

常有兩個附加元件。

研究和瞭解不同時脈訊號的規範是
至關重要的。表1顯示最重要的電氣參

首先是一個抖動阻滯器，即一個

數。瞭解頻率精確度和可用的抖動十分

帶有窄頻迴路濾波器的整合PLL。它並

關鍵。不同的應用必須以幾種不同的方

如果一個系統使用單個精密時脈，

不會產生時脈訊號，而是用於消除現

式測量抖動，才有助於清楚地瞭解。

並透過嚴格控制的相位鎖定複製到多

有時脈的抖動。另外，低附加抖動緩

個位置，則這是一個同步系統。這種

衝器能夠產生現有時脈的多個副本。

種自由運行或獨立進行時脈驅動的
系統。

設計在高速資料傳輸中很常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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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所示為一個同步時脈系統。

與電氣參數不同，特殊情況可能會
影響選擇。例如，外形和溫度範圍經
常是影響產品選擇的兩個因素。

設計新技術

規格

測量單位

特殊要求

初始頻率精確度

ppm

封裝類型

工作溫度範圍

℃

封裝尺寸和接腳排列

溫度範圍內的穩定性

ppm

AEC-Q100認證

抖動*

fs或ps

其他環境或可靠性標準

邏輯協議

單端CMOS或差分？

擴頻能力

電源要求

工作電壓和任何電源限制

頻率可編程性

表1：定義頻率和輸出數量後，還有許多其他時脈參數需要考慮

透過工具節省時間

白」可編程時脈。

高度整合的時脈產生器必須易於使

當今許多智慧連網系統都從高度

用，許多時脈製造商都提供線上工具

整合的時脈解決方案中受益良多。雖

來協助設計人員。例如，Microchip

然透過多個振盪器轉換並架構集中化

的ClockWorks配置器和TimeFlash。

時脈需要仔細地規劃和佈局，但它可

ClockWorks讓購買者指定可客製的

以降低成本、提高性能、增加功能以

產品，接收客製資料手冊和訂購樣

及提高可靠性。為您的應用程式添加

品。TimeFlash則是一種桌面編程工

高度整合的時脈比想像中更簡單吧？

具，只需要TimeFlash2編程器和一台

那麼，是時候整合您的時脈解決方案

PC，就可以在客戶的工廠中編程「空

了嗎？

模組化連接性能超越硬接線
Michael Meckl，Molex產品管理與工程部團隊主管

傳統的機器硬接線(hardwiring)方法涉

電線傳輸到控制台或配電盤。這樣加總

及許許多多錯綜複雜的電線與電纜。在

起來就有多達數百個點對點的接觸，它

現代的機器安裝中，為了操作複雜或多

們不僅需要剝線和焊接，可能還要進行

功能的機械設備，各種電氣、訊號與資

壓線作業。

料接觸點的數量可能高達數以百計。
例如，設計用於戳記、印刷和切割

硬接線的缺點

紙張的機器，實際上結合了三台不同機

硬接線的機器在出貨前就必須測試全

器才具有的大量電氣、資料與訊號設

部的連接點或者輸入/輸出點，對每

計。如果各項功能不清楚其他功能正

個點進行接線、測試，然後斷開。接

在執行的工作，那麼就會出現問題。因

著，技術純熟的技術人員、電工人員

此，如果在切割程序完成首批次工作之

或工程師必須在客戶所在的地點，將

前，印刷好的紙張就已經進入，機器就

每一個點對點的接觸位置重新連接起

會卡住，從而導致產品損壞。

來。這一流程的人工成本十分昂貴。

一般情況下，使用多個感測器可以

除此之外，每一個接線和斷開過程中

防止發生問題以及生產上的延遲。在採

都會為機器的製造商增添另一層風

用硬接線的機器中，電力、感測器資料

險。即使只有一處電線位置不正確，

以及控制通訊的每個點都會透過電纜或

就可能造成機器的損毀或徹底破壞，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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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數十萬美元的損失。
為了減輕風險，機器製造商往往會

· 更快、更容易進行維護和修理，以
提高生產力並縮短停機時間。

派遣工程師到工廠，在安裝過程或客戶

· 因應需求或操作變化，配置、修改

增加新的生產線時監督機器的接線作

和擴展機器和裝配線的靈活性與可

業。而每次的現場拜訪作業，都會使機

擴展性。

器的總成本不斷上升。

模組化連接器具有出色的機械穩定

在客戶方面，負責處理繁重接線任

度，無需在現場進行人力密集型的接線

務的技術人員必須參考電氣和訊號原理

安裝作業，並且可以簡化例行的測試與

圖，執行日常任務以及解決各種問題。

維護，特別是當機器設置於狹小空間或

在一處設有數台硬接線馬達和驅動裝置

是偏遠位置的工廠時效果尤為明顯。技

的工廠中，一旦發生問題，可能就得斷

術人員可以快速斷開使用了客製化配置

開數百個點對點的接觸位置後再重新連

電線組(cordset)的設備，並直接插入到

軸器在最惡劣的工業環境下也可長期提

接，才能安全地除錯並診斷問題。

可攜式的測試設備中。在具有成千上百

供可靠的性能。

機器製造商與終端用戶工程師在加
工廠、製造廠以及裝配廠中操作工業機

個連接點的工廠廠房中，這項功能能夠
節省可觀的人力。

在機器應用中，80%以上的連接器都採用
M12規格，如上所示。這類產品在尺寸、性
能和操作的便利性之間取得了均衡。該型連
接器可以承受高達16安培的電流

HDC可提供多種配置、形狀及尺
寸。電線組各端上的連接器存在明顯的

械時，可能會面臨時間、成本以及調整

這些優勢甚至可以拓展到工廠自動

區別，使得安裝過程極其合理且直觀，

與維護機械設備的複雜度等挑戰。典型

化應用中，這類應用往往在狹小空間中

可以顯著降低對工程資源的需求，避免

的自動化配置需要大量的工時來處理系

需要使用高度複雜而又功能強大的機械

發生由於用戶出錯而造成的接線問題。

統的硬接線與啟動系統，從而實現穩定

設備。幾種模組化連接器的尺寸和樣式

模組化的HDC外殼可以根據終端使

的運轉與同步作業。而且，需要例行維

經專門設計，可以滿足嚴苛的工業機械

用者的具體需求進行客製。客製化選項

護的機器還必須拆解、維修，然後再重

應用與流程提出的嚴格要求。其中一些

包括由使用者配置的矩形連接器，連接

新組裝起來。這又一次意味著要斷開然

較為常見的產品包括：

器的接腳數或電壓也各不相同，而選項

後重新連接起硬接線的每一點。正如之

的組合則包括在單一連接器中同時包含

前所說的，這是一項非常耗時的任務。

重型連接器(HDC)：工業連接器的主

電力、訊號、同軸或其他傳輸介質。例

機器的停機總會損失生產力和盈利能

要作用是保持安全可靠的連接。但是，

如，HDC可以將RJ45和訊號接腳結合

力，造成總購置成本的上升。

在連接或者斷開過程中，甚至在操作過

在一起，同時傳輸電力、資料與訊號。

程中，液體、灰塵和其他污染物都可能

在涉及多台機器的情況下，裝配作業仍

轉向模組化

進入連接器外殼之內，最終造成斷電和

可保持一致性與可重複性，進而減少人

繁重的機器接線任務是客戶經常抱怨

停機。在一些特定的惡劣工業環境中，

力並實現整體的節省。

的問題。因此機器製造商正一馬當先

特別是在石油與天然氣、食品飲料和汽

地從硬接線轉為使用模組化(modular)

車產業中，這些情況都會對電氣和電子

連接器。針對新型的機器，以及在市

設備產生異常重大的影響。

高功率M系列連接器：機械設備和
裝配線對於HDC和其他標準化的工業

場上存在多年的機器，改善連接效果

HDC的設計目的在於為要求嚴苛

連接器設定了嚴格的要求。M系列連

通常可以帶來更高的客戶滿意度與忠

的應用提供多年不間斷的良好性能。

接器嚴格符合產業規範要求，確保與

誠度，同時提升銷售。

外殼可能採用經過聚酯粉末進行表面處

其他的元件供應商、工業機械OEM以

理(EMC應用採用鍍鎳版本)的壓鑄鋁合

及系統佈局的相容性。用於配電和馬

自以下方面：

金，或者採用自熄的熱塑性外層。閉鎖

達控制的預塑模成型電纜，以及隨按

· 為機械設備、機器人和裝配線減少

機構含有鍍鋅鋼或不鏽鋼的整體鑄造鎖

即鎖(push-to-lock)的專利M12連接

桿，或是不鏽鋼材料的彈簧和拉簧鉤，

器，簡化了與感測器、致動器和其他

以確保良好的密封效果，在耦合上的穩

裝置的連接操作。

模組化連接器的投資報酬率可能來

人力並縮短調試時間。
· 顯著縮短電氣調試時間並降低機器
的總裝機成本。
· 性能十分可靠，符合IEC的標準化
作業，以及NFPA-79安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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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度可防止閉鎖機構由於振動或衝擊而

M40連接器通常指定用於高功率應

意外打開。內部保護墊片則針對灰塵、

用，例如動態伺服驅動裝置、封裝和

水份和侵蝕劑提供密封功能。堅固的聯

材料搬運、汽車生產線和其他機器人

Design Note
SEPIC、升壓、負輸出、和反馳式控制器解決了高阻抗、
長工業電源線的壓降問題
Victor Khasiev
引言

電路描述和功能

LT ® 8710 是一款通用型 DC/DC 控制器，可支援升
壓、SEPIC、負輸出、或反馳式配置，並且廣泛地應用
於汽車和工業系統。LT8710 所具備的特性使其能夠
在具高阻抗電源應用、或者必須限制輸入電流的場合
中使用。1 例如，工業廠房和倉庫中的長電源線增加
了明顯的輸入源電阻以及從轉換器至負載的顯著壓
降。當設備重新安置時，該數值會產生變化，因而使穩
壓進一步複雜化。太陽能電池板也具有一個高阻抗輸
入，以及一個峰值功率輸出和窄電壓範圍。本設計
要點以鋰離子電池充電器為例，說明了 LT8710 如何
解決高阻抗和電流受限輸入電源的問題。

圖 1 所示為一款充電器解決方案，其適用於可攜式
電動工具中常用的 20V 鋰離子電池。電壓源 VSRC 為
24V，透過一高阻抗電源線、電阻器 R LN 在充電器
輸入端子上產生電壓 VIN。該電壓源可被視為一個具
有 22V 至 24V 開路和 18V 至 19V 最佳工作電壓的普
及型 12V 太陽能電池板。此充電器基於一種同步非耦
合式 SEPIC 拓撲並受控於 LT8710。功率鏈路由分立
式電感器 L1、L2；電晶體 Q1、Q2；介於電感器之間
的去耦電容器、和輸入 / 輸出濾波器所構成。電阻器
R SC 設定 2A 的充電電流 I CHRG ；電阻器 R V(FL) 設定
21V 的浮動電壓。電阻分壓器 RIN1、RIN2 負責設定輸
入電壓調節水準 (在本例中為 18.6V)。

+
–

+

圖 1：LT8710 鋰離子電池充電器的電原理圖 (在高阻抗輸入線路中)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Design Note 574

圖 2 所示為該充電解決方案隨著時間推移的功能狀
況。當 VIN 和電源電壓 VSRC 高於 19V 時，基於 LT8710
的 SEPIC 將鋰離子電池充電至設定的 2A I CHRG 。當
VSRC 降至低於 20V 時，V IN 的數值相應地降低。當
VIN 達到輸入電壓調節水準時，LT8710 減小充電電流
ICHRG 以維持 VIN，甚至在 VSRC 繼續下降的情況下也
不例外。橫軸代表歸一化時間，其可以是“小時”(對
於太陽能電池板)、或者“分鐘”或“秒”(針對複雜
工業系統中的電源)。

根據 LT8710 的輸入電流控制轉換器負載的另一種方
法，是監視從 IMON 接腳引出之電容器的電壓。選擇
合適的電阻器 RSC 以在最大電流條件下提供一個接近
50mV 的電壓。在 IMON 電容器兩端反射一個相應的
電壓。如果沒有電流流動，而且 ISP 和 ISN 接腳兩端
的電壓為零，則 IMON 電壓大約為 0.616V。倘若
ISP–ISN 電壓為 50mV，那麼它將 IMON 電壓反射
為 1.213V。可採用我們的展示電路 DC2067A2 和對應
的 LTspice 模型 3 對該特性以及其他很多的特性進行
評估。

結論
LT8710 是一款通用和靈活的控制器，可支援同步
SEPIC、升壓、和負輸出轉換器拓撲。除了寬輸入電
壓和開關頻率範圍之外，該元件還擁有先進的特性，
例如：根據輸入電流或電壓調節輸入電壓和輸出電流
的能力。這些特性使 LT8710 非常適合工業、太陽能
電池板系統和其他電流受限型應用。

參考文獻
1. 資料手冊，LT8710 具輸出電流控制功能的同步
SEPIC / 負輸出 / 升壓型控制器。
www.analog.com/LT8710
圖 2：充電電流 (ICHRG) 與電壓電源 (VSRC)
和充電器輸入端子電壓 (VIN) 的函數關係
曲線圖

2. 展示板，DC2067AA — LT8710EFE 負輸出展示板
4.5V ≤ VIN ≤ 28V；VOUT： –5V (在 6A)
www.analog.com/en/design-center/evaluationhardware-and-software/evaluation-boards-kits/
dc2067a.html
3. 電路模擬，基於 LT8710 轉換器的 LTspice 模型
www.analog.com/en/design-center/evaluationhardware-and-software/lt-spice-demo-circuits.html

產品手冊下載

www.analog.com/LT8710

DN574 0618 45K • PRINTED IN CHINA

© ANALOG DEVICES, INC. 2018

如需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
請電洽 02-2650 2888

設計新技術
作業，以及任何需要緊湊型高功率輸入
的驅動裝置。既定的產業標準包括6極
(3+2+PE)和8極(4+3+PE)連接器配置以
及標準長度的電線組(2、3、5、7和10
公尺)。電源接腳額定值為37安培(A)，
而訊號接腳額定值為16A，可提供快速
連接，讓機器的停機時間與維護成本降
至最低。
基本上滿足可靠性和性能嚴格要求
的一系列M23連接器與插座，也廣泛地
用於工業自動化和材料搬運領域的電源
應用(高達28A)。M23連接器一般具有6
條或8條用於供電的電線，訊號線可以

雙端子電線組為工程師和設計人員提供各種
不同的連接器，能夠佈設在電線組的每一端

多達19條。可在現場連接的公端子和

和外殼，以防止水份和污染物的進入，

母端子纜線連接器提供直排版本和直

並且耐受極端的振動和溫度。

角版本，可在前與後安裝的機器中實
現設計靈活性。整合的閉鎖機構無需專

支柱 型 M12 連 接 器：在 機 器 應 用

用的裝配工具，即可簡便地完成裝配與

中，約佔80%或更多的連接器屬於

拆解作業。

M12的變型，它可以在尺寸、性能以

在惡劣潮濕的工業環境中，建議

及操作方式之間實現最佳平衡。較小

使用良好密封的IP67等級M40或M23

型的M5和M8連接器通常較為脆弱，

介面，以防止灰塵、水份和污染物進

因此傾向於空間極其受限的低功率應

入到外殼中。薄型、預裝配的包塑

用與訊號應用上，例如感測器等。

(overmolded)連接器與電線組可使用多

標準的M12連接器能夠承載16A的

種外徑的電纜以及各種形式的插座，這

電流，滿足馬達、電磁操縱閥門與致

樣有助於減少接線和裝配中出錯，節省

動器以及機器和自動化控制中24V直流

寶貴的時間與空間。使用包塑成型時，

(DC)輔助配電系統，以符合最常見的

需要選用合適的材料與設計，以便在低

供電要求。重要的一點在於廠商必須

溫和高溫環境下提供緊密的連接。優質

指定使用按IEC標準61076-2-xxx設計的

的連接器可以達到100%的密封效果，

產品，該標準建立了一個開放的產業標

而品質不佳的版本能夠達到70%的密封

準，可以促進眾多的平台和製造商對標

性能也已經是萬幸了。

準化連接器的採納。

專用的遮罩式連接器電纜採用了耐

尺寸更小的M12電源連接器針對

油耐焊渣的護套，在廣泛的工作溫度範

加固設計的電氣要求提供多種編碼

圍下可提供出色的彎曲性能與扭轉性

(coding)，以便於工廠自動化設備的使

能。觸點支架中密封的接腳可防止暴露

用。例如：

在外的接腳接觸到雙手和手指而造成電

· M12 F編碼(F-Coding)電源連接器

擊，提高了安全性。在設計緊湊而載流

在每一個接腳上可提供高達300V

能力更高的連接器中，增強的散熱設計

AC/DC的電壓與16A的電流，還可

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熱量。

防止錯誤地配對到用於輸入、輸

承受風險最高的元件是連接至關鍵
機械與控制系統的連接器。它們可能需
要IP69K等級的直流或多極連接器嵌件

出、訊號或工業網路連接的其他
M12連接器。
· M12 L型編碼(L-Coding)電源連接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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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複雜度等方面的挑戰。機器人以
及其他複雜的自動化機械需要授權的專
業人員花費大量工時來配置、通電並同
步，才能達到精確的操作參數。這些步
驟會造成部署上的延遲，以及總購置成
本的快速攀升。當硬接線的系統需要例
行維護時，就必須拆解、維護並重新裝
配，這樣就需要更多的時間與成本。隨
著時間和人工成本的增加，生產效率與
盈利能力就會隨之降低。
儘管硬接線連接的前期投資成本較
低，但由於存在腐蝕或者是人為出錯的
在此應用中，高功率的線路為連接每台藍色驅動裝置的電纜供電

可能性，使其發生機械故障的風險也更
高一些。探尋各種方式以簡化機器的維

器在每一個接腳上可以耐受63V

合起Cat5e Ethernet資料速度與供電線

護作業，對於設計人員、製造商、工廠

AC/DC電壓與16A的電流，功率可

路，連接器密封在環繞的金屬管套中，

的工程師以及管理人員來說，都是一項

達到標準型M12連接器的四倍。

使串擾和電磁干擾(EMI)降至最低，以

持續不斷的挑戰。

· M12 T型編碼(T-Coding)電源連接

實現最佳的訊號完整性與訊號性能。8

在惡劣的工業環境下，模組化連接

器功率是標準型M12連接器的三

極的圓形混合連接器(4+4)可以含有兩

器更可靠地承受重度使用與頻繁接觸。

倍，每個接腳可提供63V AC/DC

條Cat5e Ethernet資料線與四條電源

快速斷開的電源、訊號連接器與電線組

電壓以及高達12A的電流。

線，承載高達6A的電流。

在工廠模製而成，並由抗壓材料構成，
可輕易取代機器的硬接線。

模組化M12連接器中使用的隨按即

混合連接器將電源線與資料訊號線

鎖技術不需要轉動聯軸器，即可提供牢

整合到一個連接器中，減少了在機器設

模組化的電源和訊號連接器僅在進

固、耐久的配對功能。技術人員只要按

計中佔用的空間，降低了佈線的要求、

行預測試後才能出貨，與主要依靠安裝

下即可完成連接，提起即可斷開，在顯

縮短安裝時間並減少相關的成本，該效

人員資格和專業經驗的熱線式安裝相

著節省時間的同時，不再需要傳統的螺

果在惡劣的工業應用中更為顯著。密封

比，這是一項巨大的優勢。如要拆解

紋式M12連接器安裝時所需的重複手掌/

的混合連接器可作為工業製程與自動化

然後重新裝配機器以供維護或是廠房的

手腕動作。這樣可以提高生產效率，縮

控制設備的理想選擇，或是任何需要一

重新配置，技術人員只需要斷開機器、

短調試時間與生產時間。在操作和商業

台裝置同時提供供電與資料的應用。遮

感測器、致動器和其他設備上的電線組

上的優勢隨著時間而不斷增加，對於工

罩防護的理念並不僅限於M12的加工尺

與連接器，然後再重新連接即可。這就

業機械和自動化系統來說，可以節省多

寸，還可以針對M16或M23之類的其他

意味著只要透過培訓合格的技術人員即

達80%的電氣調試時間。

外形來開發。

可快速、方便地安裝起完整、符合標準
的連接網路，毋須動員獲得授權的專業

模組化連接器的優勢

人員，也不必再耗費時間和精力來為安

較小，以圓形的M12螺紋接頭設計為

傳統的硬接線一直是工業自動化以及

裝和端接操作拉伸電纜、進行硬接線。

基礎。越來越多的M12連接器被用於

機器供電、訊號與資料的標準。然

根據電源和訊號的要求，需要能夠

電導感測器和光學感測器，符合乙太

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工業應用和客

耐受化學品沖洗以及極端溫度、濕度與

網路(Ethernet)、PROFINET和其他主

戶需要更高的通用性、靈活性與可靠

灰塵條件的連接器。可靠的IP級HDC與

動元件匯流排連接的編碼要求，在工

性，工業機械的製造商現在越來越傾

M系列連接器可提供產業標準的解決方

業機械和自動化平台上可以連接到可

向於使用模組化連接器。

案，並且針對工業連接應用提供多種

混合式連接器：混合連接器的尺寸

長久以來，為製造廠和裝配廠所使

編碼的變化版本。隨著機器或操作的變

典型的IP密封式M12圓形混合連接

用的機械設備進行設計與安裝的人員在

化，這類連接器還便於配置、修改或擴

器可以在4接腳陣列(兩個遮罩對)上整

處理現場的設備時，面對著調試時間、

展，或者可配合廠房的重新設計。

編程邏輯控制器(PLC)的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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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電源核心：半導體和
整流器新趨勢
李家偉，智威科技資深經理

目前智慧型手機的發展趨勢，係以更

3C產品的充電時間，無論是提高充

大的螢幕尺寸、更高的螢幕解析度以

電電壓，或是充電電流，各家快充技

及更快的處理器為主，但不斷提高

術的本質都在於提高充電器的功率，

的硬體規格，使其耗電量也越來越可

由早期5W提高至22W，甚至未來USB

觀，以2K螢幕來說，耗電量為1,080P

Power Delivery充電協議，功率最高

螢幕的1.5倍以上，勢必會增加鋰電池

可達100W (20V/5A)，大幅縮短充電

的能量密度及提高充電速度，來延長

時間，也因此大功率充電器需求量增

手機使用的續航力。

加在未來是可預期的。隨著電源功率

所以，手機廠商為了兼顧手機輕

的提高，電池勢必變得體積更大、重

薄外觀的市場需求，電池容量設計

量更重，因此業界持續投入許多心力

以3,000~4,000mAh為主流，也因此

於半導體構造及封裝的研究與改良。

縮短充電時間的快充技術應運而生。
目前市場上主要的快充方案有高通

氮化

(Qualcomm)的Quick Charge、聯發

近年來，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

半導體

科技(MediaTek)的Pump Express以

體(MOSFET)已經成為切換電源的主要

及OPPO VOOC等。

功率元件，從場效電晶體(FET)、雙極
性接面電晶體(BJT)、MOSFET、到絕

市場主要的快充方案

緣閘極雙極電晶體(IGBT)，現在出現

高通以提高充電電壓來縮短充電時

了氮化鎵(GaN)電晶體，可讓切換電

間，從最早的QC 1.0 5V/2A(最大功率

源的體積大幅縮小。

10W)充電規格以及QC 2.0兼容5V/

例如，納微半導體(Navitas)推出

9V/12V/20V四種充電電壓及最大3A的

尺寸最小的65W USB-PD(Type-C)電

充電電流(最大功率18W)，到QC 3.0

源轉換器參考設計NVE028A，正是

支援3.6V~20V的工作電壓動態調節

使用了GaN電晶體，相較於市面上現

(最大功率22W)，比傳統5V/1A充電技

有基於矽(Si)功率元件的配接器尺寸

術快4倍。

[約98-115c (6-7in 3)，重量約300g]，

聯發科與高通的Quick Charge

Navitas基於AllGaN功率IC的65W配接

相似，以恆定電流及提高充電電壓至

器體積僅45cc(2.7in 3)，重量約60g，

5~20V來實現更大的充電功率，最

相當輕薄迷你。

新的Pump Express 3.0宣稱能在20

就目前矽功率元件的切換電源來

分鐘內將2,500mAh的電池從0%充

看，提高脈衝寬度調變(PWM)切換頻

到70%，比傳統5V/1A充電技術快5

率雖可縮小電源體積，但伴隨著損耗

倍。而OPPO則保持5V充電電壓，提

提高而降低其轉換效率，及電磁干擾

高充電電流至最高5A的方式來實現快

(EMI)的增加，需投入更多的EMI解

速充電，宣稱只需5分鐘就可將容量

決對策，因此業界以65kHz為一折衷

3,000mAh的電池充入48%的電量。

的選擇。

為了縮短手機或是筆記型電腦等

雖然GaN電晶體具有切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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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導通損耗低、功率密度高等特性

另外，在碳化矽蕭特基二極體(SiC

上的優勢，但使用者直接將電路中的

SBD)方面，它具有理想的反向恢復特

MOSFET換成GaN FET，其成效往往

性，當二極體由順偏導通轉變為逆偏

不符合預期，原因在於須以GaN電晶

關閉時，SiC SBD極小的反向恢復電

體為設計中心，選擇電路線路架構及

流可工作於更高的頻率，在相同頻率

控制方法，才能將GaN電晶體的優勢

下也能有更高的效率。且SiC SBD具

充份發揮。Navitas AllGaN功率IC，

有正溫度係數的特性，當元件溫度上

將GaN FET、IC與驅動電路及邏輯電

升時，順向電壓VF也隨之變大，此特

路做了高密度的整合，簡化複雜的線

性若於並聯使用時，可避免元件發生

路設計，讓設計者可以很容易的應用

熱失控(thermal runaway)的狀況，也

並發揮其特性。

因此擁有更高的工作溫度，以及元件
高溫可靠度，因此廣泛應用於開關電

圖2：採用焊接製程的SuperChip結構
示意圖

碳化矽半導體

源中功率因素校正(PFC)電路上，PFC

除了GaN，碳化矽(SiC)是目前發展較

電路工作於300kHz以上，可縮小電感

式整流器Z4GP40MH，正是使用了

成熟的寬能隙(WBG)半導體材料，在

元件尺寸，使用SiC SBD可維持相同的

SuperChip片型二極體封裝技術，將

新一代電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

工作效率。

元件厚度由傳統KBP插件式封裝的

傳統矽半導體相比，可應用在較高頻

在Si功率元件發展相對成熟的情

3.5mm降低至1.3mm，元件尺寸也縮

率、電壓與溫度的嚴苛環境下，還可

況下，GaN與SiC功率元件雖具有特

小至8.1 x 10.5mm，體積僅KBP插件

達到低耗損高效率的特性。隨著全球

性上的優勢，但在製程上，其開發成

式封裝的17.5%，不僅可縮小元件尺

對環境保護的重視，電子產品效率要

本的花費要求仍較高，也因此GaN

寸節省空間，也符合高度有限制的特

求的提高，讓GaN與SiC成為世界各

與SiC功率元件的應用至今仍未真正

殊應用需求。

國半導體業研究的重點。

的普及。

矽基IGBT一般工作於20kHz以

比較在圖1中，安森美半導體(ON
Semiconductor)的42W設計、德州儀

下的頻率，受到材料特性的限制，高

貼片型橋式整流器的優勢

器(TI)的45W與Navitas 65W設計的範

壓高頻的矽功率元件難以被實現，而

因應未來小尺寸、大功率配接器及快

例照片，就可看出電源配接器體積持

碳化矽MOSFET不僅適合600~10kV

速充電器領域的開發，除了仰賴前述

續縮小的趨勢，而且都使用了貼片型

的工作電壓範圍，同時具備優異的

氮化鎵和碳化矽半導體的持續發展，

橋式整流器(藍框標示處)。

開關特性，能達到更低的開關損耗

就目前的矽功率元件來說，在電源輸

貼片型橋式整流器採用SuperChip

及更高的工作頻率，如20kHz的SiC

入端的橋式整流器，用於充電器及電

片型二極體封裝技術，除了將二極體

MOSFET損耗可以比3kHz的Si IGBT低

源配接器之交流(AC)輸入端作全波整

貼片型化，內部結構有別於業界的打

一半，50A的SiC就可以代替150A的Si

流功能，其封裝形式也逐漸由體積較

線接合(Wire Bonding)製程，使用的

IGBT，SiC MOSFET的反向電荷Qrr也

大的插件式，發展為輕薄短小的貼片

是焊接(Solder Bonding)製程，如圖

只有同規格Si MOSFET的5%，顯示碳

型小尺寸封裝。

2的結構示意圖，二極體晶粒焊接於上

化矽有傳統矽無可相比的優異特性。

例如智威科技(Zowie)的4A橋

下兩銅佈線，銅佈線連接到元件正負
兩端子，二極體晶粒產生的熱，可由
銅佈線導到端子，其散熱能力較打線
結構更佳，降低應用時的元件溫度。
貼片型橋式整流器採用的晶片也
具備關鍵性，二極體PN接面以玻璃
護封來降低逆向漏電流，全切面玻璃
護封(GPRC)技術將整流二極體PN接
面完整護封，具有高溫漏電流較低的

圖1：安森美半導體的42W、TI 45W與Navitas 65W充電器設計(由左而右)
36

電子工程專輯 | 2018年6月 | www.eettaiwan.com

特性。

設計新技術

圖3：GPRC與業界GPP晶粒示意圖

圖4：GPRC晶片的VR-IR曲線

如圖4高溫逆向漏電流特性曲線所

短充電時間以符合消費者的使用習慣。

示，GPRC晶片於150℃環溫測得高溫

在快速充電方面，各手機廠商與

漏電流約50uA，較GPP於125℃時的

其合作的快充陣營不斷開發出一代又

高溫漏電流約100uA低，產品具有更高

一代更快速的充電協議及硬體技術，

的晶片操作溫度Tj (Tj=175℃ max.)，

新款手機皆已搭配原廠快充配件，

以及更好的產品可靠度。

大幅提高了快充普及率，預期未來在
USB Power Delivery充電協議規格統

結語

一，再加上如氮化鎵及碳化矽等特性

在智慧型手機及筆記型電腦追求輕薄

優異的功率元件出現，以及小尺寸貼

美觀的同時，還必須兼顧其電池續航

片型橋式整流器持續發展，可望使電

能力，在電池技術有新一代重大突破

源配接器及快充技術更進一步往更大

前，市場的趨勢目前已朝小尺寸大功率

功率、更快速充電、更小體積與更低

配接器及快速充電器領域開發，持續縮

的成本邁進。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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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PAM4測試複雜度
TDECQ取代光罩測試
Kan Tan，Tektronix總工程師；Prashanth Thota，Tektronix系統工程師

光學PAM4技術正成為主流，它已經被
納入IEEE 802.3bs和802.3cd (400G、
200G、100G和50G速度)等乙太網路

位元/UI
階數
上升/下降邊緣
轉換
眼圖/UI

標準中。PAM4訊號的特性化、相容
性和故障排除與早期的不歸零(NRZ、
PAM2)訊號有很大差異。針對光學訊號
以及電氣的訊號雜訊失真比(SNDR)，

圖1：PAM2-NRZ和PAM4基頻訊號傳輸
及其眼圖分別顯示兩個和四個振幅

表1：相較於NRZ編碼，PAM4可使資料
速率倍增

PAM4的重點正從光罩測試轉移至發射
器和色散眼圖閉合四相(TDECQ)測試。
因此，你必須瞭解如何進行這些測試。
儘管PAM4增加了複雜度，而且需
要新的測量方法，但為了跟上不斷增
加的網路頻寬需求，採用PAM4成為
必然的發展趨勢。諸如IEEE和光互連

表2：最新的資料通訊標準採用25+GBaud的PAM4

來源：Tektronix

論壇(OIF)等標準組織得出的結論是：
實現更高輸送量的最實際方法是採用
像PAM4的途徑— 倍增每單位間隔
(UI)的位元數，以提高位元密度。

PAM4的基本原理
顧名思義，PAM4使用脈衝振幅調變，
這意味著透過調變脈衝振幅來傳遞資

圖2：零命中率(藍色)的光罩測試距離添加光罩命中率(綠色)的理想情況(橙色)更遠

訊，而不考慮相位。PAM4使用4階訊
號傳輸(signaling)，每單位間隔(UI)
傳輸兩位元(或稱為1個符號)；相較於
傳統的PAM2-NRZ編碼，它只使用了
一半的頻寬(圖1)。
轉移至四階訊號傳輸的方式，
導致每單位間隔有三個眼圖。表1比
較了PAM4和NRZ訊號的特性。使用
PAM4時，速度以符號速率— 波特

圖3：在802.3bm-2015規範中描述NRZ訊號傳輸的TDEC測量，側重於垂直眼圖閉合
來源：IEEE

率(baud))表示。每單位間隔週期為1/
符號率。由於PAM4每個符號編碼兩

儘管標準仍在不斷發展，但IEEE

框線標示的標準與光學PAM4具有特

個位元，25GBaud的符號速率可傳輸

802.3bs和IEEE 802.3cd委員會正開

殊相關性，其距離範圍從不到100m到

50Gbits/s。

始採納PAM4訊號傳輸。表2中以紅色

10km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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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罩測試一直是NRZ光模組的基本
實體層(PHY)測量方法；光罩提供通過/
失敗(pass/fail)測試。光罩命中(mask
hit)被定義為落在光罩內的樣本點。如
果樣本點都發生在光罩內，則該元件
未通過測試。這在較低速時才具有意
義，而且比現有資料速率可能實現更多
餘量。隨著速度提高，接收器設計變得
更加複雜，而且需要採用接收器等化和
前向糾錯(FEC)來克服通道損傷。透過
等化和FEC，接收器可以容忍更高層次
的誤碼率(BER)，這意味著光罩命中發

圖4：多模光纖的TDEC測量使用頻寬限制濾波器，以模擬模態色散

生在通道末端。
然而，隨著速度的增加，工程師們
開始發現接收器可以容忍光罩內的一些
命中，並且仍然可透過等化作用提供強
大的無差錯性能。因此，業界轉向了基
於光罩命中率統計的方法。這改善了要
求在光罩內達到零命中率的光罩命中測

圖5：IEEE P802.3bs D3.5. 2017定義的TDECQ測試設置

來源：IEEE

試。光罩命中率方法還改善了與BER
或符號錯誤率(SER)的相關性，如其
在PAM4內所稱。圖2顯示光罩命中率
方法(綠色曲線)如何改善傳統的光罩命
中測試(藍色曲線)。
橙色曲線代表了理想情況，完美地
區分了良品和次品。藍色曲線是簡單的
光罩測試，其區分能力不佳。綠色曲
線表示光罩命中率測試，能改善傳統
邊限(margin)測試的良率，但仍不夠

圖6：為了用於PAM4 TDECQ測量，IEEE P802.3bs D3.5. 2017定義了八個長條
圖，在0.45 UI和0.55 UI各有四個
來源：IEEE

理想。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採納
(acceptance)過程應檢視光罩命中率。
如此將會使曲線更接近理想情況。需要
關注的主要問題在於命中是否會對當今
通訊系統中的接收器造成不利影響。
越來越多的組織正朝向具有良好

圖7：IEEE P802.3bs D3.5. 2017測試規範定義的TDECQ

來源：IEEE

性能和提高產能的光罩命中率發展。

及符號間干擾(ISI)抖動對於垂直閉合眼

度函數(CDF)中，從而獲得以dB表述的

他們的目標是在標準之上進行測試，

圖的影響。

TDEC。輸出相當於過去的BER輪廓測

並增加充份的光罩命中率餘裕。在最

例如，在802.3bm-2015規範中，

近的非PAM4/NRZ標準中，TDEC測

從眼圖擷取到的四個垂直長條圖，中

量同時取代了光罩測試及發射器和色

心在0.4UI和0.6UI，分別高於和低於

在測量儀器中實現TDEC可透過模

散損耗(TDP)測試。這種方法已經被採

平均光功率。這由圖3中的四個方框

擬模態色散來完成，從而建立ISI效應

用了，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測量結

表示。位置的選擇考慮了接收器的時

以垂直地閉合眼圖並確定裝置是否通

果，該結果考慮了發射器波形的形狀以

序。然後將這些長條圖累積到累積密

過測試。最終，最佳的TDEC性能可以

量，而且能對於BER變化時的眼圖情況
指供良好的指標。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6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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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0dB的訊號輸出。所以，如果你
想得到完美結果，答案就是0dB—無
需付出任何代價，即可得到理想的發
射器。根據100GBASE-SR4等標準，
每個標準都將設置TDEC的最高等級或
可容忍的代價。
圖4中，在測試建置的光學模組
中，一個特殊的頻寬限制濾波器有助
於助瞭解可應用的模態色散量。請記
住，你仍然有一個眼圖，而且可以將模
態色散添加到測量系統中。然後再透過
計算測量分貝等級的CDF評估輸出。這
種方法與光罩測試不同，因為它包含通
道(模態色散模擬ISI)，而且光罩現在更
多的是矩形而不是眼形。你不用察看波
形影像，就能直接檢視CDF並以分貝為
單位進行測量。

轉向TDECQ
PAM4可能實現的四階將Q添加到
TDEC，作為測量結果。TDECQ最終
成為使用PAM4等化光鏈路的光學測
量途徑。如同TDEC，TDECQ是一種
發送器波形形狀損耗的測量類型，你
仍然能透過加入模態色散來評估特定
眼圖的性能。
圖5顯示用於PAM4的TDECQ簡化
測量設置。它從發射器開始，然後是光
通道、分光器、測試光纖、O/E到時脈

圖8：經由53GBd發射器的測試，產生了1.99dB的通過TDECQ結果，如Global
Measurements的結果表所示。第一張螢幕截圖顯示用於計算TDECQ的測量PAM 4眼
圖(按照圖6所示的方法)。接下來的兩張圖分別從接收器和誤碼率的角度，顯示該發射器
性能的眼圖。最後，最下方的螢幕截圖還提供了測量統計

恢復以及示波器。它大部份都是傳統設

要用參考等化器在接收器的位置等化

1.99dB，這應該是一個可靠的通過結

置，但增加了一個可打開眼圖的參考等

波形。正確實施參考等化作用對於獲

果。它遵循上述的TDECQ測量方法。

化器。如果沒有參考等化器，由於通道

得準確和可重複的結果至關重要。若

損耗，眼圖可能會完全閉合。

未能正確實施，將會對於測量結果增

結論

PAM4訊號傳輸上的TDECQ測量延

添許多未知變數，導致難以正確地評

TDECQ是用於測試PAM4元件和模組

伸了NRZ訊號傳輸使用的TDEC測量方

估裝置。確保參考等化器演算法能夠

的最新開發工具，可用於取代傳統的

法。如圖6所示，在兩個位置處共有用

補償示波器和訊號路徑中的任何電-光

光罩測試，因為它使用了一種基於統

於四階的八個垂直長條圖。

雜訊也非常重要。在測量時排除示波

計學的方法，能更準確地區分好壞元

圖7顯示IEEE測試規範中對於

器的影響並使用參考等化器進行等

件。TDECQ演算法看起來很簡單，但

TDECQ的定義。請注意，現在有多

化，是理解精確TDECQ性能的最複

由於其對於最佳化的靈敏度以及需要正

個根據應用對於TDECQ值的限制。例

雜因素。

確的參考等化器實現，因此用起來可能

如，對於400GBASE-DR的傳輸特性，
限制為3.4dB。
最終，這裡關鍵的複雜因素是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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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進行TDECQ測量後，圖8的

很複雜。儘管如此，這是非常方便的工

一系列螢幕截圖顯示了56GBaud系

具，能以終端用戶理解的概念(即以dB

統的實驗室測量結果，其TDECQ為

表示損耗)提供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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