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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相機和感測器介面的最新創新 — 設計師可以從中獲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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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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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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廠勇闖EV市場
台灣能否也在汽車市場發揮影響力？
2018年全球MEMS風雲錄
哪些MEMS巨擘與新創公司值得關注？
引領新技術進展
Imec最新研究成果亮相
Imec研究進展反映先進電子學趨勢。

來源：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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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自動駕駛車何時
可「行」？
自動駕駛承諾了一個更智慧、安全與
舒適的未來，但事實是在那之前發生
車禍與致死意外(儘管它只是測試車)
的代價。未來還會出現哪些問題？社
會大眾如今對於自動駕駛車抱持什麼
樣的看法與期待？我們何時才能真的
搭上安全無虞的自動駕駛車出遊？

創新天地
因應AI朝邊緣移動趨勢
廠商競推新方案
隨著IoT應用版圖擴張、AI從雲端邁向
終端，邊緣運算正成為當紅技術。
專為處理器量身打造的PMIC
無論是何種應用的處理器，都需要電源
管理晶片，讓整體功耗與效率最佳化。
PCIe SSD控制IC傳輸效能上看
3.5GB/s
慧榮科技發表全新系列PCIe SSD控制
IC，提供涵蓋低中高階市場的多樣化
選擇。

17

設計揭密
深入剖析海力士最新72L 3D NAND
TechInsights探索第四代3D flash晶
片—海力士的256-Gbit 72L TLC
NAND，據稱是最高閘極堆疊的產品…

網站內容
自駕車闖紅燈是因
為缺了什麼？

誕生一甲子
IC將再創無限可能！

如果Mobileye的車用視覺方案結
合了車用通訊技術，採用該方案
的自駕車還會闖紅燈嗎？而更重
要的是，為何他們不率先採用車
用通訊？

在2018年IC誕生60週年之際，
於全球IC產業鏈扮演舉足輕重
角色的台灣，宣佈啟動「IC 60」
系列活動，期望藉由回顧過去，
啟發無限可能的未來。

https://goo.gl/Eh3GSc

https://goo.gl/iSnV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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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5G/新一代通訊
改變全球產業遊戲規則 5G革命全
面啟動
隨著3GPP陸續底定5G相關技術規
範，包括第一版5G NR NSA到SA技
術規範，5G在全球掀起的新革命將正
式展開。

30

設計新技術
創新時脈解決方案簡化高性能運算
加速器
運算加速器互連技術將日益依賴高性
能時脈，以最佳化高速I/O。未來的時
脈必須具備出色的抖動、標準相容以
及與FPGA/GPU供應商的互通性。

如何讓5G成為現實？
5G將明顯提升資料的傳輸速度、縮短
回應時間，並為連接數十億台裝置的
物聯網提供足夠頻寬，但實現5G需要
哪些發展要件？

大數據和AI應用的新運算架構
各種與AI有關的應用都依賴於大數
據，這需要即時運算非常小、但層級
很多的軟體演算法，本文介紹針對大
數據和AI應用的新運算架構。

實現5G毫米波固定無線接取方案
固 定 無 線 接 取 ( F W A) 是 5 G 毫 米 波
(mmWave)頻譜的首選應用，得益於
豐富的低成本頻譜、早期監管和標準
工作，FWA的商業化即將實現。

為嵌入式系統創建合規文件
本文展示如何創建符合CE標誌要求
的合規文件，同時還包括一些可以在
此過程中提供支援的範本。

Pre-5G和5G：毫米波頻段能發揮作
用嗎？
在部署5G FWA時，網路設備製造商
和服務供應商必須在實施網路最佳化
以前，利用最佳化工具先確定實際的
覆蓋範圍。

38

測試與測量
新式負載技術加速穩定性測試
如何在各種變數影響輸出時確定電路
的穩定性？本文介紹一種經濟型替代
方案，利用MOSFET的線性區和飽和
區與負載電阻配對來提供脈衝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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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挾電子供應鏈優勢
台廠勇闖電動車市場
Junko Yoshida

台灣陸續在全球個人電腦(PC)與手機

間建立整個汽車產業；但在電動車時

灣供應鏈大部份是中小型家族企業，

產業供應鏈展現其價值，催生了宏

代，我認為我們可以在不到五年內的

這使得整個供應鏈非常有彈性，這是

(Acer)、華碩(Asus)與宏達電(HTC)

時間完成目標— 就在台灣。」這可

中國、泰國與日本不具備的。」

等國際品牌；而在電子產業重心朝向

能聽起來太過樂觀，周宗保可能並沒

Tucker補充指出：「對電動車(動

汽車市場發展的此刻，台灣是否也能

有好高騖遠，特別考量到有不少新創

力傳動業務)來說，彈性非常重要；我

發揮相同的影響力？

EV業者已經在中國市場崛起。

們正在開發的新技術，需要採用現有
的製程來生產新零件並進行組裝，而

西方世界的產業分析師大多認為，
儘管台灣有完整的電子產業供應鏈，

一切是怎麼開始的？

我認為這是台灣為何是開始一家EV公

但在汽車領域應該缺乏打造所需整合

周宗保表示，在Tesla仍在汽車產業

司很恰當地點的主要原因；」舉例來

式安全系統所需的經驗，也不容易符

界沒沒無聞時，非常努力切入嚴密的

說，Roadster的電動引擎就是來自台

合嚴格的車用技術安全要求；考量到

汽車供應鏈，並在台灣設置了一個工

灣業者富田電機(Fukuta Electronics)，

汽車產業的複雜程度，要在任何地方

程師團隊，為其第一款商用車Tesla

包括逆變器在內的電控系統供應商則是

培育一個完整的生態系，可能得花上

Roadster尋找零組件；而如同Tucker

致茂電子(Chroma ATE)。

數十年的時間。

在社交網站LinkedIn個人頁面上所

不過根據台灣本地一些產業界觀

寫，他與他的團隊不只尋找有意願合

台灣本地的EV廠商

察者的說法，電動車(EV)產業的興起

作的供應商，也勇敢地挑戰「開發能

現在，台灣本地至少有兩家小有名氣

可能會改變那些先入為主的看法；先

達到Tesla卓越標準的非汽車產業供應

的電動車業者，一家是前面提到的行

前接受《EE Times》專訪的台灣科技

商」之任務。

競科技，另一家是在2017年發表電動

部長陳良基也表示：「因為電子技術

Tesla可以在亞洲其他國家尋求

是其核心，電動車應該是台灣可以發

滿足需要的供應來源，為何選了台

揮優勢的領域。」

灣？Tucker坦承：「我在工作期間到

行競科技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洪

曾任職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

過亞洲很多地方，包括拜訪中國、日

裕鈞(Royce YC Hong)解釋，該公

現在擔任台灣新創公司行競科技(Xing

本、韓國與泰國的工廠，但我看到台

司雖然有一款名為「Miss R」的電

Mobility)技術長的Azizi Tucker表示，

灣供應鏈的優勢；」在他看來：「台

動超跑，但其核心業務並非打造與

車品牌Thunder Power的淳紳(Electric
Power Technology，Eptech)。

他在Tesla扮演的角色是供應商開發資
深工程師：「我的工作是負責確保供
應鏈廠商能生產Telsa需要的零件，我
有大部份時間都待在台灣，協助推動
Tesla在林口的馬達工廠開始營運。」
隨著電動車馬達在台灣組裝，Tesla因
此在本地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供應鏈。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Taiwan
Telema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TTIA)秘書長周宗保預測，「在內燃機
引擎的時代，可能需要花五十年的時

行競科技的Miss R電動超跑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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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電動車整車，而是扮演電動傳動

車，並於2017年將電動車團隊獨立為

供應給諸如TRW等Tier One廠商或是

系統供應商；他指出：「行競科技選

Thunder Power EV這家公司。

汽車原廠是該公司營收的主要來源。
台灣也有許多車用LED照明技術

擇電動車跑做為研發平台，以及我們
具備最高規格性能指標的電動傳動

從零組件到子系統

供應商，例如佳欣光電(Auto Lighting

系統Electric Drivetrain技術之概念

台灣廠商能開發出令人驚豔的電動

Technology Co.)開發了三合一帶電

驗證。」

車(EV)整車平台，如行競科技的電

壓檢測之感應式LED晝行燈等創新產

這款超跑是限量打造(全世界僅19

動超跑Miss R以及淳紳的Thunder

品，積極投資技術研發來跟上汽車產

輛)，售價100萬美元；洪裕鈞表示：

Power，在本地生產汽車零組件的眾多

業需求；在被問到是否有計畫進軍新

「這讓我們能利用最先進的材料以及

中小型企業功不可沒；那些供應商能

興的適應性頭燈(AFS)市場時，該公

最積極的方法來實現性能目標，使得

製造從車用照明、抬頭顯示器(HUD)

司副總經理許進貴透露，明年就會看

傳統產業規範與方法無法實現的電池

，到懸吊系統、胎壓偵測器、煞車系

到該公司的相關解決方案。AFS會根

與傳動技術突破成為可能。」

統、輪胎與引擎零件等各種零組件。

據駕駛環境來最佳化汽車頭燈的光線
分佈。

R」與Tesla的第二

而 有 不 少 原 本 以 售 後 市 場

代、2020年式Roadster有甚麼不

(aftermarket)為主要活動領域的台

除了積極往供應鏈上游發展，台

同？洪裕鈞表示，相較於Roadster是

灣汽車零組件供應商，現在也力爭

灣汽車零組件產業的另一個新興趨勢

要模仿現代跑車的駕駛體驗，「Miss

上游，試圖成為一線汽車零組件供應

是整合；TTIA的周宗保表示，台灣的

R」擁有迥異的志向，也就是：「在

商(Tier One)與汽車原廠的首選合作

PC產業成功之道，就是能快速、及時

道路、賽道以及越野都達到意想不到

夥伴；舉例來說，南晃交通器材工業

進行子系統的開發：「畢竟這是甚至

的性能，並實現駕駛人過去從未有過

(Nan Hoang Traffic Instrument)，就

連Intel都難以企及的。」

的多樣化駕駛體驗。」

將自己定位為台灣「最具規模摩擦材

「Miss

洪裕鈞將Miss R形容為「世界第

料產品製造商」。

現在台灣廠商正在利用這種固有優
勢經營汽車產業；周宗保舉例指出，富

一款同時具備道路與越野性能的電動

南晃董事長鄭丞焜(Austin Cheng)

田電機就為電動車應用打造了整合動力

超跑」，配備四輪扭力導引傳動系統

在4月上旬舉行的年度台北國際汽車零

單元(馬達)、驅動單元以及控制單元於

以及驚人的速度表現，由四個獨立的

配件展(Taipei AMPA)上介紹，該公司

單一模組的「三合一」解決方案，能為

350V電動馬達提供動力，可在1.8秒

已經通過一系列ISO品質認證，並建立

電動車業者節省空間、成本與故障率，

之內完成0到100公里加速、5.1秒內

自有品牌仰博(Yang Po)，推出高性能

也「提升了安全性，並將對其他電子裝

達到0至200公里時速，最高可達270

獨家陶瓷煞車片；他也坦承，將產品

置的EMC干擾最小化。」

公里時速。
不過，洪裕鈞強調，行競科技無
意與其他電動車廠商競爭，該公司的
任務是為世界上任何一家車輛製造商
提供電氣動力；換句話說，當Tesla
的雄心是成為世界級車廠的同時，
「我們致力於成為商用與休閒車輛製
造商的動力傳動系統供應商。」
Eptech則是另一家台灣本地電
動車業者，但該公司並非新創，成立
於1987年，是以電動工具機製造起
家，生產並銷售手持式電動工具機與
零組件；該公司在十多年前就曾宣佈
展開電動車研發專案，2015年在法
蘭克福車展(Frankfurt Auto Show)
發表了Thunder Power電動房車概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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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晃交通器材工業在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推廣自有品牌陶瓷煞車片

業界趨勢

2018年全球MEMS風雲錄
Junko Yoshida

人類的能力。」

無論是博世(Robert Bosch)還是意法

致動器創造530億美元的營收，而汽車

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ST)，

應用則有205億美元。MEMS的下一波

MEMS中最熱門的趨勢是感測器融

都沒能在2017年的全球微機電系統

趨勢將會是工業4.0 (46億美元)、醫療保

合。透過將多個感測器整合至一個封裝

(MEMS)市場排名中拔得頭籌。今天，

健(23億美元)和語音處理(14億美元)。

中，MEMS可以擷取「全方位環境感
知」，Mounier解釋說。

世界上最大的MEMS供應商是— 博
通(Broadcom Inc.)！

MEMS進化

別忘了，隨著感測器整合在一起，

誰想得到呢？

回顧在1980和1990年代初期的

用戶期望多感測器套件的軟體結合感官

根據法國市場調查公司Yole

MEMS，Mounier指出，當時的MEMS

資料後，還能夠產生更高度度的智慧。

Développement發佈的MEMS最新

完全與檢測機械運動、壓力或衝擊的基

下一個里程碑可說是感測器和人工智慧

報告，去年，博通的排名首次超過了

本感測器脫離不了關係。他說：「但那

(AI)的「伏爾甘」(Vulcan，羅馬神話

MEMS產業中的所有常見對手，這都

些感測器並不是很精確。」

中的火與工匠之神，其司掌的熔爐被視

要歸功於射頻(RF) MEMS的熱銷。

進入21世紀，用於MEMS的電子

為神奇的源泉)心靈融合能力。

在與《EE Times》的電話採訪

和材料改善後，讓感測器足夠精確以

儘管感測器融合技術在汽車和智慧

中，Yole的MEMS元件和技術資深分

測量物體。Mounier說，MEMS已可使

型手機中的應用已非常流行，但該產業

析師Eric Mounier解釋，由於4G的複

用旋轉感測和可見光管理(DLP)。而在

針對應該在哪裡進行融合仍然存在分

雜性迫使手機必須支援多頻段，從而

2000-2010年中期，聲音和紅外線(IR)

歧。一些公司開始在更接近感測器的

引發對於RF濾波器無與倫比的需求高

波長也被加進MEMS技術中。

位置處理資料。其他人則主張後端的資

峰。隨之而來的是對於RF MEMS的市

簡言之，MEMS從實體感測器轉向

場需求暢旺。他指出，隨著業界轉向

光管理(如微鏡)，然後是紅外線感測(微

5G，這種現象只會加劇。

輻射熱測量計)。麥克風以及語音，也

Yole將RF MEMS (BAW濾波器)

助長了MEMS的發展。

料融合。Mounier坦承，業界對此的爭
辯不曾稍歇。

成長最快的感測器？

視為推動整個MEMS市場最強勁的

MEMS革命帶來了第一款超越人

現在，按照元件類別來解析感測器營

引擎之一。Yole預測，如果不包括

類感官的感測器。據Mounier說，如

收，2017年CMOS成像營收高達134億

RF，MEMS市場在2011-2023年間將年

今，MEMS和感測器的發展以其於「超

美元，位居排行榜第一，其次是RF、

成長9%；若再加上RF MEMS，則整個

音波、遙感超譜(hyperspectral)、RF

雷達和指紋感測器。

MEMS市場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可

和其它方面的感測能力，已經遠遠超

但是，如果你問2023年成長最快

望達到17.5%。
二十年前，MEMS在整個IC市場上
可能被視為一種另類的利基應用。現
在則已大相徑庭。2017年，MEMS、
感測器和致動器(actuator)佔全球晶
片銷售額4,200億美元的11%。而
且，MEMS在整個半導體市場的佔有
率還會更進一步增加。Mounier預測，
到2023年將增加到「15%~20%」。
行動(mobile)和汽車是進一步推動
MEMS需求的兩個最大領域。Yole預
測，2023年的行動應用將為感測器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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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全球主要的MEMS業者表現強勁成長

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業界趨勢
該公司將代工業務從2016年的4,100萬

的感測器，那麼，3D最受青睞。針對

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TI)

光達(LiDAR)的高需求，Mounier看好

也一直在苦苦掙扎，因為微鏡是其唯一

3D感測器的CAGR將會達到40%。

的MEMS產品。Mounier說，TI的成功取

然而，對於Mounier而言，

決於光達。如果微鏡可以成功地用於光

最令人意外的是位於荷蘭埃因霍芬

達，TI的MEMS業務將發生重大改觀。

(Eindhoven)的飛利浦創新服務公司

MEMS風雲榜

美元擴大至2017年的5,000萬美元。

(Philips Innovation Services)。脫胎於

MEMS產品多樣化，並受到各細分市
場的驅動。其結果是，MEMS供應商

MEMS代工廠有誰？

飛利浦研發(Philips R&D)而獨立後，

的贏家和輸家往往是風水輪流轉。

2017年，受惠於惠普(HP)的噴墨列印

該公司似乎吸引了許多不願透露名稱

業務，意法半導體仍能執MEMS代工

的客戶。Philips Innovation Services

廠的牛耳。

致力於設計、開發和提供客製MEMS

目前，博通的MEMS業務展現最強
勁的成長幅度，這可歸功於RF MEMS

當問及代工市場的顯著變化

元件和組裝微型元件。其MEMS代工

博世在市場上排名第二，依然是最

時，Mounier列舉了若干驚喜。他提

廠號稱有140名專家，這家荷蘭公司提

穩健的MEMS業者之一。據Mounier觀

到加拿大公司Teledyne DALSA的強勁

供「MEMS原型、MEMS製程開發和

察，由於博世涵蓋兩種差異化的MEMS

成長。Teledyne DALSA在一年內將銷

MEMS製造」。

市場領域(消費者和汽車)，為避免損失

售額提高了1,000萬美元，在2017年達

而兩方下注，使得博世在確保穩定成長

到了6,000萬美元。這家加拿大公司稱

MEMS的未來

方面「相當成功」。

市場成長。

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純粹MEMS代

發明新型MEMS技術並嘗試不同材料

相反地，意法半導體的MEMS業務

工廠之一」，擁有跨多種元件類型生產

的新創公司，正積極推動MEMS朝向

則「面臨挑戰」，Mounier說，這主要

的能力。其產品包括用於電信的微鏡、

多樣化的未來進展。

是因為蘋果(Apple)是意法半導體的唯

用於遊戲控制器的陀螺儀感測器、用於

USound是一家熱門的MEMS新

一大客戶。同時，意法半導體一直難

微型醫療系統的微流體元件，以及用於

創公司，它「進展十分迅速，將在

以在汽車和工業MEMS市場有所斬獲。

汽車的壓力感測器和慣性感測器、用於

2019年推出MEMS微型揚聲器」。

智慧手機的麥克風等。

而壓電麥克風公司Vesper，最近則

樓氏電子(Knowles Electronics)

瑞典公司Silex Microsystems則是

從包括亞馬遜(Amazon)在內的投

另一家發展迅速的純粹MEMS代工廠。

資方籌集了2,300萬美元。Mounier

的MEMS營收表現持平，主要原因是
MEMS麥克風市場競爭加劇。

公司

成立時間

總部

核心技術

Adasky

2015年

以色列

遠紅外線(FIR)感測器

AEye, Inc.

2013年

美國加州

iDAR光達技術最佳化資料收集

美國麻州

電池供電的FTIR感測器ChemPen，可檢測氣/液體

Block Engineering
Chirp Microsystems

2013年

美國加州

單晶片的MEMS超音波ToF感測器

eLichens

2014年

法國

超低功耗CO2感測器

備註
2017年6月首輪投資籌集1,635萬美元

Innoluce B.V.

2010年

荷蘭

雷射掃描模組、1D MEMS微鏡

2016年10月由英飛凌收購

Innoviz

2016年

以色列

車用光達雷射感測器

總資金8,200萬美元

MEMS Drive

2014年

美國加州

光學成像像穩定技術、5軸OIS感測器

2016年籌集1,100萬美元B輪資金

Menlo Micro

2016年

美國加州

6通道SPST機械開關、數位微型開關平台

2016年籌集1,870萬美元

Mistic

2016年

法國巴黎

基於鈦的MEMS技術

Proteus Digital Health

2001年

美國加州

‘Digital Medicines’可吸收感測器

速騰聚創

2014年

中國深圳

HD MEMS固態光達

Tikitin

2016年

芬蘭

MEMS諧振器

至今籌集4.223億美元

RoboSense

USound

2014年

奧地利

壓電MEMS微型揚聲器

1,100萬歐元VC和600萬歐元公開投資

Vesper

2009年

美國波士頓

低功耗MEMS壓電麥克風

迄今籌集4,000萬美元

VTT 芬蘭技術研究中心

2015年

芬蘭

高光譜成像技術

Zebra Analytix

2018年

美國亞利桑納州

基於MEMS的微型氣相色譜系統

全球17家最值得關注的MEMS新創公司

製表：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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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隨著汽車產業對於光達的持續

他還談提到了「為生物相容性醫療

在Yole協助下，《EE Times》整

需求，RoboSense和Innoviz等光

裝置製造鈦MEMS」的法國初創公

理了17家值得關注的MEMS新創公

達公司也引起了諸多關注。Chirp

司—Mistic。

司。Mounier並提醒說，這份清單並
非詳盡無遺，但讓我們一窺MEMS發

Microsystems (主打3D感測技術)則
在今年早些時候被TDK收入麾下。

值得關注的MEMS新創公司

展走向的脈絡。

引領新技術進展 Imec最新研究成果亮相
Rick Merritt

在日前於比利時舉行的年度Imec技術論

至今仍不明朗。

壇(Imec Tech Forum；ITF)上，來自全

Imec物聯網(IoT)總監Katherine

球的研究人員深入探討多項專案的最新

Philips表示：「目前仍然充斥著多種選

研究進展，反映當今電子學研究的深度

擇，但卻沒有進一步的監管或標準化給

和廣度，包括進一步探索先進CMOS技

予指導方向—而且市場也還在不斷湧

術背後的分子物理學，以及對於最新技

現中。」

使用混合3D電路堆疊等技術。

術政策的辯論等。
由於「歐盟通用資料保護條例」

提升無線元件速度

(GDPR)上路，Imec研究人員展示雷達

Imec描述了一項探索三五族(III-V)製程

作為監控攝影機的替代方案，在保護個

和新電路設計的新計劃，以打造更快、

人身份的前提下提供資料。這些系統瞄

更高效且仍相容於CMOS製程的射頻

準用於智慧建築、感測並追蹤移動的

(RF)元件。該技術旨在服務從5G蜂巢

到目前為止，Imec為該計劃招集了

機器人，以及人類的呼吸和心率等生

式網路到太赫茲(THz)成像的廣泛應用。

四家代工廠和無晶圓廠合作夥伴。該研

研究人員致力於這方面的努力，有

究機構認為，這項計劃將在高速有線網

相較於大多數的攝影機，雷達可在

一部份是受到需要更小蜂巢式前端模組

路、成像和60GHz以上蜂巢式回程網路

黑暗中運作、提供3D影像資料，而且

以支援越來越多頻段的驅動。此外，其

等領域實現衍生的更多優勢。

更易於融入環境中。然而，雷達的成本

目標也在於減少相控陣列中所需的天

較高，部份原因就在於其產量較低。

線數量。

命徵象。

為了滿足未來所需要的速度，RF元件必須升
級到使用III-V族材料，且仍然相容於CMOS
製程

另一項研究計劃由位於佛羅里達州
奧西歐拉郡(Osceola County, Florida)

Imec高速類比RF計劃經理Nadine

的Imec實驗室進行開發，致力於打造

Collaert表示：「蜂巢式系統所需的開

一款可調諧0~1.3-THz成像系統的原

關、功率放大器(PA)和濾波器數量似

型。其目標在於大幅削減當今雷射掃描

乎每一世代都會增加一倍，如今，5G

器的成本達一半以上，使其得以用於檢

還增加了毫米波(mmWave)的支援。」

測從消費品包裝到核電廠螺紋鋼筋等各

該計劃體認到CMOS已無法跟上所

種用途。

要求的速度，但III-V族製程技術看來則
雷達訊號可用於檢測心跳和呼吸，但並未達
到醫學級的準確度
來源：Imec

有較好的發展前景。例如，她說，氮化

為固態鋰電池充電

鎵(GaN)「可應用於基地台，我們認為

業界對於電動車(EV)市場加速進展的預

研究人員的展示包括7GHz和

這對於[毫米波]小型蜂巢式基地台以及

期，推動著對於更密集、更安全的電池

甚至是手機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興趣。Imec目前正與業界夥伴合作，

77GHz雷達，分別使用各種不同的機
器學習演算法來追蹤機器人的動作。不

該研究計劃尋求透過CMOS整合更

過，哪些頻率最適於智慧建築用雷達，

多新製程和設計的方式。它將探索諸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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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的鋰離子電池中採用矽作為陽極
替代石墨，從而提高了50%的密度。

• 正弦波输出(+13dbm)

振幅校平
10 MHz•分配放大器

• 低附加相位噪声
•• 高通道对通道隔离
正弦波輸出(+13dbm)
• 振幅校平

• 高回波损耗

• 低附加相位雜訊
• 高通道對通道隔離
• 高回波損耗

FS730和FS735系列...起价1375美元（全球通价格）
FS730
系列...起價1595美元 (全球通價格)
来自 SRS 的 FS730 和
FS735和
10FS735
MHz分配放大
详情请浏览 www.thinkSRS.com.
器为挑战性的信号分配任务提供最先进的
解决方案。

阻截输入噪声。几乎任何一个具近50 %占
這些分配放大器使用輸入限制器設計，可
空比的 10 MHz 波形均可用作输入。
去除訊號幅度調製，提供固定振幅輸出和
阻截輸入雜訊。幾乎任何一個具近 50% 佔
MHz 波形均可用作輸入。
空比的
FS73510
模型在后面板具十四个
10 MHz 的输
出 BNC 连接器, 并在前面板安有状态指示

FS735 模型在後面板具十四個 10 MHz 的
灯。 半机架尺寸的 FS730 模型提供七个10
輸出 BNC 連接器, 並在前面板安有狀態指
MHz 的输出端,
备有台式和机架两种款式。
FS730 模型提供七個
示燈。
半機架尺寸的
10 MHz 的輸出端，備有臺式和機架兩種
具优秀的混合和匹配能力, 该 FS735 也可将
款式。

10 MHz ，5 MHz，宽带，和 CMOS逻辑分

具優秀的混合和匹配能力,
該 FS735 也可將
配放大器并排配置以供其它应用。多个单
10位可以菊花链连接，便于扩展。
MHz ，5 MHz，寬頻，和 CMOS 邏輯分
配放大器並排配置以供其他應用。多個單
位可以菊花鏈連接，便於擴展。

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2-2655-2200
傳真：886-2-2655-2233
Email：sales@teo.com.tw

单边带相位噪声 (dBc/Hz)

來自 SRS 的 FS730 和 FS735 10 MHz分配放
大器為挑戰性的信號分配任務提供最先進
这些分配放大器使用输入限制器设计，可
的解決方案。
去除信号幅度调制，提供固定振幅输出和

基于AGC的放大器
削弱宽带噪声。

基於AGC的放大器
削弱寬頻雜訊。

FS730/FS735使用
限制器以消除杂散
和维持低噪音。
FS730/FS735使用
限制器以消除雜散
和維持低噪音。

偏移载波频率 (Hz)
偏移載波頻率 (Hz)

10 MHz 分配放大器的附加相位噪声:
限制器 vs. AGC 设计

業界趨勢
鋰離子預計即將達到矽陽極的極

集您的心率等各種資料的能力了。這

教魯汶大學(KU Leuven)取得材料模擬

限。下一個重大的飛躍進展是最終在固

正是Imec研究人員在實驗室中追求的

和分析博士學位後加入該研究機構，開

態電池中使用鋰金屬。有鑑於目前面對

顯示技術概念— 這種顯示器技術能

始探索影響先進CMOS製程的各種分子

的各種研究障礙，這種電池可能還有十

夠在AMOLED上產生每平方英吋超過

級現象。當時，代工廠才開始採用極紫

多年的時間才能開發出來。

1,000個畫素。

外光(EUV)微影技術打造接近20nm的
特徵尺寸。

來源：Umicore

比利時一家擁有電池專業知識的材料和回收
公司Umicore，展示其電池技術的開發藍圖

Imec的研究方法還可用於解決掌紋問題

材料工程師正在研究陽極和陰極材

Imec正為這種顯示器原型研究新型

料之間的新型功能塗層。這種塗層可作

讀取電路—該顯示器是在緊鄰OLED

為離子與電子之間的介面，用於延長其

旁製圖薄膜光電探測器而製造的。目

密度並加快充電時間。

前，至少有兩家智慧型手機製造商參與

渲染逼真的全息圖

了這項計劃。

在遙遠的銀河系中，投射出莉亞公主

LoRa打造防洪監控利器

Imec研究人員Sergiu Clima很早就開始以
模擬途徑探索奈米級效應

(Princess Lei)的全息圖仍然是不可知的

Imec資深研究員Johan Bergs展示了目

低成本液體冷卻技術

未來。但是，在Imec鄰近的大學中，教

前部署於比利時安特衛普(Antwerp)北

Google最近宣佈使用液體冷卻技術支援

授Peter Schelkens正在探索實現這一目

部的一個測試系統，關鍵在於其中利用

其最新的人工智慧(AI)加速器。預計其

標的道路。

15個LoRa節點。該LoRa網路可在洪水

他業者可能也需要類似的熱支援技術，

Schelkens展示使用電腦產生的影

開始襲捲城市供水系統之前，即時且準

因此，Imec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能以

像和全息編解碼器打造數位全息圖的

確地向第一緊急應變中心發出警報。

3D列印打造的塑料元件。

最新進展，這項計劃有助於使Denis
Gabor在1948年首次發現的技術向前
邁進一大步。

LoRa導入Antwerp智慧城市的試點計劃

這只是Imec和市政府之間廣泛合作
的案例之一，它使Antwerp成為專注於
物聯網計劃的一座開放實驗室。它在法
蘭德斯(Flanders)地區建構的開放資料
準則管理下順利運作。

智慧型手機螢幕上的指紋…

液體冷卻器現在也能以3D列印塑料元件打造

研究人員聲稱，這種塑料元件可以

以64K x 64K解析度顯示的粗略全息圖

提供較當今技術更高五倍的熱釋放效

如今，全息圖已經用於顯微鏡，但

率，因為它可以將液體直接輸送至封裝

來自微軟(Microsoft)和輝達(Nvidia)等

中，而無需使用一般的中介熱層。

公司的宏觀全息圖仍然使用相對較小
的畫素集。計算、傳輸和渲染逼真的

想像一下，如果您的手指觸摸了手機
顯示器表面的任何部份，就可以解鎖

回歸原子級

Princess Leia所需的密集畫素雲，為

智慧型手機，那麼它其實已經具備收

Imec研究人員Sergiu Clima在荷語天主

Schelkens等學者帶來了諸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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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自動駕駛車何時可「行」？
Susan Hong

自動駕駛技術可望打造更智慧安全的

作—「自動駕駛車的機會、策略與突

行車環境，但隨著接連發生自動駕駛

破」中的預測：「共乘」(ridesharing)

車事故，社會大眾如今對自動駕駛車

將成為Level 4自動駕駛車的第一個市

有什麼看法和期待？何時才能真正搭

場，它將發生在都會區等限制行駛路

上安全無虞的自動駕駛車出遊？這是

線或範圍的環境中，同時還可能帶來

今年五月在美國德州奧斯汀舉行的年

顛覆性的革命— 未來我們不一定會
車監控的測試車輛。」他打趣地比喻

擁有高度自動化的車輛，而是更普遍

在這場名為「未來將從此改變：

說，就像你在搭飛機時聽到機長說

採用共乘服務！

自動駕駛車的影響」專題討論上，主

「大家好，我今天將會採用自動駕駛

Khouri看好在未來的5~6年內，大

持人— 國家儀器(NI)全球銷售與行

模式」以及「大家好，你們現在採用

家就可以共同搭乘這樣的無人車到許多

銷副總裁Eric Starkloff，從近來發生

的是自動駕駛，我先下飛機了」，二

城市旅行了。但Smith指出，自動駕駛

的自動駕駛測試車意外作為起點，邀

者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是一種涵蓋廣泛應用與商業案例的技

度NIWeek上引發熱烈討論的話題。

請來自汽車、半導體與學術領域的專

恩智浦半導體(NXP) ADAS副總裁

術，應用相當多元，因此，未來並不

家共同探討如何實現自動駕駛技術、

Kamal Khouri同意這個看法，「畢竟

會只有一種應用，例如車隊部署也是

人們對於自駕車技術的瞭解與期待，

這是一次測試環境的失誤，而非自動

早期將會出現的應用之一。

以及確保這些自動系統安全可靠所面

駕駛車本身。」因此，它必然會進入這

Aspinall同意共乘服務將顛覆現

臨的挑戰等議題。

樣的討論與對話過程，但並不會阻礙業

有的經濟模式，「新一代高度化自動

針對Uber在美國亞利桑納州發生

界持續推動自動駕駛技術前進的力量，

系統帶來的好處，將為車隊營運節省

的致死事故，參與討論的小組成員們

反而有助於從中學習經驗教訓，並確保

大量資金。例如連網汽車能上傳各

都同意這起事件完全是測試環境的失

不會重蹈覆轍。

種資料，有助於執行強大的維修或車

誤，而非量產就緒的軟體問題。但這

如今，我們也看到一些相關的測試

隊管理，而動力傳動的電動車(EV)能

樣的意外是否會影響社會大眾對於自

標準出現，像是針對如何進行感測器融

控制充電範圍或電池尺寸，讓車隊更

動駕駛的接受度？甚至延遲技術導入？

合以及為其測試的API等，以及美國汽

有效率地執行任務、節省燃料費用以

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車工程師學會(SAE)針對自動駕駛進行

及提高車子的耐用性。擁有這些新技

South Carolina)法律系助理教授Bryant

分級。Khouri指出，一旦這些標準組

術的車隊，無論在維修和升級都很迅

Walker Smith表示，儘管車禍或錯誤無

織介入並開始導入其安全準則，將進

速，從經濟到共乘等各方面都極有發

法避免，但並不表示無法杜絕某一種特

一步促進可利用的API出現，並藉由

展潛力。」

定的錯誤或車禍意外。我們可以批評

資訊的共享與學習推動更安全且快速

導致Uber意外的硬體與軟體性能，因

的技術進展。

自動駕駛承諾了一個更智慧、安
全且更舒適的未來，但事實是在那之

為那是一次測試失誤，無論是軟體和

Faraday Future動力傳動製造經理

前發生的車禍與致死意外(儘管它只是

硬體都還不是量產就緒(production-

Richard Aspinall則從汽車製造商的立

測試車…)等代價。這是一個兩難的問

ready)的。

場表示，製造商一直在等待這一類標準

題。或許就像Smith在討論中說的，

事實上，無人駕駛的車輛目前還

或準則出現，它確實有助於業者更有信

當新技術解決問題的同時，往往也製

不能上路行駛，但人們對於自動駕駛

心，從而將關注重點放在開發與汽車銷

造了新的問題或失誤。未來的自動駕

車卻存在一些誤解。Smith說：「他

售相關的計劃。

駛車還會帶來哪些新的問題？儘管未

們認為目前在路上行駛的是無人駕駛

那麼，未來的自動駕駛車會是什麼

來難以預料，但至少希望所有的新問

車，其實不然。現在看到的都還只是

樣子的？它離我們還有多遠？Starkloff

題加總小於原有的問題(如果我們能

配備駕駛輔助功能或配置安全人員隨

分享了Michael E. McGrath在其著

「量化」這些問題)…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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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因應AI朝邊緣移動趨勢
廠商競推新方案
Judith Cheng

隨著物聯網(IoT)不斷擴張其應用版
圖，以及人工智慧(AI)功能從雲端往終
端設備邁進，為因應數量越來越龐大
的資料與即時處理需求，並分擔傳統
雲端架構的運算負荷，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儼然成為當紅技術；根據
市場研究機構TrendForce旗下拓

產

業研究院預估，2018年至2022年全
球邊緣運算相關市場規模的年複合成
長率(CAGR)將超過30%。
FPGA供應商萊迪思半導體(Lattice

NXP EdgeScale平台能為IoT終端提供安全屏障

Semiconductor)亞太區資深事業發展經

運算方案得具備的必要條件，除了毫瓦

TensorFlow等深度學習框架至FPGA的

理陳英仁表示，邊緣運算方案能解決延

(mW)等級的低功耗、適合大量佈署於

神經網路編譯器，以及Lattice的Radiant

遲、頻寬限制、防止物聯網設備斷線(無

消費性產品的低成本、小型化尺寸，更

和Diamond設計軟體。Lattice可提供包

法連結雲端)，以及越來越受到重視的隱

重要的是能支援少量、多樣化的設計

括臉部辨識/追蹤、關鍵字檢測、物件

私保護問題(將個人資料在設備端先處

需求，以及支援各種傳統介面的靈活

計算以及速度標誌檢測等參考設計，並

理)，而將例如臉部辨識/追蹤、關鍵字

性；Lattice的sensAI即是一種符合以上

與生態系統合作夥伴提供客製化設計服

偵測等熱門AI功能與物聯網終端節點、

條件，結合了模組化硬體套件、神經

務，支援智慧家庭、智慧城市以及智慧

閘道器等結合，可說是2018年的主流趨

網路IP核心、軟體工具、參考設計、客

工廠、智慧汽車等等應用。

勢；他引述研究機構Semico Research

製化設計服務的技術堆疊平台，號稱能

的預測指出，結合AI的網路邊緣裝置數

加速將機器學習推論整合至物聯網邊緣

在雲端與終端之間再添安全防線

量將在未來五年以110%的CAGR呈現

裝置。

不同於鎖定物聯網終端裝置的邊緣運

爆發式成長。
而陳英仁也表示，物聯網裝置邊緣

萊迪思半導體亞太區資深事業發展經理
陳英仁展示sensAI開發套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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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tice的方案特別偏重對低功耗裝

算方案，恩智浦半導體(NXP)則是以

置的支援，能與物聯網邊緣裝置中的微

名為EdgeScale的軟體平台，為佈

控制器(MCU)或處理器互補；陳英仁指

署大量連網設備與感測器節點的智慧

出，因為AI演算法的複雜性，往往需要

工廠等應用的開發人員，提供在雲端

較長時間的最佳化過程，特別需要能因

與終端之間添加一套安全機制的方

應變化的彈性，此時FPGA元件正能發

法；Edgescale可支援不限數量邊緣

揮其優勢。sensAI的模組化硬體平台包

裝置的管理，在遠端自動更新與配

括以ECP5元件為基礎的視訊介面平台

置軟體，並採用了NXP的硬體可信任

(VIP)，以及基於iCE40 UltraPlus元件的

架構，能支援安全啟動、安全金鑰儲

行動開發平台(MDP)；在IP核心部分則

存、製造保護、硬體資源隔離與運轉

支援卷積神經網路(CNN)與二進位神經

時間防篡改偵測等重要功能。

網路(BNN)加速器。
軟體工具部分則包括從Caffe、

EdgeScale包括裝置與雲端
服務的軟體套件，可支援包括AWS

創新天地
Greengrass、Google Cloud IoT、阿里

端設備資料的安全性。

NXP數位網路事業部資深行銷總監

雲以及其他私有雲端架構，搭配採用該

在6月初舉行的年度台北國際電腦展

Nikolay Guenov指出，有部份雲端業者

公司Layerscape系列晶片與i.MX處理器

(Computex 2018)期間，NXP也宣佈了

也會推出類似EdgeScale的邊緣解決方

的邊緣閘道器，能實現安全、低延遲的

與多家系統供應商針對利用EdgeScale

案，但多是以提升使用者體驗、在資料

資料傳輸以及工業物聯網的時效性網路

平台佈署安全的邊緣運算基礎架構攜

中心端的改善為主；而NXP比起雲端服

(TSN)需求。NXP數位網路事業部軟體工

手合作，包括智邦科技(Accton)、達

務業者，對終端硬體的熟悉程度會更

程資深總監Justin Yang指出，EdgeScale

創科技(DNI)、Imago Technologies、

高，能提供從物聯網節點、閘道器到雲

方案可協助物聯網設備業者或服務業者

新漢(NEXCOM)、Scalys與神準科技

端邊緣的廣泛解決方案。此外NXP也將

將裝置底層的軟硬體統一化，順利與各

(Senao Networks)等廠商，都將推出結合

持續擴大軟體現場應用工程(FAE)團隊

種雲端服務對接、實現獨特的商業模

EdgeScale技術的產品，包括嵌入式視覺

的規模，為全球客戶提供針對不同需求

式，除了能簡化開發成本，也能保護終

系統、工業物聯網閘道器等等。

的在地服務。

專為處理器量身打造的PMIC
Anthea Chunag

眾所周知，主處理器可以在電力使用

電腦等領域。因此羅姆半導體利用自身

的排行榜上，高居榜上前幾名。因此

在處理器電源管理晶片研發能力，開發

無論是應用在何種領域的處理器，都

出整合i.MX 8M處理器系列所需電源軌

需要電源管理晶片(PMIC)的協助，讓

(Power Rail)和機能的電源管理晶片。

整體功耗與能源使用效率都可以達到

新的電源管理晶片除了具有95%

最佳表現。

最大功率轉換效率的DC/DC轉換器之

何以處理器得尋求「合拍」的電源

外，也將系統所需要的電源和保護功能

管理晶片？電源管理晶片扮演著協助處

融合在單一晶片中。此外，新處理器晶

理器各項工作模式電源供應調節的重要

片也不因為內建i.MX 8M專用的電源開

角色，兩者若能相輔相承，完美搭配，

關定序器，而犧牲一些物聯網設備小型

將可打造各種滿足市場與消費者需求的

化、省電的需求。

應用產品。羅姆半導體(Rohm)台灣設

不僅如此，新的電源管理晶片還具

計中心所長林志昇表示，有鑑於此，

備可根據系統用途客製化調整及縮短應

羅姆半導體憑藉多年研發電源管理晶

用裝置開發時間等特性，相關終端應用

片的技術能力，與英特爾(Intel)、瑞

開發業者可利用羅姆半導體的電源管理

薩電子(Renesas)與恩智浦(NXP)等處

晶片完整的周邊應用設計指南等技術支

理器業者合作，專為其處理器系列產

援文件，與SoM(System on Module)

品打造專用的電源管理晶片。

公板，進一步縮短產品開發時間。

BD71837MWV方塊圖；將系統需要的
功能融合在1顆晶片中

採用新產品後，可以大幅減少安裝面積
和零件數

隨著今年初NXP於MWC發佈新一

事實上，有許多處理器業者自身也

度、更有成本優勢、更有效率等目標。

代i.MX 8M處理器，羅姆半導體也隨

進行電源管理晶片的研發。林志昇解

林志昇並透露，新一代的電源管理

之推出為該系列處理器量身訂做的電

釋，羅姆半導體在電源管理晶片累積

晶片雖是為NXP新處理器量身打造，但

源管理晶片。林志昇指出，NXP新一代

的研發能力，處理器業者有目共睹，

若是其他處理器業者的產品亦是基於

處理器應用領域涵蓋音樂、語音、視訊

因此即便處理器廠商也有電源管理晶片

Arm Cortex-A53處理器核心所開發，

處理方面，運用範圍包括從家用物聯網

產品，還是會選擇羅姆半導體電源管理

也可搭配使用此新的電源管理晶片，

(IoT)影音設備到工業智慧建築、行動

晶片與其處理器搭配，以達到更高整合

只需透過一些調整即可。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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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中國 — 全球科技

ASPENCORE 全球雙峰會
• 全球 CEO 峰會
• 全球分銷與供應鏈領袖峰會
同期舉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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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媒體：

贊助商：
立创商城
WWW.SZLCSC.COM

青 铜 飞 讯

青 铜 飞 讯

青 铜 飞 讯
ELECTRONICS

領袖雲集，共話未來
誠邀參加 11 月 8-9 日在中國深圳舉行的電子業頂級盛會
— 全球 CEO 峰會及全球分銷與供應鏈領袖峰會，共議影響
世界的新技術及其帶來的機遇。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子產業
鏈上下游領袖共聚一堂，期待您參與這次全球對話！

魏少軍

Jean-Marc Chery

Tyson Tuttle

戴偉民

CSIA IC 設計分會理事長

意法半導體 CEO

Silicon Labs CEO

芯原 CEO

José Franca

盧超群

葡萄牙前教育國務卿

鈺創董事長及TSIA理事長

Lars Reger

Victor Peng

恩智浦汽車業務部門 CTO

賽靈思公司全球總裁及CEO

Paul Boudre

Luca Verre

夏磊

楊林傑

Soitec CEO

Prophesee CEO

拍明芯城 CEO

立創商城 CEO

立即報名
活動贊助或咨詢，請聯係 Michael Sun Email: Michael.Sun@aspencore.com
更多活動詳情，請登錄活動官網：www.doublesummits.com/cn

創新天地

新一代PCIe SSD控制晶片
傳輸效能上看3.5GB/s
Susan Hong

隨著PCIe儲存市場日趨成熟，慧榮科
技(Silicon Motion Technology)繼兩
年前推出第一代PCIe固態硬碟(SSD)
控制器並創下超過500萬顆銷售佳績
後，在今年的Computex進一步發表
全新的PCIe SSD控制晶片系列，支援
PCIe Gen3 x4 NVMe 1.3規格，並提
供涵蓋低中高階市場的多樣化選擇。

圖1：慧榮科技在Computex 2018發表全系列PCIe SSD控制晶片

據慧榮科技產品企劃部專案經理鄭
元順介紹，該公司在兩年前推出第一代
PCIe SSD控制器SM2260，不僅獲得英
特爾(Intel) 600P SSD採用，並首度將
PCIe SSD帶到了大眾市場，由於其價
格相當於SATA，但展現PCIe的高效
能，因而獲得市場青睞。
最新推出的PCIe NVMe SSD控制
晶片解決方案包括專為超高速Client

圖2：預計在今年下半年就可看到64L QLC NAND量產

SSD設計的SM2262EN、為主流市場

則高達420K IOPS，整體效能較第一代

的合作互動中掌握產品開發的規格和

開發的SM2263EN，以及適用於BGA

SM2260提升至少30-60%。

方向。他預計自今年下半年起，64層

SSD的SM2263XT DRAM-Less控制晶

新的控制晶片採用創新的IC架構，

片，均採用該公司專有的韌體技術，

製程也從上一代的40nm進展至28nm

包括端到端資料路徑保護、SRAM

製程，再加上硬體與韌體的改善，使

針對資料保護，鄭元順強調，相較

ECC、結合LDPC和RAID的最新第五代

其功耗大幅降低。鄭元順說：「28nm

於CPU和顯示卡等硬體，SSD中的資料

NANDXtend ECC技術，並支援全線最

HPC製程穩定且速度快，使其十分省

更重要。因此，新系列控制晶片均搭載

新3D TLC和QLC NAND，滿足儲存裝

電，電池消耗減少超過30%。功耗跑

端對端引擎，「透過1bit的糾正和2bit

置的高效穩定需求。

分從第一代的85mW降低到55mW，同

的偵測，確保經過控制器的每一筆資

時支援PCIe的PS4模式，功耗可低至

料都經過檢查，讓資料出錯機率低至伺

2.5mW。」

服器等級。」此外，全系列產品均支援

SM2262EN是其前一代SM2262控
制晶片(用於英特爾760P SSD)的升級

(64L) NAND將陸續出貨，有些廠商還
可能推出96L的產品。

版，在效能、功耗、NAND支援以及

NAND支援方面，鄭元順指出，

資料保護方面均大幅提升。SM2262EN

慧榮是少數幾家與全球四大NAND集

支援PCIe G3×4 NVMe 1.3規格和8個

團—包括三星(Samsung)、英特爾/

在目前的PCIe SSD市場，儘管三星

NAND通道設計，並透過最新韌體技

美光(Intel/Micron)、海力士(SK Hynix)

在OEM與前裝市場均位居主流，但鄭元

AES引擎、TCG加密軟體以及認證韌體
機制，以避免破解。

術提升讀寫效能—最大循序讀取/寫

和東芝/WD (Toshiba/Western Digital)

順看好慧榮得以在後裝和DIY市場佔3成

入速度分別達到3.5GB/s和3.0GB/s，

都有合作的公司，不僅支援這些快閃

比重的發展潛力，未來將在此基礎上進

幾乎突破PCIe Gen3的瓶頸，隨機讀寫

記憶體大廠的3D NAND，也在彼此

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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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剖析海力士最新72L 3D NAND
Jeongdong Choe，TechInsights資深技術員

拆解分析機構TechInsights的分析師探
索了第四代3D快閃記憶體(flash)晶片
──海力士(SK Hynix)的256-Gbit 72層
(72L) TLC NAND，據稱是市場上最高
閘極堆疊的產品。
SK Hynix宣稱打造出業界首款72
層256-Gb 3D NAND快閃記憶體。相
較於48L 3D TLC晶片，這款創新晶片

各家64L與72L 3D NAND快閃記憶體單元
陣列效率比較
來源：TechInsights

的尺寸增加了50%，編程時間(tPROG)

4種解決方案中位元密度最高的，主要

更短，3.55Gb/mm 的記憶體位元密度

是因為採用名為CuA (CMOS under the

也較48L TLC增加了30%，並且具有

array)的獨特磚式(title)佈局。

2

NAND字串(NAND string)的雙堆疊製

64L與72L 3D NAND記憶體晶片位元
密度比較
來源：TechInsights

在3D NAND記憶體單元架構方
面，SK Hynix晶片堆疊了總共82個閘

程整合。

極，包括選擇器(selector)與虛設字元
線(DWL)；我們知道有72個閘極是用於
主動字元線單元，而最上方的三個閘
在SK Hynix的72L TLC NAND快閃
記憶體中，所謂的P-BiCS (Pipe-shaped
Bit Cost Scalable)單元，是利用管線式

64L與72L 3D NAND記憶體產品的垂
直單元效率
來源：TechInsights

極則是用於源極與汲極的選擇器閘極

holes)；新一代的72L記憶體單元則是

(SG)，剩餘的7個閘極應該是用於DWL

採用兩步驟蝕刻製程來製作通道電洞。

以及隔離閘極。

在管線閘極上，較低的42個閘極以及

在各家廠商的64L NAND元件中我

較上方的40個閘極，分別是以兩個不同

(pipe)閘極連結每一個NAND字串；從其

們看到：

的蝕刻步驟形成。而狹縫(slits)與子狹縫

佈局可見，該晶片包含4個平面(plane)

· Samsung採用了總數71個閘極，其

(sub-slits)則是以單步驟蝕刻形成，製程

中有3個用於SG，4個用於DWL；

以及雙面字元線開關/解碼器。
該記憶體陣列的效率約57%，是因
為相對較大的記憶體與其他周邊；而
SK Hynix的36L與48L產品記憶體陣列
效率則分別為67.5%與64.0%。此趨勢
顯示SK Hynix應該會為下一代晶片開發

· Toshiba/WD產品的閘極總數為73
個，7個用於SG，2個用於DWL；
· Micron/Intel產品的閘極總數為76

整合程序如下：
1. 管線閘極鑄模成形(下方部位)
2. 通道蝕刻(下方部位)
3. 犧牲層填入電洞；

個，2個用於SG，7個用於DWL。

4. 鑄模成形(上方部位)；

垂直單元效率計算方法，是主動字

5. 通道蝕刻(上方部位)；

元線的數量除以垂直堆疊閘極的總數；

6. 犧牲層移除；

相較之下，三星(Samsung)以及東

其結果就是該3D NAND記憶體單元架構

7. 通道成形。

芝/WD (Toshiba/Western Digital)的64L

的流程效率。SK Hynix 72L產品的垂直

Micron/Intel的64L產品採用雙堆疊

3D TLC NANS裸晶，則有超過65%的記

單元效率為87.8%，Toshiba/WD的64L

NAND字串架構，在上部與下部堆疊之

憶體陣列效率；不過，這些記憶體晶片

BiCS產品也是一樣；Samsung的64L

間有一個平板(plate)；而SK Hynix的

尺寸以及功能都差不多。

產品效率則為90.1%，而Micron/Intel的

72L產品則是採用兩步驟蝕刻製程，而

64L產品效率則為84.2%，如下圖所示。

非雙堆疊NAND字串，工程師必須要嚴

的位元密度為3.55 Gbits/mm ，高於

SK Hynix先前的36L與48L產品是

密控制製程步驟，以避免上下部位的

Samsung/WD的64L晶片；而美光/英特

採用單步驟蝕刻製程來製作分別為43

通道電洞未對齊；該電洞的尺寸在256

爾(Micron/Intel)的64L 3D NAND晶片是

個與55個閘極總數的通道電洞(channel

Gbit 72L產品約只有10奈米。

尺寸更小巧的設計。

SK Hynix 72L NAND快閃記憶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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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新一代通訊

改變全球產業遊戲規則
5G革命全面啟動
Anthea Chuang

近期全球各大展會，甚至台灣甫結束

提供高於10倍的傳輸速率、快於10倍

機也都相當正面。高通與IHS Markit合

的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5G行

的回應時間，也就是更低的延遲，以及

作所作的調查即指出，5G在2035年將

動通訊的最新動態，一直是眾所矚目

更節省成本、更龐大的營收來源… 等

創造12兆美元經濟效益，其中也將為台

的焦點。5G技術如此受到矚目，不只

諸多優勢，吸引眾產業的目光。高通

灣帶來1,340億美元商品與服務總產值，

是相對於前幾代通訊技術在各方面都

(Qualcomm)台灣區總裁劉思泰表示，

並帶動51萬個就業機會。

有更大的進展，或是帶來多「美好」的

由現在的4G進入到5G時代，可以說一

新營收數字，5G技術還能為全球每一

個相當大的改變，且這個變化不單是技

5G革新運動超展開

項產業創造新的應用價值。隨著第三

術上的改變，也將為人們生活型態與各

5G衍生的諸多技術挑戰，也讓相關產

代夥伴計畫(3GPP)陸續底定5G相關技

式產業帶來新的影響，而不再只是對行

業鏈中的處理器、伺服器、後段傳輸

術規範，如2017年12月發佈5G新空中

動產業發展有較大的助益。

網路…等開始轉變，以因應5G通訊技

介面(New Radio，NR)非獨立式(Non-

根據Research And Markets研究

Standalone，NSA)第一版標準；今年

報告指出，由於5G技術將在2020年

6月14日推出5G NR獨立式(SA)技術規

開始普及，並將帶動數位社會轉型，

範。5G技術在全球掀起的新革命，也

預估2025年全球5G市場規模將上看

將正式展開。

2,510億美元，2020~2025年複合成長

5G技術滲透率仍將從行動裝置開

率(CAGR)則高達97%。另外，5G技術

始。Arm副總裁暨客戶事業部總經理

5G商機勃發

普及後，將可對行動網際網路(Mobile

Nandan Nayampally表示，包括智慧

為何全球產業對於5G技術如此熱衷？

Internet)與物聯網(IoT)應用提供更大

型手機、筆記型電腦、電視機…等行動

很大的原因在於無論提供使用者多大的

且速度更快的通訊頻寬，以增加產業

裝置與消費性電子未來仍將持續成長，

資料傳輸頻寬，使用者永遠追求更多。

商機。

預期到2026年，行動裝置與消費性電子

因此相較於現在的4G通訊技術，5G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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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市調機構對於5G可帶來的商

術開創的新應用需求。此外，5G技術
也將改變各產業既有運作模式。
行動裝置處理器運算效能再強化

裝置整體潛在市場範圍(TAM)將達770億

5G/新一代通訊
美元，而挹注行動裝置持續成長的主要

片商也無法拍胸脯保證100%能順利和

華電信、諾基亞(Nokia)與百貨業者利用

因素之一即為5G通訊技術。

電信營運商的5G網路互動。

5G低延遲特性，打造智慧試衣系統。

5G技術也可說是行動裝置連結未來

因此進入到5G，晶片業者將不再只

的重要關鍵。Nayampally認為，2020年

是推出晶片產品即可。為了確保5G技術

全球將正式進入5G時代，而該技術頻寬

能夠「真正」順利運作，達到5G規範的

5G網路前端架構已逐步成形，後

的提升與延遲的降低…等特性，勢必能

技術等級，終端產品也能發揮5G技術效

段骨幹網路也須進一步提升，才能支援

為行動裝置開啟更多新應用，例如更身

用，晶片商從4G時代就已開始擴大與相

5G網路應用所帶來的流量需求。諾基亞

歷其境的新體驗。

關產業合作，5G世代更是需要不同業者

光纖網路產品行銷總監Kyle Hollasch表

間的異業協作。

示，無論是3G、4G或是5G，其後端網

而要讓使用者藉助5G技術，在行動

光纖網路容量「ㄍ一ㄥ」到極限

裝置上有更好的使用者體驗，行動裝置

劉思泰認為，在5G時代中，行動

路骨幹都是光纖構成，且光纖骨幹得具

處理器需要變得更加強大，有更高的運

處理器業者的角色必須開始轉變，有鑑

備高傳輸料與低延遲，才能與前端行動

算能力，才能協助行動裝置製造商開發

於此，高通已不再只是單純的晶片供應

網路技術良好搭配。在5G世代尤其需

涵蓋更多5G創新應用的裝置，並帶給

商，積極與系統業者、電信營運商合

要光纖網路能夠達到更高傳輸速率與更

消費者更加不同的行動裝置使用體驗。

作，以鋪設完整5G網路，並確保5G網

低的延遲，但現階段的光纖網路如何再

Nayampally指出，隨著5G革命到

路能達到其規範中的特性與可靠性。目

進化，也成為電信營運商在5G網路佈

來，Arm與其強大的產業生態系統正著

前高通與全球18家電信業者進行5G網

建上的新挑戰。

手顛覆行動的定義，扭轉整個行動產

路測試、解決技術問題的工作，也與20

事實上，貝爾實驗室研究員克勞

業創新推動的重點與方式。從小螢幕

家OEM/ODM合作推出支援5G的終端產

德˙艾爾伍德˙夏農(Claude Elwood

一路擴大到大螢幕裝置，Arm讓搭載不

品，預期2018年底、明年即可看到支援

Shannon)曾在1948年提出一個理

同作業系統的手機、平板，以及個人電

5G技術的產品問世。

論—PCS(Probabilistic Constellation

腦(PC)，一同改變人類生活、工作、娛

英特爾(Intel)也強調晶片商不能

Shaping)，定義通訊通道的最大理論容

樂，以及學習的方式，讓這些平台可透

「單兵作戰」，必須與電信營運商、網

量，稱為夏農資訊理論。但高密度波長

過5G技術無縫連結。因此Arm不僅推出

通設備廠及裝置製造商… 等進一步合

分波多工(DWDM)光纖骨幹傳輸系統卻

新的處理器IP核心、繪圖處理器(GPU)

作。英特爾副總裁暨新一代技術與標準

因現有的頻寬速率、光纖建置的數量，

核心…等全新IP套件，更將推動行動裝

事業群總經理Asha Keddy在第五屆台

以及頻寬使用效率，而無法達到夏農資

置新一波超乎想像的體驗。

北5G國際高峰會(Taipei 5G Summit)會

訊理論的傳輸最大值。

中提到，5G技術已開始發生，為了對應

Hollasch認為，若是可以將現有採

5G網路佈建所需，讓整體行動訊網路

用離散正交振幅調變(Discrete QAM)技

劉思泰指出，5G手機內部設計將

效能達到3GPP所訂規範要求，網路架

術的光纖網路擴展至夏農理論的極限，

變得相當複雜，這是由於5G標準涵蓋

構、基礎建設…等需要改變，晶片商當

對電信營運商或是網路服務供應商(ISP)

較廣，包括物聯網所需的短距無線通訊

然需要和5G產業鏈的各關鍵業者有更

來說，不僅可提升既有光纖網路的資料

技術等，因此未來手機需要內建許多連

多交流，才能進一步得知5G產業界需要

傳輸量，還能降低電力消耗，以及節省

接技術。以剛底定的5G NR技術規範

何種支援與網路建置時遭遇到的困難。

新的光纖網路佈建成本。

為例，該技術須工作在許多不同的頻

Keddy指出，英特爾具備從裝置

為讓光纖網路可達夏農理論極限，

段，因此對手機天線設計者而言，就需

到後段雲端網路的完整端到端解決方

諾基亞開發採用PCS技術的新世代

要設計不同天線，以滿足不同頻段工

案，5G技術產品也涵蓋試用平台、數

的光子服務引擎(Photonic Service

作所需，但同時又得兼顧尺寸、效能

據機、處理器、FPGA…等，但最重要

Engine，PSE)晶片組PSE-3。Hollasch

及成本。

的，是這些方案如何與5G相關業者的

說明，PSE-3透過新的PSE調變技術，

5G技術為晶片設計已帶來諸多挑

網路或產品溝通、發揮最大的效能。目

使光傳輸管道與傳輸資料間產生的「空

戰，但即使擁有累積多年的研發經驗，

前英特爾已與全球超過25家5G相關業

隙」得以填滿，加上此新的調變方式具

突破重重困難設計出所謂支援5G技術的

者密切合作，並在今年韓國平昌冬季奧

備靈活性，可以適應不同的光纖通道，

數據機(Modem)或是相關元件，若未與

運與三星(Samsung)、韓國電信(KT)打

如此即可最大限度地去利用光纖容量與

電信業者的5G網路提前搭配、試驗，晶

造5G實際應用。在台灣，英特爾也和中

傳輸能力。

不只晶片，得擴展至端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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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PCS調變技術可將訊號

產品可靠性。但現在為了成本的考量，

進行智慧化的整形，使其符合光纖傳輸

已有電信設備供應商開始採用x86架構

國家儀器(National Instruments，

的特性，以產生不易受到雜訊與其他干

處理器去開發網通設備，且因x86架構

NI)軟體定義無線電(SDR)資深產品行銷

擾影響的波長，進而將既有的網路容量

處理器較具彈性，可執行較多樣化的工

經理Sara Yost指出，更多的挑戰將來自

提升65%，而且每個位元可節省60%的

作，因此近幾年，電信設備商在其網通

於mmWave頻譜。她並預計，從2018年

電力；使用新PSE-3晶片組的系統網路

設備上開始漸漸導入x86處理器，對使

到2019年，業界將會看到更多mmWave

建置能節省35%的光纖轉頻器。此外，

用x86處理器的通用伺服器來說，是一

IC與相關頻譜應用的出現，帶來迫切需

透過挖掘現有光纖的潛在容量，PSE-3

大新商機。

要解決的問題。

理能力與功耗帶來更大的挑戰。

朱宏裕並透露，5G網路佈建中，將

Yost說，sub-6GHz可理解為目前

會採用許多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這

4G LTE的演進，雖然不像mmWave這

Hollasch強調，PSE-3晶片組打

些Small Cell所需的處理工作，若使用

麼複雜，但也帶來了更大的頻寬需求以

造的光纖網路不僅滿足5G技術對後

通用型伺服器建置，也相對可為電信業

及更多的波形變化。而mmWave的部

端骨幹網路高流量要求，還能可降低

者省下一些5G網路佈建的成本支出。

份則因為mmWave IC的尺寸更小，再

可延長現有線路系統和海底電纜的使用
壽命，進而省下可觀的成本支出。

加上與天線整合，對於空中傳輸(OTA)

波長分波多工(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WDM)系統及與日俱增

從5G NSA過渡到SA…

測試帶來挑戰。

的複雜性，有效簡化網路營運與規劃，

5G通訊標準持續加速演進。繼

「由於mmWave的波長短，尺寸

並大幅提升動態作業，協助網路業者部

3GPP在去年底正式批准Release 15

更小的晶片與天線整合後無法再以有線

署創新服務並降低成本。

NSA 5G NR標準後，SA版本也在今年

方式測試，必須以OTA進行測試。此

6月凍結。相較於以4G核心網路搭配

外，mmWave頻段的衰減較大，必須透

5G實體層(PHY)的NSA，SA版本將完

過波束成形(beamformig)集中能量以提

Keddy提到，現有的4G網路架構需

全脫離4G運行，真正展現5G的優勢。

升傳輸效率。因此，OTA和波束成形為

要改變，以達到5G技術的效能及可靠性

不過，5G NR SA較NSA技術更加複雜，

mmWave帶來了如何為相同天線陣列

要求。因此現有網路基礎設施需要導入

預計也將帶來新的挑戰。

測量不同波束、快速切換眾多的波束以

通用伺服器抬頭

資訊架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IA)、

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

虛擬雲端、軟體定義網路(SDN)、網路

無線裝置和網路營運事業群副總裁暨總

NI半導體測試市場總監David Hall指

功能虛擬化(NFV)，以及5G基礎設施，

經理Kailash Narayanan表示，「NSA

出，隨著5G NR NSA過渡至SA方案，接

而這些新的技術功能與設備的導入，為

只是一個易於過渡到5G的過程，從商

下來還將面對更低延遲以及新的調變機

伺服器尤其是通用型伺服器，帶來很大

業模式的角度來看，它更易於建置，而

制等要求，這些都需要可支援靈活度與

的新機會。

且NSA較SA的設計更簡單，功耗也較

擴展性的平台，才能滿足營運商與晶片

英特爾資料中心事業群資料中心平

低。」此外，5G一開始先從NSA上手的

商對於不同5G版本的測試要求。

台應用工程部產品行銷部經理朱宏裕表

另一個原因則在於許多地區或國家的營

隨著5G商用化部署啟動，Hall指

示，在5G標準正式定案前，電信業者

運商網路發展已相當成熟，先透過NSA

出，美國較傾向於採用mmWave，

若是提早砸下重金採買電信專用伺服

4G LTE助攻，其後再導入5G，確實更

「由於原有以光纖部署的基礎架構在偏

器，萬一5G標準定案後，先前採買的

易於組網以及提升速率。

遠地區較不完善，因而鎖定以mmWave

及OTA校準等問題。」

設備不符所需，對電信業者來說會是一

不過，過渡到SA的困難點也就在

作為最後一哩(last mile)的傳輸。」而在

筆極大的成本損失。因此電信業者可先

於必須涵蓋LTE頻段的多頻段支援能

中國大陸，mmWave的發展較緩，法

採用通用型伺服器，構建先期5G技術

力，即同時支援4G和5G的速率—包

規很快地就開放了sub-6GHz，加上其

基礎設施，且進行5G網路的虛擬分割伺

括sub-6GHz與毫米波(mmWave)頻

損耗較小、所需佈局的站點較少，使得

服器工作時，也可使用通用型伺服器，

譜。Narayanan說，為了能在SA網路

投資相對較小，因此營運商較喜歡採用

待5G標準底定，在採購相關專用伺服

上執行更複雜的通訊，必須支援更大的

sub-6GHz。

器，以節省成本。

運算能力與功耗，而針對目前相容於4G

不僅如此，過去電信設備商多自行

與5G的終端，一旦所有的運算處理都施

各類產業因5G而蛻變

開發專用的伺服器處理器IC，以確保

加在5G晶片時，將會對於多頻協議、處

不只晶片技術與測試方面，因5G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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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改變，各產業更將受惠5G通訊技

5G創新應用，尚未被開發出來。」劉思

開發的5G企業專網，結合360度全景虛

術的優勢，而展現「新氣象」。劉思

泰強調。5G帶來的產業創新，仍有許多

擬實境(VR)直播系統，提供觀賞者演唱

泰認為，現有產業也將受益於5G的特

想像與待挖掘的空間。Keddy並總結有

會活動大寬頻、現場同步虛擬實境，以

性，以及5G標準涵蓋的眾多規範，包

哪些產業與應用將因5G技術而有新氣

及多頻道切換的音樂饗宴。

括4G、sub-6GHz、NB-IoT…等，而

象，如智慧城市、智慧大樓、物聯網、

事實上，台灣在5G發展的技術能

有全面性的改變。

機器學習、自動駕駛車、醫療保健、增

量有目共睹，全球5G相關大廠紛紛與

舉例來說，5G技術標準中的C-V2X

強型行動寬頻通訊(Enhanced Mobile

台灣合作。看好台灣技術研發實力，歐

規範，是針對連網汽車、自動駕駛汽車

Broadband，eMBB)、3D視訊、每秒

盟成長總署對台灣開放「展望2020主

所設計，預期能夠推動連網汽車或自駕

Gigabyte等級傳輸…等，預計2035年

題徵件計畫」。歐盟成長總署副總署長

車產業的發展，實現真正的自動駕駛汽

5G總價值鏈將達2.5兆美元。

Antti Peltomäki表示，資通訊領域一向
是台灣業者的強項，歐盟與台灣在5G

車。在農業的部分，可利用支援5G技
術的無人機進行噴藥、監測農作物生

台灣業者潛力十足

技術研發方面的合作已有穩定基礎，

長…等，將資訊即時傳輸給農民或是雲

全球如火如荼發展5G的同時，台灣也

「展望2020主題徵件計畫」是希望能

端管理中心，以因應各種狀況。

積極以自身技術經驗，跨入5G市場洪

以「針對性開放徵案(TOC)」的方式，

不僅如此，5G低延遲特性也將提

流。第五屆台北5G國際高峰會中經

遴選台灣5G團隊與歐盟廠商共同合作

升現有防災、消防救災、醫療…等工作

濟部部長沈榮津致詞時提到，2018年

開發相關技術與應用，不僅可攜手卡位

的即時性；而傳統製造業的新革命也將

可謂5G發展元年，3GPP發布第一版

全球5G市場，台灣5G業者還有機會切

由5G開啟，現有機械手臂是利用個人

5G NR SA標準後，預計下半年電信

入歐盟5G市場。

電腦與Wi-Fi進行控制，未來5G涵蓋的

營運商將展開大規模商用測試，以力

各項技術，且融合人工智慧(AI)、本地

拚2019年5G正式商用。

劉思泰認為，台灣作為全球原始設
計製造商(ODM)角色過程中，累積許多

運算(Local Computing)…等，將可更

為發展5G，順利與國際接軌，台

研發終端裝置的技術能力，如4G用戶端

即時了解機械手臂與工廠內部各類機器

灣成立以電信營運商為首的「5G產業

設備(CPE)、Small Cell…等，這也讓台

的狀況，使生產力大幅提升，並提高

聯盟」，由中華電信集結40家業者共

灣廠商在5G市場佔據較佳的起跑點。除

安全性。

同參與進行5G技術的研發，以期可加

此之外，台灣在射頻(RF)、端到端、硬

Keddy表示，2018年第二季與第四

速台灣5G產業發展，並拓展5G海外市

體與軟體等研發實力亦不落人後，相信

季3GPP都將發佈Release 15相關規範，

場商機。沈榮津指出，台灣5G產業聯

皆可充分運用在5G技術的研發或滿足

其中第四季則是Release 15最終版本，

盟將在年底展現5G研發的初步成果。亦

5G技術需求所需，況且5G不只限於行

隨著這些新規範的底定，連網汽車、自

即5G產業聯盟將與台北市政府合作，以

動裝置產業，將涵蓋更多以往與行動通

駕車、無人機…等將可望因而實現。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為試煉場域，在

訊技術較不密切的產業，而這些都是台

該場地於年底試營運時，利用台灣自主

灣5G相關業者可追尋的目標市場。

不僅如此，「目前仍有80%以上的

如何讓5G成為現實？
Richard Edgar，Imagination Technologies通訊技術總監

現在，我們依賴網路來確保所有的電子

喜歡網路延遲的經驗；人們只是想寄送

裝置保持連線，使我們能做所有想做的

電子郵件、接收到訊息以及能夠立即在

事情—發送電子郵件、線上閱讀、與

線上串流觀看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雖

朋友聊天，以及觀看串流影音等等。

然4G網路已經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服務，

隨著網路日益深入於我們的生活
中，它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沒有人

但這並不能阻擋我們展望更美好的未
來—5G網路！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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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會問，既然4G能夠滿

關重要，尤其在2025年以前，物聯網

林匹克業務副總裁Byeong-Moo Lee表

足目前大多數的需求，為什麼還需要

終端裝置數將成長到750億，加上一般

示：「我們還不確定是否有足夠的裝置

5G網路呢？因為5G能夠提供更快的傳

預期行動數據業務需求將持續攀升。

到位，目前還在與所有主要的合作供應
商爭取盡可能多的裝置，我們的主要目

輸速度；而且，更重要的是，隨著時
間的進展，無論有多少人同時連線，

5G面臨的當前挑戰

標是智慧型手機，但是平板電腦和穿戴

它都能提供足夠的頻寬來執行用戶的每

網際網路正迅速變得飽和，需要制訂

式裝置也在考慮範圍內。」

一個指令，而且不會斷線或者降速。事

新的標準以滿足未來的需求。5G不僅

實上，5G網路提供的是「永不斷線」

僅剛起步，在接下來的幾年，還有很

未來會有6G的需求嗎？

(always on)的連線品質。

多挑戰需要克服。從很多方面來說，

物聯網(IoT)發展的規模，可以說像

再者，說到網路延遲以及用戶需求

這些其實與當初規劃部署4G網路時

是天文數字一般。很快地，每一項科

和期望不斷增加，4G技術應該是無法

所面臨的挑戰是相似的，但現在需要

技都將具有無線連網功能，形成一個

持續太久了。相較於4G技術的40毫秒

克服的最大挑戰是頻譜的可用性，此

超大的網路，並造成網路擁塞— 從

(ms)到60ms延遲，5G網路擬議的超低

外，還有成本以及網路架構也必須加

洗衣機、電冰箱、到農場的動物感測

延遲，能讓延遲縮短至1ms到10ms，

以注意。

器、運動手環、甚至是垃圾桶以及自

從而為用戶提供即時回應。舉例來說，

頻譜可用性一直都是個挑戰；然

動駕駛車等等，再加上消費者的期望

它能夠讓體育場館內的觀眾，觀看由不

而，它對於5G的成功與否相當重要。

和需求，通訊網路必須跟上時代的腳

同攝影機、從不同視角拍攝且毫無延遲

眾所皆知，用於3G和4G的無線電頻率

步。簡單來說，消費者並不在乎他們

的即時影像。

已經過於擁塞，因此需要新的頻譜，

使用的是Wi-Fi還是藍牙(Bluetooth)，

實現5G需要哪些發展要件？

以因應不斷增加的需求。5G將使用擬

只希望他們的電子裝置能夠隨時且即

第一版的5G標準才剛剛獲得授

議的更高6GHz頻段，才能夠達到所

時地運作。

權，進一步的相關修訂將會在2020年

需的資料傳輸速度。頻譜的分配和管

相較於前幾代網路技術(如1G、2G

完成。其他5G相關的商業應用也將

理取決於各國的政府，然而，迄今為

和3G)，對於5G來說，立即導入正確的

很快地出現，合理估計，幾年後，我

止，各國之間幾乎還沒有達成共識。

基礎設施至關重要。這意味著，在不

們將會開始看到用戶使用5G相關服

惟有在此進行改變，才能讓5G服務在

久的將來，我們可以透過簡單的升級

務。產業分析機構Ovum預測在2021

全球運作。

來更新，而無需完全取代— 這不僅

年前，5G用戶數將成長至2,400萬。

此外，為了確保5G頻譜不會被耗

僅是指硬體，同時也必須將重點放在

2018年在南韓舉辦的平昌冬奧會

盡，可能還需要開發更巧妙使用頻譜的

(Winter Olympics)，成為5G技術的第

方法，例如只分配給每項任務所需的頻

通常，行動資料技術是根據硬體而

一個大型測試平台，它展示了5G技術能

譜。與4G一樣，成本也是一個很大的考

打造的，5G則採取了不同的途徑，它的

夠提供哪些類型的服務，其中包括新型

慮因素。但直到5G所需的技術實際開發

重點就放在比硬體更新相對簡單的軟體

的視訊技術，讓現場觀看體育賽事的體

和測試之前，沒有人能真正知道部署網

上。如果能正確適當地進行軟體升級，

驗完全改變，而且從現在到2020年，全

路基礎設施的成本。

未來我們可能就不需要6G了，但唯有時

軟體上面。

世界各地將進行許多的測試。最近，英

同樣地，如果要展現5G的全部優

國EE電信進行了英國首次的5G測試，

勢，那麼為企業和消費者提供5G手機與

資料傳輸速度達到了近3Gbps，與此

相關服務的價格，也必須要經濟實惠，

5G的未來展望

同時，沃達豐集團(Vodafone，英國跨

如果只單單能以更快的速率下載更多的

儘管現實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國電信公司)也宣佈在義大利進行了首

資料，並不代表人們願意每月支付比現

但是5G時代即將到來，當它真正來

次5G資料連線測試。

在4G服務更貴的費用。

臨時，人們將無法想像沒有5G的生

間才能證明這一切。

5G將採用更高的頻段— 較現行

另一項考慮是，所有的裝置是否已

活。5G將可能改變我們所知的世界，

4G所用的頻率訊號更高。5G可能採用

經為搭配5G做好了準備？很可能當我們

它將明顯提升資料的傳輸速度、縮短

的頻段將高達6GHz，而4G採用的頻段

導入這個新型的超高速網路，但是卻還

回應時間，且能提供足夠的頻寬，以

僅達20MHz。這意味著新的頻段將較少

沒有任何相容的裝置。這是2018冬奧會

連接數十億台裝置的物聯網，從而為

數據擁塞—這對於物聯網(IoT)來說至

的一大關注重點。韓國電信公司KT奧

創新的技術與服務開展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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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5G毫米波固定無線接取方案
Bror Peterson，Qorvo首席系統工程師；David Schnaufer，Qorvo技術行銷通訊經理

行動網路營運商將固定無線接取(FWA)
視為5G毫米波(mmWave)頻譜的首選
主動天線系統

應用。FWA即將快速推出，但目前仍
面臨著一個挑戰：打造節能且經濟高
效的基地台以及能夠支援高功率與高
頻寬的用戶端設備(CPE)。
將FWA視為極具吸引力的首選應

用戶端設備
用戶端設備

用戶端設備

用，原因如下：營運商僅需花費傳統電
纜和光纖到戶(FTTH)設施的一小部份時
間和成本，即可為家庭、公寓或企業提
供數千兆(multi-gigabit)速度。這開啟了

邊緣資料中心

中央資料中心

圖1：使用MIMO和波束成形的端對端固定無線接取(FWA)連網

之前只適用於衛星、光纖或電纜供應商
的新市場。另一吸引力在於具有將FWA
基礎設施的投資直接延伸至提供5G行動

加拿大

美國

拉丁美洲

歐洲

接取的潛力。
因此，Verizon、AT&T以及其他營

中國

運商正大力開展FWA試驗，目標是在

南韓

日本

2019年實現完全商業化。市場調查公司
SNS Telecom預測，FWA將迅速起飛，
僅在2019年就可創造10億美元收益。

圖2：mmWave和cmWave全球頻段
功率 (EIPR)

單位

Base Station

75

dBm/100MHz

Mobile Station

43

dBm/100MHz

Transportable Station

55

dBm/100MHz

設備類型

FWA基本原理
固定無線接取描述了一個集中式基地
台與多個固定或漫游(nomadic)用戶位
置之間的無線5G連接(圖1)。FWA被視

表1：28GHz和39GHz頻段的FCC功率限制

為特別適用於以下幾種環境，包括：

大FWA挑戰：獲得所需頻譜。大多

標準(Release 15)提議毫米波的分量載波

· 密集城市和郊區：由於FWA可提供

數部署預計將使用毫米波頻率，由此

頻寬(亦稱頻率範圍)最高為400MHz，且

高容量和傳輸效率，營運商看到了

以非常低的成本獲得大範圍連續的未

早期的商業基地台可利用載波聚合(CA)

向大量用戶提供高性能同時創造可

配對頻寬。例如：針對Straight Path

技術支援超過1.2GHz的暫態頻寬。

觀收入的潛力。

Communication的28GHz和全國範圍

美國計畫將大約3850MHz的毫米波

· 室內/戶外熱點：FWA能夠提供高

的39GHz頻譜，Verizon花費的成本

頻譜用於5G—大約是之前分配給商業

速、低延遲連線性，以支援密集人

大約每MHz-PoP為0.017美元。相較

用途的全部頻寬之6倍。美國聯邦通訊

群。例如：體育場館內的運動愛好

於2015年每MHz-PoP平均2.72美元的

委員會(FCC)已經為5G定義了28GHz和

者在觀看比賽時，能夠體驗從各個

AWS-3配對頻譜，這筆交易非常划算。

39GHz頻段，並在探索4GHz至24GHz

角度拍攝的沉浸式現場直播視訊。

全球毫米波頻譜的可用性如圖2

的其他頻譜。FCC還為基地台和行動

中所示。首批FWA部署預計將使用

裝置設定了非常高的發射功率級(表1)。

24.25~29.5GHz和37~43GHz頻率範圍。

隨著多個監管規則定義後，營運商

3GPP 5G新無線電(New Radio；NR)

已掌控了大量頻譜，並擁有足夠的功

FWA頻譜、頻寬和監管進展
營運商已採取措施因應其面對的第一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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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輸出能力為多個城市街區提供Gbps
級的速度，讓業界得以準備好開始建

郊區場景

房屋平均高度—10m

構基地台。

FWA基地台設計

城市場景

FWA基地台面臨著一些RF設計挑戰。
為了在分區基地台覆蓋範圍內提供所

陣列複雜度取決於部署
場景所需的掃瞄範圍

需的容量和足夠的室內穿透能力，基
地台必須利用先進的主動相控陣列天
線系統(AAS)。主動天線陣列必須具
有高能效和穩固性，以便對全戶外塔

圖3：天線陣列複雜性取決於部署場景所需的掃描範圍

頂電子設備進行被動式冷卻。此外，
基地台必須足夠輕巧，便於安裝在傳
統基地台塔和路燈桿等位置。
相控陣列中主動通道的大小或數量
都是至關重要的考慮因素。陣列大小取
決於掃描(方位角和仰角)要求和預期效
果的全向性輻射功率(EIRP)。EIRP是
主動通道數量、每個通道的傳導發射
功率、波束成形增益(陣列係數)和固有
天線元件增益的乘積。

圖4：FWA天線陣列的演進

所需的掃描範圍取決於部署場景
(圖3)。對於「郊區」部署，仰角平面
的固定或有限掃描範圍(<20 )可能就足
夠了，這樣就可以利用更高的固有天
線元件增益。對於「城市」部署，則需
要較寬的掃描範圍：方位角(約120 )，
仰角(約90 )。
由於掃描範圍受限，郊區部署可使
用固有元件增益比城市部署高6dB的天

圖5：混合波束成形功能方塊圖

線。因此，郊區相控陣列天線只需一半
的主動通道就能夠實現相同的EIRP，顯
著降低了功耗和成本。相反地，對於相
同功率和數量的主動通道，郊區陣列可
實現更高4倍的EIRP。
使用毫米波頻率時，相控陣列元件
之間的閘格間距則變得非常小— 在
40GHz時，小於4mm。為了最大程度
地減少饋入損耗，務必將關鍵前端元件
置於盡可能靠近輻射元件的位置。這有
助於縮小功率放大器(PA)的佔位面積，
同時將盡可能多的功能整合至單晶片或
多晶片模組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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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天線陣列元件數量和RFFE製程技術之間的權衡

此外，最近興起的整合雙極性和發

4倍(圖4)。早期的毫米波基地台設計通

射/接收趨勢，使得電路密度進一步增加

常使用單獨的單極化發射和接收天線陣

5G/新一代通訊
列，可為元件提供兩倍的面積，並避免
了單刀雙擲(SPDT)發射開關的額外插入
損耗和線性度難題。
然而，自適應波束成形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接收和發射陣列之間的相對校準
能力。這種校準取決於發射和接收陣列
之間的空間相關性。因此，整合發射/接

主動輸出功率/通道
功耗/通道
天線元件增益
主動通道數
EIRP
總功耗

外，分集和容量也需要雙極化。
如果要在如此小的面積內部署所有
功能，需要使用基於矽鍺/矽(SiGe/Si)半
導體技術的極小PA，以產生非常低的功
率輸出；或使用高功率密度的半導體
技術，如氮化鎵(GaN)，其功率密度是
SiGe/Si的100多倍。

GaN

單位

0
150
5
1024
65
154

18
840
5
128
65
127

dBm
mW
dBi
Channels
dBm
W

表2：SiGe與GaN前端的假設和總功耗

收陣列是首選方案，這樣陣列就可以共
用一套通用的天線元件和RF路徑。此

SiGe

主動道數
晶片面積/通道
總晶片面積

SiGe

GaN

單位

1024
4
4096

128
5
640

Channels
Sq-mm
Sq-mm

表3：SiGe與GaN前端的假設和晶片總面積

晶片總面積
技術成本
晶片總成本

SiGe

GaN

單位

4096
X
4096

640
5X
3712

Sq-mm
$/mm
$/X

表4：SiGe與GaN前端的成本

FWA前端技術
為發射/接收鏈中每個功能選擇最適合
的半導體技術至關重要。圖5顯示混
合波束成形主動天線系統的方塊圖。
Bulk CMOS技術用於數位處理和混
合訊號轉換。SiGe適合混頻器以及由最
終RF頻率決定的小訊號增益模組，以及
混合RF波束成形器。波束成形器功能將
RF訊號分成多個路徑，以饋入相控陣列
的每個主動元件。它可執行高解析度相
位和振幅加權，而這是合成波束成形模
式和自適應零電位干擾源所必需的。由
於I/O數量較多以及需要儲存數百個波束
成形加權值，設計人員也使用SiGe實現

圖7：比較完全採用SiGe的FWA系統，以及SiGe波束成形和GaN前端的組合

小的直接函數(圖6)。

兩個系統：使用整合SiGe前端的大型

這一功能。然而，最終的波束成形器

為了以均勻矩形陣列實現65dBm

陣列和使用高功率GaN前端的較小型

RFIC要求仍在聚合中，而設計師必須

EIRP，每個通道的PA功率輸出將隨著

陣列。表2列出了每個系統的假設和總

在線性度、輸出驅動功率和功耗之間尋

元件數量的增加(即波束成形增益的增

功耗。為了確保比較的準確性，GaN

求一種微妙的平衡。是否需要採用高線

加)而減少。隨著陣列大小變得越來越

總功耗還包括饋入前端所需的128個

性度砷化鎵(GaAs)波束成形器技術耦合

大(超過512個主動元件)，每個元件的

波束成形器分支之19.2W功耗。此

bulk-CMOS控制器以儲存波束加權值，

輸出功率將變得小到足以使用SiGe，

外，GaN在200℃結溫條件下的MTTF

以便克服密集多基地台部署中固有的干

然後SiGe整合至核心波束成形器RFIC

超過107小時，安全可靠，而SiGe的

擾，則仍有待觀察。

中。相反地，如果前端採用GaN技術，

極限結溫約為130℃。無線基礎設施

最後的模組為前端，包括一個高功

則實現相同EIRP所需的通道數會減少到

需要較高的可靠性，其設備壽命預計

率和高效率的發射PA、一個發射/接收

1/16。關鍵問題是，哪一種方法可最佳

至少為10年。

開關和低雜訊放大器(LNA)。前端的技

化系統成本和功耗。

術選擇取決於波束成形增益，即陣列大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將比較

顯然使用GaN前端具有功率優勢，
但成本如何？估計成本的方法是計算兩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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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的市場。其他的挑戰是要有可用的設備

為了確保比較的準確性，我們需

相較於完全採用SiGe的解決方案，將

能夠以合理成本閉合鏈路。如今，為了

要在使用GaN前端時為SiGe波束成形

SiGe波束形成與GaN前端結合在一起

滿足FWA基地台的嚴苛挑戰，我們需要

器增加512mm 的晶片面積。按量計

可使功耗降低17%，同時讓成本減少

使用混合波束成形架構。該架構可充份

算，GaN on SiC的成本約為SiGe的5

9%。此外，陣列元件的數量可以減少

利用不同半導體製程的不同優勢，例如

倍。最終比較結果(表4)顯示，由於尺寸

到1/8，昂貴的天線基板材料成本也相

結合GaN前端與SiGe混合波束成形技

巨大，SiGe陣列的成本明顯更高。我們

應地減少了87%。

術一起使用，這種的方法看起來最有希

個系統需要的晶片總面積(表3)。

2

發現，因為可以擴大陣列以實現完全基

FWA商業化即將實現，這一部份得

於矽的系統，所以如果需要一英畝大小

益於豐富的低成本頻譜、早期監管和標

的陣列，那麼成本將明顯更高。

準工作，而且營運商有機會快速開拓新

望實現FCC EIRP的目標，同時盡可能
降低成本、複雜性、尺寸和功耗。

Pre-5G和5G：毫米波頻段能發揮作用嗎？
Andreas Roessler，Rohde & Schwarz技術經理

下一代行動通訊技術必須提供比上

一般情況下，解決一種應用的問

一代更好的性能。例如，從3G過渡

題後，同時形成只針對一種場景的標

到4G時，理論峰值資料速率從大約

準。使用免授權頻譜的LTE (LTE-U)是

2Mbps提高到150Mbps。接著，LTE-

4G的一個例子，其目標是輕鬆使用免

Advanced Pro達到了Gbps的峰值資

授權5GHz ISM頻段的較低和較高部

料速率，最近還實現了1.2Gbps的資

份，以創建更寬的資料管道。大約15

料速率。根據高通(Qualcomm)和諾

個月後，3GPP發佈其稱為授權輔助存

基亞(Nokia)進行的5G調查，86%的
參與者希望下一代智慧型手機實現更

圖1：IMT-2020定義的5G應用場景

取(LAA)的嵌入式標準方法。5G也不
例外。固定無線接取(FWA)以及在2018

快的連接。這項調查的結論是資料速

要集中在eMBB和URLLC上。所有的

年韓國平昌冬奧等全球體育賽事提供

率永遠是技術演進的推動力。

應用都有不同的要求，必須採取不同方

的「5G服務」，是在5G討論中的兩個

但是5G並不僅僅追求更高的資料

法優先排序其關鍵性能指標。這就帶來

例子— 其客製標準是由網路營運商

速率。這項下一代標準所能滿足的各種

了挑戰，因為這些不同的要求和優先級

及其業界合作夥伴共同開發的。這兩項

應用需求，可按一般所謂的「應用三角

必須以「通用」(one fits all)的技術方案

標準都是基於3GPP制定的LTE標準及其

形」分類(圖1)。對於更高資料速率和更

同時解決。

發佈的第12版(Release 12)技術規格，

大系統性能的追求，可被歸納為增強型

可支援更高的頻率、更寬的頻寬以及波

行動寬頻(eMBB)。超可靠低延遲通訊

Pre-5G與5G

(URLLC)則是另一個主要的驅動因素，

在標準化組織(如3GPP)中定義一種「

以具有FWA需求的網路營運商

最初的重點在於低延遲。對於更低延遲

通用」技術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數百

Verizon Wireless為例。目前的服務供

的要求影響著整個系統架構—核心網

家公司和組織都會提出建議，推薦因

應商不僅提供傳統的有線通訊和無線

路和協議堆疊，包括實體層。為了啟動

應5G挑戰和要求的解決方案。3GPP

服務，還必須支援連接到家庭的高速網

新的服務和垂直市場，如增強/虛擬實境

針對這些提案進行討論和評估，最後

際網路，並透過這些連接擴展所提供的

(AR/VR)、自動駕駛和工業4.0，都需要

決定如何實施。在定義解決無線接取

內容服務。

低延遲。此外，在這個應用三角形中還

網路(RAN)、空中介面和核心網路的

Verizon最初實現「最後一英哩」

必須結合大規模機器類通訊(mMTC)才

新技術和新標準之初，制定過程可能

連接到家庭的方法是光纖到戶(FTTH)。

算完整。然而，最初的標準化工作主

相當耗時，讓網路營運商無暇等待。

為了強化其業務模式，Verizon開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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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成形技術。

5G/新一代通訊
自家的無線技術，用於連接到家庭的

FWA，即無需移動性，因此，Verizon

高速網際網路。為了保持競爭力以及

的技術方案可以完全依靠mmWave頻

支援未來的發展，Gbps連接能力是必

率，結合網路和連網裝置間的控制和訊

要的，勝過今天採用LTE-A Pro所能實

號傳輸資訊交換。

現的服務。

28GHz鏈路預算

無線鏈路能提供多大的資料速率，
取決於4個因素：調變、可實現的訊號

如前面解釋的，採用天線陣列和波束

雜訊比(SNR)、可用頻寬，以及是否使

成形技術可將mmWave頻率用於無線
圖2：同調時間vs.速度：低於6GHz的
三種載波頻率

通訊。Verizon在2016年將美國FCC

標準進行最佳化而提高了SNR，並進

動增加，導致散射和反射對覆蓋面積

的頻寬高達850MHz。隨著2015年收

而提高其資料速率。而在世紀之交，

的影響更大。

購XO Communications，Verizon取

用多輸入多輸出(MIMO)天線技術。從
1990年初到2000年，無線產業透過為

分配的28GHz頻段作為5G頻譜，使用

隨著網際網路的成功，它已無法滿足

毫米波頻率也對移動性(mobility)帶

得了使用28GHz頻段授權，計畫使用

需求，3G的頻寬也持續增加到5MHz。

來挑戰。移動性取決於以下等式定義的

這些28GHz頻段初步推出自家的Pre-

多普勒(Doppler)頻移(fd)：

5G標準，並將這些歸納在5G技術論

從4G開始，導入高達20MHz的更寬
頻寬，以及2×2 MIMO。如今，使用高

fd=fcv/c

壇(5G Technical Forum；V5GTF)。

達256-QAM的更高階調變、8×8 MIMO

在此等式中，fc是載波頻率，v是

從營運商的角度來看，新技術的可

以及搭載多個不同頻段載波的載波聚合

系統支援的期望速度。多普勒效應直

行性取決於由商業模式提出的可行商業

(CA)，峰值資料速率已達到1.2Gbps。

接與同調時間(Tcoherence)有關，可

案例。商業案例受到兩個主要因素的

為了進一步提高資料速率，尤其是對

以近似估計為：

影響：所需的資本支出(CAPEX)，以

於使用FWA的情況，更寬的頻寬必不

Tcoherence 1/(2fd)

及營運和維護網路的成本(即OPEX)。

可少。以當今無線通訊的「熱門頻段」

同調時間定義為無線電通道可以假

CAPEX由所部署的基地台數量決定，並

(450MHz和6GHz之間)來看，這個頻寬

設為恆定的時間，即其性能不隨時間變

取決於要求達到的基地台邊緣性能(即基

不可能實現。更大的頻寬僅能在釐米波

化的時間。這個時間影響了接收機的等

地台邊緣所需達到的資料速率)和可實現

(cmWave)和毫米波(mmWave)的更高

化過程。如圖2所示，同調時間隨著速度

的覆蓋範圍。cmWave和mmWave可使

頻率時取得。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

的增加而減小。例如，為了以100km/h

用波束成形，這有助於克服較高的路徑

餐；提高頻率也會帶來它本身的挑戰。

速度移動並將鏈路維持在2.3GHz載波

損耗，但相較於6GHz以下的頻率，覆

頻率，同調時間約為2ms。這意味著可

蓋範圍仍然有限。

高頻率的挑戰

以假設無線電通道性能在2毫秒(2ms)

為了確保足夠的覆蓋範圍，鏈路預

從自由空間傳播損耗(FSPL)公式可

內保持不變。根據奈奎斯特(Nyquist)

算分析至關重要。考慮採用100MHz載

知，路徑損耗隨著頻率增加而增加。

定理，採用2ms時間間隔，需要在此訊

波頻寬的28GHz頻段，首先計算接收機

波長(λ)和頻率(f)透過光速(c)關聯，

號中嵌入2個參考符號，以便正確重建

靈敏度限值。熱雜訊電平為-174dBm/

即：λf=c。這產生兩個重要影響。

通道。圖2顯示在較高頻率下的同調時

Hz，需要根據5GTF標準規定，調整到

首先，隨著波長縮短，兩天線單元之

間減少。對於cmWave頻率，多普勒頻

支援的每個分量載波100MHz頻寬。在

間所需的間隔(通常為λ/2)減少，使

移在步行速度時已經是100Hz，並且隨

此計算中，接收機使用的典型雜訊係

得實際天線陣列具有多重天線單元。

著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數為10dB，這使得總接收機靈敏度限
值為-84dBm/100MHz (表1)。下一步，

天線陣列的階數越高，所能聚焦在特

因此，同調時間顯著減少，使得

定方向上發射的能量就越多，讓系統

在高度移動場景下使用cmWave和

得以克服使用cmWave和mmWave頻

mmWave頻率的效率低。這就是為什

在理想條件下，自由空間路徑損耗

率造成的較高路徑損耗。第2個影響

麼3GPP最初將5G NR標準化的重點放

以視線(LOS)連接為基礎，但真實情況

涉及傳播。在低於6GHz場景，散射

在所謂的非獨立(NSA)模式上，並使用

並非如此。因此，各家公司聯手教育

通常是影響傳播的主要因素。在更高

LTE作為控制和訊號傳輸(signaling)資

機構的幫助，展開了廣泛的通道探測

頻率時，波長太短以至於與表面的互

訊交換以及移動性的錨定技術。使用

測量活動，形成描述不同環境傳播的

確定預期的路徑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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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模型，並預測了預期的路徑損耗。
它們通常用於LOS和非視線(NLOS)類

表1：接收機靈敏度限值

型的連接。對於FWA，通常使用NLOS

熱雜訊級(kT)

連接模式。

頻寬校正 (100MHz)

假設在都會區大型基地台(Uma)部

典型用戶設備雜訊指數
接收機靈敏度限值

署場景，如圖3，顯示在28GHz頻段
LOS和NLOS連接時，比較FSPL的預
期路徑損耗。從營運商的角度來看，

表2：28GHz下行鏈路預算
參數

假設

大型基地台站點之間距離(ISD)更為理

接收機靈敏度限值

想，因為ISD越高，所需的基地台越

所需的SNR

少，CAPEX就越低。然而，可實現的

路徑損耗估計

ISD由鏈路預算決定。各種研究均顯

數值

總陣列增益
所需的傳輸EIRP*
*EIRP=接收機靈敏度+SNR–接收天線增益+路徑損耗

示，1,000m的ISD是商用部署目標。
這樣的ISD對LOS的路徑損耗至少為
133dB，而對於使用ABG通道模型的
NLOS路徑損耗為156dB。下一步則
是確定所需的基地台邊緣性能，即需
要的資料速率。每個載波的資料速率

表3：所需的最小傳導功率
所需的Tx EIRP
天線陣列尺寸
波束成形陣增益
單個元件增益(5-8dBi典型值)
最小傳導功率

取決於調變、MIMO機制和可實現的
SNR。例如，典型要求是實現2bps/Hz

EIRP在40~63dBm之間(表2)。合理的

指出該鏈路不會被關閉。基於這些相當

的頻譜效率，即對於100MHz寬的通道

假設是：在5G遠端射頻頭端(RRH)使

理想的計算，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採用

提供200Mbps資料速率。為此，需要

用更大的天線陣列，將會產生更大的

1000m ISD，在mmWave頻率的上行鏈

大約8dB的SNR，這進一步增加了接

波束成形增益。表3提供理想的計算：

路可能存在問題。

收機靈敏度限值。然而，由於接收機

需要提供多大的傳導功率才能提供需要

使用天線陣列，可獲得波束成形增益，

的EIRP(17~40dBm)。

由於這個原因，3GPP定義了5G
NR使用者設備(UE)功率等級，可實現

對於mmWave元件，這些都是高輸

高達+55dBm的總EIRP。美國目前的

出功率，設計功率放大器(PA)和所需的

規定允許裝置支援如此高的EIRP，但不

在5G發展的初期，接收端波束成

電路以驅動RF前端和天線陣列，都是業

能出現在手機上。然而，實現這一EIRP

形總增益的較近似值是17dBi。根據估

界面臨的挑戰。由於並非所有的基板都

本身就是一項技術挑戰，可能要到較後

計的路徑損耗，可以確定所需的總等效

能提 供如此高的輸出功率，因此設計這

期才會上市。從這個角度看，服務供應

全向輻射功率(EIRP)和所需的傳導發射

些RF元件的公司之間將面臨一場方法之

商應該考慮在其商業案例中使用更短的

功率。根據上述計算，發射端所需的總

爭。挑戰之一在於為元件提供可接受的

ISD。目前各會議上發表的文獻和報告

加電效率，以處理散熱問題。

均顯示，正為此第一代無線電設備規劃

並由單個天線單元的增益和天線單元的
總數決定。

基於這個分析，在下行鏈路方向建

250m或更小的基地台尺寸。如今必須

立一條1000m ISD的適用通訊鏈路是

確定的是：更短的ISD (如250m)能否滿

可行的。然而，前幾代的無線技術在

足5G mmWave FWA商業案例的要求。

上行鏈路功率方面均受限，5G也不例

圖3：28GHz路徑損耗vs.基地台隔離，
使用ABG通道模型，比較都會區大型基
地台(UMa)部署的LOS和NLOS自由空
間傳播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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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4顯示假設最大傳導元件功率為

5GTF展望

+23dBm和採用16單元天線陣列客戶

Verizon 5G標準使用3GPP LTE標準提

端設備(CPE)路由器的上行鏈路預算。

供的既有架構。載波頻率向上移動，

根據路徑損耗和假設的通道模型，可

在較高頻率上分解增加的相位雜訊，

以計算出跨越相當大範圍(即-9~+14dB)

這些都需要更寬的子載波間隔來克服

的鏈路餘量。當然，低於零的任何值都

將會產生的載波間干擾(ICI)。Verizon

5G/新一代通訊
標準使用的是75kHz，而不是15kHz。
在確定5G網路覆蓋時，應當理解

表4：28GHz上行鏈路預算

幾個實體訊號。相較於LTE，Verizon的

總Tx EIRP

5G標準中，同步訊號(PSS和SSS)以頻

路徑損耗

分多工(FDM)技術發射，而LTE則採用

熱雜訊

頻寬
Rx雜訊指數
最小可偵測訊號
QPSK所需的SNR與1/2 FEC

時分多工(TDM)技術。而且，由於導入
了新的同步訊號，擴展同步訊號(ESS)

總Rx波束成形增益

有助於辨識正交頻分多工(OFDM)符號

100MHz Rx訊號頻寬
鏈路餘量*

時序。圖4顯示包含在特殊子訊框0和

*鏈路餘量=總Tx EIRP–路徑損耗–Rx訊號頻寬

Z5中的同步訊號(SSS、PSS、ESS)映
射，並圍繞在波束成形參考訊號(BRS)
和擴展實體廣播通道(xPBCH)之間。
裝置在初始接取過程中使用這些同
步訊號，以確定要連接到哪個5G基地
台，然後使用波束成形參考訊號(BRS)
來評估接收可用波束成形訊號中的哪一
個。該標準允許發射一定數量的波束，
具體數量取決於BRS的發射週期。這些

圖4：5GTF同步和波束成形參考訊號

資訊經由xPBCH提供給裝置。在其基
本形式中，每個OFDM符號發射一個波
束；然而，使用正交覆蓋碼(OCC)可讓
每個OFDM符號發射多達8個波束。根據
所選的BRS發射週期—有4個選項：1
個時隙、1個、2個或4個子訊框—可
以發射多個波束，CPE在這些波束上
執行訊號品質測量。基於對這些BRS
接收訊號功率(BRSRP)的測量，CPE將

圖5：5GTF覆蓋範圍測量案例

維持一組8個最強波束，並將4個最強

擴展：將在28GHz上發射的多達8個

根據測量BRS的CINR，用戶可以預測

波束回報至網路。一般而言，相同的

100MHz寬分量載波下變頻至能由該路

特定測量位置的可能輸送量。

原則適用於確定現有4G LTE技術的覆

測掃頻儀處理的中頻範圍。整個解決

在行動網路中，基於CINR，裝

蓋範圍。針對28GHz案例，接收機(網

方案整合於一個以電池供電的後背包

置將確定檢測到的基地台是否是要駐

路掃頻儀)首先掃描期望的頻譜，獲取

中，從而可在辦公大樓中進行現場覆

留的基地台。這通常根據定義為最小

同步訊號以確定由PSS和SSS提供的初

蓋測量。

CINR的閾值來確定。對於LTE來說，
這是-6dB，而對於「Pre-5G」，則有

始時序和實體基地台ID。ESS協助辨

測量結果如圖5所示。圖5右側繪製

識OFDM符號時序。下一步是對BRS

了所有檢測到的載波(PCI)中8個最強波

執行品質測量(如同與CPE所做的)，

束，包括發現的波束索引。頂部的2個

在FWA應用場景使用mmWave頻

以確定誰有最好的接收選項，以及保持

值顯示PCI和波束索引。這些波束是根

率的商業案例是成功還是失敗，取決

並顯示一組8個最強的接收波束。

據測量BRS (而非BRSRP)的最佳載波干

於鏈路預算是否能在可負擔的ISD實

因應早期5G採用者的需求，羅德

擾雜訊比(CINR)組織起來的。在螢幕的

現。部署5G FWA時，網路設備製造

史瓦茲(Rohde & Schwarz；R&S)設

頂部，使用者可以輸入具體的PCI，並

商和服務供應商必須在實施網路最佳

計了一款原型測量系統，使用覆蓋直

在實際的測量位置辨識該載波的8個最

化以前，利用最佳化工具確定實際的

到6GHz頻段的超小型路測掃頻儀。這

強波束。此外，掃頻儀確定發射的波

覆蓋範圍。

個頻率範圍可以使用下變頻方法加以

束OFDM符號以及使用了哪個OCC。

待進行現場測試做出評估。

(*更多內容詳見本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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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時脈解決方案簡化
高性能運算加速器
James Wilson，Silicon Labs時脈產品資深行銷總監

雲端運算和人工智慧(AI)將是解決全球
重大挑戰的關鍵，像是加速科學發現、
醫學研究、能源、醫療保健和其他產業
創新步伐。資料科學家現在有能力利
用AI和高性能運算(HPC)來分析大量
資料，比以往更快瞭解資料並解決問
題。隨著對於HPC需求的增加，資料
中心日益針對高性能運算工作負載進
行最佳化。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對於低延

圖1：FPGA/GPU加速卡的參考時脈

遲、高傳輸量資料處理和網路連線性進
行最佳化的專用運算、網路和儲存硬體
需求。而此種市場趨勢同樣增加了對於
高性能時脈解決方案的需求，以最佳化
HPC工作負載加速器的運作。

伺服器加速
硬體加速器用於加速資料中心應用

圖2：網路介面卡的參考時脈

的HPC工作負載。雖然繪圖處理器

此應用，因為它們結合了低抖動參考時

件可用於PCIe時脈分配，Si510 XO則

(GPU)歷來被用於此目的，但現場可

脈、小尺寸和內建電源雜訊抑制功能，

可用於為乙太網路MAC/PHY提供低抖

編程閘陣列(FPGA)正日益成為另一種

盡可能地降低了交換式電源供應對高速

動參考時脈。

可行的選擇。兩種解決方案都能將平

I/O性能的電源雜訊影響。

儲存

行處理、快速I/O和高速記憶體介面結
合起來，以擴展處理性能，使伺服器

網路介面卡

在儲存應用中，業界正迅速從使用基

能夠高效地執行神經網路，為搜尋引

網路介面卡(NIC)用於連接資料中心網

於低速SATA(6Gbps)和SAS(12Gbps)

擎、語音辨識、自然語言翻譯和影像

路內的伺服器和儲存資源。隨著對頻

CPU/記憶體互連解決方案的硬碟驅動

處理提供動力。GPU和FPGA正向更高

寬需求的增加，資料中心正從使用傳

器，轉向使用基於NVMExpress介面

速度的25Gbps I/O介面轉變，以便更

統10GbE/40GbE光纖網路，轉向使用

規範的固態儲存裝置。NVM Express

輕鬆地擴展多個IC之間的協同處理。

更高速度的25GbE/50GbE/100GbE網

(NVMe)的一個主要優點是可以縮短延

如圖1所示，這些高速I/O介面需

路。這些網卡不僅需要協調大量資料

遲時間並提高記憶體存取速度，使其

要低抖動時脈參考，以盡可能地降低

的傳輸，還可以使用網卡將特定工作負

成為快閃記憶體資料傳輸的理想解決

誤碼率並提高整體系統性能。低抖動

載和應用程式從軟體卸載到硬體中，協

方案。NVMe的另一個好處是它使用流

晶體振盪器(XO)和時脈產生器非常適

助資料中心更高效率地運行。網卡將數

行的PCI Express (PCIe)序列介面將固

合GPU/FPGA I/O時脈。例如，芯科科

據從PCIe傳輸到乙太網路(Ethernet)，

態硬碟(SSD)與伺服器/CPU互連，後者

技(Silicon Labs)的Si510 XO和Si5332

並為網路提供高速介面。諸如Silicon

已經支援用於高速串列資料傳輸的嵌入

時脈產生器等高性能時脈元件非常適合

Labs的Si53204 PCIe緩衝器等時脈元

式PCIe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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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3所示，SSD控制器需要一個
高性能PCIe時脈產生器來提供參考時
脈。該時脈必須支援展頻時脈產生，以
減少EMI並確保符合輻射標準。此外，
選擇符合最新批准的PCIe Gen 4標準
因應未來的時脈來源，並保持與PCIe
Gen 1/2/3相容至關重要。Si52204緩
衝器是展頻時脈產生器的一個例子，
其符合PCIe Gen 1/2/3/4規範，並具

圖3：PCIe/NVMe SSD的時脈

要性不斷增加，以解決HPC和工作負

(OpenCAPI)。該擴展匯流排標準基

載處理問題。隨著新型GPU、FPGA

於IBM Power9 BlueLink 25Gbps I/O

更快的上市時間

和ASIC產品上市，這種趨勢預計還會

進行互連，並支援Nvidia NVLink 2.0

資料中心硬體通常每兩到三年更新一

加速，促使這一類產品進一步支援更

協議，以實現處理器之間的一致性記

次。HPC加速器和基於NVMe的SSD主

低的延遲、更高的I/O速度、更高容量

憶體共用。第三個標準是Gen-Z，這

要優勢在於能夠快速部署，以幫助資

的記憶體介面，以及在CPU、記憶體

是一種記憶體結構，使任何裝置都能

料中心營運業者因應市場需求轉變，

和加速器卡之間的更快速資料傳輸。

夠與其他裝置進行通訊，就好像它在

有顯著的餘量。

以及更快地推出新應用和Web服務。

最近，PCI-SIG工作小組批准了

與自己的本地記憶體進行通訊一樣，

另一個好處是可擴展性。附加卡使用

PCIe Gen 4標準，該標準支援16Gbps

從而使應用能夠直接存取任何類型的

PCIe連接器插入標準伺服器主機板，

速率的CPU記憶體I/O加速器互連。

DRAM和NVM。

可立即為現有伺服器提供擴展功能。

符合第四代(Gen 4)標準的解決方案

雖然很難預測哪些標準將在未來

附加卡的設計階段可以短至六個月，

目前則正在開發中，預計將於2019年

的CPU-記憶體-I/O互連中佔上風，但

使資料中心操作人員能夠快速添加新

開始大規模部署。此外，PCI-SIG也

有一個趨勢是明確的。未來的加速器

功能並部署新的Web服務，而無需在

剛啟動PCIe Gen 5的工作進展，將支

互連技術將越來越依賴於高性能時脈

資料中心機架內更換設備。

援32Gbps速率的CPU記憶體I/O加速

解決方案來最佳化高速I/O性能。未

器互連。

來的時脈解決方案必須具有出色的抖

上市時間也是時脈元件搭配HPC加
速器和基於NVMe的SSD共同使用之關

目前已定義了三項競爭標準來為

動性能，以盡可能地降低系統級誤碼

鍵考慮因素。硬體設計人員應該考慮可

PCIe提供備選解決方案，這些新的

率。相容於標準以及與FPGA/GPU供

編程時脈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可以

匯流排/互連標準之一是CCIX(用於

應商經驗證的互通性也將會變得至關

單獨客製和最佳化，以滿足其特定的性

加速器的快取一致互連架構)。CCIX

重要，從而簡化多種標準和裝置之間的

能、功耗和空間要求。

利用PCIe實體層，但將資料速率擴

互通性。由於不斷增加的空間和功耗限

展到25Gbps。它還指定處理器和加

制，未來的時脈解決方案也必須高度整

高性能運算加速器的未來

速器之間的快取一致性。另一項競爭

合，才能以單一元件提供所有的電路板

過去幾年來，客製硬體解決方案的重

標準是「開放協調加速處理器介面」

級(board-level)時脈。

大數據和AI應用的新運算架構
Paul Master，CORNAMI共同創辨人兼CTO；Frederick Furtek，CORNAMI共同創辨人兼首席科學家

大多數運算技術專家都坦言，全球資

進應用(如機器學習、機器人、自動駕

這些類型的應用都依賴於大數據

料量每兩年成長一倍。預計到2020

駛和分析以及金融市場)，資料集將超

(Big Data)— 這需要一些即時計算

年，針對用於人工智慧(AI)相關的先

過21ZB(zettabyte)或更多。

非常小、但多層級的軟體演算法。然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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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透過添加大量核心來提供更多運
算，而非僅試圖加速一些核心。
例如，CORNAMI正致力於克服這
一處理與運算性能議題，利用同步技
術開發出專利的新運算架構，能夠獨
特地改變軟體性能並降低功耗、延遲
和平台尺寸。
其結果是在每個處理核心都具有獨
立決策能力的大規模平行架構，穿插著
高速記憶體，以及所有透過生物啟發的

圖1：多核心CPU性能不再持續上升

網路互連以產生可擴展的大量核心。該
架構基於CORNAMI開發的獨特結構，
稱為TruStream運算結構(TSCF)，可跨
多個晶片、電路板和機架進行擴展，每
個核心可獨立編程設計。
透過使用TruStream程式設計模型
圖2：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的處理需求，要求我們更有效地使用電晶體預算

(TSPM)，多核心處理器資源被抽離至共
同的同質核心池。TruStream建置於軟

而，如今的多核心處理技術和架構在

「少量核心」伺服器的大量機架組成。

體和硬體上，並可在TruStream運算結

性能和效率方面已無法有效地滿足這

其結果是大量的網路伺服器造成了大規

構中運行。程式設計人員可透過嵌入更

些演算法的需要。

模的資料中心蔓延，從而導致全球用電

高層標準語言的CORNAMI TruStream

量和碳排放量大幅增加。

控制結構，輕鬆實現同步。

問題：「所有的性能都去哪了？」

關鍵的是，對於大數據和機器學

直到2000年代初期，電腦性能與處

習工作負載的檢查顯示，它們與現有

機器學習處理引擎的核心

理器的時脈頻率相關，根據摩爾定律

處理器數十年來設計和最佳化的工作

最近，微軟(Microsoft)的卷積神經網

(Moore's Law)，頻率每18個月會增

負載大不相同。大數據/機器學習程式

路(CNN)加速器、Google用於神經網

加一倍。到了2005年後，摩爾定律顯

碼大小以kLOC(千行程式碼)為單位，

路加速的張量處理單元(TPU)，以及

示，處理器核心數約每隔18個月增加

而傳統軟體(例如你最喜愛的辦公室套

NVIDIA關於深度學習GPU的Volta等

一倍。傳統觀點認為，運算性能的進

件或作業系統等)是以mLOC(百萬行

消息發佈，都揭示了加速機器學習演

步將來自於向傳統處理器添加更多的

程式碼)為單位進行度量的。例如，中

算法的類似方法。

核心。然而，如圖1所示，最終結果卻

國科學院(CAS)為SPARK應用架構提

要加速的演算法都是3D濾波器的

發生了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

供BigDataBench 3.2上的簡單LOC

變異版本(圖3)。最消耗CPU/GPU處

為了提高傳統軟體演算法的性能

grep，就涵蓋了十幾個不同的基準測

理能力或晶片面積的演算法是3D卷積

而添加越多核心，增量增益就越小(除

試，顯示總計不超過1,000行SCALA程

濾波器— 而這也正是CNN的核心和

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因此，核心

式碼的累計kLOC。Yahoo! Streaming

靈魂。

數量止步不前。讓每一代的電晶體數

Benchmark則少於300行SCALA程式

為了加速這些演算法，可使用2D

量倍增，使得「少量」核心的速度稍

碼。Google TensorFlow MNIST的整

矽結構— 這是一種稱為脈動陣列

快些，而不是用於增加更多的核心。

個教程有多個副本，涵蓋超過1,000行

(systolic arrays)的矽加速器。圖4顯

因此，電晶體資源的指數級增加被浪

python程式碼。

示相乘的兩個簡單3×3矩陣；圖5顯

費了，它只為我們帶來性能上的小小
線性增益，如圖2所示。

因此，我們需要一種適合目前工
作負載的新處理架構，以提供一種可

示將執行乘法的3×3乘法累加單元脈
動陣列。

需要處理的資料量正以指數級速度

擴展、大規模平行、海量核心(sea-of-

例如，輸出矩陣元素C11包含在

增加。目前這一代「雲端」是由充滿

cores)的方法。讓我們使用電晶體預

A和B輸入資料完成串流之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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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Note
適於 SoC 和微處理器應用的高效率 20A 單晶 Silent Switcher® 2 穩壓器
Zhongming Ye
對於工業和汽車系統中使用的先進 SoC (系統單晶片)
解決方案而言，功率預算正持續地攀升。接連推出的
每一代 SoC 都增添了高功耗元件並提升了資料處理
速度。這些元件需要可靠的電源，包括用於核心的
0.8V、用於 DDR3 和 LPDDR4 的 1.2V 和 1.1V，以及
用於周邊和輔助元件的 5V、3.3V 和 1.8V。此外，先
進 SoC 的性能要求高於傳統 PWM 控制器和 MOSFET
所能提供的水準，因此，所需的解決方案必須更精
小、具有較高的電流能力、較高的效率，而且更重
要的是，必須擁有卓越的 EMI 性能。而這正是 Power
by Linear™ 單晶 Silent Switcher 2 降壓型穩壓器的優
勢，此類元件能夠滿足先進 SoC 的功率預算，同時符
合 SoC 的尺寸和熱限制條件。

圖 1 顯示一款用於 SoC 和 CPU 電源的 1.2V/20A 輸出
解決方案，其採用了切換頻率為 1MHz 的 LTC7150S。
該電路可簡易地修改以因應其他輸出組合 ，包括
3.3V、1.8V、1.1V 和 0.6V，使其能利用 LTC7150S 的寬
廣輸入範圍。LTC7150S 擁有作為第一級 5V 電源的輸
出電流能力，在其後可佈設一些位於不同輸出的下游
第二級切換式穩壓器或 LDO 穩壓器。

具卓越 EMI 性能的 Silent Switcher 2
在高電流條件下，欲通過 EMI 規則條例通常需要克服
精細複雜的設計和測試難題，包括在解決方案尺寸、
效率、可靠性和複雜性等諸多因素之間的大量權衡折
衷。傳統方法是透過減慢 MOSFET 切換邊緣速率和 /
或降低切換頻率來控制 EMI。這兩種策略均涉及權衡
取捨，例如：效率下降、最小導通和關斷時間增加、
以及解決方案尺寸增大等。諸如採用複雜龐大的 EMI
濾波器或金屬遮罩等其他 EMI 抑制方法，則會在電路
板空間、元件和封裝方面增加大幅成本，同時使得熱
管理和測試工作複雜化。

採用 20V 輸入的 20A 解決方案適用於 SoC
LTC®7150S 拉抬了“高性能”在工業和汽車電源中的
門檻。該元件具有高效率、小外形尺寸和低 EMI。整
合高性能 MOSFET 和熱管理功能電路使其可在沒有散
熱或冷卻氣流的情況下依靠高達 20V 的輸入電壓可
靠和連續地輸送高至 20A 的電流，因而使其非常適
合工業、交通運輸和汽車應用中的 SoC、FPGA、
DSP、GPU 和微處理器 (μP)。

圖 1 所示電路的效率與功率損失的關係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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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因此 LTC7150S 不需要增設額外的散熱片或冷卻
氣流便能提供高電流。與大多數解決方案不同的是，
低 EMI 和高效率皆可在高頻操作情況下實現，因而確
保了小型的被動元件尺寸。圖 3 所示為一款 2MHz 解決
方案，其在因應 FPGA 和 μP 應用且外形非常扁平的解
決方案中採用了一個 72nH 小電感器和全陶瓷電容器。

Analog Devices 專有的 Silent Switcher 2 架構可透過
整合式熱迴路電容器自我抵消 EMI，從而最大限度減
小雜訊天線尺寸。這與內建的 MOSFET 相結合，可顯
著減少了切換節點振鈴和儲存在熱迴路中的關聯能
量，即使在開關邊緣速率非常快的情況下也不例外。
結果是獲得傑出 EMI 性能，同時最大限度降低了 AC
切換損耗。LTC7150S 運用 Silent Switcher 2 來儘量降
低 EMI 和實現高效率，從而極大地簡化了 EMI 濾波器
設計和佈局，非常適合針對雜訊敏感環境之應用。僅
在前面佈設一個簡單的 EMI 濾波器，LTC7150S 即可
通過 CISPR22/32 傳導和輻射 EMI 峰值限制要求。圖
2b 所示為輻射 EMI CISPR22 測試結果。

結論
在工業和汽車環境中，對於智慧化、自動化和感測能
力不斷成長的需求，導致對於電源性能要求越來越高
的電子系統急速增加。除了解決方案尺寸、高效率、
熱效率、堅固性和易用性之外，低 EMI 也已經從事後
考慮的事項升格為重要的電源要求之一。LTC7150S 透
過運用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在精小的占板面積內滿足
了嚴苛的 EMI 要求。整合式 MOSFET 和熱管理功能允
許採用高達 20V 的輸入範圍和高至 3MHz 的頻率範圍，
以強固和可靠的方式連續地提供高達 20A 的電流。

整合式 MOSFET、整合式熱迴路去耦電容器、內建補
償電路，所有這些特性使系統擺脫了設計複雜性的困
擾，並利用電路簡單性和 Silent Switcher 架構最大限
度縮減總解決方案尺寸。由於可進行高性能的電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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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卷積神經網路(CNN)顯示3D Convolution + 3D ReLu + 3D Pooling
來源：《應用科學》，2017,7,447

A11˙B11+A12˙B21+A13˙B3。較
大維數的陣列允許發生大量平行作業；
陣列元素之間更複雜的互連增加了頻
寬；每個元素的更複雜功能允許執行
卷積和其它功能；而更複雜的控制電
路允許結果串流輸出，而更多的資料

圖4：3x3矩陣乘法

串流輸入且執行更多的運算。
這些是用於生產元件的技術。消除
複雜性及核心思想很簡單。請注意，輸
入矩陣按照特定的順序串流輸入陣列的
左側和頂部，並將結果從陣列中串流輸
出。一個脈動陣列的屬性(即能夠連續
串流大量資料進出結構；同時操作所
有元素；以及中間值保存在脈動陣列
內部的事實；而且不需要被「保存」
到記憶體中)提供所需的性能。
那麼，如果讓程式設計人員透過軟

圖5：執行串流矩陣乘法和累加的3x3元
素脈動陣列

元素分析、密碼學、糾錯編碼以及建模
實體現實等

體來定義任何脈動陣列的維度、功能和
所需的高性能，這是脈動陣列的一個副

最簡單的脈動陣列—The
Game of Life

作用；但允許軟體程式設計師透過完全

讓我們來看一個前述軟體定義脈動

允許在軟體中進行更改，以跟上新演算

陣列方法的完整實例，該實例使用了

法的發展。

TruStream程式設計模型，在海量核心

互連性呢？也就是說，要保持機器學習

另外的好處是，這種軟體方法應用

TruStream運算結構上執行軟體。為了

範圍相當廣泛，遠遠超出了機器學習的

說明將TruStream應用到這些問題中的

範圍，其中，對2D或更高維度陣列的

技術，我們選擇了生命遊戲(Game of

元素(單元、畫素、體積畫素)，及其相

Life)細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on)，

鄰元素進行操作。應用範圍包括機器學

它由2D格狀細胞組成，每個細胞只與

習、影像處理、壓縮/解壓縮、編碼/解

以自身為中心的相鄰八格細胞進行互

碼、三維(3D)建模、流體動力學、有限

動。幾乎所有的軟體程式設計人員都應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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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圖10)。然而，儘管沒有這些結
構，TruStream程式設計師可以存取
所有形式的平行性。
透過Game of Life例子可知，整個
TSPM程式由四個C++類的定義組成，
如圖9所示。

TruStream運算結構
TruStream運算結構是一個可擴展的海
量核心處理器，包含處理核心和晶片

圖6：C++類型構成C++的TSPM

上SRAM。所有核心都可獨立程式設

該很熟悉這點，並且很容易就可以說明

為了更直觀地瞭解這些類型，圖

計，並且可平行進行獨立決策(與現代

這些機制。當在TSCF上運行Game of

7和圖8提供了五種TruStream物件的

GPU不同)，而且該架構可以跨越多個

Life的TSPM程式時，每個Game of Life

圖形表示。

晶片、主機板和機架進行擴展。如同大

細胞都執行於其獨特的TSCF核心上。

TruStream程式設計模型
自從亨利福特(Henry Ford)時代以來，
組裝脈動陣列的問題與工廠建構師一

圖7顯示TruStream程式設計模型
的兩個關鍵特性：

RAM數量一樣，TruStream程式設計師

· TruStream拓撲可能是迴圈(或非迴

也不必過於關心其所使用的核心數量。

圈)的。
· 透過嵌套streamModules創建分層

直在處理的問題非常相似。工廠建構

拓撲。

師將問題看作是組織一系列實體(機

TruStream程式設計模型有三個獨

器、機器人和工人)的問題，這些實體

特屬性：

透過從一個實體流向另一個實體的小

· TSPM程式碼分為兩個域：執行緒

裝置流進行互動。當這些建構師繪製

多數程式設計師不會過度關注其使用的

域和串流域。

其工廠圖時，他們繪製的是方塊圖，

· TSPM僅在串流域中顯示平行性。

而不是流程圖。然而，在進行工廠設

· TSPM依靠單一機制來同步執行

TSCF和TSPM之間的連接包含在以
下三個屬性中：
· 在TruStream程式中的每一個
threadModule都有其各自的
TruStream運算結構核心。
· 在TruStream運算結構核心中
執行的唯一程式碼是封裝在
threadModule的執行緒程式碼。
· 在TruStream程式中的每一個

計時，流程圖的作用是：它們非常適

緒：TruStreams。

streamModule在TruStream運算

合描述單個機器、機器人和工人的順

第一個屬性體現了關注點分離的設

結構中配置一個TruStream拓撲。

計原則，讓程式設計師專注於每個域內

TruStream運算結構的主要特性

序行為。總結來說：
確定工人執行任務和佈置工廠的順序
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活動。

正是這些觀察激發了我們對運算的

單獨關注：在執行緒域，程式設計師處

如下：

理嚴格的順序問題；在串流域，程式設

· TSCF針對TruStream程式設計

計師處理串流和串流的轉換。

模型進行最佳化，因此TSCF(如
TSPM)支援所有形式的平行性。

看法：電腦是組裝資料值的工廠；以及

由於這種關注的分離，執行緒域

對程式設計的看法：程式的某些部份可

程式設計師和串流域程式設計師都不

· TSCF對於TruStreams提供硬體支

最容易且自然地表示為流程圖，程式的

必擔心多執行緒或將程式碼映射到單

援，對TruStream提供gets和puts

其它部份則最容易且自然地表示為方塊

個處理器核心。

支援，使TSCF能夠非常高效地執
行TSPM程式。

圖。或者對等地認為：程式的某些部份

第二種屬性意味著執行緒域程式設

在TSPM執行緒域中最容易和自然地表

計師(編寫循序程式碼的程式設計師)，

· TSCF中唯一運行的程式碼是應用

達；程式的某些部份在TSPM串流域中

不必處理平行性。這與傳統的平行程式

程式碼！結構中運行的11個膨脹

最容易和自然地表達。

設計方法顯著不同。

程式碼並不包括。

根據這些，我們創建了TruStream

第三種屬性意味著執行緒域程式

· TruStream運算結構中的執行緒

程式設計模型，該模型基於五個C++

設計師和串流域程式設計師都不必處

等待輸入資料和輸出空間。除此

類，如圖6所示。

理基於執行緒的平行性結構引起同步

之外，執行緒不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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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TruStream物件

· 每個TSCF核心最多支援一個執行

該技術最顯著的特點是：(a)將

緒，因此不存在上下文切換。這

程式碼分成兩個域：執行緒域和串流

意味著不需要調度或分發程式。

域；(b)僅在串流域中表現平行性；以

· TSCF性能來自平行性，而不是
蠻力的速度，因此我們有最佳化
TSCF的能源效率的優勢。
· 由於晶片外操作是性能殺手，TSCF
提供大量晶片上SRAM。

及(c)依賴單一機制(TruStreams)用於
同步執行緒。
這些功能有很多好處，其中主要
有以下幾點：
· 在軟體內快速建構任意多維脈動陣

· 每個TSCF核心都有自己的記憶體

列並使其於核心運算結構上執行的

埠，因此TSCF提供特別(高)的聚

能力。你可以實現當今最喜歡的機

合記憶體頻寬。

器學習演算法，而且當更好的機器

總之，這些特性帶來了：(1)延遲

學習演算法出現時，就取而代之。

顯著降低；(2)性能顯著提高；以及(3)

當系統工作負載發生變化時，軟體

運算能力明顯增加。

可以即時更改脈動陣列的大小和性
質。需要結合機器學習功能執行複

結語

雜和任意的控制功能嗎？編碼吧！

TruStream技術重新定義了運算的含
義。在過去的70年中，一直以執行緒
為中心的觀點已一去不返。取而代之
的是這樣一個模型：執行緒仍扮演一
個角色，但是個支援的角色(可以完全
消除執行緒；例如，用純功能語言編
寫的功能程式碼替換循序執行緒功能
變數程式碼，以及用堆疊機替換馮諾
依曼核心)。

圖8：輸入和輸出串流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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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料值、執行運算、並將資料值
放入輸出串流中。僅此而已。沒有
執行時間調度或分發，而且沒有同
步原語— 超越TruStreams。此
外，由於每個執行緒模組都有自
圖9：構成Game of Life的類別

來源：CORNAMI

己的核心，所以沒有上下文切換。
多個IC可以連接在一起建構更大的
運算結構；機架中的多個伺服器可
以連接在一起；多個機架還可以結
合在一起處理更大的工作負載。
· 對於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應用，優
勢轉向擁有越來越多更小核心，
而不是試圖盡力提高大型傳統處
理器核心的性能。技術節點的變

圖10：TruStream程式設計模型中不包括
的結構

圖11：不包括在TruStream運算結構
中執行的程式碼

化通常使你可將放在同一尺寸晶
片上的電晶體數量加倍。在今天

我們無論怎樣強調軟體靈活性的優

數多核心方法都有一個集中化資源

的技術節點實務中，這意味著你

勢都不為過。利用機器學習所用的

(例如調度程式或分發程式)作為限

會得到另外幾十億個電晶體。傳

高性能矽加速器，你會被ASIC流

制系統規模的瓶頸。在TruStream

統方法將利用這些電晶體並將其

片時制訂的設計決策所束縛，而且

運算結構中，沒有這樣的瓶頸。一

轉化為15%至30%的性能增益。

矽加速器仍然需要存取通用處理器

旦TruStream拓撲下載到TSCF並

現在，你可以將它們轉換為額外

核心，以便控制決策。

開始執行，拓撲中的每個執行緒

的4,000個處理器核心。

· 可任意擴展的多核心架構。大多

模組都是獨立的。它從輸入串流獲

(*更多內容詳見本刊網站)

為嵌入式系統創建合規文件
Ferry Vermeulen，INSTRKTIV總監

你正在設計或開發嵌入式系統嗎？

和冰島(Iceland)、挪威(Norway)和

用其它相關指令，例如低電壓指令

它們是否針對歐洲市場？如果是的

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市場或在

(Low Voltage Directive)或機械指令

話，你或你的公司很可能必須與CE

該區使用的產品。除此之外，CE標誌

(Machinery Directive)。

(ConformitéEuropéene；符合歐洲

僅適用於某些產品類型或產品方面。

標準)標誌打交道，而且需要為你的

為了瞭解產品是否屬於CE標誌範

只要一條或多條指令適用於你的產
品，你就需要遵循CE標誌(審核)流程，

系統提供規格符合文件(compliant

圍，你需要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以確保嵌入式或整合系統符合所有要

documentation)。

1. 你的產品是否投放到CE標誌系統市

求。CE標誌流程包含六個需要遵循的

本文將展示如何創建符合CE標誌要

場或在該市場中的任一國家使用？

求的合規文件。同時，還包括了一些可

2. 你 的 產 品 是 否 屬 於 C E 標 誌 指 令

以在此過程中提供支援的範本。

(directive)範圍內？

步驟，才能使產品得到CE標誌。
步驟1：確定適用的指令

適用於嵌入式系統的通用CE指

首先，你需要確定你的嵌入式系

CE標誌獲取流程

令是EMC指令、RoHS指令和無線電

統是否屬於CE標誌的範圍；如果是的

CE標誌適用於投放歐洲經濟區(EEA)

設備指令。而當整合後，可能還適

話，那麼適用哪些指令。目前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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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1. 確定適用的指令

· 預期用途的描述

6. 制定符合性聲明
並貼上CE標誌

· 圖紙、電路圖和照片
· 用戶指導
· 材料清單
· 符合性聲明

5. 編譯技術
文件

2. 確定適用的
指令要求

查閱適用的指令以找出你的技術文
件應包含的內容。指令還對使用者指導
和安全指導的內容有要求。為了在特定

圖1：CE標誌流程

4. 評估產品的
符合性

3. 確定合適的
認證程序

25條指令，而且一個系統可能屬於多

市場銷售產品，你應該確保你的用戶手
來源：INSTRKTIV

令中找到。
步驟6：制定符合性聲明並貼上CE標誌

條指令的範圍。
根據所提到的屬於CE標誌範圍的產

冊符合這些要求。

步驟4：評估產品的符合性

當你確定你的嵌入式系統符合適用

品類別，你可以定義相關指令。這些指

現在你知道你的產品必須符合哪些

的CE標誌指令且技術文件完成後，你需

令可以透過歐盟(EU)的網站找到。為了

要求以及正確的合規性審核途徑，接著

要對此進行聲明。經由制定和簽署符合

確定適用的指令，你需要查閱並驗證指

必須收集證據證明產品符合(各)指令的

性聲明(DoC)即可完成。這樣做，你不

令的範圍，以及給定的定義是否適用於

基本要求。

僅可以聲明產品符合所有相關法規，也

這通常涉及一些評估和/或測試。評

你的產品。

為嵌入式系統承擔全部責任。

估可以由你自己進行，創建一個包含所

同樣地，對於符合性聲明的內容，

有要求的清單並添加合規性證明。測試

每條指令都可能有自己的要求。一旦聲

每個CE指令都包含嵌入式系統

有時可以由你自己或由測試機構完成。

明符合要求，就可以在產品上放置CE標

需要滿足的要求，即所謂的基本要求

如果是強制性的，則需要由公告機構進

誌並開始銷售產品。

(Essential Requirements)。這些要求

行某些類型的檢查核定。

步驟2：確定適用的指令要求

結論

大多非常籠統，並不具體。證明你的系
統符合基本要求的一種方法是符合協調

步驟5：編譯技術文件

遵循這些取得CE標誌的步驟，能夠確

每條指令都要求將技術文件放在一

(harmonized)的歐洲標準要求。

保產品符合CE標誌要求。

儘管自願但透過使用標準，你可以

起。技術文件是你證明系統符合所有要

其中最有價值的部份是，你可以

創造符合適用指令基本要求的一致性推

求的證據。根據哪些指令適用於你的產

遵循這個如何創建符合性文件的一步

定。透過歐盟網站就能找到現有的協調

品，技術文件可能包括以下內容：

步CE標誌流程，最終自行搞定大部份

標準並選擇幾個產品組。

· 第4階段的測試報告和/或評估

的工作。

參加CE標誌系統的國家

屬於CE標誌範圍的產品

步驟3：確定合適的認證程序
只要知道哪些指令適用於你的嵌入
式或整合系統，並且確定標準中的要
求，則必須證明你的系統符合每條指令
及其要求。但是，每條指令都有如何證
明符合性的不同方法，這通常取決於產
品分類和預期用途。

奧地利

芬蘭

立陶宛

斯洛維尼亞

比利時

法國

盧森堡

西班牙

保加利亞

德國

馬爾他

瑞典

克羅埃西亞

希臘

荷蘭

英國

賽普勒斯

匈牙利

波蘭

冰島

程，但當你的產品需要符合諸如EMC

捷克共和國

愛爾蘭

葡萄牙

挪威

或無線電設備指令時，你可能需要

丹麥

義大利

羅馬尼亞

列支敦士登

協力廠商的支援，即所謂的公告機構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斯洛伐克

儘管CE標誌是一個自我聲明的過

(Notified Body)。更多資訊可在相關指

玩具

升降機

機械產品

遊艇

電氣/電子設備

用於爆炸性環境中的
設備和防護系統

個人保護設備

非自動稱重儀器

無線電設備

索道

醫療裝置

建築產品

主動植入式醫療器械

民用爆炸物

體外診斷設備

新型熱水鍋爐

簡易壓力容器

測量設備

燃氣用具

壓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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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新式負載技術加速穩定性測試
Justin Spencer Mamaradlo，產品工程師/IEEE會員

當一連串的環境和電路設計變數影響
輸出時，就很難確定具有負反饋電路
的穩定性。任何計算錯誤都會成為怪
異電路行為(如振盪和振鈴)的溫床。
這就需要先期測試程式，以儘量減少
產生波動的可能性。遺憾的是，這種
方法通常是在昂貴的高階電子負載下
執行的。
本文為愛好者介紹了一種經濟型替

圖1：在負載瞬態測量中設置NMOS電阻(左)和PMOS電阻(右)配對
來源：Justin Spencer Mamaradlo

代方案，即利用MOSFET的線性區和飽
和區與負載電阻配對來提供脈衝電流。

繁瑣艱澀的理論計算，對穩定和不穩定

增益餘裕不太常見，因為相位不超過

輸出做出清晰界定，就不可能預期合理

180 時的情況更多。在極點條件滿足之

系統穩定性

結果。然而，這並非一定意味著估計就

前，更高餘裕意味著更大的迴旋餘地，

為什麼穩定性如此重要？能否僅購買

不可靠。其實，單憑理論不一定能夠保

從而得到更穩定的電路。

現成可用的智慧財產權(IP)，建構或

證系統的穩定性。

這種方法能明顯地顯示每個變數對

製造電路、測試功能性，然後將其用

鑒於上述論點，如果只採用基本功

電路頻率響應的影響。較高的輸出電容

於預設應用？遺憾的是，這種臨時應

能測試，產品在現場出故障的可能性很

意味著較低的相位餘裕，因為相位和高

急的方法充滿風險，還存在著潛在的

大。那麼很可能就會出現顧客抱怨產品

頻分量會衰減，而將0dB點推向左側。

災難性後果。為了瞭解這些風險，必

故障的情景。最糟糕的情況是，由於最

該設置對於測量的準確性也很重要。

須建立一個堅實的穩定性基礎。

終產品不合格，導致公司陷入虧損。

如果由於連接器處理不小心和不良焊
接而產生意外的寄生成份，可能會導

根據閉路反饋系統的傳遞函數，系
統不穩定情況是經由使分母等於0而形

測試不穩定性的方法

成。因此，當系統以‘-1’的增益(即

有各種測量技術可用於測試電路是否

方法＃2：觀察負載瞬態響應

單位增益和180 相位反轉)運行時，整

在特定條件下振盪。理想的方法取決

該方法透過觀察電路在時域中的特

個傳遞函數接近無窮大，從而使此條

於可用的資源，將在下面詳細討論各

性響應來進行判斷。根據電路規範，用

件成為極點(另一種辨識極點的方法是

個選項。

汲極(sinking)或源極(sourcing)電流使

提取分母的特徵值或特徵向量)。由於
傳遞函數具有作為因變數的頻率，所以

方法＃1：從波特圖(Bode Plot)獲取
增益和相位餘裕

致不準確。

輸出產生脈動。利用示波器(仍然相當昂
貴，但比頻率響應分析儀[FRA]便宜)觀

可以假設設計具有遠離極點工作頻率的

該方法透過觀察電路在頻域中的特

察輸出響應。如果觀察到強烈的「吉布

電路將能解決這一問題。但這種預防措

性響應來進行判斷。它需要價格不菲的

斯現象」(Gibb's phenomenon)，尤其

施是不夠的。

網路分析儀或頻率響應分析儀，將正

是未即時衰減的類型，那麼在靠近這種

當導入負載和環境變數時，傳遞函

弦波(其頻率在所需範圍內被掃描)與輸

條件的某處就可能存在極點。

數和極點(或訊號或系統更複雜時的多

出耦合到電路的反饋迴路中，然後同

個極點)會發生變化。系統的複雜性和

時測量增益和相位。對發生在單位增

應用進一步模糊了邊界的穩定性。例

益和180 相移時的振盪進行回溯，提

如，電源轉換器裝載了大量的非線性電

取20˙log(1)=0dB的相位，並取其與

設計師— 同時被譽為「能隙沙皇」

路元素和外部寄生元件，這些元件都對

180 的差值。這就是相位餘裕(Phase

(Czar of Band-Gaps)的已故Robert

極點的這種轉移造成影響。如果不借助

Margin)。同樣的方法適用於增益。但

Pease (我在大學時開始接觸其內容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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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3：使用「皮斯原理」(Pease's
Principle)
知名的類比IC(特別是運算放大器)

測試與測量
富的‘Pease Porridge’專欄認識)詳
細闡述了一種簡單的電路穩定性測試方
法。它涉及用所有頻率的方波輪番攻擊
電路。如果電路得以倖存，那說明它具
有穩健性。電路的薄弱環節也將暴露無
遺。該過程在理論上是合理的，因為方
波的頻率成份包含在頻域中(記得方波的
傅利葉[Fourier]級數或單位階躍響應的
傅利葉變換？)。就像上面介紹的第一種
方法一樣，將所有奇數正弦分量壓縮成
方波(而不是逐一掃描)。在我看來，採
用這種方法應該注意一些預防措施，例
如在輸出端使用主動負載。

圖2：在LTSpice中繪製的CPM-CCM雙向USB C型轉換器

來源：Justin Spencer Mamaradlo

負載瞬態響應研究
在測量負載瞬態響應時，需要可提供
更佳解析度的示波器。在處理明顯較
高的電流時，檢查電路的輸入電壓是
否明顯下降是明智之舉。壓降可能導
致電路的欠壓鎖定(UVLO)觸發。在此
情況下實現4線配置可能會起到妙手回
春的作用。應遵循正確的探棒接地原
則，以避免虛假的過衝或下衝，從而
可能造成不穩定的誤報。

圖3：USB Type-C電源轉換器CPM模組的內部原理圖

監測電流也可能是個障礙。可用

供脈衝的客製電路都能實現。值得注

的選項是針對低電流的電流探棒和用

意的是，MOSFET開關必須處於線性

於監測更低電流的檢測電阻。三線電

區，否則將呈現高阻抗(如電流源飽和

纜(triaxial cable)也可以消除絕緣洩漏

時會發生的現象)。

來源：Justin Spencer Mamaradlo

地線的儀器，這就不可能了。
使用電子負載
市場上有許多電子負載可滿足各

請記住，為了偏置線性區的開

種測量要求。當然，儀器的品質會隨

關，bulk-source電壓必須處於接地電

成本的降低而下降。儘管如此，即使

測量負載瞬態響應的方法

位(可以是反向偏置，但不應太多，因

最便宜的電子負載的價格也無法與單

測量負載瞬態響應的方法有許多種，

為閾值電壓也會增加)，且閘極-源極

個MOSFET和電阻的價格競爭(對愛好

以下段落詳細描述每種方法。

電壓必須比漏極-源極電壓加上閾值電

者來說)。如果這樣的話，那為什麼要

壓更高。

在這裡提及？我將它包括在內是為了

的影響。

使用與電阻串聯的MOSFET

觀察圖1可發現，NMOS接近參考

內容的完整，若有人真買這種儀器的
話或可借鑒。

這種建置可能是本文描述中最簡

接地並且PMOS與VOUT端子相接。

單的方法，它涉及一個在線性/工作

這不是巧合，因為這種配置更容易將

對於瞬態測量，人們會希望有一個

區與負載電阻串聯工作的MOSFET。

閘極-源極電壓驅動到線性區。例如，

支援切換的電子負載(這個要求本身就會

負載電阻的阻值將決定脈衝電流的高

如果NMOS放置在負載電阻的上方，則

將價格門檻設得太高)。以GWINSTEK的

電平。可以用任意波形產生器或函數

其漏極端子將位於參考接地之上。解決

PEL-3000系列電子負載為例。要執行測

產生器對MOSFET的閘極進行脈衝控

該問題的一種方法是將脈衝電路連接到

量，請將儀器設置為‘CR’模式和適當

制。對於更寬鬆的規範(脈衝電流的迴

NMOS漏極而不是接地，或導入DC偏

的電流範圍。請務必記住每個量程的相

轉率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任何可提

移。遺憾的是，如果脈衝產生器是內建

應迴轉率，以避免輸出電壓出現不必要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7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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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的過衝(可在儀器的資料表中找到)。配
置其它所需的附加設置(例如保護功能以
避免損壞待測物、軟啟動等)，並確定介
面極性沒有反接。
使用工作在飽和區的功率MOSFET
此方法是電子負載背後的基本原
理，即利用飽和狀態下MOSFET的特
性作為恆定電流源。這是最方便的，
因為電流取決於閘極施加的電壓，而
不是外部電阻(這更難設置)。缺點是
MOSFET的功耗。由於沒有負載電
阻，MOSFET受到待測物(D.U.T.；功
率會相當高)額定輸出電壓和負載電流
容量的壓力。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與
前述方法相比)使用的MOSFET更貴。
對於脈衝負載，閘極的高電平電壓必

圖4：作為動態負載的電路如上所述，其增益可透過一對電位器進行調節
來源：Justin Spencer Mamaradlo

須足夠精確，以驅動MOSFET漏極和
源極之間正確的高電平電流。因此，

M3閘極。獲得所需工作週期的粗略

壓來源Varamp採用人工斜坡(ramp)來

這種方法中，在MOS電阻配對配置中

估計很簡單(對降壓應用，只需使用

提高穩定性並降低失真。U1用於作為

設置精確電阻的挑戰轉變為設置精確

常規公式)，然後進行調整以滿足容

一個饋送到SR觸發器的比較器。最終

電壓(通常低至+/-10mV)的挑戰。

差規範。

輸出是‘PWM’端子處的脈衝寬度調

· 在Point 2，作為20V升壓轉換器：

變(PWM)訊號。

LTSpice中的負載瞬態模擬

為了作為升壓轉換器，M3必須短路

為了測試該USB Type-C轉換器的

以下圖2是針對USB Type-C同步電流

(線性區)，M4必須開路(截止區)。

負載瞬態響應，Rload從8.9Ω(2.2A)脈

編程設計模式的連續導通模式(CPM-

這次，M2和M1必須微調其工作週

動到6.7Ω。

CCM)升降壓轉換器個人設計。

期以產生20V輸出。透過回顧升壓

透過前面介紹的第三種方法可獲得

和校準的一般公式可得出大概值，

類似結果。圖4提供了一種示例電路建

以符合公差範圍。

置。比較器U16(LT1013)用作驅動Q1的

作為雙向電源轉換器，電路工作
在三種模式：正向降壓、正向升壓和
反向降壓。選用針對合理的電流紋波

· 在Point 3，作為5V後向降壓轉換

500Hz張弛振盪器。這將定義轉換器輸

進行了設計的高精度電感器、設置為

器：在這種情況下，電晶體的狀

出端電流脈衝的時序。開關波形耦合到

10µH。MOSFET對根據工作模式交替

態與點2的狀態類似。調整的唯一

R22，總和為由R14處的分壓器(Rtop和

工作(全部四個不能同時切換)。轉換器

變數是佔空比。再次，降壓的通用

Rbot)決定的偏移量。U15配置為反相放

操作的全面說明如下：

公式可用來獲得合理估計，然後進

大器，因此在M5的閘極前插入另一個

· 在Point 1，作為5V降壓轉換器：為

行最佳化，以符合公差範圍。

反相放大器—U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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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為降壓轉換器，M1必須作為短

開關頻率設置為250kHz，高側和低

針對一款以盈利為目的的品牌電子

路(線性區)操工，M2則作為開路(截

側功率MOSFET之間的停滯時間(dead

負載來說，圖4所示電路的材料清單對

止區)操作。M3和M4必須設置其工

time)為100ns。兩個控制訊號(控制1和

於業餘愛好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更有吸

作週期，以便輸入電壓降至5V。由

控制2)被用來控制四個功率MOSFET的

引力的選擇。零件可以方便地從當地的

於使用了一對NMOS，因此M3需要

開關時間。

電子器材店購買，有些甚至可重複使用

U11 (一個輔助低功率隔離的非穩壓

C PM模組的內部原理圖如圖3所

以前專案中所用的元件。因此，在測試

DC-DC轉換器)，它可以幫助U7(該

示。當待測電壓進入‘vs’接腳時，

電路設計的穩定性時，請選擇本文介紹

轉換器狀態的高側驅動器)正確偏置

控制電壓進入‘vc’接腳。理想的電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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