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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商機無限
台灣準備好了嗎？
隨著世界人口總數持續增加以及老年人口比例逐漸上
升，如何利用各種智慧技術改善整體醫療環境品質，
成為全球許多國家關注的重要議題。因此，醫療保健
可說是成長性最被電子產業看好的應用市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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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使用 ASIL D Ready 嵌入式視覺處理器設計更智慧，更安全的汽車
消費者、代工廠和政府主管機關要求每款新一代汽車都要有更高等級的汽車功能安全
性。嵌入式視覺，使用先進的神經網路，在安全自動駕駛車輛和 ADAS 應用推向市場方
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針對 5G 無線電基地台的 RF 技術
討論針對新興 5G 無線電在 RF 技術創新方面的相關挑戰和機會。首先概述 5G 技術及其
對無線電的影響。然後討論 6GHz 亞頻段和毫米波頻率範圍的 5G 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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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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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落實5G應用多樣化
微型電信服務崛起
隨著5G應用的多樣化，催生新的微型
電信營運商與服務。
科技業靠AV、EV「孤注一擲」？
從工程角度來看，電動車(EV)完美匹
配自動駕駛車(AV)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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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CFL究竟發生了
什麼事？
不久前，小型螢光燈(CFL)還一直被認
為可能成為未來的照明主流，而今這
個願景看來並未持續太久。LED很快
地從易於調光的功能領域超越了CFL。
而在LED之後，照明產業接下來將會
出現什麼？LED的增強版？量子點？甚
至是此時都還沒聽過的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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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播種IoT產業
新戰力
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NKIC)從台灣半
導體產業的發展脈絡，選定物聯網相
關IC設計，培育台灣在物聯網IC設計
與軟體發展的新戰力。

創新天地
自駕車AI晶片準備好了嗎？
目前市場上充斥著過多的AI處理器，
但哪一款晶片能真正達到讓全自動駕
駛車實現商用的性能標準？
為物聯網量身打造的低功耗網路
Let i開發 出專 為 物聯 網 應 用 打 造的
LPWA波形技術，據稱在覆蓋範圍、
資料速率的靈活度和功耗方面都優於
LoRa和NB-IoT⋯

網站內容
解決痛點
物聯網商機「落袋」

FPGA角逐車用
IC市場最佳落點

要如何確切掌握物聯網商機，業
者們應該先從找到物聯網的「痛
點」著手，並逐步解決，才能真正
將獲利放入口袋。

AI處理器和支援AI的SoC廣受
投資界關注，因為他們是開發
高度自動化車輛的關鍵，那麼
FPGA呢？它將在AI晶片競賽中
處於什麼位置？

https://goo.gl/y8GRSm

https://goo.gl/DdQyyG

2018 新時代
電源管理設計與功率元件
技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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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智慧型手機
智慧醫療商機無限
台灣業者準備好了嗎？
隨著世界人口總數持續增加，以及老
年人口比例逐漸上升，如何利用各種
智慧技術來改善整體醫療環境品質，
成為全球許多國家關注的重要議題。
因此，醫療保健可說是成長性最被電
子產業看好的應用市場之一。

29

以SVM和HOG特性實現即時人臉檢
測和辨識
透過採用本文所描述的人臉檢測和
辨識方法，可以得到準確的演算法和
高品質的人臉辨識結果。
為超大規模資料中心打造高效率
100G/400G光收發機
100G和400G光學技術的最新發展可
以促成廣泛且高效的超大規模資料
中心連接解決方案，為內容日益豐富
的資料密集型應用提供大力支援。

人工智慧提升醫療診斷品質
醫學成像技術(medical imaging)不
斷 提 高電 腦運 算 能力，以 提 供 更 高
品 質 的 影 像，協 助 醫 師 加 速 診 斷與
準確性，並減輕手術對身體的負擔。
未 來，這 些目標皆 可 透 過 人 工智 慧
(AI)實現。
MUSIC-Based演算法運用腕上PPG
訊號提供心率估算
本文採用多個訊號分類(MUSIC)頻率
估計演算法，以醫療健康手錶平台為
例，並根據在手腕上測量到的光電容
積脈搏波(PPG)訊號實現高精度隨選
心率估算。

設計新技術

關於線性穩壓器的五個設計細節
線性穩壓器(LDO)看起來簡單，但很
多情況下的性能與理解相差甚遠。本
文探討5種LDO的設計情況，將有助
於改善產品選型和除錯過程。

38

測試與測量
元件充電測試新標準克服ESD挑戰
ANSI/ESDA/JEDEC JS-002可望成
為適用於全產業的CDM測試標準，並
進一步協助電子產業有能力因應前方
的ESD控制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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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落實5G應用多樣化
微型電信服務崛起
Nitin Dahad

為什麼行動營運商只在嘗試收回對於
現有基礎設施的投資時，才打算投資
新的網路基礎設施？
對於電信營運商而言，4G的商業
案例十分簡單：銷售更快的網路速度與

是使用芬蘭的網路。

網路的MEC伺服器。所取得的資料使

芬蘭運輸和通訊部表示，準備在

用了Unikie的演算法進行分析，而警示

今秋將首批5G執照分配至3,400MHz-

系統則啟用Martti路線的自動最佳化。

3,800MHz頻段，而使芬蘭成為世界上

「5G技術還有助於提高天氣服務

第一批開始建設5G網路的國家。

的品質。」芬蘭氣象研究所(Finnish

更高頻寬，而這也是使用者想要的。

在研究方面，芬蘭VTT技術研究中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資深研究科學

「只要建設好了，客戶自然會來」(build

心(VTT Technical Research Center)也

家Timo Sukuvaara說：「車對車(V2V)

it and they will come)就是經典名言。

宣佈，在一項5G-Safe研究計劃中使用

視訊串流是資訊寬頻傳輸令人振奮的未
來場景之一。」

而今，隨著5G應用的多樣化，投資

5G網路，試行3D影像的即時車輛間傳

於新的基礎設施是否具有商業價值？我

輸。這項為期兩年的計劃一直在研究大

經常聽到的一個共同話題是，這些新興

規模實施先進的道路氣象服務，以支援

5G商業模式的全新思考

網路的營運商可能不一定是原來的傳統

駕駛人、道路操作人員和自動駕駛車輛

5G的商業案例可能出現在企業層面，

網路營運商，他們更像是所謂的「微型

管理系統—該系統可自動為駕駛人提

例如工廠。芬蘭奧盧大學(University

電信營運商」(micro-operator)。

供資料和警告資訊，讓使用者駕車時不

of Oulu)的研究也支持這一觀點。

「微型電信服務」(micro operation)

奧盧大學6G研究協調員Marja

必分心其他任何事情。

正是5G的另一發展趨勢，它讓既有電信

使用VTT自動駕駛計程車Martti的

Matinmikko-Blue說，5G的商業模式需

營運商不再只是擁有遍佈全國的單一服

首項測試，目的在於測試其於道路障礙

要徹底改革。隨著5G的出現，無線服

務，而是依據用戶需求打造因地制宜的

物偵測的能力。在芬蘭Sodankyla進行

務的結構、管理、使用方法和內容，可

小眾服務，此外，並催生地區性的微型

的展示是在光達(LiDAR)感測器上，以

能會發生根本變化。她說，微型電信營

電信營運商或其他不同的新商業模式。

12.5Hz頻率將資料傳輸到VTT 5G測試

運商模式可望成為一種最適合許多人的

例如，最近在芬蘭(Finland)的新進
展，包括商業和研究方面，都可能為5G
(甚至6G)的未來提供指引方向。
從商業面來看，網路遍佈芬蘭和愛
沙尼亞(Estonia)的電信營運商Elisa日
前表示，該公司推出了全球首個商用5G
網路—位於芬蘭的坦佩雷(Tampere)

都市

郊區

行動用戶互動
˙為終端用戶處
理資訊
V2V和V2D
通訊

大型基地台

和愛沙尼亞的塔林(Tallinn)，並且已經
開始推廣5G訂戶服務了。第一個使用
該5G網路的用戶是芬蘭運輸和通訊部
長Anne Berner，她透過5G網路打了一
通視訊電話給愛沙尼亞經濟事務和基礎
設施部長Kadri Simson。此次通話採用
的是華為(Huawei)的商用5G終端裝置。
據Elisa表示，世界上第一通GSM電話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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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行駛中
˙V2N通訊
˙車載處理
˙車輛感測器
異質通訊基礎設施
˙車輛感測器、相機、氣象站等資訊收集
˙網路邊緣進行本地處理與資訊匯集

小型基地台/
路側基地台
(V2I)

氣象站
˙道路天氣資訊

資料中心
˙收集資料
˙處理資料

第三方服務與軟體

芬蘭的5G-Safe計劃以可靠和可擴展的方式，為車輛、道路使用者和第三方組織提供即時
的服務，從而改善了道路安全、物流和道路維護，並有助於實現未來的自動駕駛

Only the extraordinary
need apply.
It takes a certain type of person to make amazing happen. Boundaries
and obstacles simply become dares. Let’s keep raising the bar.

業界趨勢
解決方案。該校研究團隊認為，微型電

全國性的行動網路營運商所打造的

龐大投資可能會推動更多的網路共享和

信營運商模式部署於工廠、購物中心、

5G網路並不一定適合所有的垂直市場，

整併—規模需求是Sprint和T-Mobile

教育機構或醫院，實際上更有意義，因

因為它可能存在著病患資料在醫院外流

正式宣佈合併的原因之一。對於採用

為擁有者充當其5G網路的營運商並加以

傳、商業機密透過另一家營運商網路傳

軟體定義網路(SDN)、網路功能虛擬化

建設，將會更適於其特殊需求。

輸或上傳資訊至雲端的風險。

(NFV)和人工智慧(AI)的營運商而言，5G

在較高無線電頻率運作的5G網路

Matinmikko-Blue說：「重點在於

的技術複雜性可能為其帶來顯著優勢。

範圍，將會比現有網路的範圍更小，這

有些資料必須在同一地點產生、儲存和

對於連接5G蜂巢式基地台和天線的光

就是為什麼在實施時涉及不同類型的本

處理。因此，本地資料雲端變得越來越

纖之巨大需求，將進一步鞏固有能力擁

地解決方案和作為室內網路的原因。由

普遍。」微型電信營運商的商業潛力因

有並經營二者的整合營運商。

於4G頻率擁塞加上行動資料流量持續

而包括了資料傳輸以及其他由5G支援

增加，從而出現了5G網路的需求。從

的服務等。

戶外蜂巢式基地台來看，5G訊號只能

最吊詭的是許多要求嚴苛的5G用
戶(如公用事業或製造業)通常也最願意
且有能力打造自己的網路，而不必使用

超越市場炒作的思考

電信公司的網路。更多的中期機會應該

特別是3.5GHz頻率範圍將實現更多

無疑地，5G正成為今年7月初Cambridge

來自於娛樂/運動或智慧城市等產業。

創新。Matinmikko-Blue解釋，「該頻率

Wireless年度活動CWIC 2018的討論

這可能需要超低延遲或密集的感測器網

範圍也適用於當地業者，例如微型電信

重點。研究機構Disruptive Analysis

路，而沒有過度炒作5G自駕車或手術

營運商。相較於較高的5G頻率，它能

總監Dean Bubley將質疑在5G炒作中

機器人概念的安全攸關風險與責任。

夠有效地滲透結構。」

所取得的智慧，並關注私人企業網路

STL Partners的合夥人兼研究總監

芬蘭奧盧商學院(Oulu Business

等廣泛的機會(如同上述奧盧大學描述

Andrew Collinson在接受《EE Times》

School)國際商務助理教授Petri

的微型營運商模式)以及諸如室內覆蓋

採訪時表示，「以高度懷疑的角度來

Ahokangas認為，微型營運商可望創

等挑戰，還有像自駕車是5G的殺手級

看，5G市場上雖然有炒作，但也有一

造新的業務模式。如果提供3.5GHz頻

應用等迷思。

些現實。」如同本文開始所說的，他指

覆蓋相對較小的區域。

率給當地利益相關者，就會有機會帶來
5G創新、新業務和成長。

在電信諮詢公司STL Partners發佈

出，許多營運商仍在為4G投資支付費

的一份報告中，Bubley表示，我們應

用，為什麼要突然投資新的5G網路？

Matinmikko-Blue評論，「荷蘭已

該忽略媒體競相報導所謂的5G競賽。

除非它能在規模方面帶來實質好處，例

經核發130多張當地頻譜執照給不同的

除了針對特定市場，某些營運商可能較

如在美國和中國市場。

利益相關單位了，這表明確實需要類似

其他業者更具有競爭優勢(例如美國的

他補充說：「在像美國和中國一樣

這樣的模式。」當地的一些實驗預計將

Verizon Wireless)，此外對於一個國家

佔據主導位置的國家，通常擁有龐大的

帶來更多創新和營運商模式，以擴展並

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好處。他還表示，垂

市場以及相對較少的參與業者。Verizon

複製到不同的環境。例如，相同的微型

直市場對於5G來說將會變得更重要，

Wireless不僅具有5G競爭力，而且與競

電信營運商可以在全國各地的同一連鎖

但傾向於以連接性作為更廣泛解決方案

爭的有線電視營運商之間形成差異化優

商店中發揮作用。

的一部份。

勢。中國大陸顯然很有興趣成為5G的

研究團隊建議，微型電信營運商模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可以將需求

領導者，而華為更積極協助中國實現這

式為這一類環境帶來各種不同的可能

反饋至主要的5G規範，但業界也應該

一目標。我們將在不同地區看到相當分

性。5G網路及其服務可以由建築物的

期待—並準備好—廣泛的客製化和

散的5G策略。」

所有人、使用者、IT部門或外部營運商

系統整合任務。特別是，任何具有安全

事實上，根據你所處的位置，5G

分別或共同實施。

關鍵的系統或強烈要求系統和資料所有

面對的是一個分散的世界。有些垂直產

權/「主權」的產業，可能不適於當今

業將會受益，但真正的殺手級應用仍有

的電信典範。

待發掘。在美國和中國之外，如果智慧

Ahokangas說：「一種可能性是讓電
力公用事業單位作為網路營運商。5G的
低延遲將首次實現無線的電力網路管理。

Bubley還表示，我們應該支持行動

企業或微型電信營運商能夠找到與其需

如果電力公司建立了5G網路，它也適合

產業重新調整策略方向。5G真正的影響

求有關的用例並加以擴展至其他需要類

作為一家營運商。」此外，設備製造商的

很少涉及改變「垂直」市場，更多的是

似建置之處，或許就能夠從這些先發優

未來解決方案將影響5G基地台的建置。

在行動和電信產業本身的轉型。所需的

勢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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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靠AV、EV「孤注一擲」？
Junko Yoshida

近來，除了高度自動駕駛車(AV)，似乎

為市場炒作，但科技業、汽車業和半

用，以提高路線規劃的整體能效。例

在投資人、企業家和工程師之間沒有其

導體產業中很少有人會無動於衷，

如，當HEV面對長陡坡時。Cornyn指

他能引起類似興趣與熱情的話題了。看

因為一波波的AV創新正在他們的眼

出，使用以AV獲得特定路線知識的軟

來在高科技產業中，幾乎每個人—包

前展開。大數據(big data)、深度學

體，能夠增強HEV在上坡時的電池管

括機器人科學家、人工智慧(AI)專家、

習、邊緣AI處理以及基於先進感測器

理能力。

晶片設計師和感測器開發人員等，都想

的感知技術正在發生革命。同樣地，

趕上這一波自動駕駛熱潮。

在EV方面，包括英飛凌(Infineon)、

加快AV進展

Wolfspeed和羅姆(Rohm)等公司在寬

促進AV開發的投資和進步的力量主

能隙(WBG)半導體技術前景中看到了

要來自該領域的新進者，尤其是像

日本電裝公司(Denso)資深執行董

巨大的經濟利益。他們相信透過提高

Waymo等科技公司。

事加藤幸弘(Yukihiro Kato)在今年國際

功率密度，將有助於縮小汽車逆變器

固態電路會議(ISSCC)的專題演講中指

的尺寸。

同樣地，AV的發展前景也為全球
的傳統汽車製造商注入了活力。

IHS Markit車載資訊娛樂和先進
駕駛輔助系統(ADAS)研究總監Egil

出，在連接、高效率和自動駕駛進展

Juliussen說：「Waymo在無人駕駛

的帶動下，汽車產業正經歷一場「百

當EV遇到AV

市場一直在悄悄地迎頭趕上，如今已

年一遇的轉型」。

EV、AV和連網汽車的發展並非單打獨

領先該領域的其他公司了。」

另一方面，儘管業界對於電動車

鬥。一線OEM透過開發融合自動駕駛

在去年發佈的安全報告中，

(EV)同樣興趣濃厚，但EV的進展並未

和連接功能的電動車，整合了當今最

Waymo解釋其自動駕駛軟體、硬體以

達到幾年前的預測。去年，在美國銷

佳的各種技術創新。

及如何測試車輛。Juliussen引用該報

售的1,700萬輛汽車和輕型卡車中，

EV最重要的優點是使用更少的移

告指出，Waymo與其競爭自動駕駛

純電動車(EV)和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動元件。它的三個主要元件是電池、

車的區別就在於「從軟體的角度設計

(PHEV)的數量僅佔1%。同時，自動

逆變器和電動馬達。相形之下，內燃

自家的感測器系統」。

駕駛的承諾— 被視為「比人類駕駛

機包含數千個必須維護的小元件。從

經過八年的駕駛軟體研究，

更安全」，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坦佩市

工程角度來看，EV完美匹配AV技術，

Waymo學會了「比其他人更能掌握

一輛Uber自動駕駛測試車造成致死

因為AV需要更多的電智慧來管理視

汽車周遭的環境。」Juliussen觀察

意外後，如今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覺、感測器融合、映射和路徑規劃功

到，Waymo緊密結合軟體的能力模擬

能，同時處理不斷增加的軟體。

了Apple的方法。這是缺乏自家軟體

儘管EV和AV的前景很容易被視

對於汽車產業而言，電氣化象徵

產量(百萬輛/年)

車輛電氣化

著從機械驅動車輛到軟體驅動車輛的

在美國，AV的問題並不在於是

徹底轉變。例如，它為設計師打開了

否或甚至何時實現。今年1月，第一

一扇門，讓他們開發能夠提高電動車

張骨牌被推倒了，當時亞利桑那州

運轉效率的應用。

核發了經營運輸網路公司的執照給
Semi-

Waymo。2月初，Waymo確認了自

conductors)在今年初推出了所謂的

2018年起向客戶收取自動駕駛計程車

‘Greenbox’，這是汽車OEM開發新

搭乘費用的計劃。

恩智浦半導體(NXP
內燃引擎
年

能力的傳統汽車製造商難以複製的。

型混合動力車(HEV)和EV應用的平台。

今年3月，Uber在亞利桑納州發生

恩智浦汽車動力學和安全產品線

致死意外後，Uber、豐田(Toyota)、

對於充電基礎設施和EV電池的顧慮，導
致車輛電動化進展緩慢

副總裁兼總經理Ray Cornyn表示，

Volvo和輝達(Nvidia)都宣佈暫停在公

來源：IHS Automotive

設計人員可以使用Greenbox創建應

路上的車輛試駕行動。但Waymo和通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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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汽車(GM)似乎仍繼續前進。

Toyota的e-Palette
在所有的汽車OEM中，豐田(最保守的
日本汽車公司之一)在今年初的國際消
費電子展(CES)對社會大眾為什麼需
要高度自動駕駛車輛作了最佳詮釋。
豐田並未陷入該由誰(機器或人)
掌控車輛的長期爭議中，而是將其AV
願景駛向了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他
們的想法是讓‘e-Palette’成為一種
能讓自動駕駛車按使用者需求變身購
物與配送、隨選餐車和醫院接駁車的
平台，打造一個真正名副其實的隨選
(on-demand)城市。

GreenBox支援HEV和馬達控制應用的開發

來源：NXP Semiconductors

包括Nvidia、英特爾(Intel)、NXP和瑞

有逐畫素的語義分割，這意味著每個

當然，並不是只有豐田汽車執行長

薩(Renesas)等運算平台晶片供應商的

畫素都有一個類型標籤。這更有利於

豐田章男(Akio Toyoda)看到從汽車製

支持。Apollo平台旨在降低汽車OEM

訓練感知系統，但資料集的創建也更

造轉型行動服務的變化，及其對於自

的進入門檻。據報導，目前在中國有

加費力/耗時。」

家公司帶來的挑戰。因此，藉由與亞

200家汽車OEM。Apollo將使其得以

顯然地，百度在這個資料集上投入

馬遜(Amazon)、滴滴(DiDi)、Uber、

進入AV市場，就像Google Android在

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那麼為什麼要免

必勝客(Pizza Hut)和馬自達(Mazda)等

中國打造了一個龐大的非蘋智慧型手機

費贈送呢？Magney說：「我們認為百

業界夥伴合作，豐田至少提出了AV和

供應商社群一樣。

度正斥重資讓每家公司都能開發自動駕

EV並不只是自動駕駛計程車的想法：

百度並於今年3月發佈‘Apollo

駛，這是因為百度認為越多人採用自動

他們還可以打造一個向其他開發商開

Scape’— 被譽為自動駕駛車感知

駕駛，意味著可以從授權百度地圖和定

放的「行動平台」。

的最大開放來源訓練資料集，旨在推動

位資產等方面賺到更多錢。」

該公司的大數據業務，並促進與西方技

百度因素

術和汽車製造商的合作。Apollo還加入

AV處理器之爭

在EV和AV的全球化世界中，中國正崛

了Berkeley DeepDrive產業聯盟，這是

目前在晶片公司之間最熱門的議題是

起成為一項重要因素。許多分析師認

一個由福特(Ford)、GM和Nvidia等公

誰將主宰AV處理平台。正如英特爾主

為，將自家定位為「中國Google」的

司組成的聯盟，目前正在研究汽車應

導PC平台和高通主導行動前端一樣，

百度可望改變市場格局。該公司已經

用的電腦視覺和機器學習技術。該聯

每家晶片公司都看到了新興AV處理器

展現其於中國豐收大數據的能力，而對

盟將能存取至Apollo Scape資料集。

市場的新機遇。

高度自動駕駛車開放式平台Apollo的承
諾，更進一步鞏固其優勢。
基於去年7月發佈原始Apollo平
台的成功，百度一直致力於更新其應

VSI Labs創辦人兼負責人Phil

到目前為止，英特爾(Mobileye)

Magney認為這一資料集可為「任何公

和Nvidia是主導的AV平台供應商。英

司或實體在開發基於攝影機的AI感知系

特爾擁有Go自動駕駛平台，其中包括

統時帶來巨大的好處。」

Mobileye專為視覺打造的EyeQ5、另

用。Apollo 2.0將統一Apollo平台的四

他解釋說，「該資料集不僅十分龐

一款用於融合和規劃(該晶片可從雷達

個模組— 雲端服務、軟體、參考硬

大，而且也非常多樣化，包含來自許多

和光達中擷取感官資料)的EyeQ5、

體和車輛平台。百度宣稱，基於百度

複雜環境、天氣和交通狀況的影像和

用於軌跡驗證和發佈的低功耗Atom

Duer作業系統(OS)的Apollo如今能自

標籤。當然，資料集越大越多樣化，

SoC，以及包括I/O和乙太網路連接的

動引導車輛行經基本的城市環境，甚

就越有能力/有利於訓練一個高性能的

其它硬體。

至是在夜間。

AI感知系統。」此外，他並補充道：

Nvidia積極推動的Drive平台則結

「這個資料集不僅擁有標記物件，還

合了深度學習、感測器融合和環場視

百度已經累積了90多家合作夥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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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Nvidia並為Drive開發了一款完整

一，該公司於去年成立新的子公司，

劃在2020年之前為其EV採用碳化矽逆

SoC—Xavier，它整合了Volta GPU

為自動駕駛的關鍵元件設計和開發半

變器，但一開始可能只是小量生產。」

架構、客製的8核心CPU架構，以及一

導體IP核心。Denso宣稱，該新晶片

YoleDéveloppement技術和市場分析

款新的電腦視覺加速器。

的架構是與ThinCI共同開發的，「不

師Hong Lin表示，「市場已經啟動了，

同於CPU或GPU」，並將其稱為資料

現在可能開始展現『曲棍球棒效應』

流處理器(DFP)。

(hockey-stick；指爆發成長)的高度採

同時，瑞薩在今年初宣佈將推出其
下一代R-CAR SoC，「準備迎接高度

用率。」

AV的量產需求」。雖然這款新晶片要
到2019年後才能開始出樣，但該公司

電動車的未來

聲稱，相較於英特爾/Mobileye即將

全球各地的公共和私人機構都渴望加

動系統，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Yole

推出的EyeQ5 SoC，R-CAR SoC將

速寬能隙技術於商業電力電子應用的

指出，碳化矽導入的四大障礙包括「成

「倍增深度學習性能與效率」。據英

發展。許多人認為EV的未來將取決

本、可靠性、整合和供應鏈」。

特爾表示，EyeQ5能以10W功耗提供

於這些寬能隙技術。因為諸如碳化矽

最大的挑戰在於規模經濟以及碳

24TOPS的運算效能。

(SiC)和氮化鎵(GaN)等寬能隙材料，

化矽晶圓價格。為了滿足汽車的基本

能夠大幅地提高電源轉換效率。

要求(成本和可靠性)，「必須使用高品

然而，AV處理器競賽中的競爭對

另一方面，將碳化矽導入EV動力傳

手並不僅限於現有業者。新創公司一

更寬的能隙讓寬能隙材料能夠承

質的6英吋碳化矽晶圓。」Yole的技術

直風起雲湧，所有人都聲稱在深度學

受比矽更高的電壓和溫度，使其得以

和市場分析師Mattin Grao說：「但只

習處理器領域取得了突破。

在更高的電壓和頻率下提供更高的耐

有少數幾家供應商，如科銳(CREE)、

用性和可靠性，從而以更低功耗實現

SiCrystal和II-VI，有能力提供這樣的

更高性能。

基板尺寸和品質，因而導致了2017年

例如，ThinCI於去年的Hot Chips
大會發佈其被稱為「下一代運算架

碳化矽晶圓的短缺。」

構」的高性能處理器— 繪圖串流處

在EV中應用寬能隙技術的優點十

理器(GSP)之細節。至於GSP與GPU

分明確。能源效率日益提高，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Grao指出：「相較

和DSP究竟有什麼不同？ThinCI強調

電池組的成本、縮短充電時間，並延

於矽元件，碳化矽元件的成本更高，

GSP支援直接圖形處理、晶片任務圖

長續航里程。

因此，汽車製造商必須能從系統中獲

形管理以及平行執行與處理任務的能

早期採用基於碳化矽逆變器的EV

取價值。」汽車製造商需要掌握其投

力。ThinCI執行長 Dinakar Munagala

製造商已躋身汽車產業。「例如，我

資報酬率(ROI)，才能確定是否能夠吸

說：「我們相信，GSP能超越任何處

們高度懷疑特斯拉(Tesla)在其Model

收碳化矽元件的價格差異。

理器的運算引擎。」

3型車輛中使用了基於碳化矽的逆變

目前的跡象顯示未來存在著一些

器。而包括豐田等幾家日本車廠也計

希望，尤其是碳化矽供應鏈正持續進

Denso就是ThinCI的主要投資者之

展中。
例如，英飛凌和科銳最近就碳化
矽晶圓供應達成了長期協議。Yole認
為，英飛凌與科銳結盟，對於確保6
英吋碳化矽晶圓供應至關重要。Grao
說：「獲得高品質碳化矽基板，絕對
是發展這個產業的關鍵。」
但Yole提醒道，目前並非每家
汽車OEM都熱衷於使用碳化矽取代
矽。Grao說：「不是每一家OEM都
能在其展示中印證碳化矽的性能。」
因此，除了豐田、特斯拉和比亞迪
(BYD)之外，在更多汽車製造商將碳化
矽技術導入其下一代產品線之前，碳
豐田在CES 2018展示e-Palette平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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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矽市場仍充滿變數。

思維與觀點

CFL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Bill Schweber

不久前，俗稱「省電燈泡」的小型螢光

能讓某一技術或市場發展所花費的時間

燈(compact fluorescent lamp；CFL)一

比分析師的預測更少或更多。

度被譽為家庭和辦公室照明在可預見未

其次，今天看起來「永恆」的事物

來的「下一件大事」(next big thing)。

只是一種幻覺。目前，許多人都擔心

其發展也相當成功，至少在短時間內看

Facebook和一些網路公司所具有的主

起來是這樣的。CFL之所以被採用是有

導地位和影響力，這當然是一種相當合

原因的，它們比白熾燈更能節省大量

理的顧慮。但是，Facebook並不一定

能源—白熾燈的發光效率約為2-5%，

會永遠存在。這個領域充斥著在某一個

即每瓦約13-18流明(lm/w)，而CFL的發

種方法可以直接從交流電(AC)線路驅

或多個領域具有類似優勢和影響力的公

光效率為7-10%，約55-70lm/W以上。

動CFL調光，但在CFL燈泡中增加電路

司(如RCA或甚至是GE)及其象徵性的

此外，CFL也適用於許多現有的照

實施起來相當棘手。更糟糕的是，可

架構，他們現在僅是作為一家授權公司

明燈具。雖然CFL的購買成本更高—

調光CFL必須相容於已經普遍安裝在數

擁有的行銷品牌而存在，但並不一定是

每個燈泡價格從1美元到幾美元不等，

百萬戶家庭中的TRIAC調光器。基於

永恆的。

而白熾燈燈泡約0.5美元到1美元，但

過零脈衝寬度調變(PWM)的低成本、

而在其他情況下，持續存在的可能

CFL的壽命更長、總擁有成本(TCO)更

高效率TRIAC調光方法必須「映射」

不再是其品牌架構，而是發展成為不太

低，則是更有利於其發展的優點。

到友善CFL的調光方法。消費者可能會

一樣或者不再明顯佔據主導地位的公

然而，時間改變了一切。我最近逛

因為CFL標籤上標註的「不可調光」而

司。在個人電腦(PC)的發展初期，「意

了兩家本地的大型連鎖商店—Home

感到沮喪，甚至發現這導致原本安裝

見領袖」擔心整個產業的未來可能永

Depot和Lowe's，以及幾家小型的五

的可調光白熾燈插座無法使用或調光。

遠由IBM的PC、英特爾(Intel)的微處理

金行，都找不到任何一個CFL燈泡了。

CFL式微的一個明確跡象是難以找

器以及微軟(Microsoft)的作業系統(OS)

在店內原本放CFL的位置展示的是各種

到最新的市場資料。2009年時有一系

這三強組合所主宰。而今看來，IBM已

尺寸和款式的LED燈具，包括小底座

列令人矚目的預測分析，如《CFL市場

經100%脫離PC業務(包括桌上型電腦

的蠟燭燈等。看起來CFL的名聲迅速傳

概況：能源之星照明合作夥伴會議》、

和筆記型電腦)了，英特爾仍然是處理

開來了，但其退場的速度更快。當然，

2012年市場諮詢/研究公司麥肯錫

器的主力，但其主導地位已經明顯下

對於CFL和LED而言，直接的市場驅動

(McKinsey & Co)發佈的報告：《照明

滑，Windows還是一套強大的作業系

因素都在於其營運成本降低、使用壽

未來之路：全球照明市場展望》，以及

統，但並不是市場唯一，尤其是在智慧

命更長(影響勞動力成本)，加上日益嚴

來自ACEEE《建築節能夏季研究季刊》

型手機和嵌入式應用。如同美國職棒傳

格的全球監管要求。

中的2014年前瞻性報告：《LED是下

奇人物兼哲學家Yogi Berra曾經打趣地

那麼，CFL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很

一個CFL：創新傳佈分析》。但在那之

說：「預測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涉及

顯然地，有幾個因素共同導致CFL退出

後，就很難再找到有關CFL與LED市場

未來。」

這一競爭市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

比較的資料了。

那麼在LED之後，照明產業接下來

一在於LED不僅能在成本上達到同等的

而除了CFL與LED的發展歷程，我

將會出現什麼？它可能是LED的增強

發光效率，同時還帶來了其他的優點：

們還學習到什麼經驗教訓？首先，「下

版，或者可能是量子點，也可能是我

更美觀的外形設計、更佳的色彩表現和

一件大事」的長期預測非常冒險，因為

們此時甚至都還沒聽過的一些技術。

選擇—色溫和顯色指數(CRI)，而且也

期間可能發生不可預見的斷層(例如在

另外，您最近是否看過有關CFL的

更適於現有和新興的照明應用。

1950年代，真空管市場看起來好像將在

最新可靠統計資料？對於CFL與LED的

此外，LED很快地從另一個功能領

「可預見的」未來蓬勃發展)，而有些可

興衰起落有什麼看法？它讓我們學習到

域超越了CFL：易於調光。儘管有很多

預見的事件，例如隨著LED的升級，可

更多的經驗嗎？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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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播種
IoT產業新戰力
Anthea Chuang

物聯網(IoT)已成各大領域產業巨擘的

革命。吳季平解釋，現階段物聯網的

未來發展重心之一，進而吸引全球各

配套，尤其在跨領域應用並不是那麼完

大廠商的關注。台灣電子半導體產業也

整。不過，在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即將陸

注意到物聯網將引爆的商機與新契機。

續到位，再加上物聯網這個「概念」也

只是，該如何著手佈局？尤其是仍在起

正在逐步成形，一旦物聯網應用裝置的

步階段的物聯網。

量到達某種程度後，勢必就會進到開IC

對許多「有志之士」而言，想投入

的階段，若是等到概念成形後才加入，

一個完全沒接觸的新產業，不僅從起頭

將為時已晚，因此現在IC設計育成中心

就很難，更遑論獲利，也因此許多「產

播種物聯網IC設計，正是時候。

吳季平
副組長
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

業孵化器」應運而生。位於南軟園區的

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成立之初是為

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NKIC)即選定物

一些新創公司提供人事行政的服務。吳

透過提供上述服務，目前育成中心

聯網相關IC設計，培育台灣在物聯網IC

季平解釋，一家公司從無到有要處理許

得以展現成果。例如，台灣唯一一家專

設計與軟體發展的新戰力。

多庶務相關的事項，相當龐雜，若是每

注在AC/DC轉換的新創公司，已計畫

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重要推手之一

位成員都要「校長兼撞鐘」的負責多項

在年底上櫃；還有一家專注在資料中心

的副組長吳季平表示，台灣IC產業從個

事務，那麼這家新公司很難馬上專注在

USB產品研發的業者，因找尋到利基市

人電腦(PC)時代開始發展，但與同樣自

研發產品，且人事成本總是佔一家新創

場，並非投入一般PC USB紅海，而逐

PC起步卻發展出形形色色IC晶片的國

公司整體支出較大的比重，若這些新公

漸茁壯。吳季平認為，南港IC設計育成

外業者有著明顯的不同，台灣IC設計多

司能夠省下這些開支，將能把更多資源

中心的定位不是尋找「產業火車頭」，

鎖定在南北橋、USB、觸控控制器…等

放在新技術的研發上。

或孵育規模多麼龐大的公司，抑或者栽

新創業加速器。

領域。這是由於台灣設計者對於PC產

隨著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持續擴充

培追求先進製程的IC設計公司，而是能

業相當熟悉，也不想跨到其他陌生的領

服務項目與內容，以及從矽谷尋找優秀

夠秉持「伯樂」的精神，從整個應用的

域，加上其他非PC產業應用廣度也有

人才回台設立公司，共同為台灣IC設計

角度，協助這些新創公司能找到產業立

限，以至於侷限了台灣IC設計產業往其

產業永續發展而努力，目前育成中心提

足點，擴大台灣整體產業生態鏈。

他領域擴展的動力。

供的服務包括：技術部分專注在IT軟硬

吳季平指出，一個解決方案，不會

有鑑於此，吳季平以其自身在美國

體環構、EDA工具，SoC/IC/FPGA設

只有硬體，勢必需要結合軟體才夠完

矽谷大型企業與新創公司IC設計工作經

計、網際網路技術開發、智慧連網及

整，物聯網應用也是如此。同時關注硬

歷為基礎，與工研院、政府相關部門深

人工智慧(AI)應用、嵌入式軟體開發、

體、軟體與系統時，即可從中看到更多

入討論、制定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發展

資通訊系統設計及整合，和其他如半導

機會與問題解決方案，進一步轉化為更

計畫，也確立育成中心將肩負起推動台

體設備設計和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研發

好的營運方向，提供給扶植的新公司。

灣IC設計產業發展的推手，並扮演播種

等，以及產學研技轉與研發合作。非

吳季平進一步強調，育成中心的種

及伯樂的角色，尋找具潛力IC設計與物

技術部分的服務則涵蓋通路商引介、

種作為並不是要孕育出能立即帶動整體

聯網應用領域新創公司。

協助尋找資金、會計/法律/專利諮詢、

經濟發展風向的新創公司，而是持續播

選定物聯網作為主要培育方向的原

營運計劃書輔導、廣宣/電子報、量測

種可延續及擴大台灣半導體電子發展的

因，除上述提到的大廠未來發展趨勢

儀器設備、IT整合應用服務，以及提供

新種子，以免台灣電子半導體產業發生

值得跟進外，物聯網也將造成下一波

Maker專屬的創意發想基地—IoT創

「青黃不接」狀況，導致發展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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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自駕車AI晶片準備好了嗎？
Junko Yoshida

過去幾年來，幾乎每個月(甚至是每週)
固定的控制/
運算比

都會有一款現有或新創公司的全新人
工智慧(AI)處理器推出市場。
然而，懸而未決的問題是：為什麼
有這麼多的AI處理器？每一款AI晶片的

控制

設計是為了解決哪些問題？更重要的
全定址
限制存取

Tirias Research首席分析師Kevin
新典範，並改變了整個電腦系統。」

記憶體

典型的馮．諾依曼(von Neumann)電腦架構

現有企業和新創公司都在爭奪仍處於

控制

混亂中的AI-ready運算領域。
以色列Hailo是一家為「邊緣裝置

元素級-利用vs.
控制與通訊預算

目標在於「為任何產品帶來智慧」。
「徹底重新設計電腦架構的支柱—記

來源：Hailo

運算

記憶體

深度學習」打造專用晶片的新創公司
因此，Hailo執行長Orr Danon最近呼籲

固定的運算到
記憶體頻寬比

系統匯流排

是，當今的AI版圖中還缺少哪些部份？
Krewell直截了當地說，「AI帶來一種

運算

週期靈活度

固定的運算到記憶
體頻寬與尺寸比

元素間匯流排

資料流解決方案：典型的平行運算架構

來源：Hailo

憶體、控制和運算以及其間的關係。」

處理器。業界分析師和其他AI新創公司

Danon說：「儘管Von Neumann

然而，Hailo既不打算透露其架構

高層也針對目前在AI發展道路上的重大

架構和現代CPU一般都非常靈活，但

障礙發表看法。

在很多情況下，這種靈活性並不是必

細節— Danon僅表示「可能就在今

要的。」它適用於神經網路和其他操

年底」，其首款AI處理器最快也要到

現代CPU架構並不適用於AI

作，例如，為未來的許多週期預先確定

Danon認為，目前還沒有一家自動

大多數業界觀察家認為，目前基於馮．

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他指出，設計系

駕駛車(AV)供應商能在無數的新一代

諾依曼(von Neumann)架構的CPU處理

統的更有效方法是「避免以讀取指令來

AI處理器中找到適用於其AV的晶片。

器無法因應當今的AI處理任務。

指導每個週期的系統行為。保持每個週

2019年上半年後才會正式推出。

而汽車領域正是Hailo看好其新款

The Linley Group首席分析師

期改變元素行為的靈活度非常重要。」

AI處理器得以發揮的目標市場。Danon

Linley Gwennap進一步解釋說，每一

因此，AI社群需要的不是基於Von

指出，當今的測試AV實際上都在公共

次的運算都必須擷取並解碼指令，以

Neumann的處理器，而是「善於描述

道路上行駛，車後行李箱中還配置了一

及收集並儲存資料於暫存器檔案中。

神經網路結構的特定處理器」。

個資料中心。他說，為了填補這些測試

「為了提高每瓦運算效能，你必須執

車和自動駕駛車之間的巨大鴻溝，一線

行更多的運算和更少的擷取任務。」

重新關注資料流架構

(tier one)和汽車OEM需要一種全新的

Krewell同意這一看法。他說：

由於CPU和GPU的深度學習性能無法

AI處理器，協助其更有效率地執行相

「Von Neumann架構極其適於控制和

滿足需求，引發業界積極尋找基於資

同的深度學習任務。

循序計算：‘If-Then-Else’操作。相

料流(dataflow)架構的新解決方案。

Hailo為此整理了目前每一款AI處

形之下，神經網路就像圖形一樣，是高

但為什麼是資料流？

理器的每瓦(W)深度學習TMACS，深

度平行的，而且依賴於記憶體頻寬的處

根據Gwenapp的說法，業界希望

入探討AV產業在多大程度上仍無法獲

理。試圖用CPU擴展神經網路是相當昂

進行更多的運算和更少的擷取，首先

得推動高度自動駕駛車所需的高效能AI

貴的(包括功耗和成本)。」

嘗試開發寬的單指令/多資料(SIMD)架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13

創新天地
著其他瓶頸，如記憶體頻寬。」

Hypercube記憶體。」

業界開始看到這樣的暗示：記憶體
導向的裝置是客製深度學習硬體的未

除了TPU，如何調整軟體和硬體？

來。例如，新創公司Mythic瞄準了將

Danon表示，Google經由其Tensor處

神經網路映射到NOR記憶體陣列。該

理器，「展示了一種樣板」，用於從

公司將「記憶體處理器」(processor-

頭開始設計高效率的架構，並針對推

in-memory；PIM)架構用於AI，使其

論任務進行了最佳化。然而，如果客

晶片得以在快閃記憶體中儲存並處理神

戶想要使用除了TensorFlow之外的深

構。他說，「這是一種稱為資料流的通

經網路權重，而其結果(最終和中間)則

度學習架構呢？

用方法，可以大幅降低von Neumann

儲存在SRAM中。因為這樣的記憶體陣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需要翻譯。

的開銷。」

列無需將資料移入和移出外部記憶體，

雖然許多新興工具，包括ONNX，都

所以，Mythic承諾將在其晶片中實現性

用於翻譯幾個AI架構，但Danon解

能/功耗的巨大進展。

釋說，在此過程中，即使內容不會

記憶體處理器(PIM)

來源：Mythic

Wave Computing就是一家利用
資料流技術的AI新創公司。根據該公
司執行長Derek Meyer表示，Wave

Mythic的設計概念當然具有吸引

在翻譯中完全遺失，計算也可能變得

Computing設計了一款新的處理單元，

力，特別是當大多數晶片設計者試圖提

「非常低效」。他指出，產生這種困

「可以原生支援Google TensorFlow和

高記憶體頻寬時，一般都採用可能造成

境的原因在於，以簡潔方式描述問題

微軟(Microsoft)的CNTK」。

破壞的方法。然而，Danon抱持謹慎看

的神經網路「結構」必須轉換為von

Danon坦承Hailo的新款AI處理器

法，他表示還不確定Mythic的記憶體處

Neumann架構的通用處理器所使用的

也屬於架構的「資料流系列」。他解釋

理器晶片能否正常運作，但很可能「將

一系列規則操作。

說，資料流「通常更適合深度學習」，

技術推得太遠了」。

Danon指出，當今的AI處理器在軟

因為「用於計算的大多數參數都不需要

Danon說，目前更實際和更現實的

體和硬體之間缺乏一致性。他說，在理

移動。相反地，它們用於描述資料流動

方法是「共同定位記憶體和運算」。

想情況下，軟體和硬體二者都使用基於

時的圖形。」

「我們需要讓運算結構能以高利用率存

結構的描述方法。Hailo計劃將本機描

Krewell指出，資料流的概念並不

取所需的記憶體，從而產生非常高的頻

述為「神經網路分層」，從而使其處

是什麼新鮮事兒，也已經成功地在通

寬。」他補充說，這對於實現運算元素

理器有別於其他處理器。

用電腦硬體實現商用化了。

的高利用率至關重要。

Danon解釋說，Hailo的目標「有

但是，隨著AI改變運算領域，資料

Krewell則解釋，「挑戰是在訓練

點類似於組合語言本身能夠在基於規

流正在尋找機器學習的「新機遇」。

期間保持權重。這就是像GraphCore

則的系統中描述規則一樣— 條件敘

Krewell補充說：「透過使用資料流和

在晶片上打造大型記憶體的原因，同

述和分支的形式。」

脈動陣列架構，您可以將神經網路處

時，也是為什麼GPU和英特爾(Intel)的

理設計為從一分層到另一分層，而無

Nervana使用高頻寬記憶體(HBM)、

實現更高每瓦性能的競賽

需太多控制邏輯。」

Wave Computing使用美光(Micron)

深度學習性能效率是AI處理器競爭對

這種新轉折可說是Wave Computing
的天賜良機。該新創公司自2010年以
專業知識以及建立專利組合，積極地

嵌入式

來一直在利用其於資料流技術方面的

供應商提供的影像分類
推論任務與基準測試
公開資料
不包括主機與記憶體

專注於機器和深度學習。

不包括硬體測量

AI— 特別是卷積神經網路(CNN)，

資料中心

記憶體頻寬面臨瓶頸

採用批次處理

似乎非常適合資料流設計。但是，
Gwenapp強調，這並不表示所有的資
料流設計都對AI有利，「系統中還存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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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深度學習影像進行處理的實際處理器效率比較

來源：Hailo

High Performance
Serial NAND Flash Memory

Winbond
Facebook Page

Winbond
LinkedIn Page

www.winbond.com
mkt_online@winbond.com

創新天地
手之間經常引爆的一場大辯論。因

度接收全高解析(FHD)視訊，並使用

Neumann處理器，精心設計的CNN加

此 ， Hailo根 據 每 家 供 應 商 發 佈 的 資

ResNet50網路進行深度學習。處理

速器應該能達到更高數十倍的每瓦性

料，編製了一份AI處理器比較表—從

FHD視訊串流通常需要每個感測器約

能」。但是，Gwenapp說：「即便採

Nvidia的Volta V100、Pascal P4和

5TMACS。根據自動駕駛的等級，汽

用這種方法也不足以滿足4/5級自動駕

Google TPU，到GraphCore IPU和

車預計將配備4到12個攝影機感測器。

駛車的挑戰性要求。」

Wave Computing DPU，詳細列出每

這意味著部署在自動駕駛車的任

換句話說，儘管市場充斥過多的AI

家供應商的深度學習tera級每秒乘積累

何現有AI處理器已經讓每個感測器消

處理器，但沒有一個能夠達到讓全自動

加(TMAC)運算和功耗資料。Hailo的目

耗約幾十瓦功耗，或每輛汽車幾百瓦

駕駛車實現商用的性能標準。

標是為每個AI處理器計算深度學習的每

了。Danon認為這已經超出太多了。

但Gwennap仍抱持樂觀看法。

瓦TMACS。

他懷疑如果OEM無力應付這麼多的電

「幸運的是，我們還處於AI競賽的早期

力浪費，最終將在性能上大幅妥協。

階段。預計在未來十年內將能在硬體和

Danon以處理高解析(HD)視訊為
例，如果車輛以每秒30格(30f/s)的速

理論上，「相較於傳統的von

軟體方面看到大幅的進展。」

為物聯網量身打造的低功耗網路
Nitin Dahad

要非常遠距離的傳輸和功率效率時，

歐洲研究機構Leti最近針對一種新的
低功耗廣域(LPWA)網路技術進行現
場測試— 這是一種專為物聯網(IoT)
應用量身打造的波形。Leti表示，相

系統則會選擇Turbo-FSK，結合正交調

原始速率

變與卷積碼的平行級聯，並使波形適於
範圍

協議預算

媒體存取控制(MAC)，系統將會自動選

較於LoRa和窄頻物聯網(NB-IoT)等其
他LPWA技術，新開發的波形技術在

靈敏度

網路拓

覆蓋範圍、資料速率的靈活度和功耗
方面均展現顯著的性能提升。
L e t i智 慧 物 件 通 訊 實 驗 室 負 責 人

(RF) ASIC的開發，同時，目前還在研
究相關的標準化。

擇最佳途徑。
Berg說：「Leti Turbo-FSK接收器

延遲

功耗

Leti LPWA測試結果與性能比較
來源：Leti

Vincent Berg指出，在為這項研究實現
最佳化和整合的開發藍圖中包括了射頻

加速處理。透過為物聯網應用最佳化的

系統將迅速普及。

的性能接近香農理論(Shannon)極限，
這是在特定雜訊通道上無誤差傳輸資料
的最大速率，而且適用於低頻譜效率。
此外，波形呈現恆定封包—即具有等

為了證實新的LPWA波形性能及其

於0dB的峰值對均值功率比(PAPR)，這

靈活度，此次場測的結果主要來自系

對於功耗特別有利。因此，Turbo-FSK

Leti開發的LPWA新技術包括專利

統的實體層靈活度。透過這種靈活度顯

非常適合未來的LPWA系統，特別是5G

的Turbo-FSK波形，這是一種靈活的實

示，當傳輸條件並不特別有利或需要遠

蜂巢式系統中。」

體層(PHY)方法。它還採用了通道接合

距離傳輸時，能夠將資料速率從3Mbit/s

技術，即聚合非連續通訊通道以提高

調整至4kbit/s。

在新系統中，MAC層利用不同波形
的優勢，並為自適應情境而設計，例如

覆蓋範圍和資料速率的能力。經過現場

在有利的傳輸條件下—例如較短

使用場景和應用。它將根據裝置的移動

測試後證實，這種LPWA途徑較LoRa和

的距離和視距(LoS)，Leti的系統可以

性、高資料速率、能量效率或是網路擁

NB-IoT更具優勢。

使用廣泛部署的單載波頻分多工(SC-

擠情況等應用，結合根據無線電環境調

該新技術特別適用於遠距離的大

FDM)實體層選擇高的資料速率，有效

整通訊的決策模組，從而最佳化地選擇

規模機器類通訊(mMTC)系統。預計在

利用低功耗傳輸方式。在更嚴苛的傳

最適用的配置。透過動態調整MAC協

2020年開始部署5G網路之後，這些能

輸條件下，系統則切換到更具彈性的

議，以及控制鏈路品質的決策模組，

以無線進行通訊的數十億台機器類終端

高性能正交頻分多工(OFDM)。而當需

即可實現應用傳輸要求的最佳化。

16

電子工程專輯 | 2018年8月 | www.eettaiwan.com

2018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s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s have
become mature during the last decade. We 4. DECEMBER
are facing a change of semiconductor power
MUNICH-AIRPORT

switches away from Silicon to SiC and GaN.
It is important that systems design engineers
get involved in the advanced design work using wide band gap devices for their
next project. The experts from th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s and the early users
are important to teach the field their experience and take the barrier down using
new technology.

Power-Conference.com

聚焦：醫療電子

智慧醫療商機無限
台灣電子業者準備好了嗎？
Judith Cheng

人類對健康生活、以及更長壽命的追

兆美元。

達到6.56億人；全球人口平均壽命則

求可說是永無止盡，而隨著世界人口

以地理區域來看，亞太區(Asia &

由2016年時的73歲，在2021年增加至

總數持續增加，以及老年人口比例逐

Australasia)醫療健保支出增加速度最

74.1歲。而台灣人口的老齡化程度已經

漸上升，如何利用各種智慧技術來改

快，可望由2015年的1兆5,315億美元，

高於全球平均值，根據內政部統計資

善整體醫療環境品質、提升便利性，

在2020年增加至1兆9,649億美元，成長

料，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截至今年6

也成為全球許多國家所關注的重要議

幅度為5%；北美、西歐、中歐/非洲等

月底為14.18%，平均壽命則在2016年

題；因為如此，醫療保健(healthcare)

區域的醫療保健支出在2015年至2020年

就已達80歲。

可說是21世紀成長性最被電子產業領

間的成長幅度估計也將超過4%。

老年人口比例提升，衍生出更多對

Deloitte報告指出，有多個因素推

醫療照護的需求；隨著大眾知識、生活

國際財務顧問機構Deloitte所發表

動全球醫療保健支出成長，包括：人口

水準提升，消費者意識抬頭，醫療保健

的《2018年全球醫療保健市場展望》

增加與老化、新興市場擴大、醫療技術

產業體系在擴大資源供應量的同時，也

(2018 Global healthcare outlook)報告

演進以及勞動力成本增加等。其中因嬰

必須考量到品質的改善以及使用者的

預測，全球醫療保健支出在2017~2021

兒出生率下降、大眾平均壽命提高，使

便利性；如Deloitte報告所形容的、更

年間，將以4.1%的年平均成長率持續增

得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升高的趨

「聰明」的醫療保健：

加；該平均成長率數字在2012~2016

勢，成為世界各國、特別是已開發市場

· 在適當時間、地點針對個別病患情

年之間僅有1.3%。該報告估計，全球

醫療保健體系面臨的最大挑戰。

域看好的應用市場之一。

醫療保健支出總金額由2015年時的7

估計到2021年，全球65歲以上人

兆(trillion)美元，在2020年成長至8.7

口佔據總人口比例預期將達到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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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提供適當治療；
· 臨床醫護人員能利用科技更精確診
斷、治療及並且提供照護；

聚焦：醫療電子
手錶等可穿戴式裝置，還能透過雲端

聯盟」，結合了成大電機系、醫學院

大數據分析，為使用者提供個人化的

以及工業設計學系的資源，希望能扮

保健資訊。

演電子與醫療領域的橋樑，協助更多

根據美國市場研究機構Grand View
Research的預測，全球智慧醫療裝置市

研究團隊甚至新創公司跨足醫療保健
領域。

場規模，由2016年時的35.8億美元，在

李順裕於2002年就在成大電機系成

2025年達到244.6億美元，期間複合年

立了「通訊與生物積體電路設計實驗室

平均成長率(CAGR)達到24.0%。這個市

(CBIC Lab)」，一直以來專注於結合類

場對眾多原本專攻3C應用領域的電子業

比/混合訊號與射頻(RF)、生理訊號檢測

者來說商機吸引力十足，然而因為傳統

與專屬演算法等技術的醫療電子晶片設

醫療產業領域向來較封閉且保守，電子

計，開發名為「貼身守護神」(wireless

業者也不熟悉醫療相關法規與產品的驗

ECG acquisition system)的系統單晶

證程序，對於「跨界」發展會感到猶豫

片(SoC)，已完成晶片原型與多項技術

且無所適從。

專利的佈局，目前正在進行應用系統的
臨床測試。

從3C跨足醫療保健市場的門
檻有多高？

驗室的延伸，期望在學生團隊之外邀請

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李順裕表示，其

電子/醫療產業界人士或創客等成員加

實對於3C電子業者來說，要進入醫

入聯盟，透過多元化的合作模式與資

療保健應用領域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

源共享，催生更多智慧醫療保健裝置

難，「主要問題於兩個領域彼此不了

創新產品，也為台灣電子產業帶來新發

解；」為此他在科技部的計畫補助

展動能。目前團隊的研發成果包括結

下推動成立了「健康貼身守護神小

合無線心電圖擷取系統的智慧衣、車

2015~2020年全球醫療保健支出金額預測

來源：2018 Global healthcare outlook，Deloitte

「健康貼身守護神小聯盟」即是實

· 在醫療照護生態系統中的所有參與
者都能有效率地溝通並運用資訊；
· 讓醫護人員正確地各司其職(例如
護士只處理病患照護，不需要負
擔行政事務)；
· 病患能充分獲得資訊並主動參與治
療計畫；
· 將具成本效益的新世代醫療保健提
供模式導入缺乏該類資源的地區與
使用者族群；
· 提升效率、減少資源浪費。
先進電子技術與各種數位化解決方
案，是實現智慧化醫療不可或缺的元
素，現在市面上已經有結合物聯網(IoT)
元素的血糖機、心電儀、血壓計、脈
搏血氧機等連網醫療檢測裝置，讓醫護
人員能即時監測居家照護之慢性病患與
獨居長者的生理情況；此外具備心律監
測、睡眠監測等功能的健身手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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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醫療電子
用電子疲勞偵測系統，以及結合軟硬
體、能提供穿戴式裝置開發者發揮創意
的「Trianswer智慧積木」生醫晶片開
發模組。
李順裕指出，有「亞洲矽谷」稱號
的台灣擁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以及
具備豐富經驗的眾多3C電子品牌業者，
再加上本地醫療體系發達、擁有許多頂
尖醫學人才，兩個領域在過去沒有結合
的機會，「健康貼身守護神小聯盟」正
可以扮演橋樑與交流平台的角色；他認
為：「台灣現有醫療電子設備業者還是
以代工業務為主，結合本地3C電子廠
商的技術與市場經驗，很有機會創造自

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李順裕(中)與CBIC Lab開發團隊成員

來源：EE Times Taiwan

有品牌。」
然而與車用電子元件相同，攸關使
用者人體安全的醫療電子設備，在世界
各國都受到政府主管機關的層層把關，
必須符合相關法令、通過嚴苛的產品安
全驗證程序，才能在市場上銷售或是被
允許在醫療臨床使用；在台灣，醫療電
子設備則是由衛生福利部下的食品藥物
管理署負責管轄，而與醫療器材相關的
法規林林總總，其中的複雜性確實會
讓不熟悉醫療應用領域的電子業者望
之卻步。

台灣新創公司開發結合混合實境技術(MR)的骨科手術用智慧眼鏡

來源：台灣骨王生技

李順裕表示，以穿戴式醫療保健裝

風險產品必須經過臨床測試保證其有效

台灣骨王於2018年參與了科技部所

置來說，最基本有兩種安全驗證標準，

性與安全性才能被核准上市(如果該項

率領之科技新創團隊前進美國國際消費

一是醫療設備電性安規IEC 60601-1

產品已經獲美國FDA或歐盟核准上市，

性電子展(CES 2018)，其醫療手術智慧

(編按：美國、歐盟等國家另有根據此

可利用在海外進行的臨床試驗資料來辦

眼鏡在展場上獲得不少醫療領域專業人

標準延伸的個別法規)，另一種是ISO系

理產品登記查驗)。

士青睞，美國南加大醫學院並積極邀請

列標準，包括ISO 13485醫療器材品質

該公司臨床合作。台灣骨王的醫療手術

管理系統與ISO 14971醫療器材風險管

台灣醫療電子業者的終極挑戰

智慧眼鏡從2010年產品概念初次成形

理系統；如同其他消費性電子產品，這

一家成立於2017年的新創公司台灣骨

到真正進入手術室進行臨床試驗就花了

些驗證程序都有專業的測試實驗室可以

王生技(Taiwan Main Orthopaedics

五年的時間，終於可望在今年取得上市

提供諮詢或送驗服務。

Biotechnology)，開發了一套醫療手

核准；該公司創辦人暨執行長王民良表

要通過產品電性安規測試或是ISO

術用智慧眼鏡；該產品結合了混合實

示，中間的過程確實非常辛苦。

品質管理系統或許確實不如想像中困

境(MR)與機器視覺技術，醫師在進行

由台灣團隊在2004年於矽谷成立

難，醫療電子產品要能上市，還有一個

手術時戴上智慧眼鏡，就能看到投射

的神念科技(NeuroSky)則是一家專長心

最棘手的關卡是臨床試驗程序。台灣的

在人體上的術前醫學掃描影像，取得

電與腦波感測技術的公司，所開發的腦

醫療器材主要參考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正確的病患器官位置以達到更精確的

電方案號稱能準確量測到人類的腦波訊

(FDA)的規範，分為低、中、高三個風

手術成果，這在例如脊椎矯正要求精

號，並透過生物訊號處理技術與專屬演

險等級，其中第二與第三等級的中、高

密的高風險骨科手術上特別有幫助。

算法進一步了解大腦的活動，例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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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念科技開發的腦波耳機產品

潔 以動物實驗用植入式注射器(MicroMED)做為進軍醫療電子市場的出發點

來源：神念科技

來源：EE Times Taiwan

者注意力是否集中等資訊，目前已經開

式藥劑注射器──例如治療癌症之標靶

力趨緩，對台灣的電子廠商來說，尋

發出鎖定教育、娛樂應用的腦波耳機以

藥物應用──的能力，但此類醫療電子

求下一個「殺手級應用」成為首要課

及搭配的應用程式。

裝置牽涉的法規與測試程序複雜，所需

題。前景看好的汽車/電動車市場是近

神念科技事業開發經理楊士菁與台

經費十分龐大，該公司為了求生存先發

兩年來討論熱度最高的熱門選項之一，

灣/東南亞總經理楊貴吉就坦言，醫療

現到的一個領域，是藥物上市前的動物

儘管台灣本地缺乏國際性大型車廠，並

法規的嚴格管制是廠商將醫療保健裝置

實驗用植入式給藥裝置。

非發展車用電子的優良場域，仍有不少

推向市場的過程中會遭遇的最大瓶頸之

潔 生醫董事長李柏穎表示，動物

台灣業者在該領域闖出了一番成績；而

一，若未通過繁複的臨床實驗等醫療產

實驗使用的植入式裝置並不需要受到醫

較少被提及，但同樣頗具成長潛力的醫

品驗證程序，就不能宣稱有任何的「醫

療器材法規的嚴格規範，而該公司開發

療保健應用，或許會是另一個更適合台

療」效果，只能以有「保健」功能的消

的小型注射器在成本與功能上，都能媲

灣廠商切入的新市場。

費性電子產品型態上市；以台灣因為邁

美目前在該應用領域上幾乎是壟斷市場

台灣因全民健保的實施而有發展蓬

入人口高齡化而需求暴增的醫療長期照

的美、日競爭產品，期望能藉此產品開

勃的醫療產業，再加上民眾對醫療保健

護資源為例，台灣廠商其實在相關醫療

闢一條「金流」，為該公司進軍真正的

資源的高度需求，若能與本地已經高度

電子設備的供應上都已經準備就緒，但

醫療電子器材市場提供財務後盾；他指

成熟的電子產業有適當的結合，很有機

要通過醫規卻是漫漫長路。

出，募資不易以及如何與醫療/製藥領

會建立獨步全球的醫療電子產業生態；

域展開合作，會是台灣醫療電子業者面

然而這必須要有相關資源的充分交流，

臨的最大挑戰。

以及更完善、簡化的法規與產品驗證程

於是有許多台灣醫療電子業者只好
遊走在「法律灰色地帶」，特別是對於
需要讓產品上市以籌措進軍高階醫療應

序支援才能實現，期待政府、學研界與

用市場的新創公司來說。成立於2016

結語

產業界能共同努力，讓台灣發展出國際

年的潔 生醫科技，專長是生醫微機電

隨著原本扮演產業火車頭的PC市場、

性的醫療電子品牌以及成為智慧醫療實

系統(MEMS)技術，具備開發高階植入

智慧型手機市場陸續邁入成熟期而動

施場域的典範。

RV-3028-C7 尺寸超小，全球最低功耗的实时时钟
超低功耗:电流低至 精度：25°C時±1ppm
电源备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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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提升醫療診斷品質
Zeljko Loncaric，德國康佳特行銷工程師

醫學成像(medical imaging)在近幾年

類型— 仍仰賴伺服器執行。醫學裝

已有長足的進步，主要歸功於診斷影

置只會使用資料中心所收集的智慧資

像的數位化、資料和影像品質的提升，

訊。這個過程稱為推論。

以及影像取得的速度加快。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與深度學

資料中心的深度學習

習的普及，讓我們得以進入下一個革

無論是何種類型的任務，流程幾乎一

新階段。與傳統的電腦輔助診斷系統

模一樣，也就是將由許多電腦運算單

相較，AI的自主學習系統比靜態系統

元組成的網路— 主要為通用繪圖處

更能掌握新的狀況，同時提供更高的

早期偵測、診斷與治療品質方面，AI

理單元(GPGPU)—結合至深度神經

自主性，使診斷更快速、安全且可靠。

與深度學習皆可發揮極大的效益。如

網路(DNN)。這個深度學習網路接著

果AI智慧能夠透過醫學影像直接提供

必須經過訓練。就診斷成像技術層面

AI可發揮哪些效益？

給所有的醫生使用，不僅能拯救許多

而言，這可能包括使用X光片進行乳癌

各領域的研究結果均指出，搭載AI

生命、避免錯誤的治療與不必要的手

或肝癌早期檢測，或使用一般皮膚的

技術的醫學成像系統目前在準確性

術，醫生也能因此取得前所未有的龐

照片訓練系統來辨識皮膚癌。然而，

與速度方面已表現得十分出色。例

大資訊，並利用AI的卓越專業能力進

這些都需要十分龐大的影像資料。實

如，休士頓衛理公會研究所(Houston

行自動診斷與治療。如此一來，即便

際研究專案的影像資料量涵蓋130,000

Methodist Research Institute)系統

是醫生數十年專業經驗中未曾經歷的

至700,000幅陽性與陰性反應診斷影

醫學與生物工程設計部的研究人員已

最小或最罕見的指標，也能透過AI可

像，而具備此資料後，神經網路可以

經開發出一款AI軟體，在500張乳房

靠地辨識。這對於患者、醫師與醫療

根據特定個案的演算法，擬定參數與

攝影X光片的現場試驗中，其檢測乳

保健制度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均十分有

常式，其準確度與經驗豐富的專業人

癌的速度比醫生快30倍，且準確率高

益。一份由PWC商業顧問公司所作的

士不相上下。

達99%。此類系統不僅能更輕易地辨

研究指出，在整個歐洲廣泛使用人工

識乳癌，在檢測偽陽性反應的表現上

智慧，可望在十年內省下將近2千億

將智慧整合至嵌入式電腦

也更佳，能讓患者免於進行不必要的

歐元的預測醫療與病後護理成本。而

然而，這個階段的智慧仍位於雲端或

切片檢查。另一組AI研究團隊則專注

這當中引發的問題是：哪一項技術平

中央的資料中心，尚未轉移至醫學裝

於皮膚癌的診斷，其所使用的系統可

台能夠帶動AI的普及化？

置。此時就是推論發揮作用的時候。

根據相片診斷皮膚癌，其可靠度與皮

推論的功能就是將深度學習整合至本

膚科醫師無異。紐約市西奈山伊坎醫

準備迎接AI時代來臨

機裝置。為了把儲存在資料中心的神

學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先從好消息說起，最新的嵌入式平台

經網路智慧整合至單一處理器，軟體

Mount Sinai Hospital)所進行的專案，

在運算能力、能源效率以及可編程性

必須更精簡。因此，任何在訓練成功

也證實了AI系統預測肝癌的準確度與

方面提供了所有必要條件，能將高效

後不再需要的神經網路部份通常會

專業的腫瘤科醫師不相上下。在該院

能的AI整合至每一部超音波裝置、診

被移除— 因為這部份不會在決策

團隊研究期間，科學家發現系統在未

斷X光片電腦系統以及醫生診間的醫

過程中發揮作用，故可安全移除。此

來也可用於預測患者的思覺失調症或

用PC。現在，您可能會好奇，整個

外，原始神經網路的數個決策層已能

其他精神疾病傾向。

資料中心的AI要如何與低功率的嵌入

與單一運算結合，而不會帶來任何不

式平台整合。事實是二者並未整合，

良影響，因為本機系統並不需要自我

需要大規模採用

而且也不需要整合，因為目前的深

學習— 即便有需要，也不會因此受

經研究證實，在提升許多重大疾病的

度學習— 即資源密集的機器學習

影響。顯然使用新資料持續訓練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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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康佳特搭載AMD的COM Express模
組化電腦可修改採用其他處理器技術的現有
COM Express設計，輕鬆將其移轉至AI

資料中心深度學習/本機醫療裝置智慧之架構圖

系統，然後透過定期軟體更新，使本

深度學習與AI不是巫術

機裝置維持最新知識等級，才是更有

這些嵌入式處理器也能針對TensorFlow、

效率的做法。這也說明了連接裝置至

Caffe和Keras等需要，迅速且全面導

技術供應商雲端與伺服器的醫學物聯

入AI及深度學習的工具和架構，提供

網(IoT)介面，將成為日後此類技術發

全方位軟體支援。開發人員也可造訪

展的關鍵。

https://gpuopen.com/professionalcompute/，了解各式各樣的深度

專為本機醫學AI設計的最新COM
Express Type 6基準模組：搭載
AMD嵌入式Ryzen處理器的congaTR4

正確的處理器技術

學習與AI應用的軟體工具與編程環

儘管這大幅降低了醫學裝置本機電腦

境，如GPGPU應用常用的開放來源

造商產品提供一致的標準，確保高度

的運算效能需求，但對於單一處理器

ROCm平台。開放來源的概念是確

的長期可用性，且自行開發的成果也

而言，所需的處理能力仍相當高。此

保OEM不單獨仰賴專用解決方案的

可達到高效的重複利用。只要更換模

外，本機和資料中心的電腦運算架構

關鍵，包括可將專用的CUDA應用

組，便可將新的效能等級整合至現有

必須相容，才能減少移植軟體和演算

程式轉換成可移植HIP C++應用程

設計中，使OEM能以上述創新特色輕

法的額外成本。最新的嵌入式加速處

式，以便套用至各廠牌硬體的HIPfy

鬆延伸設計的功能性。先進的模組規

理單元能以標準的x86處理器以及專為

工具。一旦可存取此類生態系統，

格COM Express目前已經廣泛應用於

AI和機器學習設計的強大GPGPU，滿

深度學習與AI的實作性便相對提高，

眾多醫療裝置中，只要透過隨插即用

足靈活的電腦運算需求。由於能源需

不被Google、Apple、Microsoft和

的模組更換方式，就能為OEM的醫療

求量低，這些功能可以整合至目前所

Facebook等IT巨擎所限。現在，就

硬體實現與AI的兼容性。

有的影像處理應用領域— 包括行動

連行動應用程式開發商也開始在實際

例如，德國康佳特(congatec)利用

式無風扇X光機以及RIS(放射科資訊

應用中實作深度學習和本機介面，例

conga-TR4模組搭配AMD Ryzen嵌入

系統)和PACS(醫療影像擷取與傳輸系

如能夠準確辨識手機照片上各種熱狗

式V1000處理器，在數種系統設計中測

圖片的Not Hotdog應用程式— 此

試這項工作的完成速度。將模組移轉至

即私人產業開始引進AI的最佳證明。

採用另一個COM Express Type 6模組

統)等邊緣儲存裝置。
大幅提升的運算能力與顯示效能，

的既有系統時，合作公司的開發人員所

讓全新AMD Ryzen嵌入式V系列尤其
適合此一用途。這款多用途CPU可發

以模組化電腦實現快速導入設計

需的時間與安裝經過評估硬體所需的時

揮3.6TFLOP的運算能力，搭配強大的

現在，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醫療裝

間相同，且軟體設定僅需要一般的安裝

GPGPU，能提供幾年前必須以數百瓦

置製造商如何以迅速、高效的方式，

常式。由於康佳特的所有模組產品均採

(W)耗能的系統才能達到的靈活運算效

將這些可啟用AI的要件設計至醫學影像

用標準化API，因此不需額外進行硬體

能。如今更有15W以上的運算功耗選

裝置上。其中一種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使

編程。這麼一來，每一個模組的GPIO

擇，使其得以整合至無風扇、嚴格密

用標準化的模組化電腦(Computer-on-

控制均相同，進而有利於系統設計師

封、高度無菌且堅固耐用的醫學裝置，

Module；CoM)。模組化的做法可使醫

量測環境亮度等級，達成顯示器亮度

提供以患者為中心的行動照護。

療裝置不受限於處理器技術，並為製

的自動調整。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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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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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少軍

Jean-Marc Chery

Tyson Tuttle

戴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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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法半導體 CEO

Silicon Labs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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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é Franca

盧超群

Lars Reger

Victor Peng

葡萄牙前教育國務卿

鈺創董事長及 TSIA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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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雄昂

舒奇

Soitec CEO

Prophesee CEO

安謀科技(中國)執行董事長兼CEO

上海華力微電子執行副總裁

蔣溢頎

沙宏志

夏磊

楊林傑

艾睿電子中國區銷售副總裁

南京商絡電子董事長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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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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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Based演算法運用
腕上PPG訊號提供心率估算
Foroohar Foroozan，ADI訊號處理科學家

請想像在未來幾十年後的世界，您的
孫執輩可能已經不知道「醫院」這個
名詞了，因為屆時所有的健康資訊都
將透過感測器遠端記錄和監測。再想
像一下這個情境：您的家中配備了不
同的感測器來測量空氣品質、溫度、
雜訊、光照和氣壓，系統將會根據您
的個人健康資訊，自動調整相關環境
參數以最佳化您的居家環境。
心率(heart rate；HR)監測是許多
現有穿戴式裝置和臨床設備的關鍵特
性。這些裝置一般測量光電容積脈搏
波(PPG)訊號，為了獲得該訊號，必須
利用LED照射人體皮膚，然後用光電
二極體測量血流引起的反射光強度變
化。PPG訊號形態與動脈血壓(ABP)波
形相似，這使得該訊號成為受科學界

圖1：利用腕上PPG訊號的MUSIC-based隨選心率估計演算法

心率估算。如圖1所示。

歡迎的非侵入式心率監測工具。PPG

心電圖(ECG)、膚電活動(EDA)、
加速度(ACC)以及溫度感測器。本文關

訊號的週期性與心臟節律相對應。因

醫療健康手錶提供的PPG訊號

此，可以根據PPG訊號估算心率。然

當LED發光時，血液和組織吸收不同

現在讓我們仔細看看PPG和ABP波

而，受到血液灌流不良、環境光線以

量的光子，導致光電檢測器感測到不

形的相似之處。ABP波形是由於左心室

及最重要的動作假影(MA)等影響，心

同的結果。光電檢測器測量血液脈動

射出血液造成的。主壓力沿全身血管網

率估算性能會降低。

的變化並輸出一個電流，該電流隨後

路流動並到達多個部位，導致因動脈阻

經放大和濾波以供進一步分析。

力和順應性顯著變化而引起反射。第一

業界已經提出許多訊號處理技術

注的重點是PPG和ACC感測器。

來消除動作假影雜訊，例如ADI的動

圖2a顯示一個由交流(ac)和

個部位是胸主動脈和腹主動脈之間的接

作抑制和頻率追蹤演算法，透過使用

直流(dc)分量組成的一般PPG訊

合處，其所引發的第一次反射通常稱為

一個靠近PPG感測器放置的三軸加

號。PPG波形的dc分量檢測組織、

收縮晚期波。第二個反射部位是腹主動

速度感測器加以實現。在沒有任何

骨骼和肌肉反射的光訊號，以及動

脈和髂總動脈之間的接合處。主波被再

動作產生時，最好能有一個隨選(on-

脈和靜脈血液的平均血容量。ac分

次反射回來，產生一個很小的下降，稱

demand)演算法，為追蹤演算法提

量則表示心動週期的收縮期和舒張

為重搏切跡，這可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

供快速且更精確的心率估算。本文調

期之間發生的血容量變化，ac分量

反射之間觀察到。還有其他較小的反

整「多個訊號分類」(multiple signal

的基頻取決於心率。圖2b是來自ADI

射，將會在PPG訊號中平滑化。本文

classification；MUSIC)頻率估計演算

ADPD107手錶的PPG訊號。ADI

的重點是心率估計，其僅取決於PPG

法，以ADI醫療健康手錶平台為例，根

多感知手錶的目標在於測量人體手

訊號的週期性，而且此演算法並不考

據手腕上的PPG訊號實現高精度隨選

腕上的多項生命徵象，支援PPG、

慮PPG的確切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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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G訊號預處理
PPG訊號易受周邊組織的不良血液灌
流和移動假影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
為了將這些因素的影響降至最小，以
免干擾隨後的PPG分析和心率估計，
則必須有一個預處理階段。這需要一
個帶通濾波器來移除PPG訊號的高頻
成份(如電源)和低頻成份(如毛細血
管密度和靜脈血容量的變化、溫度變
化等等)。圖3a顯示濾波之後的PPG

圖2a：含ac和dc部份的典型PPG訊號

訊號。使用一組訊號品質指標來找到
適於隨選演算法的PPG訊號第一個視
窗。第一次檢查涉及ACC資料和PPG
訊號，以確定是否能檢測到一段無動
作的資料，接著衡量其他訊號品質指
標。如果三個方向上存在高於ACC
資料絕對值的特定閾值動作，則隨選
演算法將會拒絕根據這樣的資料視窗
進行估計。下一個訊號品質檢查是基
於資料段特徵的某種自相關。圖3b

圖2b：醫療健康手錶擷取到的PPG訊號

顯示經濾波的PPG訊號之自相關例
子。可接受訊號段的自相關表現如下
特性：具有至少一個局部峰值，而且
對應於最高可能心率的峰值不超過某
一數量；局部峰值從高到低遞減，間
隔時間遞增；以及其他一些特性。僅
計算與有意義的心率(位於30bpm到
220bpm範圍內)相對應的間隔時間之
自相關。
當有足夠的資料段連續通過品質檢

圖3a：經過帶通濾波的圖1b中PPG訊號

查時，演算法的第二階段就會使用基
於MUSIC的演算法算出準確的心率。

MUSIC-Based演算法用於隨
選心率估計
MUSIC是一種基於子空間的方法，
使用諧波訊號模型，可以高精度地估
算頻率。對於受到雜訊破壞的PPG訊
號，傅立葉轉換(FT)可能表現不佳，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高解析度心率估計
演算法。此外，FT將時域雜訊均勻分

圖3b：圖2a中訊號圖的自相關

佈到整個頻域中，限制了估算的確定

察到較小峰值。因此，在本研究中，

心率的頻率估計。MUSIC背後的關

性。使用FT很難在較大峰值附近觀

我們使用MUSIC-Based演算法進行

鍵理念是雜訊子空間與訊號子空間正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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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以雜訊子空間的零點會指示訊
號頻率。
以下步驟是這種心率估計演算法
的總結：
· 從資料中移除平均和線性趨勢
· 計算資料的協方差矩陣
· 對協方差矩陣應用奇異值分解
(SVD)
· 計算訊號子空間階數
· 形成訊號或雜訊子空間的虛擬頻譜
· 找出MUSIC虛擬頻譜的峰值作為
心率估計值

圖4：使用PPG資料的MUSIC估計示例

MUSIC必須應用SVD分解，而且
必須在整個頻率範圍內搜尋頻譜峰值。
首先從一些數學等式來看，以便讓上述
步驟更清楚。假設經濾波的PPG訊號
有一個長度為m的視窗，表示為xm且
m≤L(其中L為給定視窗中經濾波PPG

指標

2bpm精度 5bpm精度 第50百分位數 第75百分位數

精度(data1)

93.7%

95.2%

5.00秒

5.00秒

精度(data2)

93.4%

94.1%

5.00秒

5.00秒

訊號的總樣本數)。那麼，第一步是形
成樣本協方差矩陣，如下所示：
∧

R=

1
L −M

M
m = 1 xm xmT

表1：MUSIC-Based隨選心率估計演算法的性能數值

少計算量，使嵌入式演算法的即時實
現成為可能。搜尋頻率向量定義為：

然後對樣本協方差矩陣應用SVD，
如下所示：
∧

R = U∧V = Us∧UsT + Un∧UnT

其中，U為協方差矩陣的左特徵向

a(k) = [1,e −1 ×
e

2 πj(k−1)
−2 ×
L

...e − (m − 1) ×

,e

2 πj(k−1)
L

我們已經在包含1,289個測試案例
,

2 πj(k−1)
−3 ×
L

2 πj(k−1)
L

基於MUSIC的隨選心率估計
演算法結果
(data1)的資料集上測試了該演算法

,

] ^T

的性能，而在資料開始時，測試物件
被要求靜止。表1給出了基於MUSIC
演算法的結果，並指示估計的心率是

量，Λ為特徵值的對角矩陣，V為右

其中，k為心率目標頻率範圍

否在參考(ECG)的2bpm和5bpm精

特徵向量。下標s和n分別代表訊號和

內的頻點，L為xm(t)中資料的視

度範圍內，以及估計時間的第50個百

雜訊子空間。正如之前提到的，使用

窗長度。然後，下面的虛擬頻譜

分位數(中位數)和第75個百分位數。

訊號已經通過訊號品質檢查階段的先

(psesudospectrum)使用雜訊子空間

表1中的第二行顯示一個包含298個

驗知識，對基於MUSIC的演算法進行

特徵向量找出MUSIC的峰值，如下

測試案例(data2)的資料集，存在週

修改以用於心率估計，因此預處理步

所示。

期性運動(如步行、慢跑、跑步)時的

驟之後，訊號中唯一存在的頻率成份
是心率頻率。接下來形成訊號和雜訊
子空間，假設模型階數只包含一個單
音，如下所示：
Us = U(1:p,:); Un = U(p + 1:end,:)
Us = U(1:p,:); Un = U(p + 1:end,:)

其中p=2為模型數。僅考慮有意義
心率限值內的頻率。這會大幅度地減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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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1
HUnUnHa

a

演算法性能。如果任一資料經運動檢
測後被視為不可靠而遭到拒絕，或是

這裡使用虛擬頻譜一詞，是因為

不受運動影響而精確估算得到心率，

它顯示研究訊號中存在正弦分量，但

則認為該演算法是成功的。在記憶

它不是一個真正的功率譜密度。圖4

體使用方面，假設緩衝大小為500 (

顯示基於MUSIC的演算法處理5秒資

即100Hz時為5秒)，對於目標頻率範

料視窗得到的示例結果，在1.96Hz處

圍(30bpm至220bpm)，所需的總記

出現一個很陡的峰值，換算為心率是

憶體約為3.4kB，每次調用花費2.83

117.6bpm。

週期。

設計新技術

以SVM和HOG特性實現
即時人臉檢測和辨識
Rajeev Thaware，eInfochips技術經理

人臉辨識(face recognition)是機器學
習領域中最受歡迎的技術之一。最近，

(a)Edge Features

該技術的使用案例已經從政府安全系統
的特定監視應用擴展到多個產業的更廣

(b)Line Features

泛應用，例如使用者的辨識和認證、消
費者體驗、健康和廣告。事實上，根

(c)Four-rectangle Features

據MarketsAndMarkets，到2022年，
臉部辨識(facial recognition)市場預
計將成長到77.6億美元，複合年成長

圖1：Haar特徵

來源：opencv.org

圖2：Haar特徵示例

來源：opencv.org

圖3：擷取臉部樣本

來源：eInfochips

率(CAGR)為13.9%。
本文討論eInfochips工程師為存取
管理應用成功開發的人臉辨識演算法實
務。在這樣的系統中有兩個階段：人臉
檢測；然後是人臉辨識。一開始，臉部
的檢測是在影像上使用Haar級聯分類
器(Haar Cascade Classifier)，結合
臉部主要的裁剪部份。
使用Haar級聯分級器進行眼睛檢
測，形成幾何臉部模型；而鼻子的檢
測則被用作眼睛檢測的再確認機制。
之後，從大量臉部影像中擷取「定向
梯度直方圖」(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s；HOG)特徵，作為辨識機

樣，人臉辨識需要採集、辨識、提取必

沒有臉部的影像。然後使用這些影像產

制的一部份。然後將這些HOG特徵一

要(特徵)資訊的臉部樣本，並儲存以供

生分類器模型。透過從正像(positive

併標記為某一個人臉/使用者，並且訓

辨識。整個人臉辨識解決方案分為以下

image)和負像(negative image)中擷

練支援向量機(SVM)模型以預測饋送

幾個主要模組：

取Haar特徵來產生分類器。

到系統中的臉部。

1. 臉部擷取

可能的用例和環境條件如下：

2. 臉部訓練

Haar級聯分類器如何運作？

· 使用人臉辨識進行存取管理。

3. 臉部辨識

Haar分類器主要根據Paul Viola和

· 近距離場景，攝影機與待辨識人員

臉部檢測是在人臉辨識過程中執行

Michael Jones在其論文《使用增強

臉部之間的距離為5到6英呎。

任何操作的基本步驟。基於Haar特徵

級聯的簡單特徵進行快速物件檢測》

· 成功辨識僅限於15個自由度(℃)以

的級聯分類器是一種廣泛使用的臉部檢

(Rapid object detection using boosted

內的臉部俯仰翻轉、左右翻轉和平

測機制。為了訓練分類器來檢測臉部，

cascade of simple features)中提出的

面旋轉姿態。

要形成兩組包含眾多影像的影像集：一

物件檢測架構。使用圖1所示的每個特

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生物辨識一

組包含具有臉部的影像，另一組則包含

徵訓練單個分類器。然而，單個分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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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無法實現高精度，因此多個這樣的
分類器形成級聯。所形成的最終分類器
是弱分類器的加權之和。使用此方法，
分類器可提供95%以上的分類準確度。
在圖2的示例中，影像作為卷積核
心以擷取特徵，其中每個特徵是透過從
白色矩形下方畫素總和中減去黑色矩形
下方畫素總和所取得的值。
圖2提供了兩個特徵示例：邊緣和
線條。邊緣特徵有效地映射臉部屬性；
即眼睛區域比臉部其它任何部份更暗。

圖4：使用眼睛的幾何臉部模型

圖5：使用鼻子的幾何臉部模型

來源：eInfochips

來源：eInfochips

線條特徵映射了鼻子屬性；即臉部的垂
直鼻線比兩側更亮。因為，這些特徵中
的任一個都無法準確對圖案進行分類，
所以將它們做成級聯；因此，這就是基
於Haar特徵的級聯分類器名稱由來。
現在，讓我們詳細考慮臉部辨識的
三個主要模組，如下所述。

臉部擷取
人臉辨識的第一步是收集臉部樣本。
基本上包括以下三個基本步驟：

圖6：臉部訓練方塊圖

為影像內定位的第一特徵。理想情況

1. 檢測臉部。

下，任何特徵都可用於作為形成臉部

2. 裁剪臉部的主要部份。

模型的起點，但從眼睛的位置開始產

3. 儲存臉部影像。

生具有更高精度的臉部模型。在某些

如同前一節中所討論的，臉部檢

情況下，鼻子的位置用於確定臉部模

測主要使用基於Haar特徵的級聯分類

型。然而，眼睛通常被認為是主要的

器來實現。通常，臉部辨識的準確性

起始特徵，而鼻子則被認為是眼睛未

高度依賴於樣本影像的品質和種類。

定位或部份閉塞(occluded)情況下的

針對相同臉部捕捉具有多個臉部表情

次要起始特徵。

的多個影像，可獲得各種樣本影像。

來源：eInfochips

使 用 眼睛的 臉 部 模 型：從 兩 隻 眼
圖7：具HOG特徵的臉部樣本

一旦檢測到臉部，就可以將其裁剪

睛中心的座標開始，使用圖4的等式

並儲存為樣本影像以供分析。廣泛地使

(eq.)1-3獲得臉部的必要部份(特徵)。

用矩形來框定影像中的區域，引入了裁

使用鼻子的臉部模型：使用鼻子中

剪頭部影像的多餘部份。因此，使用

心的座標，利用圖5的等式4-5獲得兩

Haar級聯分類器獲得的矩形限定臉部

隻眼睛中心的座標。此外，使用等式

臉部訓練

特徵中包含了無關緊要的資料，例如頸

1、2獲得臉部必要部份的裁剪。

在此階段，從與每個人相關聯的影像

來源：eInfochips

成的不對稱性。

部、耳朵、頭髮等周圍的區域。使用幾

為了提高辨識準確度，在臉部捕捉

中收集特徵。之後，對來自所有儲

何臉部模型可緩解這一情況，該幾何臉

過程中丟棄尺寸小於256x256的臉部剪

存影像的完整資訊集(每人作為單個

部模型由各種臉部特徵(包括眼睛、鼻

裁區域。此外，臉部區域相對於光源方

SVM標籤予以隔離)進行訓練以產生

子和嘴巴)之間的幾何關係形成。

向有顯著偏差。為了減輕這種影響，

SVM模型。

幾 何臉 部 模 型 如何運作？為 了 形

在裁剪的臉部影像實施直方圖等化。

什麼是支持向量機(SVM)？支持向

成幾何臉部模型，通常將一雙眼睛視

這降低了由於不均勻照明而在臉部形

量機(SVM)是受監督的機器學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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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臉部辨識流程方塊圖

用於對資料進行劃分和分類。
SVM廣泛用於諸如臉部檢測、影

來源：eInfochips

致的精度降低。使用針對多個臉部的幾
個HOG向量來訓練SVM模型。

像分類、手寫辨識等應用。可以將
SVM模型視為使用超平面隔離多個類

臉部辨識

的點空間。

視訊序列中的臉部辨識分為三個主要

什麼是 定向梯度直 方圖(HOG)？

任務：臉部檢測、臉部預測和臉部追

HOG是通常用於物件檢測的特徵描

蹤。臉部捕捉程式執行的任務也在臉

述符號，在行人檢測應用上也廣為人

部辨識期間執行。為了辨識所獲得的

知。HOG依賴於影像內物件的屬性

臉部，必須擷取臉部的HOG特徵向

而擁有強度梯度或邊緣方向的分佈。

量。然後在SVM模型中使用該向量

在每個區塊的影像內計算梯度。區塊

來確定具有每個標籤的輸入向量之匹

被認為是畫素網格，其中梯度由區塊

配分數。SVM返回具有最高分數的標

內畫素強度的變化幅度和方向構成。

籤，這表示對訓練臉部資料內最接近

在當前示例中，個人的所有臉部

匹配的置信度。

樣本影像被饋送到特徵描述符號擷取

計算匹配分數的任務需要大量的運

演算法；即HOG。描述符號是影像的

算。因此，一旦被檢測和辨識到，就需

每個畫素所產生的梯度向量。每個畫

要追蹤影像中的標記臉部，以減少未來

素的梯度由大小和方向組成，使用以

訊框中的運算量，直到臉部最終從視訊

下公式計算：

中消失。在所有可用的追蹤器中，使

g = g2+ g2

ɵ = arctan

gy
gx

在當前示例中，Gx和Gy分別是畫

用Camshift追蹤演算法可產生最佳的
臉部辨識結果。

範例應用

素強度變化的水平和垂直分量。大小

本文採用的實際範例應用是在視訊管

為128x144的視窗用於臉部影像，因

理系統中使用臉部辨識存取管理和分

為它與人臉的一般寬高比相匹配。描

析。在該計劃中，艾睿(Arrow)旗下

述符號是在具有8×8維度的區塊上計

子公司eInfochips的一支團隊設計並

算的。在8×8區塊上每個畫素的這些

實施了一個帶有臉部辨識功能的視訊

描述符號值被量化為9個區間(bin)，

管理系統，用於檢測和辨識多個IP攝

其中每個區間表示在該區間內梯度和

影機饋送的人臉。該設置部署在製造

值的方向角，其為具有相同角度的所

業中，其中攝影機安裝在多個建築物

有畫素強度總和。此外，將直方圖在

中的不同位置，並且使用局域網路

16×16區塊的大小上統一處理，這意

(LAN)互連。

味著將4個8×8區塊統一以最小化光條

該團隊為該網路開發並安裝了完整

件的影響。該機制減輕了由於光變化導

的視訊管理解決方案，為安全部門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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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串流、透過視訊分析提供警報以及

地圖上的位置等細節。然後使用視訊管

識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透過應用

訪客身份驗證。該視訊管理系統中的臉

理系統內的使用者介面用戶端分析來自

本文中描述的方法，可以獲得準確的演

部辨識服務用於辨識來自攝影機即時饋

資料庫的這些事件。

算法和高品質的臉部辨識結果。此外，

送的人臉，並產生系統事件，以觸發員

藉助HOG和SVM模型，即使在包含複

工和訪客到場所的認證過程。此外，這

結論

雜背景的場景中，也可以在辨識人臉

些事件包括諸如辨識時間、人名、人在

在現代監控和安全應用方面，臉部辨

和分析臉部特徵方面實現高性能。

為超大規模資料中心打造
高效率100G/400G光收發機
Rang-Chen(Ryan) Yu，Molex業務發展副總裁、
Molex旗下Oplink公司光電解決方案業務總經理兼100G Lambda MSA聯合主席

全球網路資料中心的流量在十年來一直

地及電能供應充足而成本較低的地

(例如Google或Facebook)，或者出租

保持高速成長，在可預見的未來尚無任

區，這類超大規模資料中心的供應商

給企業客戶(例如，亞馬遜的AWS或微

何減弱的跡象。智慧型手機及其他行動

將鄰近擴張的資料中心之處理能力合

軟的Azur)。儘管可以利用多種不同方

裝置、社交媒體與應用程式(app)、串

併起來，從而充份地發揮了規模經濟

案來實現電腦伺服器的互連，在2018

流媒體視訊、擴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

的效益。根據思科(Cisco)預計，截至

年，典型的超大規模資料中心網路連

(VR)日益普及，吸引了越來越多新使用

2020年，全部資料中心中近一半裝機

接大多採用直連銅纜(Direct-Attached

者；此外，每位使用者持有的裝置數量

的伺服器都將位於這些超大規模資料

Copper；DAC)，以25或2x25Gbps

保持成長，而且每台裝置使用的資料量

中心之內。這些伺服器將佔據資料中

的速度在幾公尺(m)的距離內將伺服

也在不斷攀升，從而使得資料中心的流

心多達68%的處理能力，以及超過全

器連接到架頂(ToR)伺服器，然後再採

量出現了顯著的提升。

部資料中心流量的一半(53%)。

用大量的100Gbps光學鏈路，利用規

據分析師預測，截至2020年，全

隨著雲端需要為越來越多的關鍵任

模龐大的交換結構— 通常稱為葉脊

球連接到網際網路的裝置數量將達到

務型商業應用及高時效性的消費者應用

(leaf-spine)架構— 實現ToR交換機

2,000億台。近期的證據表明，逐步

提供支援，在全球範圍內，資料中心的

的互連。根據這類資料中心的具體數

走向成熟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可能

部署必須更靠近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區。

量，典型的光學互連覆蓋範圍最大可到

只是冰山的一角。雲端運算和機器間

越來越多的網路公司在打造資料中心時

500公尺(DR)，但是大型資料中心所需

(machine-to-machine；M2M)的資料

採用緊密相鄰的多座建築物，並利用極

的距離則要長達2公里(FR)。

頻寬成長速度甚至超過了消費者的資

大的頻寬使其互連在一起。在人口較為

目前一代的100G光纖收發模組

料傳輸速率，並推動著對於大容量資

稠密的地區，跨越各個相互獨立的電網

以4通道的光發射機和光接收機為基

料中心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

來建立資料中心，可以進一步的降低延

礎，分別在25Gbps的速度下平行執

遲、改善消費者體驗。這一策略還可以

行，從而達到100Gbps的聚合頻寬。

資料中心和光學互連成長趨勢

為僅依靠單一電網的更大規模資料中

目前共有兩種類型的100G光收發機：

在過去的十年間，包括AWS、微軟

心帶來降低風險和克服局限的好處。

對於希望部署更多光纖並且降低每台

(Microsoft)、Google和Facebook等

在每一座超大規模資料中心建築物

收發機成本的使用者，適合使用平行

網際網路巨擘紛紛部署規模越來越大

內部，都可能有數萬台至數十萬台的

單模4(PSM-4)型的收發機。對於期望

的資料中心以滿足客戶的需求，一些

電腦伺服器利用不同級別的乙太網路

部署較少光纖的使用者，則更加適用

企業在一座建築物中使用的電腦伺服

(Ethernet)交換機互連，形成一股集體

粗放型WDM-4(CWDM4)光收發機。

器數量甚至已經超過了十萬台。在土

的運算能力，用於網路公司自身的服務

這兩種類型的100G光收發機在當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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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Note
具超快瞬態回應和低功耗的有源整流器控制器
Bin Wu
引言
LT8672 是一款有源整流器控制器，該器件 (與一個
MOSFET) 可在汽車環境中為電源提供反向電流保護
和整流。在傳統上，這項工作是由一個肖特基二極
體承擔完成的，相比之下，LT8672 的主動保護擁有
一些優勢：
• 少的功耗
• 小、可預知、穩定的 20mV 電壓降
另外，LT8672 還具有多個旨在滿足汽車環境中電源
軌要求的特點：
• 反向輸入保護至 –40V
• 入工作範圍：3V 至 42V
• 超快瞬態回應
• 整流 6VP-P，高達 50kHz；整流 2VP-P，高達 100kHz
• 用於 FET 驅動器的集成化升壓型穩壓器之工作性能
優於充電泵器件
圖 1 示出了一款完整的保護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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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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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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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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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LT8672 有源整流 / 反向保護解決方案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04/18/572

Design Note 572

當 VBATT 降至 3.2V 時，LT8672 控制型系統 (a) 保持
VIN > 3V，因而使 LT8650S 能保持其輸出 VSYS 穩定在
1.8V，而在肖特基二極體系統 (b) 中，LT8650S 的輸
入電壓 VIN 降至低於其最小工作電壓，故而使它無法
在其輸出 VSYS 上保持 1.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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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輸入紋波的整流

(a)

結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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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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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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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用於冷車發動測試的系統組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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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inear.com/LT8672

DN572 0418 45K • PRINTED IN CHINA

© ANALOG DEVICES, IN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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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
請電洽 02-2650 2888

設計新技術
已大行其道。

100G/400G過渡及100G
PAM-4技術即將到來
目前超大規模資料中心網路的特點在
於互連速度的進步很快，往往每三年
便會有所改進。極具創新性的100G
互連系統正成為主流，過去兩年間已

技術的進步，我們預計業界將會很快

經得到廣泛部署，而下一次的速度過

的採納並實施此類技術，最早可能從

渡也正在逼近中。儘管目前有人認為

2019年開始進行現場部署。

下一代將會是200Gbps的天下，但業
界的一致觀點則認為400Gbps理所當

資料中心間(DCI)解決方案

然將成為下一速率主流。

在世界各地，超大規模資料中心都靠

目前採用4x25G的100G技術在

近人口稠密的中心進行部署，並且利

封裝方面過於複雜，而且無法擴展到

用超高的頻寬互連起來。儘管各大洲

400G。為了降低100G的成本，並且

和各大洋之間部署了許多的超高速光

利用經濟的方式來支援400G的光學

纖鏈路，其中的大部份鏈路都連接在

元件，業界正在轉向採用一項新的技

資料中心園區內的各個資料中心大樓

術—利用在50GBaud下使用4級脈衝

之間，或者連接在同一都會區的各個

幅度調變(PAM-4)編碼的光學元件，從

資料中心之間。這些資料中心建築物

而實現每通道100G的速度，然後再透

之間利用極高的頻寬互連在一起，可

過4x100G的聚合達到400G的速度。

達到每秒數十terabit級的速度。

成立100G Lambda多源協議(MSA)組

對於在幾公里範圍內互連在一起的

織的目的是定義這一新的產業標準，

資料中心，營運商可以選取部署簡單的

並已獲得了23家企業的推廣支援，從

100G CWDM4(2公里)或100G LR4(10

而代表著一個廣泛的產業生態系統，

公里)型的光收發機，然後再利用數百

其中包含了生產半導體晶片、光收發

對光纖移植到100G FR/LR(使用PAM-4

機模組和網路系統的企業，以及作為

技術)。如果光纖數量不足，而且新增

最終使用者的網路公司。

更多的光纖成本過於高昂，那麼營運商

採用單通道100G光學元件的巨大

就可能選取部署密集波分多工(DWDM)

優勢包括顯著減少了光學元件的數量

光收發機解決方案，從而達到每對光纖

從而降低成本，為經濟型的400G速度

40x100G的聚合頻寬。對於這類園區

構建起堅實的基礎，並且，當電氣介

內的短距離互連來說，與複雜性更高的

面在未來遷移到100G的序列介面時，

同調傳輸技術相較，採用直接偵測的單

無需再逆向操作。據估計，PAM-4

通道100G PAM-4更經濟得多，是一種

100G可減少60%的元件數量上，功率

更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需要具有偏振

要求則可降低33%。

多工/解多工功能的振幅與相位調變/解

100G Lambda MSA最近還公佈
了一份規範的初稿，其中定義了100G

碼功能，以及配有精密控制光學本機振
盪器的同調偵測功能。

FR(2公里)、100G LR(10公里)及400G

對於80公里距離內的資料中心互

FR4(2公里)，並且還潛在地定義了

連，可以採用先進數位訊號處理技術

400G LR4(10公里)。隨著數位訊號處

100G PAM-4 DWDM，在成本上仍然

理以及高速矽光子等高速光電子裝置

具有優勢，由於在全部DWDM通道上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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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共用補償，因此在可調諧色散補

雙密度(QSFP-DD)，這一選項衍生自

統印刷電路板(PCB)上的電氣介面。這

償要求提高的情況下優勢依然明顯。

QSFP28，資料的電氣連線效能高出2

種配置的優勢在於可以靈活地放置收發

同調偵測將用於覆蓋超出80公里的

倍，而機械長度稍長一些，保留了與

模組，使其更接近速度更高的開關IC介

傳輸距離。在資料中心過渡到400G

QSFP28的相容性。QSFP-DD的收發

面，便於處理訊號完整性的問題。由於

後，DCI解決方案將相應地擴展，而

模組與線纜籠配置改進了熱設計，可

COBO收發模組安裝在2D PCB表面，

4x100GPAM-4則仍可用於傳輸距離

支援12瓦(W)以上的功率耗散。

還可以為散熱器提供更多空間，從而有

相對較短的DCI應用，而同調的400G

另一個競爭對手是八進制小型可插

則可為其他資料中心間的連接延展覆

拔(OSFP)光收發機，比起QSFP-DD介

對於以快速的步伐大力投入以跟上

蓋範圍。

面的尺寸稍大且稍長一些。OSFP模組

技術發展與服務創新潮流的主要網路公

的主要優勢在於體積較大，這樣可實

司來說，超大規模資料中心正迅速地發

光收發機的外形設計

現更高的功率耗散，達到16W；不利

展成為關鍵的基礎設施。在世界各地的

對於100G的資料中心應用來說，業

之處則是缺少與QSFP28的後向相容

超大規模資料中心，開發速度更快的電

界壓倒性地採用了四分之一小形狀係

性，而且尺寸稍大，降低了面板資訊

氣與光學訊號技術，將繼續加速大規模

數可插拔(QSFP28)收發模組。由於業

點的密度。

的資料聚合。100G和400G光學技術

助提高功率耗散的額定值。

界正準備從100G過渡到400G，多種

第三種MSA規範由板載光學元

的最新發展可以促成廣泛而又高效的

新興的MSA外形因子都在參與競爭，

件 聯 盟 (C o nsorti um of On-B oard

超大規模資料中心連接解決方案，為

希望爭得一席之地。其中一個領先的

Optics；COBO)制訂，它定義了一種

內容日益豐富的資料密集型應用提供

選項就是四分之一小形狀係數可插拔

脫離系統面板資訊點而直接配置在系

大力支援。

關於線性穩壓器的五個設計細節
Joe Vanden Wymelenberg，Maxim手持式電源IC設計總監

當您在查找線性穩壓器時，經常面對
無限多的產品型號，利用參數搜尋工
具可以把選擇範圍縮小到少數幾個，
看起來非常簡單。需要什麼樣的輸出

電流軟啟動
輸入電流 電流限值(%)

什麼壓差下？最大輸入電壓是多少？

輸入電流 電流限值(%)

負載

電壓？負載電流是多少？能承受的輸
入電壓範圍如何？穩壓器需要工作在

電壓軟啟動
負載

輸出電容轉換電流

輸出電壓

輸出電壓

欠壓

欠壓

封裝和外部元件尺寸？接下來是細節
處理。如果負載對電源波動非常敏感
怎麼辦？可能要求極低的輸出雜訊和
很高的電源抑制比(PSRR)。如果設
計採用電池供電，則穩壓器對靜態電
流的要求也會非常嚴格。
現在，您已經將範圍縮小到那些
能夠滿足具體應用的元件了，但這尚
未結束。在最終決定之前，還需要考
慮以下5個因素：
· 穩壓器如何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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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電流軟啟動和電壓軟啟動的比較

· 接近最小壓差時，靜態電流是否
依然保持在非常低？
· 對於實際負載，而非資料手冊測試

PSRR輸入，或者主要由LDO輸
出雜訊決定？
· 元件關斷狀態下的參數如何？

資料，元件的負載瞬態響應如何？

為什麼這些問題如此重要？實際

· LDO輸出紋波是否主要取決於低

應用中，線性穩壓器的有些表現可能

設計新技術
使您感到陌生，需要花費額外的時間
除錯電路板的故障，甚至需要重新設
輸入靜態電流

計。本文針對LDO的上述要點— 啟
無負載

動、接近最小壓差時的靜態電流、負

欠壓

載瞬態響應、PSRR和雜訊以及輸入
保護，期望有助於您的線性穩壓器選

輸入電壓

擇和設計。

啟動

圖2：在低壓差條件下，MG驅動阻抗造成靜態電流增加

大多數穩壓器都配備了使能輸入，用
於控制穩壓器的上電或關斷，以節省
功耗。帶有使能輸入的穩壓器通常也
搭配軟啟動功能。軟啟動能防止穩壓
器在啟動輸出時造成輸入電源過載。

1%負載

負載
電流

軟啟動通常採用以下兩種方式之一。
負載電流
100%負載

電流軟啟動
第一種方法是電流軟啟動。大多
數穩壓器具有電流限值；電流軟啟動
作業經由緩升或步進到該電流限值而

1%負載

圖3：雙脈衝負載期間的負載瞬變輸出欠衝下降

穿越負載欠壓閾值一次。

態。此時的線性穩壓器，即使負載電

實現。由於輸出電容充電量遠遠小於

電壓軟啟動期間的突波電流取決

流非常小，也會強制場效電晶體(FET)

最大負載電流，軟啟動使得輸出電壓

於輸出電容和輸出電壓的變化斜率，

導通，盡可能地減小輸入與輸出之間

緩慢上升。電流軟啟動的優點是穩壓

再加上負載汲取的電流。典型情況

的壓降。工作在最低壓差時的潛在問

器輸入電流穩定上升，不會將負載啟

下，按照突波電流大約為最大額定輸

題是，驅動穩壓器輸出FET的閘極驅

動的瞬態電流傳遞到輸入。

出電流的1%至10% (使用推薦的最小

動電路將消耗較大電流(圖2)，而使

當實現負載電路時，大家可能會

輸出電容)來設置輸出電壓斜率。將

得「待機模式」變為「電池快速放電

注意到輸出電壓斜率突然改變方向的

突波電流設置為小於最大負載電流的

模式」。

一個點。這是因為負載電路導通並嘗

10%，為負載以及任何額外輸出電容

即使是理想的IC設計，靜態電流

試在穩壓器處於限流的條件下啟動作

所需的電流提供了餘裕。其缺點是輸

在低壓差條件下增加的現象也並不罕

業。如果負載電流超過軟啟動電流，

入電流與負載變化有關，不能直接控

見。小壓差的供電電流提高2倍很常

負載本身將進入欠壓狀態，造成系統

制；優點是能夠避免系統多次重設。

見，有些設計甚至增加10倍或更多。

重設。隨著負載電流的開啟和關閉，

圖1比較電流軟啟動和電壓軟啟動。

有些元件在EC表或靜態電流與輸入

這種週期會不斷持續。最後軟啟動電

電壓關係的典型工作特性曲線中給出

流達到足夠高的水準，能夠支援負載

靜態電流與壓差

壓差與電源電流的對應關係。但更多

供電，釋放重設電路，並由負載電路

如果系統由電池供電，穩壓器的供電

情況下，資料手冊提供的是高壓差下

正常喚醒。

電流非常重要。負載電路可以短暫作

的供電電流資訊。

業，然後長時間處於待機狀態，以節

對於具體應用，如果低壓差條件

電壓軟啟動

省功耗。此時，電池壽命在很大程度

下的靜態電流非常重要，應該選擇提

第二種軟啟動方法是緩升調節電

上取決於穩壓器和負載的靜態電流。

供該資訊的LDO，或者進行實際測

壓。緩升調節電壓會在輸出電壓上產

如果是這種情況，則要考慮選擇具有

量，以確定性能滿足要求。

生單調陡坡，當下游電路啟動時不產

最低靜態電流的線性穩壓器。

生任何電壓瞬變。這樣也能防止負載

假設隨著電池電量的消耗，使得

多次進入重設模式，因為輸出電壓僅

輸入與輸出之間的壓差達到很小的狀

負載瞬態性能
負載快速變化期間，多數穩壓器都具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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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一定的能力使輸出保持在穩壓範圍
內。隨著負載變化時，輸出FET閘極

降壓
轉換器

驅動需要隨之變化。而閘極驅動達到
新水準所需的時間，通常決定了輸出
電壓的瞬態欠衝(undershoot)或過衝

雜訊敏感
的負載

(overshoot)。
滿載時的快速瞬變會造成最差
情況下的瞬態欠衝。選擇穩壓器之
前，務必在施加瞬態響應前開始載入
電流。相較於從1%滿載作為初始條
件，從10%滿載開始通常會帶來更好

圖4：輸出雜訊指標變差主要取決於PSRR

的結果；因為10%負載預偏置與1%
升壓
轉換器

負載預偏置相較，輸出FET閘極電壓
更接近其最終值。負載從空載變為滿
載，要想獲得較好的負載瞬態性能比

雜訊敏感
的負載

較困難。
你可能會認為確保穩壓器輸出維
持最小負載，就能夠規避較大的負載
瞬變，但這並不一定都會是有效的解
決方案。當穩壓器從滿載躍變到輕載
時，往往會發生輸出過衝。而穩壓器

圖5：高壓輸出造成的雜訊性能下降

從過衝狀態恢復的過程中，元件處於
比較敏感狀態— 此時的輸出FET完
全未偏置。在此狀態下，如果出現另
一次負載階躍，輸出則出現比第一次
更嚴重的欠衝。
如果出現任何快速開啟、關斷負
載的情況，最好在類似條件下檢查每
個穩壓器的負載瞬態性能。圖3顯示
負載瞬變在雙脈衝負載期間的降低

圖6：反向電壓保護

情形。

雜訊與電源抑制比(PSRR)
顯而易見地，大多數設計用於低雜訊
輸出的穩壓器也具有優異的雜訊與電
源抑制比(PSRR)。無論何種原因，負
載對電源紋波都非常敏感。
使用開關穩壓器運行時，PSRR比
輸出雜訊問題更嚴重。例如，一個線

圖7：反向電流保護

性穩壓器的前端使用了降壓型調節器

線性穩壓器在100kHz下的PSRR為

的總輸出雜訊可能小於5μV RMS ，由於

產生的電壓作為輸入，而其輸出端的

60dB，則輸出紋波為50μV P-P ，等效

PSRR和輸入電壓紋波，使得輸出紋

負載又對雜訊非常敏感。如果降壓型

輸出雜訊大約15μV RMS 。而同一線性

波產生的雜訊達到穩壓器本身雜訊的

調節器的紋波為50mV P-P @100kHz，

穩壓器在10Hz至100kHz頻寬範圍內

3倍，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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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較高的輸出電壓，線性穩壓
器的輸出雜訊可能成為PSRR性能的

的影響，並採取不同的保護元件，參
見圖6。

決定因素。這是因為分壓後的回饋輸

例如MAX1725是一款具有反向電

入雜訊增大了。假如一個線性穩壓

壓保護的元件，允許輸入比接地電位

器將雜訊較高的升壓轉換器約17V輸

低12V，不會汲取大電流。

出轉換為雜訊較小的16V電源，紋波
小於100μV。開關頻率處的PSRR為

反向電流保護

6 0 d B ， 5 0 m V P-P升 壓 轉 換 器 紋 波 將

線性穩壓器的反向電流保護很容

衰減到50μV P-P ，或者輸出15μV RMS 。

易與反向電壓保護混淆。儘管效果相

如果採用5μV RMS 低雜訊參考和回饋運

似，都是阻斷輸出FET體二極體的反

算放大器輸入，我們來看一下回饋輸

向電流傳導，但控制方法完全不同。

入產生的問題。如果回饋輸入穩壓至

圖7所示為反向電流保護工作原理。

1.25V，電阻回饋網路將輸出設置為

對於較高容性負載的情況，例

16V，那麼輸出雜訊將增加到5μV RMS

如，具有許多分佈式電源去耦電容的

x (16V/1.25V)，即64μV RMS ，這可能

音訊電路，採用線性穩壓器供電。同

成為主要的雜訊來源。圖5顯示高壓輸

時假設該線性穩壓器由大電流降壓轉

出造成的輸出雜訊性能下降。

換器供電，在關斷狀態下，轉換器將

在查找線性穩壓器時，如果為雜

其輸出短路至接地。我們很自然地會

訊敏感的負載供電，通常既需要考慮

發現，在第一次關斷事件期間，由於

輸出雜訊，也需要考慮PSRR。

負載電容網路同時透過線性穩壓器的
體二極體進行放電，線性穩壓器可能

輸入保護

被損壞。

線性穩壓器的輸出FET大多包含體二

具有反向電流保護的線性穩壓器

極體，該二極體可防止輸出比輸入高

在輸入電壓降低到輸出電壓以下時，

出0.7V以上。大多數情況下，該二極

斷開體二極體，可以避免這一問題。

體不是問題，但在兩種情況下會引起

如果輸出電壓之前在穩壓範圍內，

麻煩。

輸出FET將導通，在觸發保護電路之
前，會有少量反向電流流通。值得注

反向電壓保護

意的是，反向電流保護僅僅消除從輸

有些情況下，輸入電壓可能接

出到輸入的電流，但在輸入接腳電壓

反，導致極性反轉，例如放置9V電

低於接地電位時並未阻斷電流，就像

池的兩個金屬觸點。儘管連接器能夠

反向電壓保護那樣。例如MAX8902

防止電池永久性反接，但在用戶更換

是一款具有反向電流保護的元件，在

電池時會有幾秒或更長時間的反向

輸入短路至地時可阻斷負載電容的電

電壓。

流倒灌。

反向電壓保護允許輸入接腳電壓
低於接地電位，而不會汲取較大電

總結

流。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需要透過串

本文討論線性穩壓器的一些特殊情

聯開關將輸出FET的體二極體斷開。

況，這些問題可能無法從資料表或參

大多數穩壓器都包括二極體，防止任

數搜尋中發現。有時候不太容易確定

何接腳電壓低於接地電位，以防止接

每款線性穩壓器會出現哪種狀況，但

腳發生靜電放電，即ESD。為了實現

瞭解潛在問題後，就能為您查找正確

反向電壓保護，也需要去除該二極體

的元件帶來好處。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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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充電測試新標準
克服ESD挑戰
Alan Righter，ADI企業ESD部資深ESD工程師；Brett Carn，英特爾企業品質網路總工程師；EOS/ESD協會

元件充電模式(CDM)的靜電放電(ESD)
被視為象徵ESD充電和快速放電的首
要實際ESD模型，能夠恰如其份地表

CDM前瞻發展藍圖(最小至最大典型值)
當前
目標等級

預計
目標等級

現當今自動化處理設備用於製造和裝

CDM控制方法
估算等級

配IC時所發生的情況。眾所週知，在

S20.20 (200 V)
特定過程
措施(100V)*

製造環境中的元件處理過程中，對於

每一製程步驟
(50V)的充/
放電測量**

IC造成ESD損害的最主要原因來自於
元件充電事件。

元件充電模式發展藍圖
隨著對於IC中更高速IO的需求不斷增

*包括特定過程措施以避免充電或放電
**包括特定過程措施以避免充電和放電

圖1：2010年及其後的元件充電模式(CDM)

圖2：元件充電模型靈敏度分佈組別前

靈敏度限值預測

瞻預測

來源：2016 EOS/ESD Association

來源：2016 EOS/ESD Association

加，以及在單個封裝整合更多功能的需

當準備，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同的測試方法，但並無益於有意義的

要，推動封裝尺寸日益加大，從而使得

做好這些準備的關鍵之一在於確保製造

資訊增加。因此，以下兩點非常重

維持在JEP157中討論的CDM目標等級

業從各半導體製造商取得有關元件CDM

要：IC充電元件抑制能力的單一測量

(target level)成為一項挑戰。值得注意

穩健性等級的資料是一致的。如今，業

水準是廣為人知的，可確保正確實施

的是，雖然技術微縮對於目標等級可能

界亟需一項協調一致的CDM標準，再

CDM ESD設計策略；IC的充電元件

沒有直接影響(至少低至14nm)，但這

加上技術持續不斷的進步，可望進一步

抑制能力與它將接觸到的製造環境中

些先進技術改進了電晶體的性能，進

推動更高的IO性能進展。這種對於更高

之ESD控制水準一致。

而也能支援更高的IO性能(傳輸速率)。

IO性能的需要(以及降低接腳電容的需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09年成立

因此，對於IO設計人員而言，實現當

要)，迫使IC設計人員必須專注於降低目

的ESDA和JEDEC CDM聯合工作小組

前的目標等級同樣變得很困難。由於

標等級，進而使其需要更精密的測量。

(JWG)開發了JS-002。此外，JWG希
望根據導入現場感應CDM (FICDM)以

不同測試儀的充電電阻不一致，根據
ESD協會(ESDA)發佈的2020年發展

新的CDM測試標準

來所獲得的經驗教訓，針對FICDM方

藍圖建議，CDM目標等級將需要再次

在最新的ANSI/ESDA/JEDEC JS-

法進行技術改善。最後，JWG希望儘

降低，如圖1所示。

002之前有四種既有標準：傳統的

量減少對電子產業的衝擊。為了減少

快速瀏覽圖1並不會發現CDM目

JEDEC (JESD22-C101)、ESDA

產業衝擊，工作小組決定，新的連接

標等級存在明顯變化，但進一步查

S5.3.1、AEC Q100-011和EIAJ

標準不應要求購買全新的FICDM測試

閱ESDA提供的資料(如圖2所示)可

ED-4701/300-2標準。ANSI/ESDA/

儀，而且通過/失敗(pass/fail)等級應該

知，CDM ESD目標級的分佈預計將會

JEDEC JS-002 (充電元件模型、元件

盡可能與JEDEC CDM標準一致。由

出現重大變化。

等級)象徵著將這四種現有標準統一為

於JEDEC標準是使用最廣泛的CDM標

為何討論這一變化很重要？它指出

單一標準的首次重大努力。雖然這些

準，因此，JS-002與當前製造業對於

了採用一致方法為整個電子產業測試

標準分別帶來了有價值的資訊，但多

CDM的理解保持一致。

CDM的必要，並應排除多種測試標準所

種標準的存在對於產業並非好事。不

雖然JEDEC和ESDA的測試方法非

導致的不一致性。現在，確保製造業對

同的方法經常產生不同的通過等級，

常相似，但兩種標準之間有一些不同

於ESDA所討論的CDM發展藍圖做好適

多種標準的存在讓製造商必須支援不

之處需要化解。JS-002還試圖解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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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EC vs. JS-002硬體

0.38mm
FR-4電介質

示波器

JEDEC vs. ESDA模組

鐵氧體
彈簧
增加鐵氧體和高
壓(HV)，以符合
JEDEC全寬半高規
格要求

JEDEC 55pF大型鈕扣
電池模組(僅金屬部份)

JEDEC 6.8pF小型鈕扣
電池模組(僅金屬部份)

CDM電流(A)

JEDEC

(1Ω有效值)
JS-002

示波器
彈簧

充電板

圖3：JEDEC和JS-002平台硬體原理圖

ESDA 30pF模組
ESDA 4.0pF模組
(鍍在0.8mm FR4上的大型金屬盤) (鍍在0.8mm FR4上的小型金屬盤)

圖4：ESDA和JEDEC驗證模組的比較；
JS-002使用JEDEC模組

些技術問題，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問題
如下所列。
標準之間的差異

圖5：大型JEDEC驗證模組在500V
JEDEC時與JS-002 TC500在1GHz時
的CDM波形比較

AEC，指的是伏特(V)
· 對於JS-002，調整場板電壓以提供

· 場板電介質厚度

與傳統JEDEC峰值電流要求對應的

· 用於驗證系統的驗證模組

正確峰值電流

· 示波器頻寬要求

確保較大封裝的完全充電

· 波形驗證參數

· 為確保較大的封裝完全充電，導入

標準的技術問題

時間(秒)

CDM電流(A)

接地板
0.38mm
FR-4電介質

了一個新的程序

· 測量頻寬要求對CDM而言太慢
· 人為致使JEDEC標準中的脈衝寬度
較寬
· 波形與設備幾何要求迫使強制電壓
調節

時間(秒)

JS-002硬體選擇
JS-002 CDM硬體平台代表著ESDA
S5.3.1探針配件或測試頭放電探針結

圖6：大型JEDEC驗證模組在500V
JEDEC時與JS-002 TC500在6GHz時
的CDM波形比較

合JEDEC JESD22-C101驗證模組
和場板電介質。圖3所示為硬體的比
較。ESDA探針配件的放電路徑中並

進行如下的硬體和測量選擇。在為期五

未加入特定鐵氧體。FICDM測試儀製

年的檔案創建過程中，工作小組進行了

造商認為，鐵氧體是必要的，增加鐵

大量的測量作業才作出這些決定。

氧體可提高500ps的半峰全寬(FWHH)

硬體選擇

額定最小值，並將Ip2(第二波形峰值)

· 使用JEDEC電介質厚度

降至第一波形峰值Ip1的50%以下，

· 使用JEDEC coin進行波形驗證

從而滿足傳統的JEDEC要求。JS-002

飽和點

Ip(A)

為了達成目標並實現一致性，必須

時間延遲(ms)

圖7：峰值電流與充電時間延遲關係圖
示例，顯示飽和點/充電時間延遲

· 禁止在放電路徑使用鐵氧體

去掉了此鐵氧體，從而消除在放電時

測量選擇

的這項限制因素，使得放電波形更準

和電介質選項，獲得更多JEDEC標準

· 系統驗證/驗收需要最低6GHz頻寬

確，高頻寬示波器在Ip1時看到的振鈴

用戶的支援。

的示波器

現象不再存在。

JS-002測量選擇

· 例行系統驗證允許使用1GHz示波器

圖4顯示了ESDA和JEDEC CDM標

儘量減少資料破壞並討論隱藏電壓調整

準驗證模組的區別。ESDA標準提供兩

在JS-002標準發展的資料收集階段，

· 讓目標峰值電流與現有JEDEC標

個電介質厚度選項，並結合其驗證模組(

CDM JWG發現需要更高頻寬的示波

第二個選項是模組和場板之間存在一層

器，才能精確測量CDM波形。1GHz

· 指定與JEDEC壓力級匹配的測試

最多130μm的額外塑料薄膜，用於測試

頻寬示波器未能捕捉到真正的第一峰

條件；對於JS-002測試結果，指

帶金屬封裝蓋的元件)。JEDEC驗證模

值。圖5和圖6說明了這一點。

的是測試條件(TC)；對於JEDEC和

組/FR4電介質代表單個小/大驗證模組

準一致

例行的波形檢查，例如每日或每週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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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查，仍可利用1GHz頻寬示波器進
行。然而，對於不同實驗室測試站點
測試儀—系統#1

的分析顯示，高頻寬示波器能提供更好
極性=正

的站點間相關性。例行檢查和季度檢查

示波器頻寬=8GHz

推薦使用高頻寬示波器。年度驗證或更

模組大小

日期

%RH

換/修理測試儀硬體之後的驗證需要高頻

大

日/月/年

X%

TC 500

小

日/月/年

X%

大

日/月/年

小

先前ESDA和JEDEC標準的標準測試

IP AVG (A)

T R AVG

T D AVG

IP2 AVG

IP2(% IP1)

500

12.1

275

610

4.3

36%

TC 500

500

7.30

185

400

3.7

51%

X%

TC 125

125

2.90

283

611

1.1

38%

日/月/年

X%

TC 125

125

1.90

201

395

1.1

58%

大

日/月/年

X%

TC 250

250

6.00

276

609

2.2

37%

波形，不同測試儀平台的實際板電壓

小

日/月/年

X%

TC 250

250

3.70

186

397

2.1

57%

設置需要具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特

大

日/月/年

X%

TC 750

750

18.30

274

611

7.2

39%

小

日/月/年

X%

TC 750

750

11.0

190

398

6.1

55%

大

日/月/年

X%

TC 1000

1000

24.40

276

612

9.2

38%

小

日/月/年

X%

TC 1000

1000

14.60

187

399

7.4

51%

寬示波器。

測試儀的CDM電壓設置
CDM JWG同時發現，為了獲得符合

定電壓設置為100V或更大)。這在任
何標準中都未加說明。唯有JS-002確
定了將第一峰值電流(以及測試條件所
代表的電壓)調整到JEDEC峰值電流
級所需的偏移或因數。JS-002附錄G
對此有詳細說明。表1顯示一個包含此
特性的驗證資料實例。

測試條件 軟體電壓

因數/偏移最終設置=0.82

表1：JS-002波形資料記錄表示例，顯示了形成TC(測試條件)電壓的因素

時間，如圖7所示。確定此延遲時間，

準檔案，以納入JS-002標準，並結合

確保超大元件能在放電之前完全充電到

AEC規定的測試使用條件。這些工作如

在設定測試條件下確保超大元
件完全充電

設定的測試條件。

期在2017年底完成並獲批准。

在JS-002發展的資料收集階段還發現

電子產業逐步採用JS-002

結語

了一個與測試儀相關的問題：在放電

對於採用ESDA S5.3.1 CDM標準

觀察ESDA提供的CDM ESD發展藍圖，

之前，某些測試系統未將大驗證模組

的公司，JS-002標準可取代並淘汰

可知在更高IO性能的驅動下，CDM目

或元件完全充電到設定電壓。不同測

S5.3.1。對於先前使用JESD22-C101

標等級將會繼續降低。製造業比起以

試系統的場板充電電阻(位於充電電源

的公司，JEDEC可靠性測試規範檔案

往更加意識到元件級CDM ESD耐受

和場板之間的串聯電阻)不一致，影

JESD47(規定JEDEC電子元件的所有

電壓的重要性，而來自不同CDM ESD

響到場板電壓完全充電所需的延遲時

可靠性測試方法)最近進行了更新，要

標準的不一致產品CDM結果是無法傳

間。結果，不同測試儀的第一波形峰

求用JS-002代替JESD22-C101(2016

達這一訊息的。ANSI/ESDA/JEDEC

值放電電流可能不同，影響CDM的通

年底)。JEDEC會員公司如今已經開

JS-002有機會成為第一個真正適用於

過/失敗分類，尤其是較大元件。

始轉換到JS-002的過渡時期。許多公

全產業的CDM測試標準。消除CDM測

因此，工作小組撰寫了詳實的附

司已經利用JS-002標準對所有的新產

試頭放電路徑中的電感，可顯著改善

錄H— 「確定適當的充電延遲時

品進行測試，包括美商亞德諾(ADI)和

放電波形的品質。導入高頻寬示波器

間以確保大模組或元件完全充電」

英特爾(Intel)。

用於驗證，提高到五個測試條件波形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Charge

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IEC)最近批准

的驗證級，以及確保適當的充電延遲

Delay for Full Charging of a Large

並更新其CDM測試標準IS 60749-28。

時間— 所有這些措施均顯著降低了

Module or Device)，描述了用於確定

此標準已全盤納入JS-002作為其指定

不同實驗室的測試結果差異，提高了

元件完全充電所需延遲時間的程序。

測試標準。

不同站點之間的可重複性。這對於確

當出現峰值電流飽和點(Ip基本保持穩

汽車電子協會(AEC)旗下的CDM

保為製造業提供一致的資料至關重要。

定，設置更長的延遲時間也不會使它

小組委員會正在更新Q100-011(IC)和

電子產業採納JS-002標準之後，將更

改變)時，說明達到了適當的充電延遲

Q101-005(被動元件)車用元件CDM標

有能力因應未來的ESD控制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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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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C7815

可避免導航系統於汽車
引擎啟 / 停期間重設
 雙路降壓和單路升壓型
同步控制器
 VIN 範圍：4.5V 至 38V
 在汽車重新啟動輸入電壓低
至 2.5V 時輸出保持穩壓狀態

用於汽車
啟 / 停系統的
38V 三路輸出
控制器
LTC7815

 針對 60VIN 則使用 LTC3899
 低操作 IQ：28μA
 高達 2.25MHz 之操作頻率

Buck
12V
Battery

Infotainment

Boost
Buck

產品手冊
www.analog.com/LTC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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