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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物聯網進入
快速發展期
全球工業物聯網發展起自工業4.0的影響，在經過一
番摸索與墾荒期之後，將工業領域「物聯網化」的
成果，已逐漸顯現。各市調單位皆認為工業物聯網在
2018年將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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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成功設計速度達 32GT/s 的 PCI Express
PCI Express 5.0 規範將資料速率從 16GT/s 增加到 32GT/s，頻寬高達 128GB/s，為高階
運算和新興人工智慧應用提供快速互連技術。參加此次網路研討會，瞭解如何加速轉移
至 32GT/s PCIe 的設計，同時管理延遲、輸送量、功耗和面積要求。
限幅放大器揭秘應用與設計
在本線上研討會中，我們討論限幅放大器在電子戰 (EW) 系統中的作用。同時，還討論開
發和製造限幅放大器模組所需的設計考慮因素和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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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YS 於物聯網 IoT 的解決方案
隨著工業物聯網 (IIoT) 的興起，模擬又在運營領域發揮了更大價值。工業物聯網讓工程
師能夠通過網際網路與正在運行的產品或工藝過程上的感測器和致動器通信，從而捕捉
資料並監測運行參數。
ANSYS 在自動駕駛的解決方案
內容中提及目前 ADAS 所面臨的挑戰以及簡略介紹 ANSYS 在功能安全分析與高安全性之
遷入的解決方案，以驗證車輛性能與安全性要求，利用一流的高傳真度傳感器模式以及
開放迴圈和封閉迴圈模擬來驗證嵌入式軟體是否能正確地執行感知、定位、動作規劃和
動作執行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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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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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經驗、激勵創新
台灣IC設計菁英聚焦AI
年度VLSI Design/CAD大會聚集台灣
IC設計領域菁英探討AI大趨勢。
不同車輛ADAS性能為何參差不齊？
究 竟 是哪 些因 素 導 致 A DA S功 能的
差異？
台灣晶圓代工業可能永遠稱霸全球
深入剖析台灣晶圓代工能稱霸全球的
原因。

10

思維與觀點

提升製程掌握能力
摩爾定律將持續進化

11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微 12
縮並未結束，隨著製程掌控能力的提
升，將可看到持續的進展。從半導體
業界的一些理論來分析，未來摩爾定
律的經濟效益可望能持續下去，即使
有些 部份與當時摩 爾 觀 察的 有所不
同⋯

精英訪談
以創新、高智慧化產品立足工業機器
人市場
新進業者應以創新、高智慧化產品進
入工業機器人市場，才能脫穎而出。

創新天地
高效能示波器技術創新更上層樓
量 測方 案供 應商不斷開發出更高頻
寬、更低雜訊的高效能示波器，並在取
樣率、解析度與記憶體性能各方面持
續精進…
半導體技術進展為工業市場帶來新
氣象
半導體廠商透過封裝技術與新材料，
為廠商解決發展工業4.0產品時遭遇
的新挑戰。

網站內容
半導體產業併購
規模已達上限

你最喜歡的
程式語言是…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IC Insights的
調查報告，過去幾年來，全球半導
體產業頻繁發生大規模併購的時
代可能已經達到高峰了，至少 在
交易規模方面確實如此。

有人說程式語言就像宗教信仰
一樣。工程師和開發人員將竭盡
所能地捍衛自己所喜歡的語言。
因此，關於程式語言偏好的調
查，結果就取決於訪談的對象
是誰…

https://goo.gl/ABkfK5

https://goo.gl/Crd7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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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工業物聯網

遷移學習被定義為研究人類學習或
表現對初步經驗的依賴性，它可以模
仿人類將知識從一個專業任務推廣到
另一個專業任務。

工業物聯網進入快速發展期
全球工業物聯網發展 起自德國工業
4.0的影響，在經過一番摸索與墾荒
期之後，將工業領域「物聯網化」的成
果，已逐漸顯現。由於受惠各種新技
術的加持，因此各市調單位對工業物
聯網的發展皆做出正面積極的預測，
並認為工業物聯網在2018年將進入
快速發展的階段。

打造跨平台UI常見的方案架構錯誤
本文將揭示開發人員在開發跨平台UI
時最常犯的6個與應用和解決方案架
構有關的錯誤。
汽車點火系統設計面面觀
汽車點火系統隨著對效率和安全性要
求的逐步提高而不斷發展。作為點火
系統的核心，合適的IGBT必不可少。

為工業4.0建構強固的無線通訊
工業4.0或所謂智慧工業帶動了一波
的新工業革命，許多現有系統將藉由
連網而建構出銜接網路與實體世界的
系統。
建構物聯網安全性刻不容緩
隨 著工 業 控 制系統反 應 更 迅 速、開
放使用外部裝置，以及與網際網路互
連，代表這類系統暴露在各種網路風
險之下…

26

如何設計一個氣象氣球
本文介紹如何使用射頻模組監測大氣
參數的環境氣象氣球設計方案，它可
以從感測器擷取資料並將其發送到位
於地面的接收器。

38

設計新技術
遷移學習在物聯網中的應用

測試與測量
如何使用Python進行自動化測量
當我不需要開發好用的圖形化使用者
介面供他人使用時，我開始用Python
代替LabVIEW進行基本實驗室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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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經驗、激勵創新
台灣IC設計菁英聚焦AI
Judith Cheng

儘管窗外天色已晚，在一排排貼著不

任，從早期就是每年積極參與VLSI

極致的應用，例如Google所開發的

同主題微電子技術論文摘要的海報架

Design/CAD會議的常客；他認為，

向量處理器(TPU)突破了運算性能瓶

下，仍有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閃著興奮

研究人員透過分享與交流能激盪出更

頸，而目前AI技術在一天之內可達到

的光芒，他們或者在彼此分享學習近

多的創新想法，因此這樣的會議對促

的機器學習能力，已等同於人類180

況與研究心得，或者是正回應師長的

進技術進展確實有很大的幫助。

年的學習功力。
AI將會是一場顛覆人類世界的

提問、熱烈說明自己的設計想法；細

「完美風暴」；陳良基指出，在已經

訊號、EDA與測試、數位系統，以及

台灣將在席捲全球的AI風暴中
扮演要角

物聯網、生醫電子、人工智慧、雲端

除了在演說一開始大力宣傳科技部以

智慧連網裝置將產生大量的數據，透

運算、自動駕駛…等等新興領域，不

慶祝積體電路誕生60週年為出發點，

過資料科學將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將

一定都是已經成熟、可商用的技術，

終極目標是彰顯台灣IC產業在全球市

能得出許多具意義與價值的結果。而

卻能讓人感受到來自台灣IC研發領域

場的重要性、同時鼓勵更多年經人投

高效率的大數據資料解析不但需要具

的充沛活力。

入IC領域技術研發而舉辦的「IC 60」

備強大運算能力的可靠電腦硬體，針

以上只是由台灣積體電路設計

系列活動，陳良基聚焦人工智慧(AI)，

對各種不同應用開發的軟體演算法也

學會(TICD)與台南成功大學所主辦

對台下聽眾詳細說明了此一正席捲全

不可少，這些需求將激勵技術的持續

之2018年「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暨

球的科技新風暴將對人類生活帶來的

演進，也將衍生眾多新興商業模式與

計算機輔助設計技術研討會」(VLSI

影響，以及台灣推動AI相關技術研發

新創公司；當新興產業聚落逐漸形成

Design/CAD Symposium)為期四天

與產業生態系建立的策略細節。

並擴大規模，市場商機將吸引更多資

看那些論文題目，涵蓋RF與類比/混合

是「萬物連網」的這個時代，不同的

金投入、促成技術的突破，如此形成

議程中的現場即景之一；這場由1988

陳良基表示，目前最先進的IC內

年第一次舉辦迄今已有29屆的技術大

含的電晶體數量已經達到40億，逐

會，匯集了來自台灣IC設計學術領域

漸接近、甚至很快將超越人腦神經元

台灣在這場AI風暴中的機會何

重量級學者與大專院校電子相關領域

的數量；當但IC與人腦的對稱已經出

在？陳良基表示，台灣其實已經在AI

科系/研究所學生、業界人士，還有

現時，該如何善用此技術造福大眾生

領域擁有不少競爭優勢，例如本地

科技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門的代表共

活，是所有IC設計工程師必須扛起的

有不少學者專精在機器學習領域被

聚一堂，分享最新研發成果與技術趨

責任。AI就是將最先進IC性能發揮到

廣泛使用的SVM (Support Vector

一個螺旋向上的產業生態圈。

勢。本屆VLSI Design/CAD大會有

Machine)演算法，在相關技術的創

將近千人參與，發表了超過150篇研

新研發方面成果卓著；其次是台灣

究論文。

有高素質的理工領域人才、在全球數

而如同獲邀在大會開幕日以「回

位競爭力評比中有多項指標都是名

顧IC60，啟動AI創新」為題發表演

列前茅，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軟硬體產

說的科技部長陳良基所言，這場會議

業已有堅強基礎，很有機會建立領

為台灣IC技術研發領域帶來的更重要

先世界的AI產業鏈，站在AI浪潮的最

意義，是經驗的傳承與意見的交流。

頂端。

學界出身的陳良基曾擔任台灣大學電
子工程研究所所長與系統晶片中心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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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有限，本文完整圖文請上網閱讀：
https://goo.gl/2EdZ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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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車輛ADAS性能
為何參差不齊？
Junko Yoshida

近期，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IIHS)
公佈了自我調整巡航控制(ACC)和車
道偏移輔助(LKA)等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ADAS)功能的評估測試結果及分
析。在公路和試車道上進行的測試
中，IIHS發現有些車型在典型的車輛
駕駛狀況下都有缺陷，例如車輛在接
近停止，或在坡道和彎道上行駛時。
IIHS是一家由汽車保險公司
資助的非營利組織，它位於維吉尼
亞州(Virginia)。IIHS用於測試的五
款Level2(L2)車型分別是：2017年

IIHS測試了道路和試車道測試中的駕駛協助工具，並在IIHS網站上公佈了測試報告。

款寶馬(BMW)5系列(配備「Driving

行駛時，Model S是目前為止最差的，

L2車輛使用了不同的ADAS功能基本

Assistant Plus」)、2017年款梅賽德斯-

而較便宜的Model 3反而最好。」

組成零件是否相關呢？

賓士(Mercedes-Benz)E級(配備「Drive

實際上，測試結果可能令人困惑。

VSI實驗室創始人兼負責人Phil

Pilot」)、2018年款特斯拉(Tesla)Model

當IIHS在關閉ACC系統但開啟自動煞

Magney解釋，L2系統主要是具有雷

3和2016年款Model S(分別配備軟體

車情況下測試系統時，以每小時31英

達輔助的視覺優先系統。

版本8.1和7.1的「Autopilot」)，以及

哩的速度行駛時，雖然特斯拉(Model

[視覺系統]用其視覺演算法實現其

2018年款富豪(Volvo) S90(配備「Pilot

3和Model S)在遇到障礙物時都進行

車道偏移偵測。無論什麼原因、只要

Assist」)。

了煞車，但仍然撞到了停止的車輛。

車道標線變得模糊，系統性能就會下

IIHS的ADAS測試顯示，在許多不

根據IIHS的測試結果，只有Model 3 和

降。如果標線消失，系統將徹底無法

同路況下L2車輛性能存在很大差異。

Model S在測試期間未能及時煞住車。

工作，也無法啟用。

這些系統在許多情況下都會失靈。在

然而，當開啟ACC進行同樣的測試

所有這些方案都可以使用雷達，這

某些情境中，配備ADAS的某些車型會

時，寶馬5系列、梅賽德斯-賓士E級、

使得它們在跟隨其他車輛時可以進行動

對停止的車輛視而不見，甚至可能直接

特斯拉Model 3 和 Model S都比緊急煞

態速度控制。

轉向並撞上去。

車「發動」更早、更溫和，當然，沒撞
上停止的車輛。

喜憂參半

IIHS承認它仍在「為ADAS制定消

Linley Group資深分析師Mike Demler

費者評級計畫」。該機構指出，「IIHS

稱，IIHS的測試結果是「喜憂參半」。

還不能評斷哪家公司的L2駕駛輔助最

他指出：「不能只因為一項指標...就斷

安全。」

定整個系統的表現。如果你只看到特斯

大多數L2方案(包括所有測試車型)
都進一步啟用了自動緊急煞車(AEB)，
旨在減輕與停止車輛的碰撞。此功能通
常由雷達和/或相機實現。

什麼原因導致表現各異？
但究竟哪些技術因素會導致ADAS功

拉Model 3 和 Model S在彎道上的車道

L2車輛的基本組成零件

能的差異？Magney說：「由於硬體/

偏移輔助方面的傑出表現，可能會得出

測試結果最讓人關注的是五輛車的

軟體配置等多方面的因素，這些系統

結論，它們的這個功能很好。但在坡道

ADAS性能表現參差不齊。這跟這些

會出現許多性能差異。」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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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y並舉例：「主動車道偏移
是一個車道檢測與控制系統分開的多步
驟過程。這些步驟中的每一步都有一組
專門程式碼，並帶有自己的參數，在緊
急轉彎時，這些方案可能會失效，具體
取決於根據曲率計算出來的預設值。」
Magney補充，ACC流程同樣複
雜。「ACC基於主車輛和目標車輛
的運動學來調節主車輛的縱向速度
(longitudinal velocity)。」
正如Magney所說，ACC的主要目
標是「應用油門和煞車以使主車輛速
度與目標車輛的速度相匹適。舒適性

車道偏移/自動駕駛流程

來源：VSI實驗室

ACC流程

來源：VSI實驗室

和安全性是ACC的關鍵特徵，但在某
些情況下，安全性將優先於舒適性以
避免碰撞。」
他並指出，基於雷達運算的獨特
之處在於避免誤報所需的所有過濾。
「例如，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以高速行
駛並超過相鄰車道中較慢的車輛，你
必須確定是基於車輛所在車道的情況
做出的煞車動作！」
當本車道沒有狀況，而車輛莫名
其妙煞車時，這就是ACC的誤報，這

從未用過的ADAS功能時，情況會不

助和ACC不是強制性功能。汽車雜誌

種情況偶爾也會發生。Magney觀察

會更糟？

和消費者報告在他們評估所有汽車時

到，「大多數特斯拉車主都經歷過這

正如IIHS所指出的，一個典型例子

種情況。與其說會有多危險，倒不如

是：「研究人員希望回答的問題之一

說它很煩人。」

是：系統是否像人類一樣處理駕駛任

Magney同意。「為標定預期的性

還有一些其他細節的不同，也會

務？」報告顯示，「測試表明，並非總

能水準，可建立用於評判績效標準的

造成性能差異。Demler認為這些細節

是如此。當系統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時，

依據，」他說：「協議的擬定必須是

包括「所選感測器不同、所裝位置不

產生的結果——從令人討厭(例如，過於

實用和現有安全機構的自然延伸。L2

同」和「轉向控制機制的差異」等因

謹慎的煞車)到危險(例如，如果感測器無

自動化系統應該在其預期的設計領域內

素。他補充：「設計因素的所有差異

法檢測到車道線、突然轉向路肩)。」

表現良好。這不包括全面的情景測試，

還會在製造商之間，以及同一製造商
的不同車型之間帶來影響。」

電子工程專輯(EE Times)問
Demler，出於安全原因，現在是否應

都遵循相同的測試程式，因此汽車買
家可以獲得這些資訊。」

而是個定義好的協定，它根據定義的目
標檢查可測量的性能。」

該開始定義可接受的ADAS性能標準。

應該定義ADAS性能標準嗎？

有人在做這件事嗎？

ADAS評級

ADAS性能的差異對駕駛很重要。如

Demler表示他並不知道是否有人

IIHS在其報告中明確指出，它「不能

果不同車輛中使用的ADAS功能處理

使用IIHS那樣的一系列測試來專門討論

提出哪家公司的L2駕駛輔助系統最安

駕駛任務是如此不同，是否會給駕駛

ADAS標準。但他同意：「這絕對是做

全。」如果是這樣，IIHS這樣的機構

帶來困惑？這種差異是否會讓消費者

這件事的一個理由。」

能夠得出的更明確結論是什麼？

更難選擇他們想要的車輛？對於駕駛

他說：「我也期望它會進入新車

Demler不相信IIHS有足夠裝備能

租來車輛的司機來說，當他或她遇到

評估計畫(NCAP)評級，但車道偏移輔

設計和實施嚴格的測試。他將本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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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內容稱為「只是主觀評價」。他

Magney還認為，需要「更精確的

Magn ey補充：「為了對自動駕

並表示：「我們需要美國國家公路交通

方法嘗試評估這些功能」。他說：「

駛功能進行評級，需要在各種路段和

安全管理局(NHTSA)來實施標準，以及

我們不知道流程如何設置，但我認為

不同條件的一系列場景下進行測試。

美國汽車工程師學會(SAE)和製造商齊

在某些例子中，彎道測試和坡道測試

並可能是基於多次行駛的通過/失敗型

心協力推動這一目標。」

可能在正常操控領域之外。」

測試。」

台灣晶圓代工業可能永遠稱霸全球
Dylan McGrath

從全球晶圓代工龍頭— 台灣積體電

據Jelinek表示，台積電的龍頭地位以

路製造公司(TSMC)於1987年成立、

及在先進代工製程方面的人才庫，都

締造專業的半導體晶圓代工產業後，

是難以逾越的。

已經過了30多個年頭了，台灣至今仍

Jelinek說：「當你以絕對先進技

然在擁有620億美元的晶圓代工市場

術與優勢營運時，你所擁有的優秀人才

稱霸全球。

對於開發下一代技術來說至關重要。」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IC Insights指

多數產能位於多地震帶

出，台積電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晶
圓代工廠，2017年的營收達到了322

如果要說台灣的晶圓代工業務可能遭
台積電在台灣南科Fab 14的300mm超大
晶圓廠
來源：TSMC

受什麼衝擊，那就是全球大部份的代

去年，台積電佔全球晶圓代工市場近

深總監Len Jelinek說：「現實情況是

為之捏把冷汗的地方— 尤其這還是

52%。

台積電和聯電以及記憶體業者(如力晶)

一個處於多個活動斷層的多地震帶。

億美元，較排名第二的供應商格芯科
技(Globalfoundries)更高5倍以上。

工產能都集中在一個讓許多觀察家都

台灣還擁有全球第三大晶圓代工廠

和世界先進(Vanguard International

遺憾的是，台灣頻繁的地震活動

—聯華電子(United Microelectronics

Semiconductor Corp.)之間有著如此

經常上新聞。今年2月，花蓮附近沿海

Corp.；UMC)，以及排名全球第六

多家的代工廠，要取代台灣的龍頭地

城市發生規模6.4強震，造成了17人死

的代工業者—力晶科技(Powerchip

位並不容易。」

亡，至少280人受傷。兩年前，幾乎就

Technology Corp.)。2017年，台積

「從先進代工廠的角度來看，這一

在同一時間，台南也發生了規模6.4的

電、聯電和力晶三大代工業者的合併

切都必須建立在現有的技術—技術平

代工營收約佔全球的62%。

台基礎上，然後是研發(RD)的大量投

業界批評人士認為，台灣發生強烈

強烈地震，造成117人死亡。

「蓬勃發展」一詞並不足以形容台

入，以及擁有本地的優秀人才。從這

地震可能嚴重擾亂全球半導體業務。

灣的晶圓代工產業盛況。作為全球前六

個角度來看，台灣由於具備了人才庫

台積電在全球擁有11座前端晶圓廠，

大代工廠中的三家之發源地，台灣擁有

和基礎設施等獨天獨厚的條件，因而

其中就有8座位於台灣，包括4座先進

著代工廠、供應鏈基礎設施以及—最

展現了主導全球代工業務的能力。」

的300mm「超大晶圓廠(gigafab)」，

重要的—優秀的人才庫等完整網路。

近年來，美國的Globalfoundries

其月產能在10萬片以上。其中兩座超

雖然有些人擔心這麼龐大的代工產業都

和南韓的三星電子(Samsung)都在積

大晶圓廠位於台北附近的新竹科學園

集中在一個經常出現地震的小島上，

極挑戰台積電的技術領先地位，甚至

區、還有一座位於南科，另一座則位

雖然還面對著來自其他地區(特別是中

大動作搶奪知名晶片客戶的代工訂單。

於中科。

國大陸)業者的種種挑戰，台灣在晶圓

但是，台積電的代工營收持續大幅領

台積電代理發言人孫又文表示，台

代工產業的龍頭地位仍然屹立不搖。

先Globalfoundries(去年約61億美元)

積電的300mm晶圓廠均可承受至少規

和三星(去年為46億美元)。事實上，

模7.0的強震。她指出，台積電在台灣

市調公司IHS Markit半導體製造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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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個地點營運，以及台灣的斷層線

挖角經驗豐富的製程工程師。隨著數

通常不到60英哩，因而降低了單次大

十家無晶圓廠IC設計公司湧現，中國

地震可能衝擊多個地區產能的可能性。

代工市場預計將逐漸由本地的許多代

此外，Jelinek說：「台積電建造
的新廠都具有相對的抗震能力，因地

工業者提供服務。
不過，台積電目前在中國大陸也

2017
排名

公司

所在
地區

2017年
營收
(單位：百萬美元)

1

TSMC

Tsiwan

32,163

2

GlobalFoundries

U.S.

6,060

3

UMC

Taiwan

4,898

5

SMIC

China

3,101

震所遭受的傷害程度也能夠減至最輕

擁有晶圓廠—位於上海的200mm晶

微。當然，在地震衝擊時可能會導致

圓廠，以及位於南京的300mm新廠。

6

Powerchip

Taiwan

1,498

處理中的晶圓遭受損失，但是大規模

其中，南京新廠首批16奈米(nm)晶圓

7

Huahong Group

China

1,395

日前已正式量產出貨。

8

TowerJazz

Isreal

1,388

前八名營收總額

-

55,103
88%

損壞的可能性並不大。」
不過，其他人仍提出了警告：台

但是，目前在中國進行的大多數代

-

灣晶圓代工廠過度集中，可能導致潛

工廠採用的都是較落後的製程技術。

-

前八名市佔率
統計

-

在的災難。

即使是最先進和最成熟的中國代工公

-

其他晶圓代工廠

-

7,207

-

所有晶圓代工廠

-

62,310

IC Insights總裁Bill McClean指

司—中芯國際(SMIC)，仍然落後先

出，「這確實會有潛在的災難。強烈地

進製程兩代之多。此外，美國的出口

震可能造成破壞並導致供應鏈中斷。」

限制也不允許美國設備公司向中國出

McClean認為，台積電和其他代

2017年主要晶圓代工廠(純粹的晶圓代
工業者及IDM)統計
來源：IC Insights

售先進的製造工具。

工廠擁有許多不同的客戶，因此，任

中國代工廠目前尚未對全球代工

作的任何晶片商也不太可能被說服轉

何嚴重的破壞都會影響到許多公司和

銷售產生重大影響。中芯國際成立

換至中國的代工廠。他解釋：「從絕對

許多不同的元件— 尤其是其中許多

於2000年，在全球代工銷售業務方

先進製程技術來看，那些公司都處於極

元件並沒有第二個供應來源。「大多

面排名第五，2017年營收約31億美

度的產品上市壓力下…無論如何都無法

數的系統供應商對於可能的情況都沒

元。根據IC Insights的資料，除了

承受任何的失誤。因此，誰才經得起考

有應變計劃。」

中芯，中國大陸目前只有華虹集團

驗？就只有台積電了。」

競爭的代工供應商則積極地抓住
了業界對於台灣代工廠集中的這種顧

(Huahong Group)擠進全球前八大代工
排行榜—去年營收約為14億美元。

他進一步補充，或許有朝一日，中
芯和其他中國代工廠可能以較先進製

慮，迎合一些渴望取得第二供應源的

Jelinek預計中國大陸的代工產業

程，取得一些小型公司的訂單— 這

公司。三星代工行銷資深總監Robert

將持續擴展，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他

些小型公司所需要的產量可能不足以

Stear說：「除了先進的技術IP和封裝

並不確定哪一家中國公司有能力挑戰

支付在台積電或其他代工廠進行製造。

解決方案，Samsung Foundry全面支

更先進的製程技術。「開發次14奈米

Jelinek說：「永遠不要說不可

援優先考慮供應鏈多樣化(包括位於不

(sub-14nm)技術需要龐大的資金。中

能，但必須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完

同製造地點的地理區，以降低風險)的

國公司不一定有能力進行這樣巨大的

美搭配下，才能讓他們在台積電、

全球無晶圓廠IC設計公司和整合元件

投資。」

Globalfoundries或三星之外作

製造商(IDM)等半導體公司。」

更重要的是，他說，除了華為

選擇。」

(Huawei)的子公司—海思(HiSilicon)

McClean說，從長遠來看，如果中

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

等幾家中國無晶圓廠晶片公司之外，中

國想要從台積電搶下更大的全球代工市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半導體代工業務

國晶片供應商並不一定需要先進製程

佔率，最佳機會就在摩爾定律(Moore s

正迅速發展，許多觀察人士並預計，

技術的產能。「絕大多數採用先進製

Law)放緩，以及半導體產業導入新材

在未來幾年內，中國大陸將在全球代

程量產的產品都是蘋果(Apple)、高通

料之際— 這可能是台積電目前較不

工產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

(Qualcomm)、輝達(Nvidia)和賽靈思

具優勢之處。

政府正積極投資，以扶植中國的半導

(Xilinx)等公司，這些公司更喜歡採用

因此，他認為，「中國大陸可能對

體產業，並計劃在10年投入超過1,610

台積電的先進製程進行開發和設計。」

台灣的代工產業構成長期的威脅。特別

Jelinek並補充，就算這些中國供

是，若是除了矽之外的新材料開始發

中國大陸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工程

應商突然有能力提供先進製程，長期

揮作用。長遠來看，任何事都可能發

師，也積極地從台積電以及其他地區

與台積電、三星或Globalfoundries合

生。」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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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提升製程掌握能力
摩爾定律將持續進化
Michael Mayberry，英特爾(Intel)CTO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微

從未完全遵循此定律，但在90年代的

NAND flash記憶體，每個晶粒(die)

縮並未結束，隨著製程掌控能力的提

發展最能符合此定律。

可以封裝高達1Tb的資訊。這是一個

第二點，當人們感嘆電腦速度無法

真正的後Dennard縮放定律的例子，

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電子復興

更快，這與Pollack對於處理器的觀察

在不進行特徵縮放(feature scaling)

計畫(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

有關，但並未考慮到網路或記憶體限

的情況下，增加晶粒封裝的功能。再

ERI)」會議中針對摩爾定律(Moore's

制所造成的問題。大部分的架構受限

過一段時間，預期將有更多邏輯IC採

Law)進行討論，當時的結論是摩爾定律

於記憶體，然而許多日常需要處理的

用3D製程。

已死—摩爾定律萬歲！

工作卻受限於網路，打造速度更快的

英特爾有一些頗具前景的研究項

處理器只會產生增量增益(incremental

目，像是穿隧式電晶體(tunnel FET)

gains)。

和鐵電材料，它們能大幅提高功率性

升，將可看到持續的進展。

但進一步探討當時的討論內容時，
需要先對摩爾定律進行了解。
Gordon Moore在1965年最初觀

第三個論點並未包含在三角關係

能比，然而，它們並不能輕易地替代

察到，當更多功能(functions)整合到

圖中，而是與經濟學有關：先進的設

CMOS。因此，希望透過異質整合的

積體電路(IC)時，每個功能的單位成本

計會增加成本。有些公司無法採用新

方式，可能以堆疊層方式(as layers)，

(cost per function)會降低。首先，此

的設計，因為價格太高，並且可能導

結合縮放CMOS的優點，以及這些新

觀察的根基來自經濟學效益，即使基

致所謂的「我們並不需要這些創新設

項目(技術)提供的新功能來達到目的。

礎技術和進步速度不斷提升，其本質

計」的想法。

隨著資料的數量和類型快速增

在2000年代初期就已開始出現這

加，希望能因應未來新型態的資料處

Moore並未對效能部分進行觀

些論點，而當時，技術開發者忽略這

理市場，快速地建立起創新架構。以

察。為此，轉而參考Robert Dennard

些觀點而持續進行開發，以下是這十

異質架構來進行，不僅能提升處理速

和Fred Pollack的說法。Dennard在

年進展中的一個例子：將客製化微波

度，也可整合來自多個團隊的小晶片

1974年觀察到，如果以正確的速率縮

爐大小的電腦系統縮小到大型平裝書

(chiplet)。

放功能和電壓，隨著電晶體變小，尺

的尺寸，且此新系統的效能優於舊系

整合記憶體和運算方式的新架構可

寸、頻率和功率方面也會得到改善。

統！透過整合創造了經濟價值，即為

作為後Pollack定律在資料處理方面的

英特爾(Intel)的Pollack發現，當微處

摩爾定律的精髓，儘管Dennard縮放

說明，像是英特爾的神經形態研究晶

理器的複雜度提升一倍時，性能將提

定律已經終結，功耗與效能比仍持續

片Loihi就是一個例子。人工智慧(AI)

升2的平方(即四倍)。 根據這些理論，

改進。

在運作時，通常採用不同的記憶體存

仍維持不變。

可以構建一個包括價格、整合和效能
的用戶價值三角關係圖。

CMOS微縮並未結束，隨著提升
製程掌控的能力，將可看到持續的進

取模式，因此可採用與傳統的軟體工
作方式不同的資料處理結構。

那麼，當人們說摩爾定律已經失

展。製程受到物理方面的限制不大，

綜合以上結論，期望摩爾定律的經

效時，那是代表甚麼意思？它們通常

而是在於產出大量高精密產品的能力

濟效益能持續下去，即使有些部份與

不是指摩爾定律(經濟學層面)本身。

不足。

當時摩爾觀察的有所不同。事實上，

首先，當人們感嘆中央處理器

英特爾從發展22奈米節點的三閘

不需要被這些論點所影響，而應該在

(CPU)核心頻率不再像90年代那樣一

極電晶體(FinFET製程)開始轉向3D製

未來50年內不斷地發展出越來越好的

直提升時，其實指的是Dennard縮放

程。舉個更好的例子是，英特爾在5

產品。

定律(Dennard Scaling)。我們雖然

月發表了一個96層、x4(4bit-per-cel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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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內容詳見本刊網站)

精英訪談

以創新、高智慧化產品
立足工業機器人市場
Anthea Chuang

在今年的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中，

器人(Techman Robot)，2012年進軍

不僅可以感受到工業自動化市場的熱

工業機器人市場時，即以協作型機器

絡，吸引不少與會者參觀，還能發現工

人為主力，延攬相關人才，在4年時

業機器人、機械手臂的業者，使出渾身

間內即推出產品，成為台灣第一個協

解數展示其最新的產品應用。事實上，

作型機器人先鋒。

工業自動化中，頗重要的一環即為將產

達明機器人營運長(COO)黃識忠

線的人力做最佳化的應用，因此導入機

表示，工業機器人的發展已歷經一段

械手臂或相對應的工業機器人，已成為

不算短的時間，在工業4.0(Industry

工業自動化近期發展的重點。而這也意

4.0)概念的帶動下，工業機器人越來

味著，機械手臂市場不但將起飛，同時

越受到重視，因此達明機器人選擇以

最需要且最難具備的智慧化功能，可

也將進入戰國時代。

協作型機器人投入市場，以期可為

以取代人眼進行自動光學檢測(AOI)，

根據國際機器人協會(IFR)所做的

導入工業4.0的廠商提供符合需求的

提升產品檢驗效能。黃識忠指出，為

統計資料顯示，2017年全球工業機器

產線生產工具，協助提升製造業者的

了將視覺加入協作型機器人中，達明

人的出貨量創新紀錄，達38萬台，而

競爭力。而要讓新進的達明機器人在

機器人內部R&D研發人員佔比高達

2018年將有130萬台工業機器人投入

市場站穩腳步，黃識忠強調，不斷創

50%，因此能夠自行研發機器人所需

產線，被使用在一些較為瑣碎、以人

新、將工業機器人視為一個完整的系

的視覺功能，並將該功能做到最好。

力操作較不符成本，或者以人力執行

統去開發產品、增添智慧化要素，並

目前達明機器人也開始逐步將人工智

效果有限的工作上，預估到2019年，

整合各界資源提供客戶簡單易用的協

慧(AI)導入產品中，強化機器人在AOI

工業機器人的安裝量將達260萬台，

作型機器人，是達明機器人重要的市

及立體3D取樣的效能。此外，達明機

成長速度相當驚人。該單位並預測，

場的策略。

器人並以模組化的概念設計協作型機

黃識忠
營運長
達明機器人

器人，使其可根據產線需求，彈性替

到2020年，工業機器人的供應量將每

目前市場所需的工業機器人已與傳

年成長15%，市場前景可期。因此吸引

統機械手臂大相逕庭。在工業4.0風潮

相當多新進廠商加入戰局，不過，工業

中，工業機器人必須逐漸脫離圍欄，

不可諱言，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取

機器人市場前景雖然「一片光明」，但

與第一線工作人員共同協作，不僅如

得一席之地，對新進業者與既有業者

進入市場時將遭遇許多挑戰，包括如何

此，工業機器人還必須智慧化，才能

來說，都各自有需要努力的部分。黃

達到智慧化、易用性、數位化、安全性

滿足市場所需。

識忠總結達明機器人的市場策略，他

換各種功能模組。

有鑑於此，達明機器人的協作型機

表示：「商機存在於越困難的地方，

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器人產品規劃之一，即為集結各種智

能夠克服就能牢牢握在手中。」因此

(IEK)則提醒，工業機器人市場呈現

慧化要素。黃識忠認為，智慧化的工

達明機器人在技術方面將秉持著創新

國際大廠大者恆大的態勢，加上相關

業機器人可以直接收集產線或機器人

的態度去研發新產品，並積極參與國

人才養成不易…等因素，因此如何在

本身的各種資料，讓工廠管理者或是

內外各大展會，強化品牌知名度，讓

競爭日趨激烈工業機器人市場找尋到

使用者可以直接看到產線最「透明」

更多想導入工業4.0的製造商更了解

利基點，將是新進業者跨進市場的重

資訊，並可根據這些資料進行決策或

達明機器人可為其帶來的優勢，以進

要關鍵。

相關處理。

一步在競爭日趨白熱化的工業機器人

及協同整合…等。

身為工業機器人市場新秀的達明機

另外，「視覺」是現在工業機器人

市場中，脫穎而出。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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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示波器技術創新更上層樓
Susan Hong

因應新一代嵌入式系統與高速數位設計

劃定觸發範圍，無需手動設定參數，從

的資料傳輸速率越來越快，業界主要的

而節省了查找目標訊號的時間。使用

量測方案供應商不斷開發出更高頻寬、

圖形區域進行濾波(針對每個區域選擇

更低雜訊的高效能示波器，並透過更多

In、Out或Dont Care)時，支援長方形、

功能的技術創新，協助設計人員實現更

三角形、梯形和六邊形等標準形狀或是

準確的訊號完整性量測。

自定形狀，也可以使用多個區域的邏輯

包括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

表達方式，確定觸發條件。

Tektronix新型TEK061前端放大器支援最
佳訊號完整性，能以高解析度擷取微小訊號

nologies)、太克科技(Tektronix)、羅德

在示波器的開發藍圖上，Tektronix

史瓦茲(Rohde & Schwarz；R&S)等設

從5系列MSO起採用HP第十代晶片製

embedding)技術，即時補償訊號源到

備供應商在針對這一類高速串列、寬頻

程打造ASIC，整合了ADC、Demux、

示波器之間的傳輸損耗。

雷達、光通訊與高階嵌入式系統設計高

放大器、觸發和數位擷取元件等多種測

RTP新增的即時去嵌入技術採用靈

效能示波器時，均一舉將儀器頻寬提高

試功能，讓一台示波器提供類比與數位

活的濾波器結構，可在類比數位轉換後

到8GHz、取樣率達到了20GS/s以上，

等多通道與高效能。儘管這款ASIC的

經由功能強大的處理元件對波形的傳輸

並透過先進製程打造的ASIC，在觸發

規格因應現有需求切割至8GHz頻寬，

路徑進行即時校正，並透過數位觸發系

能力、解析度、記憶體深度、波形更新

但張天生預期，明年將在此平台基礎上

統以補償後的數位樣本進行觸發，讓工

次數與通道數、甚至是儀器介面設計各

進一步升級，推出更高頻寬與採樣率的

程師快速發現偶發性訊號故障以及執行

方面，大幅提升高速設計的邊際效益。

新系列示波器。

眼圖分析等除錯任務。
除了涵蓋高速與高頻應用，張海秀

高取樣率：一次擷取更多訊號

即時去嵌入：確保訊號完整性

說：「RTP還有另一個別名稱為RF示

繼去年推出全新設計的5系列混合訊號

八年前才進入示波器市場的R&S在其基

波器，顧名思義是讓我們可以透過這

示波器(MSO)獲得好評後，Tektronix乘

礎示波器產品線完備後，日前宣告正式

款高頻寬示波器進入RF領域。在RF領

勝追擊，發表效能閾值擴展至8GHz的

進軍高階市場，期許透過新一代RTP高

域，RTP不僅僅扮演示波器量測角色，

6系列MSO，並在4通道上同時提供高達

效能示波器，將創新能量帶入精準測

也可作為頻譜分析儀、VNA等分析儀

25GS/s的取樣率，讓設計人員可以一次

試之列。

器，聚焦於需要高頻量測的通訊、航太

查看多達4個高速訊號。

R&S示波器事業部專案經理張海秀

國防(A/D)雷達與無人機等應用。」

Tektronix中華區行銷業務協理張天

介紹，RTP高效能示波器支援4/6/8GHz

張海秀強調，RTP採用陶瓷基板

生介紹，6系列MSO採用新型低雜訊前

頻寬與20GS/s取樣率，在標準擷取模式

SoC打造全新的前端設計，使其得以支

置放大器ASIC TEK061，支援突破性

下，每秒可量測1百萬個波形，比其他

援高達16GHz的頻寬，這同時預告著

的低雜訊效能，較一般1mV/div的示波

同級示波器更快千倍以上，讓工程師能

R&S將在此設計與規格的基礎上，很快

器降低75%以上，適用於小型嵌入式

即時發現錯誤，並透過即時去嵌入(de-

地推出更高階的示波器。

系統查看電源、電壓等快速與微小的訊
號。此外，相較於目前市場上的示波器
多半採用8位元ADC，6系列MSO採用

即時去嵌入式架構
連續校正波形，
用於觸發、分析
與顯示

失真波形

12位元ADC支援高解析度模式，可查
看更精細的訊號細節，進一步提高垂直
解析度。
6系列MSO的另一獨特功能是視覺
觸發—透過「區域」(area)的方式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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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測物
訊號損耗路徑

輸入
通道

即時去
嵌入

分析

顯示

觸發

RTP支援即時去嵌入，在後處理過程透過硬體確保即時波形校正，補償訊號傳輸損耗

創新天地

半導體技術演進助力工業4.0發展
Anthea Chuang

工業4.0(Industry 4.0)為工業市場「創
造」許多新穎的應用概念，如工業物聯
網(IIoT)、工廠自動化、智慧製造…等。
這些新的應用也促使工業市場出現新的
趨勢與需求，例如更多智慧、更高效、
更多連接與更安全… 等，而要滿足這
些要求，半導體業者認為，半導體技術
的進步，是實現工業4.0概念重要的關
鍵之一。
亞德諾(ADI)產業市場資深經理陸磊

在工業4.0智慧工廠架構中，需要各種半導體元件才能讓此架構順利實現

來源：意法半導體

表示，工業4.0或工業物聯網的發展，目

陀螺儀和慣性測量單元(IMU)等，被廣泛

另一方面，工業4.0應用中也需求

標是為了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為了實

應用於各種工業應用，例如機器人、傾

能夠具備更高功率密度、更小尺寸及可

現這個目標，需要工業自動化和工業資

角檢測、物品追蹤，以及機器設備健康

靠性與穩健型的電源產品。此時，創新

訊化。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用到多種多

檢測。陸磊指出，所有的這些應用，都

的封裝技術、脈衝寬度調變(PWM)控制

樣複雜的感測器、高效可靠的傳輸和高

需要很高的性能和可靠性，ADI MEMS

器和隔離元件，是半導體業者能為客戶

性能的運算。以工廠裡的無人車或協作

在零偏穩定性、溫度回置特性、長時間

產品及市場增添的優勢。

機器人為例，就需要用到高性能的避障

穩定性，以及震動條件下的性能都超過

孔令梅強調，德州儀器擁有豐富、

感測器和導航元件。

消費級MEMS產品，因此已獲得工業客

創新的工業電源產品組合，該公司也積

戶的青睞。

極在碳化矽與氮化鎵上發展技術突破，

除了感測器及導航元件外，工業
4.0整體架構中還需要其他包括微控制

在避障方面，如何將射頻雷達、光

持續推出創新參考設計，為設計人員在

器、電源管理、馬達驅動…等半導體元

達(LiDAR)、光閘技術等應用在工廠中，

工廠電源傳輸設備、不斷電系統(UPS)、

件。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

使機器更安全、更高效、更智慧，仍是

通訊與伺服器電源、DC/DC設備等應

亞太區行銷和應用資深總監Francesco

一個不小的挑戰。ADI的光漸近感測器

用，開發高能效、高功率密度且具競爭

Muggeri表示，工業4.0這個廣大的市

可用低成本的方式實現安全區避障，另

性的電源解決方案。

場上，有數百種不同的特定應用，如何

外，ADI在提供高性能射頻雷達晶片的

讓半導體晶片能夠滿足應用需求，這需

同時，也在研發光達產品。

意法半導體針對工業4.0，有涵蓋
感測、控制/電源與連結三大類產品線，

要半導體廠商與產品設計工程師、軟體

在電源方面，德州儀器(TI)以工業

並透過半導體封裝技術，規劃工業應用

設計專家密切合作，開發更多適用的新

4.0市場對於電源傳輸系統的需求為出

產品的發展方向—系統級封裝(SiP)和

產品。另一方面，半導體晶片供應商能

發點，透過新的半導體材料與製程技

系統單晶片(SoC)。Muggeri說明，高整

否為客戶帶來附加值，取決於客戶能否

術，協助工業客戶在工廠電源架構上能

合度的解決方案，將可協助客戶簡化開

很快、很好地將「超越摩爾定律(more

獲得更省能源、更高效率、更小尺寸…

發設計，因此意法半導體SiP的目標是

than Moore)」整合到工業4.0、工業物

等優勢。

為客戶提供整合系統級功能的高附加值

德州儀器工業系統解決方案應用經

解決方案，例如，PowerSTep SiP整合

看好工業4.0市場前景，半導體業

理孔令梅舉例，工業4.0市場對於電源傳

STM32微控制器、電氣隔離、功率電晶

者也發佈相對應的產品，並融合更新的

輸系統的要求之一是符合各國嚴格能源

體和STSPIN電機控制，以及更多的功率

半導體技術，以期可協助相關廠商盡快

規範，促使電源系統需要走向高電壓，

電晶體。下一步就是開發SoC或模組，

開發出符合工業4.0市場需求的裝置。

因此推動氮化鎵(GaN)與碳化矽(SiC)兩

如從客戶的需求出發，設計整合現有感

種新半導體材料的功率元件開始取代傳

測器的專用模組，包括用於連接主資料

統MOSFET。

處理單元共用資料的IO-Link模組。

聯網產品開發計畫中。

在感測器方面，ADI提供全系列的
工業級MEMS感測器，包括加速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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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工業物聯網

工業物聯網
進入快速發展期
Anthea Chuang

全球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oT；IIoT)

Technology (Sensor, RFID, Industrial

GSM協會(GSMA)今年6月發佈

發展起自德國工業4.0(Industry 4.0)

Robotics, DCS, Condition Monitoring,

的《大中華區工業物聯網發展(The

的影響，在經過一番摸索與墾荒期

Smart Meter, Camera System,

Industrial IoT in Greater China)》研

之後，將工業領域「物聯網化」的成

Networking Technology), Software

究報告也指出，透過訪問中國大陸及

果，已逐漸顯現。各市調單位對工業

(PLM, MES, SCADA), Vertical, and

台灣主要電信業者得出的結論為，大

物聯網的發展皆做出正面積極的預

Geography - Global Forecast to

中華地區將引領工業物聯網市場的發

測，並認為工業物聯網在2018年將進

2023)》，2018年全球工業物聯網市

展，預計到2025年，全球工業物聯網

入快速發展的階段。

場規模約640億美元，預計將在2023

連接數將達到138億，其中大中華地

根據MarketsandMarkets最新市場

年成長至914億美元，2018~2023年

區的連接數約為41億，約佔全球市場

研究報告《2023年全球工業物聯網市

的複合年成長率(CAGR)為7.39%。該

的三分之一。

場預測：裝置與技術(感測器、RFID、

單位並指出，工業物聯網市場的成長

分析工業物聯網快速發展的原因，

工業機器人、DCS、狀態監測、智慧

受惠於諸多因素的帶動，例如越來越多

主要推動力包括5G及其他連網技術、

電表、攝影機系統、網路技術)、軟

中小企業採用自動化系統。此外，自動

人工智慧(AI)與大數據分析、智慧機

體(PLM、MES、SCADA)、垂直市場

化降低了生產成本，從而減少了開銷，

器人…等軟硬體技術的加持，以及相

和地理區(IIoT Market by Device &

並提高整個過程的投資報酬率(ROI)。

關業者開始進一步順利將上述技術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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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工業物聯網
帶來的收集、分析數據，以及進一步

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只了解要

根據分析後的數據調整生產線運作方

收集工廠的資訊，卻不知從何做起。

式，或是預知設備是否即將出問題等

再加上，工業物聯網中有很大的一部

優勢，以及人工智慧等協助提升產線

分是生產設備間的通訊，但做這一段

生產效能的技術，都無法被整合到生

通訊技術及產品的相關業者不多，且

產環境，發揮其效用，因此連網技術

產品也需要具備開放性、內建程式與

對於工業物聯網而言可謂關鍵元素。

價格都需親民，才能使持續觀望的廠

若是無法做到這一塊，將現有或新設

商著手導入，工業物聯網的市場規模

置的生產工具連接起來，工業物聯網

才能逐步再擴大。

將只會淪為口號。

朱軒逸認為，目前市面上的工業

凌華科技(ADLINK)次世代機器人

物聯網針對設備互連的產品無法受到

解決方案架構師陳家榜也認為，通訊

自動化業者青睞的原因之一是產品種

技術可說是實踐工業物聯網很重的一

類不多、建置相對複雜，以至於市場

環，即使人工智慧可以不連網，但未

接受度不高。事實上，「上雲端」不

連上網路無法取得資料、無法作分析

等於實現工業物聯網或是工業4.0，更

決策，也無法持續學習強化，這樣的

何況「真正」第一線的使用者— 也

人工智慧對於業者來說，帶來的效益

就是底層工作人員— 並不了解工業

很有限。

物聯網這個概念帶來的好處，因此工

不過，業者們在工廠導入通訊技術

業物聯網發展呈現緩步上揚趨勢，而

時，將遭遇工廠的生產器具、機台新

不是如消費性電子領域會有突然的爆

舊不一，其內部內建的通訊協定也各

炸性成長。

不相同，生產機台彼此間如何進一步

為提高市場對工業物聯網接受度，

互通，以及如何整合所有的數據並進

以及發現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可

一步使用的難題。若這些難題無法解

讓更多廠商參與並促使產業發展更加快

決，工業物聯網將只是空談。

速，更易形成統一標準規範，因此西門

不僅如此，工業物聯網也推動透

子與全球1,500多家工控業者，成立台

過在終端生產設備上安裝感測器，以

灣工業網路協會(TICA)，推展OPC統

得知機器即時運轉狀況，以便監測或

一架構(OPC UA)與時效性網路(TSN)，

工業環境整合，使得工業物聯網得以

預測機器何時將發生損壞，避免停工

預計明年底訂統一標準規範，並推出整

實現行動生產線、工廠安全再升級、

的可能。這些感測器蒐集到的訊息都

合支援所有廠牌的單晶片產品。

自動化檢驗領域再擴大…等，進一步

需要透過連網技術才能讓控制中心或

據了解，OPC UA是針對工廠自

提高投資報酬率，吸引更多廠商包括

是工廠工作人員得知，因此如何串聯

動化設備間的互通標準，亦即非循

中小企業的參與。

數量如此龐大的感測器，也令廠商相

環數據的垂直通訊和控制器-控制器

當頭痛。

通訊；TSN則是用於大數據分析。朱

連網標準可望出現？

有鑑於此，耕耘工業物聯網相關的

軒逸解釋，透過涵蓋全球1,500家工

工業4.0概念在相關業者的努力下，大

廠商，開始進行合縱連橫，推展工業物

控業者產品及標準，開放性的OPC

方向開始逐步確認，其中在廠區內建

聯網相關通訊標準規範，以期可協助導

UA+TSN優勢在於可讓工業物聯網裝

置連接製造機器、機械手臂…等工廠

入工業物聯網的廠商，能有最易用、簡

置更便宜、產品開發更簡單，也不須

重要組成要素的連網技術，則是落實

單建置、低成本且通用的技術。

很長的學習時間即可將產品設定完畢
並開始使用，還能無縫連接不同廠牌

工業物聯網的關鍵。西門子(Siemens)
產品經理朱軒逸表示，全球對於工業

OPC UA/TSN協助機台互通與資料分析

的工業物聯網裝置。更重要的是兼具

物聯網的討論已經開始，若是沒法將

現階段，許多廠商對於工業4.0或

防毒與安全性，也就是說，作業員不

工廠網路佈建起來，工業物聯網後續

是工業物聯網仍有些似懂非懂，抑或

會直接涉入機器對機器(M2M)間的通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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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工業物聯網

2015~2020全球工業機器人成長及預估

來源：IFR

協會，並制定IO-Link軟硬體通訊協

OPC UA+TSN是基於在工業市場長

未來10年，TICA將戮力推展OPC

定。意法半導體亞太區行銷和應用總

久發展的工業乙太網路標準，主要競

UA+TSN技術架構，明年不僅將確

監David Lucchitti說明，IO-Link標準

爭對手是Ethernet CAT。事實上，可

立標準規範，也會推出第一款晶片產

是專注解決工業物聯網架構最底層也

以發現，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工業乙太

品。協助要進入工業物聯網的業者，

是最末端感測器到控制器的連接，可

網路，都有各自的支持者，未來在工

順利實現工業物聯網架構，享受工業

讓感測器傳輸更多的資訊到控制器，

業物聯網中仍將位居要角。致茂電子

物聯網的優勢，而相關產品開發商也

並同時消弭類比資訊易失真，無法進

(Chroma)智慧製造系統事業部行銷處

能快速研發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拓

一步處理分析的問題。

處長吳樞俊表示，半導體製程可以說

訊，可降低駭客入侵的機會。

分析IO-Link優勢，意法半導體

是最早在產線中進行自動化的產業，

技術行銷專案經理林進裕指出，IO-

並發展出一套SECS通訊協定，一般

Link為數位化的技術標準，可以改善

工廠早期則是採用PLC標準，然而若

除了OPC UA+TSN架構外，意法

現有類比資訊無法分析的缺點。而此

是要將半導體產業採用的SECS通訊

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也與歐

一專注於感測器連接的統一標準技

協定應用到一般工廠作為自動化通訊

洲、美國、日本…等地的業者共同推

術，可使不同廠牌但支援IO-Link的

標準，將大幅拉高佈建成本。

展針對感測器連接的IO-Link標準。意

感測器與主控制器可以彼此互通，將

另一方面，SECS嚴謹度非常高，

法半導體亞太區行銷和應用資深總監

工業物聯網優勢滲透到更末端的工業

一般工廠不需如此高的標準，再加上

Francesco Muggeri表示，意法半導

設備中。

相關人才不足，因此吳樞俊建議，

展工業物聯網市場規模。
IO-Link串連感測器大軍

體長期耕耘馬達控制領域，在工業物

值得注意的是，IO-Link硬體向下

採用以乙太網路為基礎的OPC+Web

聯網時代，將感測器安裝到工廠設備

兼容亞洲Low side和歐洲High side

Service架構各自對應現有複雜PLC與

內的馬達並加入通訊技術連成一氣，

MOSFET連接電源的架構，林進裕認

個人電腦為基礎的機台。

使感測器的資料可向上層管理系統傳

為，這個特性可以讓舊有的工廠機器

不僅成本相對低許多，也足夠滿

送，是最重要的關鍵。

設備以「最少的變化」，智慧化現有

足一般製造工廠的需求，更何況相關

的感測器與可程式邏輯控制器(PLC)

人才眾多，系統有問題時可以隨時找

架構，同時也不需要花費太多成本。

到相關人員進行調整、除錯，因此業

因此意法半導體以「工業智慧感
測」為出發點，以及回應市場希望有

者導入此架構將可獲得較多優勢，也

統一化的硬體與軟體，與歐美日等國
的工業物聯網關鍵業者，包括感測器
供應商、西門子…等共同成立IO-Link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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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乙太網路仍擔綱要職
上述提到的通訊技術標準中，

能提升導入工廠自動化或工業物聯網
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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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物聯網
2.4GHz ISM頻段上實現達到99.999%

中，參展的機械手臂廠商獲得的關注

除工業乙太網路長時間佔據工業

的高可靠性Mesh網路，並且功耗極

度，有升溫的趨勢。

自動化與新興的工業物聯網領域外，

低。同時，SmartMesh還是一個時

達明機器人(Techman Robot)營

無線通訊技術亦試圖以在消費性電子

間同步網路，可以做到各個節點的時

運長(COO)黃識忠表示，雖然工業機

的成功經驗，進軍工業物聯網市場。

間精確同步，便於很多需要同步的

器人是工業物聯網應用的一部分，且

朱軒逸認為，無線技術包括藍牙、Wi-

場合，再由於該網路技術的高可靠

也是發展多年的技術，但在工業物聯

Fi、NB-IoT、5G… 等都有進入工業

性，使其適合於對網路傳輸可靠性要

網的應用中，工業機器人必須進一步

領域的動作，但工業市場需要相當穩

求很高且希望免維護使用的工業應用

智慧化，才能直接收集機器人本身工

定、安全的通訊技術。不僅如此，工

環境。

作狀況及產線的資訊，如此才能滿足

無線與有線通訊因地制宜

業物聯網中，機器間的通訊或是控制

林進裕強調，將一切無線化是大家

中心取得資料的速度要求要極快、不

共同追求的目標，但這個願景可能不太

如何智慧化工業機器人？黃識忠

能延遲，這目前4G或是正在發展的

適用於工廠內部，因為工廠環境對於新

指出，工業機器人智慧化很重要的部

5G，或Wi-Fi都還做不到，因此工廠

技術的採用相對保守，勢必是沿革以往

分是「視覺」，使其可進行自動光學

現場生產設備間的連接還是會以乙太

使用的技術為主，新建的廠房才有較大

檢查(AOI)或是QR Code辨識，降低

網路相關的有線通訊技術為主，收集

機會導入新技術，如無線通訊。這是由

人眼辨識的錯誤率，並提高產能。另

的資訊要往雲端傳送時，才會使用無

於，現有的舊廠房要全面無線化，需要

外，現階段工業物聯網對於工業機器

線通訊技術。

投入較多成本改變現有的通訊架構，且

人的新要求是加上感測器，以便能夠

無線技術仍存在風險。

做到即時資料收集，供人工智慧、深

雖然大多業者認為工業乙太網路

工業物聯網的應用需求。

仍是王道，不過5G通訊技術的特性，

若以感測器的連接為例，感測器

仍使其有機會應用在工業物聯網範疇

收集的資料量不大，利用無線技術的

中。陳家榜指出，5G技術特性包括非

成本不但較高，也是「殺雞焉用牛

另外，感測器也需要偵測更多工

常低的延遲、高速/高頻，以及支援大

刀」的做法，因此工業物聯網的應用

業機器人的各項參數，包括溫度、扭

量感測器或物的連結，正好可各自對

中，各有其適用的有線或無線通訊技

力狀態…等，不只如此，為了讓工業

應到工業領域不同的應用。

術。若是需要較長的傳輸距離，則

機器人更具彈性，易於應付不同的生

度學習等功能可進一步運作，這是與
傳統工業機器人另一最大的不同。

此外，3GPP也針對5G技術在工

Sub-GHz或其他無線技術會比乙太網

產需求，模組化設計亦成大勢所趨。

業物聯網的應用設計新標準。陳家榜

路合適；而NB-IoT雖然也瞄準智慧感

黃識忠強調，這些工業機器人的新功

認為，乙太網路的確相當可靠、穩

測器應用，但該技術應用在智慧城市

能，過去只能透過外掛的方式加在傳

定，因此短期內不會消失，但導入無

會比在產線上的感測器來得更有價值

統工業機器人上，但由哪個部份的業

線技術可節省有線技術線材及建置成

與效能。

者來主導、安裝這些外加的部分，甚

本，舉例來說，若是一台機械手臂用

Muggeri進一步強調，統一的工

就須使用一條乙太網路纜線，一座工

業物聯網標準確實有助於市場開展，

廠中將需要非常多的線材，所需花費

目前也可觀察到工業物聯網應用標準

因此達明機器人將工業機器人視

的成本可能相當驚人且佈建也會相當

化正在持續進行，但單一標準要涵蓋

為完整的系統，盡可能整合工業機器

複雜。不過陳家榜也坦承，工廠環境

整個工業物聯網架構是不太可能的，

人周邊所需的零件、功能，以及其他

要真正全面無線化，可能要等到5G的

因此未來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有線及無

工業應用系統，不僅提供市場高度整

下幾代技術出現後才可能發生，目前

線技術被適當的使用在各類工業物聯

合、簡單易用的工業機器人硬體，也

機械手臂的即時控制，還是大多仰賴

網應用中。

有相關軟體管理平台，讓導入智慧化

工業乙太網路。

至後續維修管理，常常會出現不知道
該尋求哪家廠商協助的狀況。

工業機器人的廠商，可視其工廠自動

工業機器人添智慧

化的程度，彈性調整。黃識忠強調，

SmartMesh IP網路架構。該公司產業

工業物聯網市場有五個主要應用領

如此一來，工業機器人的推展才可更

市場資深經理陸磊表示，SmartMesh

域：工廠自動化、工業機器人、流程

加快速，並進而改變既有市場生態。

IP亦即Dust Network，基於802.15.4

控制、電機控制和感測器。因此可以

U ni versal R obots總裁Jürgen

標準。這個網路最大的特點是在

發現在2018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von Hollen表示，目前真正開始將產

另一方面，亞德諾(ADI)則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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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自動化的業者大多是口袋較深的大
公司，因此透過漸進式逐步改動生產
線的過程，以及成本可負擔得起的協
作型機器人，財力有限的中小企業也
將能實現產線自動化。
此外，傳統的工業機器人使用上
較為困難，得配合工業機器人改變生
產或工作型態，但工業機器人應該是
易於編程使用的一種生產工具，而非
操控現場工作人員的角色。Hollen認
為，拿掉傳統工業機器人的複雜性、
增加人工智慧與模組化彈性，可以安
全地與人類協作，並將控制權力交給
第一線最了解產線流程與需求的工作
人員的工業機器人，才能符合工業物
聯網自動化應用真諦。
然而在工廠中導入大量工業機器人
時，如何讓這些機器人與手臂可互通和
管理，將是業者在產線或工廠管理上重

管理為數眾多的工業機器人，並讓產線流暢的運作，管理系統將扮演重要角色

要的關卡。陳家榜表示，工業機器人並

其中，人工智慧在產線中最能發

非設計用來完全取代人類，而是執行一

光發熱的爆炸性應用是AOI。陳家榜

吳樞俊解釋，透過將產線智慧化，

些較為繁瑣、人力做不到或沒有價值的

說明，傳統AOI系統是利用顏色、形

並以軟體管理在既有產線進行生產製

工作，但要連接並管理數量越來越多的

狀判斷產品是否有瑕疵，精確度容易

程控制、產品測試、收集相關資料…

工業機器人，則須仰賴強大的工業電腦

受到環境光線的影響；而加入人工智

等生產過程的細節，且實作製程行

與中介軟體作為管理中心，才能讓整個

慧、深度學習的AOI系統，是利用大

為，再由電腦分析並下精準的指令，

生產系統順利運作。

量影像、聲音等構成的大數據進行分

是實踐自動化的一種簡單方式。

析，產品瑕疵的辨識度自然可提高。

人工智慧發功

也是一條不錯的途徑。

也就是說，利用工業物聯網連網

吳樞俊總結人工智慧在工業物聯

技術連接電腦與生產機器，從生產流

工業物聯網應用中，將生產機器透過

網應用中所帶來的優勢，他認為，為

程上去改變，第一線作業員從電腦端

感測器收集資訊，連網技術傳送資料

了進一步執行分析、下指令、建模…

取得工作命令並執行，作業員也不會

在邊緣或雲端分析運算，這一段過程

等工作，協助生產線更快、更準確地

有輸入指令等行為，除非產線發生無

都是為使得到的結果再回傳到機器執

找到生產過程的問題與答案，人工智

法控制的問題時，才需人為介入，這

行。但要讓資料分析更精準、所下的

慧是必然非得加到工廠產線的技術。

樣的方式也是一種產線的智慧化。值
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產線智慧系統精

指令更精確，人工智慧強大的演算法

生產流程智慧化節省全面自動
化成本

確度高、作業員與生產機器行為易掌

聯網應用方面正扮演著驅動者的重要角

有鑑於產線中若是全程透過人腦下指

量的企業，可由佈建此種智慧製造系

色，將來也會成為工業物聯網市場上任

令，錯誤率可能會比電腦高，再加上

統著手。

何系統級應用的必備模組。陳家榜則表

產線全面自動化或是智慧化的佈建成

吳樞俊並認為，現階段消費者購

示，工業物聯網結合人工智慧後所帶來

本高得嚇人，對中小企業來說是相當

買需求已逐漸改變既有的製造現況，

的效益，將不可同日而語，因此目前有

大的負擔，且短時間之內不易達成。

也引領工業物聯網自動化生產的需

許多工業物聯網相關廠商，皆已開始在

因此致茂電子認為，若是從生產流程

求。從以前大量製造轉為少量多樣的

其系統中導入人工智慧。

的智慧化開始改變，對中小企業而言

生產模式時，要短時間由人工快速備

將是相當必要的技術。
Muggeri指出，人工智慧在工業物

握、不容易犯錯，對建置成本有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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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製造、搬運、安排物流送貨，會

戰。例如技術面是如何解決安全、通

規模部署中，未來幾年還有更大規模

衍生許多問題，甚至會導致無法接到

訊連接、相容性、使用壽命或合規問

的佈局。包括技術不斷更迭的感測、

訂單的窘境。因此在產線透過連接技

題；企業層面為如何讓企業看到工業

擴增實境(AR)和人工智慧技術，再結

術整合硬體與軟體，利用機器快速做

物聯網帶來的實質利潤，進而啟動工

合即將到來的5G通訊技術，將會讓遠

到或是執行搬運的工作，作業員從旁

業物聯網相關建置的計畫；而社會層

端控制和資料處理變為可能，為工業

協助，業者即無需急於添購新設備將

面則是如何推廣最佳的工業物聯網營

製造業者帶來成功機會。

現有產線全部自動化，即可解決上述

運方式，特別是與使用者隱私保護相

也就是說，在單一廠房內部實現工

問題。

關的方法，從而贏得客戶信任，是工

業物聯網之後，未來將進一步連接分

事實上，特斯拉(Tesla)執行長伊

業物聯網業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散在各地的工廠。陳家榜說明，為了

隆˙馬斯克(Elon Musk)前陣子曾坦

所幸上述問題在各家關鍵業者的努力

更便於管理、提升生產設備間最佳化

言，工廠全面自動化仍然不是目前最

下，已有初步成果展現，未來工業物

的使用效率，「廠廠相連」可以說是

好的選擇，且沒有那麼易於實現。因

聯網的發展又會是如何？

非做不可的任務。而這也將促使生產

為電腦與生產設備仍沒有人類那麼聰

從工業物聯網自動化應用所需的

設備需更加智慧化、更具自主性。未

明，要改動設備的某一個行為，還是

工業機器人來看，黃識忠認為，在工

來內建人工智慧的生產設備可以無需

需要花費人力去修改，因此最貼近現

業機器人中集結更多智慧化要素並開

透過雲端或是電腦進行運算，即可自

實的一種方式，仍是在發現系統異常

始讓工業機器人可移動，協助搬運工

行對話、決策、彈性改變生產策略。

時，由人類反饋並處理，而不是完全

作，是未來智慧化工業機器人發展的

在生產現場排除作業員。

下一步。

朱軒逸則認為，無論現階段產業
中所談論的工業物聯網應用可追尋的

從整體工業物聯網將經歷營運效

新商機有多龐大，在追求這些新商機

未來展望

率提升、合理化經營管理和營運維護

的同時應回歸最基本面的數位化發

Muggeri援引Datafloq的資料表

三個發展階段來看，Muggeri指出，

展，才能逐步去思索並落實未來工業

示，2018年工業物聯網的發展將遭遇

目前，相關業者皆普遍承認，工業物

物聯網的眾多新應用，並從中找到利

來自技術、企業及社會三個層面的挑

聯網的發展仍處於第一階段，尚在大

基點。

為工業4.0建構強固的無線通訊
Sean O Connell，亞德諾(ADI)IoT方案及安全事業部產品應用工程師

工業4.0(Industry 4.0)或所謂智慧工業

料的機制，理論上，這樣的流程可帶

方位、高品質的通訊網路便成為工業

帶動了一波新的工業革命，許多現有

來30%的效率提升。而於其中所取得

4.0的一項關鍵需求。

系統將藉由連網而建構出銜接網路與

的資料，則不僅能用來最佳化製造流

實體世界的系統。第一次工業革命透

程，還能促成更完善的商業決策，以

過多種技術的匯聚，使得工程師能從

及為新型態商業模式開路。

人工製造商品轉移至以蒸氣動力運作

工業4.0的基礎仰賴可靠的通訊

的大量製造，而眼前這波革命，則是

基礎建設。這樣的基礎設施讓決策者

匯聚了不同類型的技術，包括感測、

能從機器、工廠，以及部署在現場的

通訊，以及大數據資料處理，而這些

裝置中擷取資料。工業4.0工作小組

都是構成工業4.0的元素。

(Industry 4.0 Working Group)在最

將連網功能納入到嵌入式系統，

終報告中提到，連網使得「實體世界

從廠房樓板一直涵蓋到產品交付到顧

與虛擬世界(網路空間)以網路-實體系

客手中後的應用，再加上即時萃取資

統的形態匯聚成一體」，而可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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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震盪器

帶相位雜訊的
真實世界震盪器
干擾
訊號

干擾

降頻訊號

訊號

圖1：相位雜訊基本理論

干擾

使用低於1GHz頻率的Sub-GHz無

建構更強固的網路，並減少因干擾而

線連網已促成業界發展出自動化計量

發生問題的機率。有了可靠的無線電

儀表，以及遠端感測等應用，例如結

連結，丟失數據封包數量減少，數據

構監視系統。這些通常採用電池供電

封包重傳次數也變少，整體系統的效

的無線裝置運用各種感測器來量測與

率也隨之提升。

抑制(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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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實體世界，然後將資料傳送到蒐

想瞭解接收器的效能，則必須

集節點或閘道器，之後可能再傳送到

查閱其資料表，查看靈敏度與阻斷

雲端進行匯整與處理。無線解決方案

(blocking)方面的數據。對於無線電

正大舉進軍工廠自動化市場，這些無

接收器而言，射頻靈敏度是指分辨目

線裝置的出貨量將持續攀升，以滿足

標訊號，以及在其他頻道上傳遞干擾

包括土木工程、農耕、環保、能源生

訊號源的能力。相鄰頻道拒斥(ACR)

產與輸送等應用領域的需求。

描述的是接收器在一個頻道上接收目

量測此數值時把2 tone的訊號灌入接收

工程師在設計無線系統時通常會

標訊號的能力，在此完整性干擾訊號

鏈路，然後量測出現在輸入tone訊號3

考量許多因素。每位工程師都會記得

會在另一個頻道上傳送，兩個頻道之

倍頻率間隔上的三階交互調變結果。

弗里斯傳輸公式(Friis Transmission

間的間隔可能低於或高於一個頻道；

Analog Devices(ADI)透過推出

Formula)，想要增加傳輸距離就得變

而替代頻道(alternate channel)則是

ADF7030-1收發器克服可靠連網的

更幾個參數，像是提高傳輸功率或接

從相鄰頻道上多移除一個頻道。拒斥

挑戰。這是一款採用Sub-GHz頻帶

收靈敏度，或兩者都採用，然而，有

力越高，接收器在有干擾源時的效能

的完全整合式無線電收發器，其適

些國家主管機關則是限制了最大傳輸

就越好，阻斷則是進一步的干預，其

用於包括採用ISM公用頻段、SRD短

功率。另外，如高功率天線與外部低

把干擾源移出接收器的頻帶，即使間

距離裝置，以及需執照頻帶的應用，

雜訊放大器(LNA)都會使系統成本大幅

隔拉開到幾個MHz，高功率的干擾源

其中包括169.4MHz~169.6MHz、

攀升，因此，在選擇無線接收器時，

仍會使通訊效率降低，導致數據封包

426MHz~470MHz，以及863MHz~

工程師第一個要檢視的就是接收靈敏

丟失。

960MHz等頻帶，除了支援諸如IEEE

度，但光靠靈敏度還不足以成事。

干擾頻率偏移(kHz)

圖2：ADF7030-1 ACR和競爭對手的
比較

要達到理想阻斷與靈敏度數據，

802.15.4g這類標準通訊協定，其還

對於工業產業體系的連網而言，

其中一項要素就是降低射頻系統中

彈性地支援各種專利式通訊協定。

可靠的無線電連結至關重要。要維持

的相位雜訊。相位雜訊是指訊號中

這款高設定彈性的低中頻接收器支援

可靠的通訊，在雜訊干擾日趨惡劣的

短暫相位波動所產生的雜訊，這類雜

的接收器頻道頻寬從2.6kHz涵蓋到

射頻環境中形成一項艱鉅挑戰，尤其

訊會分散出現在目標訊號頻域的邊

738kHz，如此大範圍的接收器頻道

是工業環境。免執照的工業/科學/醫療

頻上，相位雜訊通常和載波一起量

頻寬讓收發器能支援超窄頻帶、窄頻

(ISM)公用無線電頻帶吸引數量日增的

測比對，單位為dBc/Hz— 意指在

帶，以及寬頻帶的頻道間隔，其設計

使用者，自從1985年以來部署的使用

1Hz頻寬上的雜訊功率和載波偏置一

主要是用來提供同級產品最佳的阻斷

中裝置已累積數以億計，這些無線電

段特定距離。這樣的雜訊會減損接收

性能，並提供優異的靈敏度。

必須和許多潛在的干擾訊號源爭用通

器效能，而影響到相互混頻，如圖1

收發器搭載的低功耗高效能類比

訊頻譜，從非刻意的射頻發射源，一

所示，並使背景雜訊(noise floor)提

前端(AFE)元件除了採用高動態範圍

直到其他使用相同頻帶的射頻裝置，

高。在接收器方面，當目標訊號降頻

ADC，還結合具備QEC消除回聲功

這類裝置通常採用專利式通訊協定。

(downconverted)至訊號處理所採用

能的抗混疊濾波機制，以及數位通道

的中頻，就會混入干擾訊號的尾部，

濾波功能，用來消除接收鏈路中的各

後續也無法濾掉這些雜訊。

種干擾訊號。運用這些技巧，收發器

干擾會使通訊距離大幅縮減。更
大、更密集的網路亦意謂著更多節點
會在更靠近的距離傳送訊號，也就更

接收器前端的線性度直接影響對

能在正負20MHz的偏置範圍提供最高

需要更好的接收性能，因此各界極需

鄰近高功率干擾源的調適能力。對於

102dB阻斷能力，以及最高66dB的相

對干擾源的調適能力，因為除了降低

1GHz以下無線電網路而言，這樣的

鄰通道拒斥力。

需要的中繼節點數量，還能讓每部閘

干擾源可能是LTE網路。為了衡量接收

為了在所有支援訊號頻寬與頻帶上

道器支援更多的端點裝置，如此就能

器的線性度，採用三階交越點(IIP3)，

維持高效能的接收表現，收發器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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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可設定的VLIF接收器架構，其中

部元件的需求。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頻

致力於透過各種通訊系統在現實生活

含有多個雙頻段本地振盪(LO)線路，

道間隔為25kHz的ETSI Class 1標準，

環境中發揮實質效應，著手設計可靠

使其可支援種類多元的應用。

要求60dB的相鄰通道拒斥力，以及

的解決方案串連實體與數位世界，至

84dB的選擇能力，收發器不僅超越這

今已累積50多年的經驗。其中，確保

些要求，而且超出幅度甚多。

強固且可靠的通訊是其中一大關鍵，

收發器提供同級產品最佳的拒斥
性能，在最高接收器增益下IIP3值達
到-8.5dBm。這讓終端使用者除了有

工業4.0督促著工程師著手研發各

如此各界才能建構連網化世界來執行

信心能達到相關法規的要求，還能排

種創新與有魅力的解決方案，協助業

工業4.0所規劃的物聯網(IoT)，以及

除對像是表面聲波濾波器這類昂貴外

界打造下一代的連網與智慧裝置。ADI

各種服務。

建構工業物聯網安全性刻不容緩
英飛凌科技(Infineon)供稿

製造部門正在轉型，也就是一般所稱
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不但令人感到興
奮，前景也一片光明。數位技術、自
動化及物聯網正大幅提升製造彈性、
品質及生產力，同時也降低成本。就
廣泛定義而言，製造系統若要稱得上
是所謂的「智慧工廠」，就需要證明
工業控制機制已連線至雲端情報，並
由網路實體控制系統管理。
一向走在創新最前線的汽車產業，
正引領工業4.0向前邁進，而朝向「智
慧工廠」的方向發展，事實上也適用
於其他所有類型的製造領域，其中包

圖1：智慧工廠概念已開始滲透至各製造產業

括使用獨立或連續生產進行製造的部

其中一個令人膽顫心驚的例子，就是

新及商業模式。不過機密設備的完整

門，以及生產或加工項目或材料的部

2015年12月烏克蘭電網遭受攻擊，造

性，以及機密設計與配方的機密性必

門，例如煉油、化學生產或發電等。

成大部分居民無電可用。

須受到保護。
安全性在隔離生產工廠之中就已

工業4.0優點及風險

工業安全性需求

經相當重要，對互連的工業價值鏈更

製造業瞭解工業4.0是唯一的生存之

安全的IT基礎架構，支援整個價值鏈

是如此。2016年IBM X-Force網路安

道，而使用及分析即時資料可提供競

的連線能力，是實作「智慧工廠」的

全情報指數(The IBM X-Force Cyber

爭優勢，提升工作效率。PwC研究指

必要條件。製造業需要全廠連線能

Security Intelligence Index 2016)認

出，85%企業將在2020年之前於關鍵

力，以便連線裝置及分享營運資料，

為製造業是2015年最常受攻擊的第二

領域實作工業4.0。隨著工業控制系統

對象包括廠區內部的IT系統，以及外

名，僅次於醫療保健；汽車製造商是

反應更迅速、開放使用外部裝置，以

部供應商，實現自動分析及最佳化。

最常遭到鎖定的製造子產業(30%)，第

及與網際網路互連，代表這類系統暴

這項連線能力對企業、合作夥伴、客

二名則是化學製造商。隨著入侵事件

露在各種網路風險之下，可能造成產

戶及供應商提供重大效益，可配合需

持續攀升，安全仍是工業4.0策略之中

品瑕疵、設備損壞、生產延遲、安全

求調整生產，預測及排程維護需求以

最大的風險之一。Deloitte於2017年的

風險，甚至發生事件導致業務終止。

達到最高獲利，以及支援許多其他創

「工業4.0及網路安全：管理連網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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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風險」研究中指出，製造部門
「還沒有準備好」面對網路威脅。因
此對製造業領袖而言，對抗網路攻擊
應該是重要議題之一，安全不能事後
補救，必須成為企業策略的一部分。
企業心態必須改變，否則將面臨關
鍵系統的重大風險。充分證據顯示媒
體巨擘及美國大型零售企業遭受網路
攻擊，據報讓企業損失數億美元，還
有跡象顯示組織開始更加重視網路安
全。最近的IDG研究預測，全球組織

圖2：智慧工廠透過在產線布建連網技術而實

到了2020年，每年將花費1,016億美

全

料

的安
全

正在最佳化工業自動化產品組合的看

資

息(例如ABB併購B&R)也支持主要業者

保護機密資料，例如製程專有技
術(know how)、智慧財產權(IP)、
客戶資料

的安

2016年的737億美元。最近的市場消

從意想不到的中斷狀況
保障營運和業務連續性

營運

元購買安全硬體、軟體及服務，超越

法，以掌握工業4.0帶來的各種契機。

工業4.0的神經：控制系統

保

工業4.0的工業自動化系統架構，從控

護

品牌

並實現商業模

制及監督層級到工廠層級，預期可達到

品牌和商業案例
的安全

最高的效率提升並加速生產力。這項架
構可視為工業4.0的神經系統，其中工
廠層級的伺服器就像是大腦，而PLC

式

圖3：智慧工廠安全層級架構

則像是神經，控制馬達及閥門等肌肉。

及修改此項資料，攻擊者甚至能夠存

能抵抗許多類型的安全攻擊，英飛凌

架構之中不同層級使用的技術並

取PLC等工業控制器，更改其組態設

科技(Infineon)提供各種硬體安全解

不相同：最低層級(現場及控制層級)

定，並由控制層級破壞製程。由於工

決方案，協助維護及保護工業自動化

使用許多嵌入式技術，例如感測元

業控制系統中的PLC負責定義製程流

系統安全無虞，在工業架構的所有層

件、電子電路、PLC或微處理器。至

程及安全設定，此層級的攻擊事件可

級保護資料安全性及裝置完整性。該

於在監督層級，硬體多半包括工業PC

能造成巨大的損害及破壞，同時不受

公司並與國際合作夥伴攜手合作，設

及網路裝置、閘道及路由器，具備強

察覺，如果環境不再是獨立的生產據

計安全控制器產品組合，協助保護智

大的資料儲存及處理能力，整個製程

點，而是互連的「智慧」工廠環境，

慧財產及專業知識，同時維持不中斷

的資料會送往監督控制層級，而工廠

則損害範圍將以倍數成長。

的安全運作。
硬體安全可保護工業控制系統，

層級的硬體是由運算裝置組成，例如

實現及保護智慧工廠的安全解
決方案

確保完整性及驗證。現今工業標準已

廠層級，現場層級利用感測器收集的

要如何保護智慧工廠？最理想的方式

工業系統中的硬體安全，製造商利用

量測結果，將彙總傳送至監督及其他

是深度防禦。光是仰賴軟體保護工業

硬體安全維護整個製造系統，就能成

層級。在層級之間的完整資料流動過

控制系統，就像是下雨時只穿雨靴一

功保護整個生產製程。硬體安全若整

程中，資料及裝置必須受到保護。工

樣。維護製程安全最聰明的方法，就

合至整體安全系統，可協助製造業盡

業控制系統設計通常缺乏基本的安全

是共同使用硬體安全及軟體安全，就

可能減少網路攻擊影響，使用深獲肯

控制措施，例如驗證及加密，代表一

像是雨衣和雨靴。硬體安全產品經過

定且經過測試的技術，保護所有控制

旦網路遭到入侵，攻擊者可隨意讀取

設計及測試，除了功能層級以外，也

層級的製程。

伺服器及PC。
隨著資訊由現場層級往上流動至工

經針對安全敏感性最高的應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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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中國 — 邀您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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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贊助商：
青 铜 飞 讯

青 铜 飞 讯

青 铜 飞 讯

伟德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VADAS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Winner Micro
联盛德微电子

ELECTRONICS

全球科技領袖及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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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會部分講演嘉賓

魏少軍

Jean-Marc Chery

Tyson Tuttle

Victor Peng

戴偉民

José Franca

CSIA IC 設計分會理事長

意法半導體 CEO

Silicon Labs CEO

賽靈思公司全球總裁及CEO

芯原 CEO

葡萄牙前教育國務卿

盧超群

Lars Reger

吳雄昂

舒奇

Paul Boudre

范建人

鈺創董事長及 TSIA 理事長

恩智浦汽車業務部門 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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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itec CEO

ADI 公司中國區總裁

Luca Verre

劉國軍

蔣溢頎

楊曉東博士

沙宏志

夏磊

Prophesee CEO

Imagination 副總裁

艾睿電子中國區銷售副總裁

中感微電子董事長

南京商絡電子董事長兼總經理

拍明芯城 CEO

楊林傑

梅華

車小飛

郭東盛

立創商城 CEO

北京貞光科技 CEO

頂訊網絡科技總經理

芯動網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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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網頁

設計新技術

遷移學習在物聯網中的應用
Jennifer Prendki，Figure Eight機器學習副總裁

如果你對人工智慧(AI)和物聯網(IoT)

路從一組隨機影像中辨識特定類型動

MCU在基於深度學習的應用中有

有一些瞭解的話，不可避免地會對這

物的圖片時，它首先從畫素級別考察影

著顯著優勢，它不僅可以縮短延遲、

兩個領域結合的未來前景充滿想像。

像，然後將該知識轉換為「更高級別」

節省頻寬，而且能更好地保護隱私。

隨著電腦硬體技術的巨大進步，一些

知識，例如感興趣物件的邊緣，然後在

這種直接安裝在物聯網設備上的人工智

幾十年前的先進理論知識終於可以在

最終物件(或者，繼續我們的例子，動

慧應用，稱之為人工智慧邊緣應用，一

現實生活中得到實際應用；加上隨著

物)的一般視覺化特徵實施抽象之前、

種應用應該部署在伺服器、雲端，或者

物聯網市場的不斷發展，人們能夠更

辨識特定特徵(例如爪子、尾巴等)。這

是物聯網設備的邊緣，應取決於速度和

加容易地取得高品質的資料，從而能

裡有趣的一點是，可以與一種全新類型

精準度之間的權衡。一般來說，精準度

夠開發出更好、更高性能的模型，特

的影像(例如衛星影像)一起、重複使用

越高，要求的系統就越複雜，模型會更

別是深度學習模型。

涉及較底層知識的早期層—因為無論

大，因此不能總是儲存在物聯網設備有

影像表示什麼，邊緣都一直還是邊緣。

限的記憶體當中。

深度學習究竟是何方神聖？

值得注意的是，沒有資料科學家

近年來，人工智慧技術推動了其他無

曾明確地設計電腦演算法來執行這種

數技術的進步，而深度學習就是人工

任務。相反，學習演算法需要消化數

什麼是遷移學習(transfer
learning)？

智慧技術的一種。儘管在上世紀50年

十萬幅影像，直到它自己找出並自己

在心理學語境下，遷移學習被定義為

代時，深度學習— 正式稱謂是「深

學習如何辨識所需的物件。

研究人類學習或表現對初步經驗的依
賴性。人類並沒有被教導如何執行和

度神經網路」就已經誕生，且在上世
紀80年代取得了關鍵演算法的突破，

為什麼邊緣深度學習很重要？

掌握每一項可能的任務，相反，當他

但直到最近，在電腦硬體進步到能夠

硬體進步推動了深度學習研究的發

們遇到新情況時，設法利用將舊知識

滿足其理論需求的情況下，電腦科學

展，同時，也有一些新的巨大發現驅

外推到新環境，以獨特的舉一反三方

家終於在巨大運算能力和海量資料的

動著物聯網設備的快速發展。值得一

式解決問題。例如，當孩子學會揮動

協助下，挖掘出神經網路的巨大潛力。

提的是，微控制器(MCU)的優勢為人

網球拍以後，他或她可以輕鬆地將這

深度學習演算法由獨特的多層體系

工智慧應用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機會，

套技能遷移到乒乓球或棒球的練習；

結構表徵，其中知識逐步從其作為輸入

特別是那些深度學習賦能的應用，它

在概念性理解方面也是如此，比如成

的原始資料中「抽象出來(abstracted

們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為消費

年人在預算中常用到的統計學或其他

away)」。例如，當訓練深度神經網

者所接受。

數學知識。
與人類行為的方式相反，大多數機
器學習演算法往往針對的是特定資料集
或特定離散(discrete)任務的實現。機
器學習研究人員最近越來越關注如何
使電腦能夠重複利用獲得的知識，並
將其重新應用於新任務和新領域，他
們試圖抽象和遷移從多個應用中提取
的「智慧」，通常有某種程度的相似。
雖然深度學習可以在無人監督的環

1到1
監督機器學習

1到多
遷移學習

多到1
多模型學習

圖1：構建人工智慧應用時的不同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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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到多
多工學習

多到多
學會學習
來源：Figure Eight

境中使用，但它通常都是應用在監督學
習(supervised learning)中。這意味著
演算法從由輸入-輸出對構成的案例中

設計新技術
學習，然後用它來嘗試辨識模式並提取

料，這時直推遷移學習正好可以發揮

關係；目的是從新的、以前沒有的資料

作用。在某些情況下，來源和目標要

中預測結果。深度學習在無數研究領域

素空間不同；有時它們相同，但輸入

都有應用，但存在一個主要缺點：它們

資料的邊際概率分佈不同，後一種情

都是「貪婪」的演算法，需要大量資料

況的直推遷移學習與知識遷移的領域

才能調適在神經網路架構中發揮作用的

適應性密切相關。

數千個參數。這意味著不僅需要大量資

然而，在科學家稱之為歸納遷移學

料才能獲得上好性能；而且還需要對這

習的子案例中，目標和源任務彼此不

些資料進行標記，這可能是項昂貴且耗

同；實際上，有時甚至源域和目標域也

時的工作，更糟糕的是，現實中高品質

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特定於目

資料並不容易獲得，更別說準確標記，

標域的標記資料仍然是必需的，以便歸

用來訓練模型了。

納目標域的客觀預測模型。

遷移學習可對此提供真正幫助，它

最後，即使目標任務與源任務不

允許為特定任務開發的模型作為另一個

同，但仍然與源任務相關，無監督遷移

任務的起點重新使用。對於機器學習科

學習設置允許(這是重點！)模型重用。

學家來說，這是個令人興奮的領域，
業任務推廣到另一個專業任務。事實

為什麼遷移學習對資料科學家
很重要？

上，如果想要縮小深度神經網路訓練

受監督的機器學習演算法有效的前提

所需要的資料規模，遷移學習將是一

是，必須假設訓練資料屬於相同的特

個關鍵策略。

徵空間，並且具有與用於推理的資料

因為它可以模仿人類將知識從一個專

還記得之前提出的關於模型如何學

相同的分佈。事實上，如果訓練有素

習辨識深度學習網路中物件邊緣的例子

的模型無法概括，資料科學家首先要

嗎？這是可以遷移到另一類電腦視覺任

做的就是檢查兩個統計分佈是否匹

務的確切知識。透過這種方式，模型能

配，如果不匹配，也無需奇怪，有一

夠學習如何辨識貓和狗等常見動物，也

種方法可以利用來自完全不同域的資

能夠遷移到更為複雜的任務上，比如辨

料，該域資料豐富、標記成本低，且

識癌症影像中的細胞核。

可將其用作培訓資料，以解決特別是
因為資料量貧乏而難以解決的問題。

遷移學習策略

沒錯，這就是遷移學習目標所在。

遷移學習無疑是解決大資料時代資訊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遷移學習有助

匱乏困境的一種雅致而自然的方式。

於解決與監督學習通常所必需的大量資

但是，在實踐中能夠使用它之前，需

料收集和標記相關的潛在挑戰。除了將

要回答一些關於遷移學習的重要策略

預先學習的知識應用於全新任務之外，

性問題：

資料科學家還有一種期望，即透過重複

1. 什麼時候適合使用它？

使用這一先例知識，模型性能應該得到

2. 實施遷移的最佳方式是什麼？

改善，與「傳統」監督學習情況相比，

要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深入研
究遷移學習理論，以瞭解現有的不同
遷移學習方法。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時候，在

培訓時間應該大幅縮短。
事實上，在遷移學習的成功案例
中，資料科學家可以預見到一些實際的
好處，例如提高學習成績、同時避免大

目標域中獲取標記資料困難重重，而

量的資料收集和標記工作：

在另一個源域中卻存在著大量標記資

· 他們期望更強的起點，這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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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模型的初始預測能力(在對模型

一，因為實際上它使人工智慧系統

未知的，所以網站資訊的投放和呈現

精煉之前)高於其他情況。

能夠從少數案例中學習，從而使得

很難有針對性。這就是為什麼在開始

· 他們期望源模型的改進率(更好的

訓練階段既快速又有效。這個過程

透過流覽和購物生成更多資料之前，

「學習曲線」)比通常使用監督學

是革命性的，因為它打開了協作人

在電子商務網站上得到的推送通常令

習在目標資料集上訓練目標模型

工智慧的大門，讓每個開發者和科

人失望。

更好。

學家都能利用現有的專業知識構建

物聯網存在類似問題。畢竟，由於

新知識，並且只專注於他們作為專

新用戶的偏好未知，因此很難為新的互

家可以帶來的價值。

連產品訓練模型。在這些情況下，遷移

· 他們希望受訓模型融合技能的最終
表現優於沒有遷移學習的情況。
簡言之，資料科學家希望：其建

· 資料科學家意識到，可用於訓練

學習方法可以提供幫助，因為熱重啟

模生產力得到提升；其任務所需的資

監督模型的資料數量不足和/或品

通常比重建整個模型所需的資料少得

料量，以及運算量下降、更可預測的

質不佳、或者標記資料太繁瑣或昂

多，因此，它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

開發過程，甚至因正在遷移的方法或

貴；並且決定透過利用另一個現有

更快地「載入」新客戶，而無需收集

資料已經「真實並經過測試」，從而

標記資料集從頭開始構建模型，而

大量資料。在此情況下，「基礎」模

在某種程度降低風險。

該資料集最初是在另一個任務或另

型將使用向大量客戶收集到資料的組

一個域的背景下開發，這允許他/

合來生成，這更有可能是普通用戶預

遷移學習作為隨時可用的模式

她使用現有標籤以便更省錢或更容

期的合理呈現。

從技術上來說，遷移學習是關於在模

易地收集標籤。在這種情況下，資

遷移學習對於成功部署物聯網深度

型參數內編碼的知識，並利用該知識

料科學家從解決不同問題(不同任

學習應用也至關重要，這些應用需要複

來解決不同的問題。實踐中，遷移可

務)的常規監督學習方法開始，或

雜的機器以如此快的速度生成如此多的

以兩種不同的方式進行：從基於原始

使用另一個資料集解決手邊的問

資訊，以至根本無法找到足夠的人類專

資料的現有模型開始，或僅基於現有

題，然後，他/她利用微調模型來

家來標記它們，並在合理時間內從頭開

資料。

最終使其適應他/她的問題。

始訓練新模型。想一想：如果標記資料

· 資料科學家首先會在現有模型中尋

遷移學習還提供了節省運算功率

並訓練特定模型需要數天甚至數周時

找那些能夠滿足他/她需求的備選

的機會，這在運算量很大的模型環境

間，那麼當模型準備好應用時，它很

模型，他/她可能甚至不知道該模

中尤為重要。

可能已經過時了。

為什麼遷移學習對物聯網很重
要？

總結

移的知識已經編碼到模型本身中，
而機器學習專家的工作僅僅是使用

開發定制應用時經常會碰到的一個難

絕對是構建智慧物聯網應用的關鍵要

透過稱為暖開機的過程、從目標域

題是「冷開機」問題。冷開機指的是

素之一。但是，需要採取一些特殊的

中獲取的少量資料來微調模型。這

當新用戶流覽網站時，因為沒有收集

預防措施來確保正確使用該技術。

是使用該過程最引人入勝的方式之

到原始資料，他/她的行為或偏好是

型最初受訓所用的資料。在這些情
況下，討論「預訓練模型」，且遷

遷移學習確實為新應用打開了大門，

隨著消費者越來越關注其資料的使
用，很自然地會質疑與物聯網相關的潛
在資料安全問題。如前所述，遷移學習

分佈在X的相同源和目標

是

通常意味著使用現有資料集構建的模型
作為開發新方案的起點，但這些資料不

否

一定是開放性資料：它有時可能是一大
源任務和目標域相同
是

群人的資料聚合，甚至(更少情況)特定

源任務和目標域不相同
否

是

否

消費者的資料集。作為一般規則，資料
科學家更喜歡使用聚合資料集，這不僅

「常規」學習設定

直推遷移學習

歸納遷移學習

無監督遷移學習

因為它在為新客戶創建模型時提供了
更可靠的世界觀，而且還因為涉及的

圖2：不同的遷移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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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Figure Eight

資料越多，可直接辨識出特定個人的

設計新技術
可能性就越小。

知識根本不應被遷移，因為暴力遷移

移是一個重要的開放性問題，在研究

另外，還有更多與遷移學習相關的

可能會損害目標領域的學習績效，這

界(包括Figure Eight)引起了越來越多

技術挑戰。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

種情況被稱為負遷移。如何避免負遷

的關注。

打造跨平台UI常見的方案架構錯誤
Santtu Ahonen，The Qt Company產品經理

隨著當今的裝置及其各自的使用者介
面(UI)變得更加先進，創建和產生這
些UI也變得更具挑戰性，特別是為現
代複雜裝置建置UI通常更燒腦。無論
如何，當你想要為特定的自訂嵌入式
裝置製作UI時，它可能是一項完全不
同的挑戰性任務。

圖1：啟動序列的持續時間在未最佳化和最佳化的軟體堆疊之間差異很大

我們經常看到開發人員受限於各式
各樣的問題，跌入常見的錯誤陷阱。本
文將深入探討這些問題，並揭示開發人
員在開發跨平台UI時最常犯的6個與應
用和解決方案架構有關的錯誤。
錯誤#1：誤解記憶體消耗和記憶體利用

圖2：設計師提供完全渲染的影像，導致對於開發人員來說是過於複雜的元素

當開發人員將影像載入繪圖記憶體時，

所在。這需要充份地理解記憶體的使用

置進行比較發現，PC幾乎可以不限量

需要考慮的一些事項包括：需要快取的

方式、順序，以及如何最佳化並具備相

地「揮霍」資源、記憶體和功耗，以

項目、載入元素的順序，以及如何建構

應能力。如果方案需要花費大量啟動時

及其他基礎要素。如果專案在PC上運

整體用戶體驗(UX)。性能問題(通常發

間，顯示最佳化尚未到位，亦說明企業

作良好，可能無法實現添加提升性能的

生在較小的裝置中)區分為實際和感知

不重視績效，但我猜最終會如願以償，

特性，這會導致重新進行架構設計和重

性能，例如，對於花費大量時間(實際

因為客戶畢竟花了錢，對嗎？

新編寫大量軟體的主要問題。在PC桌

性能)的操作，開發人員可以在螢幕上
彈出預載的影像，讓使用者認為事情
發生得更快(感知性能)。然而，解決

面上完美運作的東西到了嵌入式裝置
錯誤#2：在部署到目標硬體之前於PC
上進行開發

上，並不一定就能正常運作或管理，
忽略了這一點會影響產品上市時間、

這些問題需要到位的技術能力和工具。

這是嵌入式開發最常見的原罪。設計

提高擁有成本，以及工程和維護成本。

以嵌入式Linux堆疊為例。現成可

師和工程團隊光是在PC上就花費太

那麼有靈丹妙藥嗎？是的，從第一

用的底層作業系統(OS)可能得花超過

長時間開發嵌入式方案，然後，他們

天開始就在目標裝置上部署。投資在使

10秒的時間啟動，而其上的普通Qt大

在專案週期中又太晚部署到目標硬體

這一切成為可能的工具，以確保整個團

約需要1秒鐘(圖1)。考慮到在這兩者

上。由於目標硬體通常是新的，而且

隊(包括設計師)都可以存取目標硬體，

之上的應用本身，總啟動時間總計約

在專案的早期階段團隊也還用不到，

如果沒有可用的目標裝置，請選擇接近

15秒。透過適當的技巧、工具和最佳

因此該問題通常會進一步惡化。

該裝置的產品，並從第一天開始部署。

化，啟動應該只需要1~2秒鐘。

在專案實施過程中，設計缺陷、性

當今，有很多的現成參考硬體選擇，可

在最佳化時，開發人員必須減少性

能瓶頸、錯誤或問題的發現時間越晚，

讓你足夠接近目標裝置，如果必須只在

能遲滯，並瞭解真正的瓶頸和時間花費

其修復成本就越高。將PC與嵌入式裝

PC上進行開發，那就在PC上開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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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重新編寫和延遲的心理準備。
錯誤#3：將完全渲染的設計壓縮到嵌入
式裝置中
為了在螢幕上顯示酷炫的三維(3D)元
素，需要來自設計師的3D設計。設計
師經常會創造完全渲染的影像，相當
於無數的多邊形(「嘿！它可是在設計
師的PC上運作得很好呢！」)。這必須
要由開發人員試圖將巨大的3D物件擠
進小型裝置中(圖2)，它要不是使一切
都變得非常緩慢，不然就是要求開發
人員付出額外時間，或者兩弊兼具。
此外，在2D UI上，開發人員和設
計師有時會在UI上使用過於複雜的元

圖3：許多嵌入式專案使用基於Yocto的影像，它們是由複雜的Yocto配方創建，但並
不容易使用

性能良好的Qt應用有兩個主要部
份：應用邏輯和大量數據以C++編

錯誤#6：忽略最佳化作業系統中的「工
作空間」

寫；UI和使用者互動則使用更高階語

本文已在前面部分討論過啟動性能的

言編寫，如QML。

最佳化(錯誤#1)，但還有更多值得注

素。挑戰是如何最佳化不堪(down)、

意之處。

斑駁(shaving)和單調(slimming)的影

錯誤#5：將更新和安全性視為特性

像、元素和多邊形以適應小螢幕，同

假設你正在研發一項專案，而且完成了

工具和功能特性，它們專為開發人員設

時保持相同的用戶體驗。在此過程中，

大約三分之二的工作量，然後，客戶希

計，以便輕鬆開始實施專案。這些工具

通常都以性能和/或上市時間為代價。

望添加無線軟體更新和安全特性，這要

都同時運作，但可決定使用或不使用它

求是錯誤的。更新和安全性並不是特

們，且應著手剝離不需要的東西，以達

錯誤#4：使用一種編碼語言，以一蓋全

性，它們是設計思維模式(mindset)和

最佳化。如果不這樣做，系統會在嵌入

客戶經常用HTML5、Javascript和/或

整體軟體架構的核心部份。

式裝置上使用其有限的資源，在後台執

軟體工程的參考影像通常支援許多

QML編寫過多的應用邏輯。上述都是

客戶往往會將更新和安全性視為某

聲明性的腳本技術，它們將使用與原

段時間中已在其他特性實現的東西，但

許多嵌入式專案都使用Yocto配方

生(native)C++不同的CPU資源，這

其實不然。開發人員必須提前計畫和思

創建的Yocto影像。可惜的是，由於檔

通常會導致性能和維護問題。

考，有什麼樣的安全要求？軟體的哪些

案層級各不相同，這些配方也很難用

從一開始就設計軟體架構十分重

部份需要定期更新？怎麼實施這項方

(圖3)。目前在市場上有許多供應商，

要。先放上UI層，然後加上C++和更

案？如何驗證？它需要具有從第一天就

因此還需要密切地瞭解硬體驅動器、

低分層(二進位執行、原生二進位執

開始的思維模式。例如，如果開發人員

核心和系統其他部份的工作原理，這

行，在這些分層上可能使用的GPU和

在對UI至關重要的韌體層上編寫內容，

部份花在專業諮詢服務上的投資通常

CPU功率)。在設計軟體架構時，選擇

則可能無法使用可用於更新應用層和UI

會在上市時間和性能提升方面得到投

正確的元件非常重要。

的相同機制更新韌體。

資報酬。

行無用的進程，千萬不要受累於此。

汽車點火系統設計面面觀
作者：Jose Padilla，Littelfuse點火裝置產品行銷經理；Philippe di Fulvio，Littelfuse汽車現場應用工程師；Charlie Cai，Littelfuse瞬態電
壓抑制二極體產品行銷經理

電動車正處於方興未艾階段。目前，

電力。市場滲透率低且進展緩慢的原因

的傳統汽車價格較低，以及市場上現有

全球只有1%的汽車(約550,000輛)使用

是：電池供電行駛距離較短、相同動力

的電動車型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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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圈接地的回路原電池。隨著點火線圈
一次繞組電流逐漸增加，能量會儲存在
一次側電感和變壓器鐵芯中。
當點火IGBT關斷時，急驟的電流
變化率(di/dt)會在點火IGBT的集電極發射極上激發一個高電壓峰值。儲存
在變壓器鐵芯中的能量使二次側電感器
此外，為這種應用提供服務的電網
基礎設施還不完善，充電樁數量不足，

上的電壓激增，引發火花事件。另外，
漏電感的能量必須由點火IGBT吸收。

無法為大量電動車充電。
據美國能源部(DOE)估計，在可預

點火系統的保護

見的將來，所有新車中有82%將繼續使

集電極-發射極中的高壓尖峰可能對點

用石化燃料。不僅如此，為了減少汽車

火IGBT造成損壞。由此，點火IGBT必

對環境的影響，必須把重點放在使石化

須箝位於350~450V。此外，閘極必須

燃料車輛更「環保」上，換言之，需要

防止靜電放電(ESD)尖峰。

最佳化引擎的效率，電子點火系統的良

在過電流情況下，保險絲將斷開電

好設計成為控制、安全和最佳化燃燒的

子元件與電池的連接。該保險絲定期經

最佳保證。

受週期性脈衝，並且必須具有較高的熔
化熱能值(I2t)，以延長使用壽命。由於

感應放電式點火系統(IDI)

變壓器的開關操作，保險絲兩端的電壓

為了更好瞭解車輛的電子點火系統，本

可能很高，這些保險絲應該能夠應對惡

文製作了一個簡化的點火系統圖，附有

劣的環境和較高的工作溫度。
點火系統的另一個重要元件是TVS

IDI系統的詳細說明。
在詳細討論IDI之前，請記住：汽

二極體。點火系統連接到提供不同負載

油引擎燃燒室內的火花事件是由點火

的汽車電池，交流發電機中的電感負載

系統控制。點火系統的核心是點火絕

甚至瞬態可能會導致沿電力線產生電壓

緣閘雙極型電晶體(點火IGBT)，其可

尖峰。這些傳輸尖峰可能會導致電子設

靠性、精確性和適當工作決定了整個

備故障或對點火電子系統造成嚴重損

系統的效率。

壞，暫態電壓抑制器(TVS)二極體保護

點火IGBT接通時，它會關閉點火

電路可免受這些事件的影響。

保險絲

電壓
穩壓器

點火IGBT
監測器

火花

感測器

圖1：感應放電式點火系統
www.eettaiwan.com | 2018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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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點火應用的汽車保險絲

瞬變。它們可提供瞬態浪湧保護：負載

測點火系統的正常工作狀況並將回饋

例如Littelfuse 437A和440A保險絲

突降、點火線圈中斷和其他開關尖峰。

發送至控制單元。如果監測儀與控制

100%無鉛，符合RoHS標準，無鹵素

TVS二極體具有快速回應時間

單元物理分離，可重定保險絲可提供

保險絲系列專為在高達150℃的高工作

和卓越的箝位能力。它們也是符合

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過電流流

環境溫度和高浪湧電流下工作的電路提

AEC-Q101要求的汽車合格品。此外，

過發送回饋的電纜，則電子控制單元

供過電流保護。

整合在點火IGBT中的電壓箝位元結構

在某些類型的點火系統中，應監

(ECU)將受到保護。

總體設計確保了卓越的溫度穩定性

可以用離散元件完成。兩種這樣的情

和性能可靠性。這些高熔化熱能值保險

況包括：

點火IGBT功能

絲系列設計具有超高的浪湧電流耐受能

· 用於C-G箝位：離散高電壓TVS二

Littelfuse是汽車防護設備的製造商，

力，以避免滋擾保險絲斷開。

在點火系統方面擁有強大的實力。每

保險絲可提供高熔化熱能值，可

年有超過2,000萬輛新車使用該公司的

靠、使用壽命長，這對於點火系統中

點火IGBT。

的週期性脈衝、惡劣環境和高工作溫

點火IGBT管理和控制線圈兩端的
電流，以產生精確的火花。它們包含

度必不可少。
鑒於以下原因，客戶信賴這些保

一個整合箝位元結構和矽中閘極ESD

險絲：

保護裝置，點火IGBT可提供極低的飽

· 它們被評為車規級品質等級；

和電壓。另外，點火IGBT可經受高達

· 它們還能耐受點火線圈開關的高

300mJ的雪崩效應能量，足以應對最
糟糕的狀況(如二次側開路或火花塞
損壞)。

電壓；
· Littelfuse為客戶提供各種汽車應用
解決方案。

點火IGBT的功能包括DPAK和

極體。TPSMB系列可以保護高達
500V的電壓範圍。其為汽車級合
格品；
· 用於G-E保護：雙向TVS二極體。
表面黏貼可重定保險絲PPTC可為
需要空間和可重定保護的應用提供過
電流保護。

結語
汽車點火系統隨著對效率和安全性要求
的逐步提高而不斷發展。作為點火系統
的核心，選擇合適的IGBT必不可少。
為了高效駕駛，謹記採取保護措施。

符合AEC-Q101標準的汽車合格品。

用於點火應用和PPTC的TVS
二極體

和電流尖峰的損壞，可對點火系統

點火IGBT適用於線圈插頭應用和其他

如上所述，TVS二極體TPSMB/C/D和

設計提供安全防護，重要保護元件

汽車緊湊型應用，也適用於其他點火應

SLD8S專門用於保護敏感電子設備免

包括表面黏貼自恢復保險絲和TVS二

用，如摩托車、園林工具、休閒車等。

受雷電和其他瞬態電壓事件引起的電壓

極體。

D2PAK選項，選擇箝位元電壓，以及

透過保護點火系統免受外部電壓

如何設計一個氣象氣球
Kumar B，高通(Qualcomm)嵌入式軟體工程師

元和時間同步模組(GPS和RTC)。

從感測器中摘錄和監測資料對氣象組

本文介紹的是使用射頻(RF)模組

織至關重要。獨立的天氣資料記錄器

AX5042監測大氣參數環境氣象氣球

用於記錄溫度、濕度、降雨量、葉片

的案例研究。氣象氣球通常被稱為無

濕度、氣壓、日照等，但獨立資料記

線電探空儀(Radiosonde)或GPS探空

錄器僅限於收集地面站的資料。若是

儀(GPSsonde)，這種設計的目的是

氣象氣球工作原理

要監測天空中的溫度、濕度、氣壓、

從感測器擷取資料並將其發送到位於

RF晶片產生所需的傳輸頻率，透過它

風速和風向等環境參數，這種地面站

地面的接收器。

可以設置發送資料的傳輸時間間隔。

技術就派不上用場了，為了克服這個
問題，有必要改變設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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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紹無線電探空儀的框架圖。
稍後探討硬體及其介面的內部細節。

氣象氣球可分成三部分，分別是

可用任一款微控制器連接各種外掛晶

UHF發射機(用於RF傳輸)、感測器單

片，如GPS、即時時脈(RTC)和感測

Design Note
單顆 IC 適用於多種 DC/DC 拓撲：雙輸出降壓型 IC 亦可用於 SEPIC
和升壓應用
Victor Khasiev
引言
工業系統設計者和汽車製造商是電源電子產品的重
要消費者，他們需要採用完整的可用 DC/DC 轉換
器拓撲系列，包括以多種形式組合的降壓、升壓和
SEPIC。在理想狀態下，每個新專案都將利用其特有
的專用控制器或單晶轉換器 IC 實施性能優化，但這
是不現實的。
現實的情況是，在某種工業或汽車環境中使用的每款
新晶片都必須在通過大量測試確定合格之後，才能在
這些要求嚴苛的環境中使用。為每種應用提供一款不
同的 IC 不僅費時，而且成本之高讓人卻步。更良好

的選擇是在貨架上能有一款可用於多種拓撲並經過
測試和驗證的 IC，使其可在多種應用中重複使用。
本文將以一實例介紹如何將 LTC3892 降壓型控制器
用於 SEPIC (升壓和降壓) 及升壓應用。

電路描述和功能
LTC3892 [1] 被設計為一款具有 4.5V 至 60V 輸入-輸出
電壓範圍 (可滿足大多數汽車和工業應用的要求) 的
雙輸出同步降壓型控制器。在此類環境中，轉換器的
電壓輸入會有顯著的變化，例如：汽車應用中的冷啟
動和拋負載，或者在工業系統中工廠機器設備關閉和
接通時出現的欠壓和電壓尖峰，就是導致這種變化的

+

+

+

圖 1：LTC3892 的電原理圖 (在 SEPIC 和降壓應用中)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Design Note 576

原因。當輸入降至低於輸出時，LTC3892 的原生降壓
拓撲無法調節輸出電壓，但是 SEPIC 拓撲則具備這樣
的能力。
圖 1 所示為一款支援兩組輸出的 SEPIC 解決方案：
VOUT1 為 3.3V/10A，VOUT2 為 12V/3A。輸入電壓範圍
為 6V 至 40V。VOUT1 作為一個簡單的降壓型轉換器，
其具有一個包括 L1、Q1、Q2 的功率鏈路。為了減
少元件數，VPRG1 接腳連接至 GND，在內部將 VOUT1
設定為 3.3V。
LTC3892 的第二個輸出是一個 SEPIC 轉換器。SEPIC
功率鏈路包括 L2、L3、Q3 和 D1。這裡採用了一個
具有兩個分立式電感器的非耦合型 SEPIC，因而拓寬
了可用電感器的範圍，對於那些對成本敏感的裝置來
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圖 3：拋負載過程。電源軌電壓從 14V 升至 24V。然而，VOUT1 和
VOUT2 均保持在穩壓狀態。(CH1 VIN，每格 5V；CH2 VOUT2，每格
5V；CH3 VOUT1，每格 2V；每格 1ms。)

圖 2 所示為當面對壓降情況時 (例如冷啟動期間) 轉
換器的運行方式。電源軌電壓 VIN 降至遠低於 12V 標
稱值，但是 VOUT1 和 VOUT2 均處於穩壓狀態，從而可
為關鍵性負載提供穩定的電源。圖 3 所示為轉換器在
遭遇拋負載等電壓尖峰時的運行方式。VOUT1 和 VOUT2
保持於穩壓狀態，甚至在 VIN 飆升至遠高於 12V 標稱
輸入時也不例外。

圖 4：展示電路 DC2727A。LTC3892 控制兩個輸出、一個非耦合
型 SEPIC 和一個降壓型轉換器。(VIN 6V 至 40V，VOUT1 3.3V/10A
和 12V/3.0A。)

結論

圖 2：展示冷啟動過程。電源軌電壓從 14V 降至 7V，但是 VOUT1
和 VOUT2 均處於穩壓狀態。(CH1 VIN，每格 2V；CH2 VOUT2，每格
5V；CH3 VOUT1，每格 2V；每格 1ms。)

圖 4 所示為展示電路 DC2727A [2]，為本文描述的一
款雙輸出轉換器。DC2727A 的 SEPIC 部分可以容易地
重新佈線為升壓拓撲，採用的方法是去除一個電感器
L2，並將第二個電感器 L3 替換為合適的升壓扼流圈。

產品手冊下載

.www.analog.com/LTC3892.

DN576 0918 45K • PRINT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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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3892 是一款彈性的控制器，其能夠滿足汽車和工
業環境中的多種 DC/DC 轉換器需求。雖然該元件主要
是為在同步降壓型轉換器中使用而設計，但是其也可
用於 SEPIC 和升壓型轉換器應用，因此可在需要採用
這些拓撲時簡化鑑定測試過程。

參考文獻
1. 產品手冊，LTC3892 / LTC3892-1 / LTC3892-2，60V、
低 IQ、雙通道、兩相同步降壓型 DC/DC 控制器
2. 展示板，DC2727A
3. LTC3892-2 展示電路 — 採用單個 (非耦合型) 電感
器的汽車 SEPIC 轉換器 (10V~18V 至 12V/3A 和
3.3V/10A)
如需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
請電洽 02-2650 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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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從感測器擷取資料並透過RF通訊發送到遠端位置。
若要實現正確的傳輸，則精準度為±1ppm的即時時脈
DS3231可為首選。

RF模組

濕度感測器

但是，如何獲得時間和日期？可以選用GPS接收機
Ublox從太空上的INSAT衛星獲取日期和時間。不僅可以從
MAX7C GPS上獲取日期和時間，還能得到經緯度等資訊；
壓力感測器

再來將從GPS單元獲得的日期和時間載入微控制器。一般來

微控制器

說，無線電探空儀使用的頻率範圍為400MHz~600MHz。

演算法

同步日期&時間

演算法描述了實現氣象氣球的基本思想。
1. 將GPS與衛星同步。

圖1：無線電探空儀(氣象氣球)框架圖

2. 從GPS獲取時間資訊。
3. 將此時間載入到即時時脈中。

LoadPLL ( );

4. 使用RF模組鎖定頻率。

P3_2 = 1;

來源：Kumar

}

5. 定期發送和接收感測器資料。

應用程式碼從這裡開始。序列埠配置為9,600bps，用

硬體簡介

於將字元發送到串列終端。
/*******主函數 *******/

以下介紹底層硬體。
安森美半導體(ON Semiconductor)提供了評估套件
DVK-BASE-2-GEVK，以及必要的附加模組。AXsem積體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W;

電路(IC)使用AX-RadioLAB GUI和AX-MicroLab程式碼產
生器、AXSDB調變器和AXCode：Blocks IDE。
在此，使用AT89C2051微控制器來製作原型。微控制

/ *設置串口為9,600bps@11.0592MHz。請注意：使
用計時器1作為串列傳輸速率產生器。* /

器使用SPI介面與RF模組進行通訊。首先，RF模組必須以

SCON = 0x50;

特定的頻率載入，為此，必須程式設計PLL。

TMOD |= 0x20;
TH1

= 0xFA;

硬體和軟體設計

TR1

= 1;

在keil μVision IDE環境用嵌入式C編寫了應用程式碼。圖

RI

= 1;

3顯示了微控制器、RF模組和HYT 271濕度感測器之間的

TI

= 1;

連接。

PCON |= 0x80;

濕度感測器和微控制器間的I C匯流排要接上拉電阻
2

(連3.3V工作電源)。建議使用2.2K電阻以獲得更好回應。
必須對RF模組進行程式設計以生成所需的頻率。微控
制器使用SPI介面寫入和讀取資料。
函數將產生由RF模組引發的外部中斷。且RF模組做從

IT0

= 1;

//INT0 (P3.2)

EX0

= 1;

//使能EX0中斷

EA

= 1;

//使能全域中斷標誌

//頻率載入程式
P1=0;

機，微控制器為主機。
/********* 外部中斷-0的中斷函數 *********/

P3=4;

unsigned char ex0_isr_counter = 0;

SythLE = 1;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SyClock = 0;

{

SyDataO = 0;
ex0_isr_counter++;

the count

的下降沿

配置為中斷0

//Increment

while (1)

//無限迴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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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har函數等待從串列終端接收字元。如果收到的字
元匹配，函數將被執行。
/ *等待脈衝開始。* /
W = getchar ( );
if (W== 'r')
{
printf ("RF");
init_ax5042 ( );
LoadPLL ( );
}
if (W== 'w')
{
printf ("Wd");

圖2：軟體環境

來源：Kumar B

圖3：射頻模組和微控制器連接

來源：Kumar B

LoadPLL ( );
}
if (W==‘t’)
{
init_ax5042 ();
}
}
}

此函數可創建幾秒的延遲。
delay (int n)

/*等待‘n’秒*/

{

P3位寄存器(助記符和埠)
int i;

------------------------------------------*/

for (i=0; i< n; i++)

sbit P3_0 = 0xB0;

{

sbit P3_1 = 0xB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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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t P3_2 = 0xB2;
sbit P3_3 = 0xB3;

}

sbit P3_4 = 0xB4;

要使用2051的配置寄存器，微控制器包含如下頭檔。

sbit P3_5 = 0xB5;

/* 微控制器的標頭檔 */

/* P3_6 硬連線為AOUT */

#ifndef __AT892051_H__

sbit P3_7 = 0xB7;

#define __AT892051_H__

/*----------------------------------------

/*----------------------------------------

中斷向量

P1位寄存器

中斷位址= (Number * 8) + 3

------------------------------------------*/

------------------------------------------*/

sbit P1_4 = 0x94;

#define IE0_VECTOR

0 /* 0x03 外部中斷0 */

sbit P1_5 = 0x95;

#define IE1_VECTOR

2 /* 0x13 外部中斷1 */

sbit P1_6 = 0x96;

#define SIO_VECTOR

4 /* 0x23 串口 */

sbit P1_7 = 0x97;

#endif

/*----------------------------------------

RF模組必須進行配置才能發送和接收資料。RF模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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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AX5042_REG_PLLLOOP

0x2c

/ * RF模組的標頭檔* /

#define AX5042_REG_PLLRANGING

0x2d

/ *必須在傳輸或接收資料過程中修改或讀取的RF模組

#define AX5042_REG_PLLRNGCLK

0x2e

#define AX5042_REG_TXPWR

0x30

#ifndef __AX5042_H_

#define AX5042_REG_TXRATEHI

0x31

#define __AX5042_H_

#define AX5042_REG_TXRATEMID

0x32

寄存器必須使能。

寄存器* /

#define AX5042_REG_REVISION

0x00

#define AX5042_REG_TXRATELO

0x33

#define AX5042_REG_SCRATCH

0x01

#define AX5042_REG_MODMISC

0x34

0x02

#define AX5042_REG_ADCMISC

0x38

#define AX5042_REG_AGCTARGET

0x39

#define AX5042_REG_POWERMODE
#define AX5042_REG_FIFOCTRL

0x04

#define AX5042_REG_AGCATTACK

0x3a

#define AX5042_REG_FIFODATA

0x05

#define AX5042_REG_AGCDECAY

0x3b

#define AX5042_REG_AGCCOUNTER

0x3c

#define AX5042_REG_CICDECHI

0x3e

#define AX5042_REG_CICDECLO

0x3f

0x0C

#define AX5042_REG_DATARATEHI

0x40

#define AX5042_REG_PINCFG2

0x0D

#define AX5042_REG_DATARATELO

0x41

#define AX5042_REG_PINCFG3

0x0E

#define AX5042_REG_TMGGAINHI

0x42

#define AX5042_REG_TMGGAINLO

0x43

/*******************************/

#define AX5042_REG_PHASEGAIN

0x44

/* RF模組靜態寄存器定義*/

#define AX5042_REG_FREQGAIN

0x45

/*******************************/

#define AX5042_REG_FREQGAIN2

0x46

// RF模組寄存器名稱

#define AX5042_REG_AMPLGAIN

0x47

#define

AX5042_REG_IRQMASK

#define AX5042_REG_PINCFG1

0x06

0x03

#define AX5042_REG_SPAREOUT

0x60

#define AX5042_REG_IFMODE

0x08

#define AX5042_REG_TESTOBS

0x68

#define AX5042_REG_MODULATION

0x10

#define AX5042_REG_APEOVER

0x70

#define AX5042_REG_ENCODING

0x11

#define AX5042_REG_TMMUX

0x71

#define AX5042_REG_FRAMING

0x12

#define AX5042_REG_PLLVCOI

0x72

#define AX5042_REG_CRCINIT3

0x14

#define AX5042_REG_PLLCPEN

0x73

#define AX5042_REG_CRCINIT2

0x15

#define AX5042_REG_PLLRNGMISC

0x74

#define AX5042_REG_CRCINIT1

0x16

#define AX5042_REG_AGCMANUAL

0x78

#define AX5042_REG_CRCINIT0

0x17

#define AX5042_REG_ADCDCLEVEL

0x79

#define AX5042_REG_RFMISC

0x7a
0x7b

#define AX5042_REG_XTALOSC

#define AX5042_REG_FEC

0x18

#define AX5042_REG_FECSYNC

0x19

#define AX5042_REG_TXDRIVER

#define AX5042_REG_FREQ3

0x20

#define AX5042_REG_REF

#define AX5042_REG_FREQ2

0x21

#define AX5042_REG_RXMISC

#define AX5042_REG_FREQ1

0x22

#define AX5042_idle

#define AX5042_REG_FREQ0

0x23

#define AX5042_REG_FSKDEV2

0x25

// 接收狀態

#define AX5042_REG_FSKDEV1

0x26

#define AX5042_RX_preamble

0x01

#define AX5042_REG_FSKDEV0

0x27

#define AX5042_RX_delimiter_start

0x02

#define AX5042_REG_IFFREQHI

0x28

#define AX5042_RX_data

0x03

#define AX5042_REG_IFFREQLO

0x29

#define AX5042_RX_CRC

0x04

0x7c
0x7d
0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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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AX5042_RX_packet_end

0x05

#define AX5042_RX_abort

0x06

// 發送狀態

spi_write (0x15ff);
CRCINIT2
spi_write (0x16ff);

// AX5042_REG_CRCINIT1

spi_write (0x17ff);

// AX5042_REG_CRCINIT0

#define AX5042_TX_preamble

0x81

spi_write (0x1810);

#define AX5042_TX_delimiter_start

0x82

spi_write (0x1962);

#define AX5042_TX_data

0x83

#define AX5042_TX_CRC

0x84

// AX5042_REG_

// AX5042_REG_FEC
// AX5042_REG_

FECSYNC
spi_write (0x2036);

// AX5042_REG_FREQ3

#define AX5042_TX_delimiter_stop

0x85

spi_write (0x2145);

// AX5042_REG_FREQ2

#define AX5042_TX_postamble

0x86

spi_write (0x227b);

// AX5042_REG_FREQ1

spi_write (0x2387);

// AX5042_REG_FREQ0

#define AX5042_RX

0x00

#define AX5042_TX

0x01

#define DONE

0x00

#define PROCESSING

0x01

spi_write (0x2c1d);
spi_write (0x2d08);

// AX5042_REG_

PLLRANGING
spi_write (0x2e03);

#endif /* __AX5042_H_ */

// AX5042_REG_PLLLOOP

// AX5042_REG_

PLLRNGCLK

為RF模組配置的寄存器。

spi_write (0x3403);

/ *此函數使用SPI介面初始化RF模組 * /

spi_write (0x6000);

// AX5042_REG_MODMISC
// AX5042_REG_

SPAREOUT

/ *初始化RF模組 * /

spi_write (0x6800);
spi_write (0x7000);

init_ax5042 (void)

// AX5042_REG_TESTOBS
//

AX5042_REG_

APEOVER
spi_write (0x7100);

{

/ * AXEVK軟體運算寄存器設置* /
spi_write (0x0200);

//modeOFFAX5042_

spi_write (0x0C10);

//AX5042_REG_PINCFG1

spi_write (0x7201);

//PLLARNG=1 AX5042_

REG_PLLVCOI
spi_write (0x7401);

spi_write (0x7204);

// AX5042_REG_PLLVCOI

spi_write (0x7301);

// AX5042_REG_PLLCPEN

spi_write (0x7400);

REG_POWERMODE

// AX5042_REG_TMMUX

// AX5042_REG_

PLLRNGMISC
spi_write (0x7a30);

// AX5042_REG_RFMISC

spi_write (0x7c23);

// AX5042_REG_REF

spi_write (0x2500);

// AX5042_REG_

//PLLARNG AX5042_

REG_PLLRNGMISC

FSKDEV2
spi_write (0x0302);

// AX5042_REG_

XTALOSC
spi_write (0x0800);
spi_write (0x1009);

// AX5042_REG_IFMODE
//

AX5042_REG_

// AX5042_REG_
// AX5042_REG_

CRCINIT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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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5042_REG_FSKDEV0

spi_write (0x300f);
spi_write (0x3101);

// AX5042_REG_TXPWR
// AX5042_REG_

spi_write (0x3299);

// AX5042_REG_

spi_write (0x339b);

// AX5042_REG_

TXRATELO

FRAMING
spi_write (0x14ff);

spi_write (0x2767);

TXRATEMID

ENCODING
spi_write (0x1204);

// AX5042_REG_FSKDEV1

TXRATEHI

MODULATION
spi_write (0x1104);

spi_write (0x2666);

// AX5042_REG_

spi_write (0x7b88);
TXDRIVER

// AX5042_REG_

設計新技術
d=0x0000;

}

配置的頻率被載入到PLL IC中。

spi_addr = spi_addr & 0x7fff;

/ *此函數將PLL值儲存到RF模組 * /

SythLE = 1;

LoadPLL ( )

delay(3);

{

SythLE = 0;

unsigned int SyncDividend;

delay(3);

spi_write (0xaaaa);

for(j=0; j<=15; j++)

spi_write (0xaaaa);

{

SyncDividend=spi_read (0x10aa);

delay(3);

DataFrame ( );

SyClock= 0;

}

if((spi_addr & 0x8000) ==0)

此函數將資料寫入RF模組。
SyDataO=0;

/ *將資料寫入RF模組的函數* /
spi_write (unsigned long spi_addr)

else

{

SyDataO=1;
unsigned int j;

delay(3);

spi_addr = spi_addr|0x8000;

SyClock=1;

SythLE

= 0;

spi_addr=(spi_addr<<1);

delay (3);

d=d<<1;

for (j=0; j<=15; j++)

d=d^SyDataO;

{

delay(3);
SyClock= 0;

}

if((spi_addr & 0x8000)==0)

SythLE=1;

SyDataO=0;

SyClock=0;

else

SyDataO=0;
SyDataO=1;

return d;

delay(3);

}

SyClock=1;

此函數構造用於傳輸的資料封包。資料來自濕度模組。

spi_addr = (spi_addr<<1);

DataFrame ( )

delay(3);

{

}

unsigned int Sensordata;

delay(3);

SythLE=0;

SythLE =1;

Sensordata=humidity;

SyClock =0;

SythLE=1;

SyDataO =0;

SyClock=0;

}

}

此函數將讀取RF模組的資料。

設置RF頻率後，必須建構資料幀並發送給接收器。資

/ *從RF模組讀取資料的函數* /

料可能從任何感測器擷取，本文使用濕度感測器，並使用

unsigned char spi_read (unsigned int spi_

I 2 C匯流排讀取濕度和溫度值。由於RF模組充當發射器和

addr)

接收器，因此可以使用相同的模組發送和接收資料，但RF

{

模組只是氣象氣球的一部分。不過，由於採用了GPS和即
unsigned int d;
unsigned int j;

時時脈，氣象氣球的時間可很精確。
(*更多內容詳見本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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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Python進行
自動化測量
Fabrizio Guerrieri，Maxim資深系統/應用工程師

作為一名系統和應用工程師，使用LabVIEW等軟體進行
自動測量，可節省無數個小時。雖然一直用LabVIEW來構
建測量應用，但當我不需要開發好用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DAQ資料
擷取儀

(GUI)供他人使用時，開始用Python代替LabVIEW進行基本
實驗室測量；且當我只需要快速進行一些測量時，Python
允許以易於閱讀的格式保存測量結果，並將結果繪製出來。

電腦

為瞭解箇中原因，來看看Python的主要優點並討論
Python應用的工作示例。能體驗Python的便利性和強大功
能的最佳方式是描述一個完整、能工作的Python自動化腳

電源

電壓
穩壓器

Chroma
電子負載

本，例如用來自動測量電壓穩壓器(voltage regulator；VR)
負載調節曲線的方案(負載調節是當輸出電流—負載—
增加時，對輸出電壓的變化控制)。
VR分為兩類：零壓降穩壓器和降壓穩壓器。零壓降
穩壓器 具 有 零 輸 出 電阻 ； 輸 出 電 壓 設 定 值 不 應 隨 輸出電

圖1：被測VR連接到電子負載，而DAQ系統透過分流電阻測量
輸出電流。

流的增加而變化；相反，降壓穩壓器被認為具有「負載線

chroma = visa.instrument('GPIB::2')

# 4

(loadline)」，這意味著它們被設計成具有特定的等效輸

daq = visa.instrument('GPIB::9')

# 5

results = pd.DataFrame()

# 6

loads = np.arange(0,20+2,2)

# 7

電流。使用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34970A資

for load in loads:

# 8

料擷取系統(DAQ)擷取電壓和電流，DAQ和電子負載利用

# Measure the current and the voltage

GPIB鏈路與電腦通訊。測量的目標是驗證輸出電壓是否

# Save the results

出電阻。本例中使用的穩壓器具有1V的零電流輸出電壓和
2.5mΩ的程式設計負載線，圖1顯示了測試設置。
使用Chroma 63201電子負載施加負載電流(VR輸出電
流)，透過擷取校準的4mΩ分流電阻上的電壓來測量輸出

在一系列輸出電流範圍內都滿足規範指標，圖2顯示了該
第1行到第3行導入在後面將會用到的方法庫：

應用流程圖。

· Numpy是用於科學運算的套裝軟體。在此示例

接下來將詳細介紹這些用於測量的程式碼。

中，Numpy用於生成輸出電流值的陣列；

基本程式碼結構

· Pandas(用於資料處理和分析的庫)創建了一個非常強

以下可以看到自動化腳本程式碼清單的第一部分。在

大的資料結構來儲存測量結果；
· Visa是用來控制儀器的PyVISA庫；

Python中，＃後的部分為注釋內容：

· Time是一個方便的庫，用其產生一定時間延遲。
import numpy as np

# 1

請注意，導入的Numpy和Pandas庫已重新命名為np

import pandas as pd

# 2

和pd以保持程式碼的整齊。本文提到的所有庫或現有的

import visa, time

# 3

Python版本中已有，或可從線上資料庫輕鬆安裝。
第4到第5行創建了將用於訪問Chroma電子負載和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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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DAQ的物件。這就是PyVISA派上用場的地方：需要做
的就是調用儀器(instrument)方法並提供一個字串來指示匯
流排上儀器的GPIB位址。
第6行創建結果(results)資料幀以儲存測量結果。資料
幀是二維標記資料結構，具有資料類型可能不同的列，使

連接至儀器&
生成IOUT設置

所有IOUT
已經使用？

改變Chroma電流
到下一個IOUT

等待
1s

擷取VOUT
和IOUT

保存結果到磁片

用資料幀而不是陣列將允許使用易於記憶的字串而不是數
位引用列，並在資料本身中混合數位和文本。
第7行創建一個0~20的實數陣列，步長為2。這些數字
將代表要測量V OUT的輸出電流值(以安培為單位)。

圖2：該應用設置電子負載、測量VR輸出電壓和電流，並保存
結果。

第8行用於構造「for」迴圈。請注意，語法很容易理

似，%.2f是預留位置，在運作時替換為負載變數的內容，

解：每次執行迴圈時，都會生成一個名為負載(load)的變

它還表示我們希望資料表示為帶有兩位小數的實數。第11

數，其值等於loads陣列的新元素。當使用了陣列的所有

行產生1秒延遲，有助於確保儀器和電路達到穩態條件。

元素時，迴圈結束。有趣的是，要強調Python如何使用縮

第12行生成一個空物件(在Python中稱為字典)，用它

進來定義程式碼層次結構，而不依賴於任何類型的括弧，

來臨時儲存迴圈的一次反覆運算結果。第13至16行用於測

這非常有用，因為它使程式碼保持清晰並容易閱讀。

量輸出電壓和電流。第一個命令告訴儀器想要做什麼(用自

現在已經定義了主要的for迴圈，需要與儀器通訊以程

動標度測量直流電壓)和所需的採集通道。分別在通道101和
102上擷取輸出電壓和電流。第二個命令讀回結果並將其儲

式設計電流，然後讀取電壓並保存結果。

存到暫存檔案夾(temp)中，資料以字串形式返回，因此必

與保存資料和繪圖的儀器「交談」

須使用浮點(float)函數將其轉換為實數。此外，由於DAQ

看程式碼的第二部分：

測量的是電壓，因此需要將讀數除以分流電阻(0.004Ω)以
獲得正確的電流值。

for load in loads:

# 8

使用Python和Pandas以有組織的方式保存資料相當容

chroma.write('CURR:STAT:L1 %.2f' % load)

# 9

易：temp字典的欄位不需要事先定義，而是使用有意義的

chroma.write('LOAD ON')

# 10

字串進行訪問。沒有必要記住列號和資料之間的關係，但如

time.sleep(1)

# 11

果決定使用陣列來儲存資料，就必須記住這些。
在第17行，將字典附加到結果(results)資料幀。請注

temp = {}

# 12

daq.write('MEAS:VOLT:DC? AUTO,DEF,(@101)')# 13
temp['Vout'] = float(daq.read())

意，結果也不需要初始化；每次添加新行時，任何新欄位
都將添加到資料幀中。

# 14

第18行是可選的，但在終端上列印當前電壓和電流是有

daq.write('MEAS:VOLT:DC? AUTO,DEF,(@102)') # 15

用的，特別是對於長時間測量，可作為確保應用是否仍在運

temp['Iout'] = float(daq.read())/0.004

作並瞭解已測試多長時間的一種方式。在第19行和20行，

# 16

關閉負載並將資料保存在磁片上，對於後者，每個資料幀物
results = results.append(temp, ignore_index
=True)

# 17

資料幀的功能

print "%.2fA\t%.3fV" % (temp['Iout'],temp
['Vout'])

件都有一個方便的嵌入方法，用於將資料保存在CSV檔中。

# 18

要探索使用Python和Pandas資料幀的強大功能，只需在第
16行和第17行之間添加此程式碼即可。

chroma.write('LOAD OFF')

# 19

results.to_csv('Results.csv')

# 20

temp['Vout_id'] = 1.0 - 2.5e-3*temp['Iout'] # A
temp['Vout_err'] = temp['Vout_id'] temp['Vout']

# B

與儀器進行通訊的關鍵在於使用讀/寫方法並瞭解儀器接

temp['Pass'] = 'Yes'

# C

受的命令串，如儀器手冊中所示。與其他程式設計語言類

if (abs(temp['Vout_err']) > temp['Vout_id']

第9到10行配置所需的負載電流並打開負載。透過GP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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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0.001):
temp['Pass'] = 'No'

# D
# E

A行和B行生成資料幀的兩個新欄位。在給定測得電流
和理想零電流設定值(1V)和負載線的條件下，Vout_id包含
輸出電壓的理想直流設定值；Vout_err則是理想電壓和測得
電壓之間的絕對誤差。
D行和E行將Pass欄位(field)添加到數據幀。該欄位的
內容是一個字串，表示是否滿足輸出電壓精準度±0.1%
的假設規範。在圖3中，可以看到保存的CSV檔在Excel中
呈現的狀況，它酷極了：數值資料和文本在同一個表中，
圖3：Python腳本可以CSV格式保存資料，並可在Excel中輕
鬆打開

甚至列標題也是從資料幀欄位的名稱自動生成。

使用Pyplot進行資料分析和繪圖
上述描述的程式碼片段允許我們確定輸出電壓是否在其理
想值附近的「容差帶」內。我們可能想要從這個實驗中得
到的另一個有趣資訊是負載線的確切值，即V OUT-vs-I OUT曲
線的斜率。如果不記得如何對擷取的資料進行線性擬合，
不要擔心，因為Python也有此功能，只需在腳本末尾插入
下列程式碼：
from scipy.stats import linregress

# A

loadline = linregress(results['Iout'],
results['Vout'])

# B

print "The loadline is %.2f mohm" %
(loadline[0]*1000)

# C

print "The intercept point is %.3f V" %
loadline[1]

圖4：Pyplot可以直接繪製資料，無需在Excel中打開

plt.show()

# C

# D

Pyplot是Python的Matplotlib庫的一個模組，它包含
A行從Scipy的統計(Stats)模組導入一種單一方

大量繪製圖形的方法。更棒的是，這些方法設計得幾乎與

法。在 B 行 中 ， 使 用 試 圖 擬 合 點 的 X 和 Y 座 標 來 為 導 入的

MATLAB相同。可以在圖4中看到這三行程式碼的結果，

linregress方法提供饋送。最後，在C和D行的終端上列印

視窗和圖形由Pyplot自動生成，它們在終端視窗中像是

結果。Linregress返回組織在陣列中的幾個結果，斜率保

「橫空出世」。

存在索引0處，截距點(intercept point)保存在索引1處，

總結

其他可用資訊是相關係數和標準誤差估計數。
就這麼小的資料集(20點)來說，可使用Excel生成繪

Python是自動化實驗室設置的極佳選擇，可以避免繁瑣的

圖。一個三行示例顯示了如何在Python中完成它：只需在

測量時間，因為它易於使用、便於理解，並且非常靈活和

前面描述的腳本末尾添加三行程式碼，繪圖(plot)方法的ro

強大，但LabVIEW仍然是GUI的王者。總的來說，我認為

參數表示我想使用紅色圓圈標記：

LabVIEW更適合需要漂亮圖形介面且不需要執行複雜迴圈
或資料處理的應用，例如，我仍然使用LabVIEW來設計針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A

plt.plot(results['Iout'],results['Vout'],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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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戶的大多數應用，此類應用要求介面很漂亮但通常簡
單，對於所有其他應用和自動化需求，Python現在是我的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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