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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過這個嗎？

��������
「四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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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let」準備在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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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足不出戶，與技術
大咖互動交流！
不受時空束縛，線上！行動！
www.eettaiwan.com/webinars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光電耦合器發光二極體的性能劣化 - 事實還是虛構 ?
線上研討會一開始會介紹該公司，博通本身簡介， 然後會講解關於光耦合器技術的細節，如絕緣等
級和老化機制，靜電放電和高壓浪湧的影響和發光二極體的長期操作時的性能劣化表現。最後，我
們來看看目前博通擁有的隔離產品組合和一些關鍵的新產品介紹
SoC 安全需要主動防護
參加本次網路研討會，您將瞭解：SoC 開發人員關注的常見安全威脅以及如何防範這些威脅；
可信執行環境 (TEE) 的類型和典型的 SoC 安全實現；保護 SoC 所需的關鍵構建模組；完整的安全
IP 解決方案，可防禦不斷演變的威脅。

高性能慣性感測器助力運動物聯網
高度可靠、智慧和互連感測器的可用性推動工業效率邁上新臺階。新一代工業感測器尺寸更小、性
價比更高，支持厘米級定位精度；實現運動物聯網 (IoMT)

時效性乙太網路在汽車電子以外的應用
參加本次網路研討會，瞭解從基於優先順序的 IEEE 802.1Q 到時效性網路開發的TSN 標準功能。
瞭解 TSN 如何影響整個網路生態系統以及如何使用乙太網路 TSN IP 實現你的 SoC。
超音波測距儀在無人機系統 (UAS) 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次網路研討會探討了無人機系統 (UAS) 中的感測器實現和 UAS 的各種使用案例，並論述衝突避
免的好處以及障礙檢測。接著，講述目前用於衝突避免和障礙檢測的各種感測器系統和技術。

小型基地台和大規模 MIMO 適用的整合型數位預失真 (DPD)
小型基地台 (small cell) 和大規模 MIMO 基地台的演變對無線電功耗、尺寸和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
憑藉對市場機遇和技術痛點的深刻理解，ADI 工程師預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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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一個號稱成員包括53家公司的
組織，首次舉辦了為加速器訂定小晶
片(chiplet)開放標準的工作會議；該組
織的�標�在���進展��趨�的
當�，��S�C的�成��代��。
ᔤ3&ᛷ͐ኂ̟ྦྷ+'5ؿဘఫ
在過去幾年內，即使HDR顯示器在電
視消費市場已經 取得 相當顯著的成
�，但現�消費�在��HDR電視�
時，對於他們可獲得怎樣的效能水準
仍然沒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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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0年代，Gene Frantz就預見數
位訊號處理(DSP)的發展趨勢；但現
在他認為，我們需要將注意力轉回類
���，�因��工����的��
挑戰。

Б༦ලj
�國�����的����了�們，��開發��進
的��，��工程���開�����，��要的�
意識到預想情況與現實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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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已經�對��專������成和
解；然而因為兩家公司僅透露概略的和解內容，為外
������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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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C-V基金會中國顧問委員會主席
� 之 � �對一����問� ��了
《電子工程專輯》的獨家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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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代工����電公��019年第一

進行測距、測物、定位…等功能，其中

季��；��營收數�與去年�期和

��(�i�ar)�認為在������

�一季相���現�位數���，但

�中，將���要��。然而該��

該公司看好第二季之後的營收表現將

��在����的���…

����回�，�019
�年�營收仍可��
現微幅成長。

5 月 23 日 • 深圳科興科學園
2019 國際電子產業鏈資源對接大會旨在說明電子產品製造商找

掃碼免費報名

到新的銷售管道、代理商找到新的增長引擎、原廠和代工廠找
到新的客戶、系統集成商找到新的方案及模組供應商、初創公
司找到新的投資商或客戶，電子產業鏈每個節點上的公司都可
以找到新的合作資源，為 2019 年營收增長或未來長遠發展奠定
堅實基礎。
歡迎蒞臨，與更多技術供應商交流，獲得業務發展機會。

活動網站

指導單位
國家積體電路設計深圳產業化基地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中山市半導體照明行業協會
深圳市物聯網智慧技術應用協會
深圳市半導體行業協會
參與廠商

會議諮詢
echo.lv@aspencore.com

贊助諮詢
0755-3324 8123

marketing.success@aspencore.com 0755-3324 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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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出更��������的新��…

�����������
���������������
工業4.0不僅是導入新技術提升生產
率，更重視工廠作業員的安全。

���������創新���
�一����新�讓��型�機產
業重現往����

新��������������
開發人員所使用的傳統工具缺乏夠低
的功耗及夠高的靈活度來讓他們跟上
技術發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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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la為了實現自動駕駛車輛而使出
的十八般武藝，只為了提醒產業界他
們不是一家普通的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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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被�視
的感測器節點…
��������������
業界對小型和輕型電源設備的追求，
����來�小的�������實
現高電�和高��電�…

����

�������������創新
��
�導�是��使用的���新電��
����，�����技術��更是
如此…

��������������������
�����
�對�����十�的�機，��T�mes
特別邀請法國分析機構System Plus分
�他們的�一�����。

�����

��新��

��

�創新�������
�����������
��全�����人�一機�的��
��普及，��型�機���如�不

�����
����������������
���
����設��������，�設���
被分配到的時間仍與以往大致相同，
��使工���速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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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 Merritt，EE Times美國矽谷採訪中心主任

近期有一個號稱成員包括53家公司的

的EMIB以及新創公司zGlue提供的產

司多核心網路處理器中使用的800Gbps

組織，首次舉辦了為加速器訂定小晶片

�。2018年��，�特���發佈了

架構RTL。

(chiplet)開放標準的工作會議；該組織

��其EMIB��技術的開放源碼AIB

作為一個開始，其他ODSA成員在

的目標是在��體進展��趨緩的�

協議，作為所參與的美國國防部高等

研�會上提�以一個��的「��」

下，�生SoC的�成本�代�案。

研究計畫署(DARPA)的chiplet研究專

(bunch of �ires)作為�始實體���，

案之一部分。

��以���(pin) 1、2��Gbp的��

這 個 名 為 「 開 放 領 域 特 定

速率在有機基板上運作。

架構」(Open Domain-Specific

Chiplet是業�為了��矽�程技術

Architecture，ODSA)的組織，��於

進展趨緩所做的幾項努力之一，起源於

�來的�����包括CCI�、

Facebook創建的開放運算計畫(Open

1970年代誕生的多晶片模組(multi-chip

112G和56G serdes以及RISC-V

Compute Project，OCP)框架下；OCP

modules)，最近因為被視為一種節省成

TileLink；該組織建議將來使用PCIe

最近宣佈了第一個開放源碼晶片專案，

本的技術應用於AMD的Ryzen和Epyc系

PIPE���來實現�種協議和P��實

�該專案���技術��和�業��，

��86處理器���。

體�。��OSDA的成員主���於�
�中心，�該組織的��目標�包括�

��了其����力，目�����這

「目�所有的多晶片���是專有

項����的計畫�������應和

的，我們這個組織想建立一個開放性

��參與。

��，���以組��最�的晶片；」

ODSA將支援同調(coherent)和非同

��為�，��有�多公司��

網路處理器設計業者Netronome工程

調(non-coherent)記憶體鏈路的混合應

地創建了自己的chiplet生態系統，

師、ODSA的發起人之一Bapi Vinnakota

用，並採用turbo模式實現雙向流量；

包括Mar�ell的MoChi、�特�(Intel)

表示，其目標是為OSDA組織提供該公

�他們����了�特�的AIB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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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ODSA)

生����與��系統晶片。

พވᑭබ
因為其資料速率和接腳排列限制太多。

轉向使用矽光子技術(silicon photonics)；

該組織計�在今年�前建�以PCIe為基

�著成本上�，「能以���程生產晶

礎的概念驗證，同時將充實其PHY、協

片的公司越來越少，因此如果我們可以

定以及其他規格，建議工程師們可以準

透過chiplet降低成本，可望為我們帶來

�為明年的商業���著��開工作。

更多的客戶。」

此外ODSA還要為chiplet定義商業

對於Facebook和其他大型資料中

模�；該組織�一���人，�智��

心業者��，定義矽晶片是定義一系列

導體(NXP)行銷總監Sam Fuller表示，

系統、電路板和模組之後的下一個重大

將為不同的產業�提出����，並為

��；因為晶片���已經�到了得�

已知合格晶片(KGD)定義測試認證。他

�使用液冷方案的程�，這�他們�

�充指出，ODSA還�要��包括��

感壓力。

2SHQ&RPSXWHୂᓱιࡗɰ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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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ODSA)

一個成�包括AMD、英��、

一大��，我們�要時�來��這種基

ODSA其他活�成�還包括監�概

Nvidia、高通(�ualcomm)、��

礎設�，這也是我們現在��的關鍵議

念驗證的FPGA供應商Achronix，以及

思(Xilinx)和人工智慧(AI)新創公司

題之一。」

提供電源和��問題觀�的��美�

Graphcore和Habana等的組織，與

在此同時，Facebook與微軟

導體(On Semiconductor)；新創公司

Facebook合作定義了一個用於冷卻高

(Microsoft)已經開始在他們的資料中心

Kandou、SiFive和zGlue也是該組織

階晶片的模組；這個被稱為OCP加速器

中�用包括OAM在內的�少�種系統外

的聯合創始公司。大約有70人參與了

模組(OCP Accelerator Module，OAM)

觀規格，未來還會有更多。Facebook

ODSA的第一場活動，包括線上直播

的方案，就�一個大的������不

和合作��將在今年開始為新模

的20���參與者。Vinnakota表示：

多大小，其設計目標為最多容納8個晶

組定義通用基板(baseboard)、

「���、�個��就會4�5�新的�

片，在��冷卻系統中支援450W運作

���和��。Zhao表示：「我們�

英加入；」該組織於2018年10月開始

功率，在液冷系統中則可支援700W運

要一個開�的加速器基礎設�，」�

與7家公司合作。

作功率。

也提及參與了ODSA的會議以了解晶片

業者在內的幾個關鍵參與者。

等�的��。

��(Samsun�)�在其�美總��

OAM最���準要�高�能的AI�

辦的一場活動中提及ODSA，並表示對

練任務，但現在Facebook認為該方案它

Netronome的Vinnakota認為，對

該組織的支持；該公司美洲市場策略資

也能應用於推理系統。Facebook硬體工

晶片供應商來說，不斷增加的目標系

�總監Crai� Orr表示「我們�在�定

程師Whitney Zhao表示：「我們定義了

統種�「�人大開�界，我們的�著

公司的chiplet策略，但我個人看到業界

一個700W功率的��，因為確實有公

���就有一���；他�充指出：

對chiplet的����。」

司在考��用；」�提及Nvidia與一�

「我們得決定要以哪種模組為目標，

大學合作研究的多晶片GPU。

再反過去思考該用哪些產品。簡單來

他指出，有不少公司�用�D��技
術將一片晶�可以��出的��最大程

Zhao指出，「450W是界線，超過

說，我們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想法，也

���在一�，還有不少�路公司將I�O

該界線時，冷卻問題就可能對我們產生

��接�任���來���我們要的

�晶�開，因此目前的serdes能在未來

�大��。液體冷卻對資料中心來說是

是什麼。」

ᔤ3&ᛷ͐ኂ̟ྦྷ+'5ؿဘఫ
Roland Wooster，V�SA顯示�能指標工作小組��人

高動���(HDR)顯示器最�設計的

提高��、對��與更��的���

內，即使HDR顯示器在電視消費市

目的是為了�現�標準動���(SDR)

�，可以想成「更�」的����與

場已經取得相當顯著的成績，但現今

顯示器更��如生的����，�即

「更��」的����。在過去幾年

消費者在��HDR電視�時，對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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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獲得怎樣的效能水準仍然沒有概
�。��上HDR標�與標準的數目
��與顯示器品�一樣多，但�沒有
品��知消費者其產品在HDR效能上
的細節，且目前也沒有完全透明的效
能測試方法及全面公開的效能衡量標
準。��消費者�到的�是顯示��
上的一���，�不知其�後�正�
表的意義。
個人電腦(PC)產業在採用HDR方
面�比電視產業�後，但過��年�
也經�了�速增加�入HDR顯示器產
品的時期。為了��對HDR產生�
淆，支援DisplayPort、顯示串流壓縮
(Display Stream Compression)與其
他電子顯示標準的「美國視訊電子標
準協會」(VESA)，在2017年12月制
定了一個全新的HDR相容測試分級規

྇i൚༦ࡼ9(6$ᙺݠผࡗͳڔι'LVSOD\+'5ஃᆲؿԹցe

�「DisplayHDR」。此規�針對�

費者有興趣的話，甚至還能得知如何

試的��可�與DisplayHDR標�等

�型電腦與�上型PC顯示器提供��

��測試�案��造測試流程的數�

級所需的效能值互相比對。

�單易�的標���來�表不同的效

模型。

Έိ+'5ࢽॶ೩ज़

能水準。

ಡ'LVSOD\+'5

DisplayHDR目前涵蓋四個效能等

定義了�個關�特性，包�：��與

制定一個定義��的標準與標���

級：DisplayHDR 400、500、600與

��(�者�合�是對比度)、位��

來表示HDR效能並讓消費者容易理

1000。��其中每一個等級的數�對

度(bit depth)與色域(color gamut)，

解，是改善HDR PC顯示器的消費者

�的是�值�度水準(�度量測也�為

�及顯示設��全�到全�的��效

體驗重要的一步。然而，部份消費者

nits，�每平方公����cd�m 2為單

能與速度。與HDR效能無關的功能則

��能�行驗證�中HDR顯示器的效

位)，但它們仍透過其它不同特性來定

被排除在DisplayHDR的規格之外，如

能，而不是�被�接�顯示器製造商

義並區分各個等級，如表1所示。例

解析度、音訊與畫面長寬比例。

允諾的HDR效能。

如，顯示器不���在長時間測試��

DisplayHDR針對HDR的顯示效能

得知這些考量後，VESA與微軟

10%區域(Patch)時，畫面達到400、

౩͓ۺभ̳́ྸӡЦɈ

(Microsoft)共同合作在2018年推出一

500、600�1000的�度水準，還�

超過20�公��與DisplayHDR規�

���測試app，可協���開�驗證

�能��顯示同樣�度水準的全��

的發展，包含生產顯示器、繪圖卡與

全新顯示器DisplayHDR效能的測試程

��。

中��理器(CPU)的各大�要OEM�

�。此DisplayHDR測試��能在微軟

對������是���電�中

商。�至目前為�，有12間���性

�用程式商��DisplayHDR��上�

�������的人來�，它可�達

的製造商已經開發出符合這些標準的

費下載。透過在Windows 10平台上運

到�度��的��，而這也是其它大

PC顯示器產品，其中超過四十項已取

作的DisplayHDR測試app，使用者可

多數顯示器在原本的設計上無法達

得正式認證，並預計在COMPUTEX

將公開發表的VESA DisplayHDR認證

成的。

2019期間推出更多產品。此標準為

測試定義的測試圖案��在��上，

DisplayHDR 400是入門效能等

完全開�且可�DisplayHDR��下

接著將消費級的色度計(需另行購買)

級，目的是在成本不會大幅增加的前

載。此外，��上也提供如何測試此

指向測試圖案，並使用色度計的軟體

題下，提供與SDR顯示器相比、可測

標準及每項測試的目的之資訊，若消

來測量與��顯示器的各項能�，測

量的效能提�，同時��HDR的大量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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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馴服

■
■
■
■
■
■
■

10 MHz 頻率基準 ...
... 還有更多 !

GPS/GNSS 馴服 10 MHz
TCXO, OCXO 或 Rb 時基
相對 GPS 和 UTC 時間標記
具 12 位元數/秒的頻率計數器
信號源︓正弦︐方形︐三角形 & IRIG-B
內置分配放大器
乙太網和RS-232介面

此 FS740 GPS 馴服 10 MHz 頻率參考以銫基
準的零頭價格提供與其相當的穩定性和相位
雜訊︒
其主要功能包括︓一個12位元/秒的頻率計數
器︑具有可調頻率和幅度的DDS合成源︑內
置分配放大器︑以及相對於UTC或GPS的事件
時間標記 ︒
可選的OCXO或銣鐘（PRS10）提供優於
-130 dBc / Hz 的相位雜訊︒

FS740 ... 3245 美元 (全球通價格)

Tel: (408) 744-9040 • www.thinkSRS.com
www.thinkSRS.com/products/FS740.htm
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2-2655-2200
傳真：886-2-2655-2233
Email：sales@te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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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符合DisplayHDR 400標準的

據�度進行比較是不�的。�如，4�

比，比較����更高的�度(��)，

顯示器�度�常比現�市面上�多數

解�度顯示器��的�看���有�

但OLED顯示器能提供��的��表

SDR顯示器高50%，而DisplayHDR

�對��的1.5倍。對於電����

現，而這也是定義顯示器最�能到多

400顯示器也是真正8位元的顯示器，

用者來�，這是可以���下來�看

�的標準。在LCD顯示器上，被認為

許多甚至�有10位元��功能；相

的��；但對於電視�用者而�，�

是�色的�方��上是��色，�因

較之下，常見的SDR顯示器都是6

�看������超過��對��的

是此類顯示器常見的���光。��

位元�上��的8位元。此外，所有

1.5倍，也因此������於高解�

OLED顯示器�能�全關�每一個�

DisplayHDR認證的顯示器都必須支

��能提供的對比與��。

�，並�現真正��的��。VESA

最近，VESA新增了DisplayHDR

在定義DisplayHDR True Black規格

DisplayHDR 600與DisplayHDR

500的效能等級，以解�針對��型

時，就有考慮到自發光顯示器，因此

400等級相比，除了提升50%的�

與超�量HDR��型電�的需求。新

�可�許的���度�至0.0005c�/

度外，最顯著的差異是在規格需求

的500等級包括�部調光�與600�

m 2 ，這也是工業級色度計可有效測量

上，600比400的對比值高出�倍。

1000等級相當的色域���與位元�

到的最低��。對於在���光��

為了達成如此高的對比值，所有

度需求。此等級比600的�度�低一

下的����與電���者而�，�

DisplayHDR 600認證顯示器一�採

些，以��超�型�電的顯示器能達

�DisplayHDR True Black規格的顯

用�部調光技術，這��著�液晶面

到更佳的散熱控制。

示器可以提供�為�準的����，

援HDR10的訊號輸入。

板上的背光區分成許多可被獨立控制

�然新的500等級是針對�常小型

並��提升動���(依據���件最

的小區域，而最常見的結果是顯示出

的超�顯示器進行�化，但它也可以

高可提升50倍)，提供真正出色的視

來的畫面對比值比DisplayHDR 400

應用在所有解�度與����，包括

覺體驗。

高出�倍以上。除了�度與對比的提

�視器上的��。

ᐢ

升，DisplayHDR 600是第一個在色

與PC市場的標準顯示器相比，HDR

色域的等級，達到DCI-P3色域且需要

༜͂7UXH%ODFNࢽॶ൚൙
/&'ᛷ͐ኂ

涵蓋九成DCI-P3色域。

當制定DisplayHDR標準時，市面上

色��更高的對比與�度。不過，�

域上跨出SDR典型之sRGB/Rec.709

帶來顯著改善的畫質，包括更生動的

DisplayHDR 1000效能等級代表

超過99.5%的PC顯示器都是採用LCD

管市面上有許多關於HDR的宣傳，消

目前最先進的PC顯示器。1000除了

液晶顯示技術，也因此，首次發表

費者依然對它一知半解。PC製造商

比600��更顯著的�度差異外，�

的DisplayHDR也是針對LCD面板最

與消費者一樣，都需要一個可以比較

被規�要能達到更高的全���度；

佳化。

的標準，來��不同��的HDR畫質

此外，1000等級的對比要求是600的

自此之後，新顯示技術的開發

表現。有了VESA的DisplayHDR與

�倍。增�可控制區域就可以提升�

已取得更多的進展，現在也已導入

DisplayHDR True Black規�，PC製

部調光的效能，因此許多顯示器製造

PC市場。VESA因預期到此一發展，

造商終於擁有一致且可測量的HDR效

商��增��部調光區域的數量以提

在2018年��針對有�發光��體

能參數可用於產品開發；同時，消費

升對比值。

(OLED)與microLED這類的自發光

者�擁有��質�義且能真���效

根據在電視市場中所看到的HDR

顯示技術發展全新的DisplayHDR

能的HDR分級數�與標���。超過

相關效能特性的行銷訊息，某些消費

規格，並於2019年1月正式發表

20間的電子供應鏈市場領導業者已共

者可能會認為1000nits是HDR PC顯

DisplayHDR True Black新標準。相

同�立此一PC產業共�並�開的HDR

示器必須達到的最低�度��，��

較於VESA的DisplayHDR 1000效能

標準，以確保所有與HDR功能相關的

低於這個數值的都不是真的HDR。

等級，DisplayHDR True Black除了

關鍵顯示元件能共同產生效用。

但當他們得知許多HDR電視甚至連

能提供更�的動���，�能顯示最

隨著數十種PC顯示器產品取得

DisplayHDR 600的規格都達不到

高達100倍的��度，且畫面�全�

DisplayHDR認證，且每個月皆有新

時，可能會��一�。此外，�解�

�成全�所需的時間(rise time)也有

的認證產品���出，消費者�擁有

看HDR PC與HDR TV顯示器的方式

四倍的改善。

更多經DisplayHDR認證的產品可以

有所不同也是��要的，因此�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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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in Dahad，EE Times歐洲特派記者

早在1970年代，Gene Frantz 就預見

多�動�實是在��上進行，而非�

造單一��，�能產生不同的��，�

數位訊號處理(DSP)的發展趨勢；但現

��。」

至能利用它們進行藝術創作；」Frantz

在他認為，我們需要將注意力轉回類

Frantz認為，SiP正在開始改變這種

表示：「我��生��的大部�時�都

比技術，以因應人�智慧(AI)�來的�

情況：「現在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在研究那些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

���。

因為我無法以相同製程讓類比訊號處理

Frantz認為未來十年，有一半的半

Frantz�前是德州�器(TI)的首�技

表現與數位訊號處理表現一樣好，但我

導體市場會是由 SiP技術驅動，以因應

術��，現在�是���斯大學(Rice

還是可以�它們放在一起，這就是我們

終端節點對更高智慧的需求：「我們採

University)��，同時�是一���新創

用SiP做的事情。」

取的理念是，SoC並非真的是晶片上系
統，而是晶片上子系統(sub-system)，而

公司Octavo Systems的共同創辦人暨技術
長；該公司總部位於德州奧斯汀(Austin,

6L3ؿೕࢄᗙౡiಲઅ຺

Te�as)，專長系統級��(SiP)技術。

Frantz表示，隨�元件����，他對

「我們正讓半導體製程能接�量越

且它一定會被納入一個更大的系統。」

在Octavo的首款SiP產品

於SiP技術發展的終極��，是�生能

來越少的產品，這是系統整合所需要

OSD32MP1— 採用意法半導體

自行產生或創造能量、具備感測器基

的。如果我製作電晶體，我可以做數千

(STMicroelectronics)的STOSD32MP1

礎，以及擁有控制、電腦、無線通訊的

億個、讓每個人都使用，但如果我做的

微處理器—發表會上，Frantz接�EE

單一��，並且沒有接腳。

是一個專有系統，使用的人並不多。當

Times採訪時表示，他相信SiP和類比處

他表示幾年前與Masood

我們��這個方�發展，你會發現我唯

理將是未來趨勢。他提到，發展AI 需要

Murtaza— 在TI與Frantz一起領導

一能在系統層級進行整合的方法，就是

更好的解決方案，並建議我們應該考慮

��技術研發— 開始�論��定�

利用類似SiP的東西，而且數量會更低，

回歸類比訊號處理。

(Moore�s La�)以及它如�推動了�製

這將成為市場主流。」

「當大多數人�到�類比訊號處

程的成功；那麼，「SiP的成功定�是

Frantz ��，一�元件的性能、

理�，可能會想到類比運算，但這並

什麼？」Frantz表示：「答案是讓接腳

功耗與���的��被��了解，整個

不是我真正想說的；」Frantz指出：

數越來越少；我們覺得終極SiP元件應

AI與��學�領�的問題�能被��解

「如果我能利用訊號處理做一個類比

該沒有接腳。」

決，�時人們就能在智慧���上��
到如同今日雲端運算那種等級的即時運

算數邏輯單元(analog arithmetic logic

Frantz說，他的�想是能用SiP元

unit，ALU)或混合訊號ALU，就可以讓

件來���，然後��人都能�控改變

性能提升好幾個等級，同時將功耗降低

��的��：「我想這麼做的�因是，

他表示，SiP技術�能���長��

數個等級。而我唯一會有的重要問題是

如果你能透過一種特�����一個概

定���的��，至少在�種程�上：

動���(dynamic range)、��性和線

念，即使人們可能會��它，他們�會

「當你�系統單晶片轉�SiP，你就是�

性。如果我能讓你的性能提升三或四個

因此理解你的概念。」

更多的電晶體放在同一片基板上；因此事

算性能。

這對Frantz來說並不是一個新點

實上我們還是能���成��定���，

子，他表示���州大學�����

�是創新技術��製程轉���製程。」

Frantz用��生�一�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大約

在未來，能在推動更高運算能力

來比�：��與�������一�，

在20年前就提出了「智慧微�」(smart

的方法將成為顯學，包括異質整合

但沒有人�意�到��來��。「我看

dust)的想法：「所有我正在做的事情說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技術；半

到的是，所有了解訊號處理理論的人還

�了一點，隨��技�進，我們越來越

導體��是��一種方法，而Frantz的

有處理系統���都�在��，沒有人

有能力真正實現它。」

想法是另一種：以RF互連的一個SiP元

等級，同時�功耗降低三到四個等級，
你認為這三個問題能解決嗎？」

�到���；」他表示：「但這�方

「想想看，如果我能實現這種元件

需要能結合… 就���生的�會，�

然後透過RF將它們互連，我不但能創

件��來�造一��，然後透過�程來
隨心所欲地進行藝術創作。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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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ko Yoshida，EE Times首席國際特派記者

「你想過這個嗎？」並非設計工程師想

���ED��的��，有位��的�

有85����的��，一�有��警報

要聽到的問題—特別是在(據說)他才

者�一��������(Canadian

在��發生的第一���知消防單位，

�設計有���������也���

Broadcasting Corp.，CBC)的報導回

不是嗎？

的�生系��後。

�了他的��；該CBC報導��一位�

在EE Times這�一���工作，

�這是�國�������電��

���員的說法，�出：「���ED�

我����的���是�「��世界」

電腦工程系(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s

無法產生�夠的������；在�個

(connected �orld)�為���實，�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的�����，��

�我���被�知���(�oT)���

Engineering)���hil �oopman���

有��被��在���的���了。」

「��我�的生�」；��我�設��

出的問題，一款產品能執行被設計的功

�ED������能還是一個好�

��的��警報�是「��的」，��

能還不夠，更重要的是也能預測該產品

�，���位�������的��會

被設計為能發���警報到��的��

在現實世界會發生什麼。

�要在�一個��������。

消防�。

�oopman��在��EE Times��

你想過這個嗎？

��據����報�(�e� York
Times)的報導，我的認知有不少錯誤：

��了�個這�������的問題，
���者�����的是：「…如果你

དၤଊྡྷؿ൝

在一���車�，是�在後�的��，

被世界�國電������的法國��

�的��警報並�有�知消防��

����了；���，�有的攝影��

���(�otre Dame)����影像，

員；

���(�idar)被��的����，��

�����說�是����；�少��

車���的����就清不�。現在你

者�說，�������的是��一�

����了，��車�������是

就好像慢動作發生…消防員在�？��

3. �後有一個����在消防單位�

無法看清周遭…」

車有到現場嗎？為什麼看不到有消防水

到�報��，����的���看

��到���？

����；

你想過這個嗎？
�者的����Brian �anto��

�後我開�問��：���測�

在EE Times���ED���了一�

�？要��這�一�世界��，��是

1. �錯，是有���測�，�是��

2. ���警報響起�，一�消防��
�員警�了��的�員；

�. 要������6分鐘��；
5. 該����有看到�，回到���
報「警報解除」；
6. 第一次警報響起後過了23分鐘，第
二次警報又響了；
7. 有�����員����，這次�
����去��，�在他����
後發現他��(���場的)���
了，又跑回去打開；
8. 在第一次��警報響起�後的31分
鐘，������消防�。
就如�����報����消防
���實的，我�現在知�了：在法
國，��警報���不會�動�報消
防單位。
��？�

ˌӎೕ́ؿکʱቭັ̴ᘸෑ۰。 (攝影：David 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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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消防�發��的說法，

܆ၐၤᜮᒨ
為了��誤報以及「消�疑�」，消

成之後的系統將如何被使用，以及一

�，讓「未經測�的�設」(�nteste�

���要���在通報��之�先�

�它被��在現實���有可能發�

�ss�mption)這個����。

看。我希望我不是唯一見識到這個經

的情況。

��國��主����節的�…�開�

��設�國一個��的�說為
事實— 在1�����的���中的
������發���，�是「��

�的�����中，���測����

ྦྷ႒ం࢜ؿᙖ˞ʥ̰ಡؿ
உ

有��與��消����，�是讓我�

��消��發��的��也��了��

�對不��。不過實�情況是，��

�一�。

「誤報」的��。誤報�為�����

����使用的������被��

國��主�，在���這�一個���

��」，�此要引�一���的��

�些�設在���的現���警報

��來�擔，也是��成�的�費；�

��並���高，�������而

�，����要����在�中發��

此在某些情況下，擔心誤報讓警報擁有

�以��。

用，��是「����」���simo�o�

者�可�於「���」��。

���������的事。

���一�������的，�是

設計工程��許開發了���的警

��預想與現實差距、還有對未經測�

你想過這個嗎？

報系統，但如果使用者不了解它是如何

之�設提出�疑的�要�；�有��該

這個問�不�應該要問��警報�

��，�是以對於誤報的����來�

加��oopm�n��的��，��問出�

的設計者，也應該要問它們的供應商以

�它，該系統��������，更�

「你想過這個嗎？」

及��者。���的��提�了�們，

說是��。

你的設計預想是否曾與現實情況發

透過開發最先進的技術，系統工程不是

預想與現實的差距也不是「你想過

���的差距？我們���有的�者�

開�也不是��，更�要的是�識到預

這個嗎？」問�中的唯一��—��

�你在工程���中的經�，也希望不

想與現實之�的�在差距—要預測完

������警��系統設計的��

�有任何��發��

ɐ˖ɣbᘢঢ়Ӏʔܰؿj
Rick Merritt，EE Times美國矽谷採訪中心主任

蘋果(�pple)與高通(���lcomm)宣佈，

��可以��多個月推出5G�iPhone，

��������的��案不�

��已經�對�����過��，��

�能與��(��ms�n�)、�為(����ei)

�進�，但�一��加����(��n

包括中國、德國與中國的數十億美元專

、��(�i�omi)�已經發�5G��的

�ose)�����理的案件—美國��

������成和解；�而�為��公

���者����。而�高通與蘋果�

�����(�T�)要�����高通��

��透��略的和解��，為���下

��為和解而���下數��美元的�

以專����為銷售晶片之�件—仍

許多未解疑問。

�成�。

預����進�。高通的「�����

����，蘋果將��高通一��

在高通與蘋果宣佈和解之後，英特

晶片」(no license, no chips)策略，一

�未公�的費用，而高通�將提供蘋果

�(Intel)���將�出5G數��晶片�

�是該公���專案為該公����來

為���的專���，以及可延���

務；而蘋果被認為是Intel已經延遲推出

�����的主要��。

的��。此�高通也與蘋果��了多�

的5G晶片產品唯一客戶。

該�T�案件的���果，有可能�

�的晶片工���；高通預����與

而在高通與蘋果宣佈和解之後數個

�使高通���商����案與���

晶片銷售��的��將使該公����

��，在美國加�����(��n �ie�o)

���例；該公�也可能被�提供��

益增加2美元，並將於5月1日公佈的財

����將進�������案的�

晶片��對����要專�(st�n��r��

報中提供更多相關細節。

理— 在中國與德國的類似案件中，

essenti�l p�tents)��。而蘋果��高

對高通來說，與蘋果的和解可能是

�������了���及專���的

通一案，還引發了蘋果消費者對後者的

����有數十億美元的���以及產

iPhone銷售，但蘋果在某些案例中透過

����…

品銷售��進�；但對蘋果來說，這�

更�����的��將���到最�。

完������EE Times T�i��n���http����it�l��2GP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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၀ߜᇹ

5,6&9̳Ειݯೝஉ߮
̰ؿԞ
��，�� Times China

中國目前有大約300家以上的公司都在關

聯網、RISC-V控制器、資料中心和強

注或以RISC-V指令集進行開發，2018年

調「邊緣運算」能力的增量市場。接

還�後成�了「中國RISC-V產業聯�」

下來，隨著RISC-V生態系統的不斷擴

和「中國開放指令生態系統(RISC-V)聯

大，其開發工具、FGPA軟核心、IP和

�」，���多人會自然而然的�為

設計服務也會不斷增多，還將支援更多

RISC-V架構與產品的推動力量更可能來

作業系統。

自中國。但與�同時，也有��者�為
�個中國RISC-V��看���的�後，

ʿɾဈɡ
5,6&9ਥټผɻਝᚋਐկࡗผ˚

(( 7LPHVi5,6&9˥ܞඑྸ́ؿӡd
ౠːӡೕɁࡗ̡̎ؿፕእdΪͲ

其實是�前產業�目����的「�平
�」��之體現— 聯��量多，�

替代品。對中國企業來說，使用RISC-V

ֲdசdҙ༅೩ਐᕀܰЯԷȿ۾Ρ

���少�行���多，前���少。

指令集�能和國際接�，不����，

ؿҺj

RISC-V產業現狀與前景怎樣？還有

又沒有「Me Too」的限制，所以無論

ʿiRISC-V基金會目前擁有超過210名

哪些不�？中國會不會�為RISC-V�

從技術還是商業角度來看，RISC-V在

企業、學術和個人會員，在中國的業務

來新機遇？RISC-V基金會中國顧問委

中國是有可能成功的，這對中國相關產

已經擴展至超過25家企業和大學，使

員會��方之��對上�一系�關�問

業的意義十分巨大。

命是保護「RISC-V指令集是全行業的
單一指令集」的��性，���全�應

�接�了���工程專��(�� Times
China)的獨家專訪。

((7LPHViྦྷͨכЄณҌcऋПܰȹඖ

用RISC-V指令集標準。

יᅟๅcɁࠨᐢܰผਐࣂዀɰιᆃ

但RISC-V的系統指令、��指令�

((7LPHViݯʇფɻਝ̟ྦྷઔ͂5,6&9

ȿලjᅚؿਐᕀeԅფc5,6&9͌

沒有安全指令，相比Arm TrustZone、

ܼ࿚τΣϊঢ়ؿᆅੱj5,6&9ྦྷɻਝ˸ኒ

ک୮כʇფආݒՙj5,6&9Ԯکౡؿ

���(Inte�)SG�、AM� SM��S�V來說

ଐพԞ႓Ɍτ࡚Ԓʿࠍؿ෮ຮj

Ꮆ͂ౡτ࡚Ԓj

是有�缺的。所以RISC-V基金會��成

ʿi「中國�」一�是一個��的�

RISC-V指令集從技術�面來�已經

�了RISC-V安全�務委員會，�要��

�，��、產業、基金、市場都��有

比�成�了，相比x8�和Arm，�沒有�

基於RISC-V指令集的物聯網設備、嵌入

������RISC-V指令集會��們

�包�，是一個���簡��的系統架

式系統和機器學習�應用�論�在的安

的產品和商業模式帶來哪些影響。然而

構。簡單來說，RISC-V指令集基本分為

全改進方案。

從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在CPU方

四類：以開源指令集體系結構(ISA)為代

另一方面，RISC-V缺少系統級軟體

面投資巨大，但投資效率不高，甚至事

�的核心指令集、ISA中的可��指令

支援這個問��要��。�然我們��

�功�，所以�開源��的RISC-V指

集、使用者指令(Customer Instruction)

重點增加了對嵌入式和運算發行版本的

令集出來之後，產業界自然對其抱有極

和系統指令(也��作「��指令」)，

Linux作業系統支援，比如與Linux基金會

大的期望。

支援包括繪圖引擎、機器學習和人工智

合作，透過改善對所有運算平台新應用程

�、網�、��、安全性、嵌入式和�

式和架構開發的支援，發展�大RISC-V

用型處理器在內的多種應用程式。

的生態系統，但要支援更多的系統軟

我在晶片產業工作了幾十年，深
知生態系統建設的重要性。與PC時
代的�inTe�聯�，智��機時代的

但RISC-V指令集目前對於�機、PC

Arm+Android不同，RISC-V是具備開

和��式�服器市場來說還是��不�

放�性的，是��、獨家指令集的��

成�的，�更�合�片�市場，�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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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不開�國��和企業的資金支�。
((7LPHVi˥ܞඑԎɺܰʇფณᒠ

၀ߜᇹ
ԑذcЎݯʇფ̋τ5,6&9Εడ

中的單一RISC-V標準，因此我們預計不

(( 7LPHViྦྷਆพʔ̇Ԟ႓cԷ

αࣂංʑԷȿӾೕࢄjผɺผཫԯ

會有人對指令集�片�有��。

˥ܞඑԷઐˮԷɣ൴Ԛّ͂ႏ˿ؿଐ

ܼ̚࿚ȹᅚΕᆅባɾ܃ᑭכҶj

目前為�，���的�片�問題

ۂԎמڈԑcܰЯ෮Ոട̋τԮௐ

ʿi��的說，開源硬體以前一�沒有

還沒有發生，但隨著產業和技術的進

ˮϳஉ߮ॶɈؿʔ̇ɷτ˿ॶؿ

成過��，�給人們的���是：「這

一步發展，這種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

5,6&9ܼ࿚νऩj

家公司一定要到�不�的時�，沒�

的。因此這給RISC-V基金會帶來了挑

ʿi的確如此，得到指令集只是第一

法，不得不開源。」再加上它們往往背

�，�要�可能的�RISC-V��、

步，接下來還要完成從指令集定義到

著��的����，所以對CPU設計�

��的發展，同時還要���片�，

CPU微架構設計，到整個晶片的設計

來說缺乏吸引力。但RISC-V顯然不是這

這個「�」的���不�易。我同意

和相應軟體、工具鏈的開發和維護，以

樣，它就是為開源而生的。

「開源�易產生�片�」的觀點，但

��上���的作業系統，��的�式

不同意「一定會產生�片�」�如�

程式�以�應用程式�一系���的�

處理的好，這一��是可以��的。

程。對一家晶片公司來說，做的好壞，

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RISC-V
指令集如�不�����的�，這
個架構應該就是硬體和CPU的未

取決於公司的研發實力。而且開源硬體

來，RISC-V生態系統將為未來50年的

((7LPHViߜऋဍ$UPؿι˲ɺܰ

不是開源軟體，不是�來就能用的，指

��設計和��發展����。��

ඩඩ̋ΐݯҌc5,6&9ιݯɎȹ

令集架構��和CPU核心��也不是

是�隨著人工��(AI)和��學習的

ΕეਟᏵι˲̜ؿᎿcȹցɺ

同一��。沒有設計能力，就要�自�

��，物聯網系統的設計���不是

ॶ๑จˢࠨؿਆพᅡβeԅ5,6&9ؿ

去不斷學習和提升。

「無線連接+通訊晶片+Arm處理器」這

ਆพᅡβܰʇფj

麼簡單，它將更加��、��，這��

ʿi我完全同意。但將來RISC-V的商

Arm架構����同��設計���

�RISC-V的設計初�。

業模式是什麼？這個問題其實目前還沒

�，��一片。RISC-V的���於�

有��。但其實也不�為此�到過於�

過簡單且可擴展的指令集提供更高效

((7LPHVi੬τӀτኪʶ༦5,6&9˥ܞ

觀，就好像PC誕生之初，誰也無法想

的硬體，�企業��實�和��的工作

එผˮଊᗲࠇؿːʝਐᕀj

像�來���會和微(�icroso�t)結�產

�。RISC-V的�費、開源模式�除了

ʿiRISC-V的策略是建立一個簡易的

生��效應����機誕生之初，各式

昂貴的指令集許可費，未具備自主設計

小型指令集基礎和模組標準擴展，適用

各樣的作業系統會被Android和iOS統

SoC能力的企業可以使用協力廠商IP或

於���程式�，同時為不��標準指

一。所以只要它是市場真正需要的，

設計服務公司來開發RISC-V設備，這

令集核心的應用�定擴展����的�

「���」企業就會誕生，�的商業模

對中小型公司而��為�要，也給�

�。它的一個��好處是��這是產業

式就會誕生。

�CPU設計公司提供了�的��。

5,6&9༤ɐ$,R7

但反過來看，物聯網市場上使用

�正�，EE Times China

����的PC時代�就了�inTel聯�，�0���的

�990年代，微軟(�icroso�t)的�indows 95���

�obile時代�就了Arm/Android聯�。到了����

�，背�有���(Intel)的x��系�CPU��，��PC

的人工��+物聯網(AIoT)時代，會�就什麼樣的聯�

市場，連��(Apple)��點被�到�產，�����

呢？RISC-V+Linux有希望嗎？

(Steven �obs)��，主������(�ill �ates)�好

不同的時代，其�心也���和下�。從PC時代的

�作，����的i�ac和iPod�得以����。I���

中�處理器(CPU)晶片，到��型�機時代的應用處理器

�機�然實�了I��的開�心態，但������電腦

(AP)IP(微處理器核心)，再到接下來AIoT時代的電腦指令

(Compa� Computer)、� (Acer)、HP和聯想(Lenovo)

架構(ISA)，主����，但開�是��不�的主��。誰

這���，��不得不��PC業務，�過�型到服務來

以開�的心態���時代，誰就能�站�時代��的中心

��產業����。����看，PC時代�有��的核

而��。

心不是PC機，而是OS(軟體)和CPU(硬體)。
(繼續閱讀請連結EE Times Taiwan網站：http://bit.ly/2PzrZ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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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
���������������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工業革命發展至工業4.0(Industry

所謂的智慧，是利用感測器感知

業4.0架構中，感測器、致動器、PLC

4.0)，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將產線進行

工廠內部機器與環境的狀況，再透過

的輸入/輸出之間的連接尚未有標準的

自動化，而是採用了更多技術，如連

各種通訊技術將感測器獲得的資訊向

通訊技術，因此意法半導體與相關業

接、物聯網(IoT)概念、網路實體系統

上傳遞至雲端進行分析；而雲端分析

者提出IO-Link標準，並以感測器內建

(Cyber-Physical System；CPS)，以

結果在透過網路提供管理者回饋後，

IO-Link技術的簡單方式，建置每個感

及分散決策(decentralized decisions)

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與工廠安全性。

測器節點到PLC控制器的通訊問題。

等。但這樣還不夠，工業4.0不僅是導

這完整的工業4.0應用架構，也涵蓋了

工業4.0除了要提升產線生產效率

入新技術提升生產率，更重視工廠作

許多核心元件，如微控制器(MCU)、

之外，如何提高生產環境的安全性，

業員的安全，因此，要打造一座符合

MEMS/感測器、通訊IC、驅動器、安

也是重要的議題之一。因此意法半導

工業4.0願景的工廠，智慧、效率、連

全元件…等等，而為協助客戶建置完

體在工業市場除了上述的產品之外，

接、安全這些元素皆不可或缺。

整的工業4.0工廠，意法半導體也結

也有通過IEC 61508安全完整性等級

合自身豐富的產品線，盡可能解決相

(SIL)2、SIL 3安規認證的STM32微控

關業者在建置時遭遇的困難。

制器與智慧型功率切換器(intelligent

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
工業與功率轉換部門技術行銷工程師
Michelangelo Marchese表示，在與

power switch；IPS)產品，協助廠商

許多一線大廠合作的過程中，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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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業者在實現工業4.0的主要發展方向

感測器方面，意法半導體已開始從消費

Marchese說明，SIL是針對系統

包括具備分佈式控制的下一等級自動

性電子跨足工業市場，而微控制器則是

安全性所制定的標準，最高等級為SIL

化、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和新的人機互

基於Arm Cortex-M系列核心，發展出支援

4，有些市場或地區會要求系統業者的

動模式、更高的工業機械能源效率、

有線與無線通訊的通訊協議(protocol)、

產品必須通過SIL認證，而半導體業者

擷取和利用製造數據，以及人工智慧

馬達驅動、電源管理…等產品線。

通過此安全認證的元件，將可協助業

確保產品的安全性。

(AI)與機器學習。而上述這些發展方

Marchese指出，感測器為工業

向也可進一步歸類為智慧、效率、連

應用中最前端的元件，肩負感測生產

接、安全四大工業4.0發展關鍵趨勢。

機器運作狀況的重要關鍵，但現今工

者減少產品過認證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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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架構中，事先知曉並預防生產
機器損壞而造成停工損失，也相當重
要，而意法半導體完整的解決方案可
協助業者建置預測性維護(Predictive
Maintenance)系統。意法半導體智
慧工業與工廠自動化技術行銷工程師
Natale Testa解釋，預測性維護系統
是透過感測器擷取到機器的「不正
常」數據時，透過通訊技術傳到資料
管理中心進行邊緣運算分析，若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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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馬上就會損壞，控制中心會立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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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警。

行更深層的運算，透過人工智慧進行

的可能性降到最低。Testa強調，預

另一方面，預測性維護也可將控

解析與學習，回饋給管理人員進行維

測性維護可減少50%的停機時間，同

制中心初步分析的資料傳送到雲端進

修保養的決策，提前將生產機器損壞

時可減少40%的設備及維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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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l Raje，賽靈思(Xilinx)軟體與IP產品群執行副總裁

2018年10月，美國海軍藍天使(Blue

站式(turnkey)產品。使用者不需設計客

幾周甚至幾個月，因此效能是關鍵指

Angels)精準飛行隊在舊金山灣區上空

製化PCB，只需將卡插入PCIe背板，

標。這一階段通常是離線執行，因此功

表演，他們也是去年夏天在格洛斯特

添加軟體後即可開始使用。在推論和視

耗和延遲並非最關鍵的要素。Nvidia與

郡(Gloucestershire)英國皇家國際航空

訊處理等重要的作業負載中，Alveo能

AMD的GPU已針對該任務進行部署，

展(RIAT)演出的隊伍。當他們在金門大

提供比傳統CPU高90倍的效能，且比

能在處理各種大型資料集時獲得更高的

橋上空盤旋時，觀眾努力緊盯著飛機，

採用GPU的推論解決方案速度快4倍，

傳輸率。

然而當他們抬頭時，飛機已呼嘯而過。

延遲縮短3倍。

訓練完成後，模型可被部署到進行

第二個新產品「Versal」是賽靈思

推論的雲端或邊緣應用。推論是賽靈思

全新自行調適運算加速平台(ACAP)中

FPGA和最新ACAP產品這類具備高度

這個情況與軟硬體開發人員努力跟

的第一款產品。Versal能提供超越硬佈

適應性元件的強項。推論會根據訓練階

上人工智慧(AI)技術發展的腳步所面臨

線元件所需的運算能力，並擁有適應新

段所建構的模型來做出決定。若該模型

的問題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新應用和新

軟體演算法的靈活度，而即使在已經完

是建構來識別成千上萬恐怖分子的臉

演算法不斷加速發展，但開發人員所使

成部署後也依然保有這樣的靈活度。賽

孔，則推論任務就可用來識別人群中的

用的傳統工具缺乏夠低的功耗及夠高的

靈思已在這個代號為「Everest」的系列

臉孔，或在人們走過攝影機時進行臉部

靈活度來讓他們跟上技術發展的速度。

產品上投入超過4年的時間，其採用台

辨識。因此不同的解決方案就會有不同

開發人員能怎麼辦呢？

積電7奈米FinFET製程技術，同時包含

的技術需求。

噴射機的聲音震耳欲聾，觀眾僅發出
「噢！」、「哇！」的驚嘆聲。

設計一款典型的ASIC需要近兩年

一系列的元件，專為雲端運算、網路、

在推論過程中有三個關鍵因素。首

的時間，但當ASIC能真正投入實際應

無線通訊、邊緣運算以及終端等市場提

先是低延遲；想像一下您正在開車，或

用時，市場卻又已往前邁進。兩年前，

供具擴展性及AI推論功能的獨特設計。

者更準確地說，車子正帶著您前進。它

當許多推論引擎仍使用32位元浮點資料

各種版本的Versal搭載大量元件，

以極高的訊框率不斷掃描道路上可能發

時，誰能預料到使用8位元整數可以在

包含Arm Cortex-A72、具備ECC的晶

生的危險。AI推論的延遲可直接轉換為

降低30倍功耗的情況下達到同樣效果？

載DRAM、DSP引擎、PCIe Gen 4、

停車距離，當延遲越長，就越有可能遇

而誰又能預料到CNN的AI演算法會從簡

DDR4記憶體控制器，以及乙太網路

到危險。其次是高傳輸率；佈署在「智

單的AlexNet發展到複雜的GoogLeNet，

MAC，這些元件都能透過提供低延

慧城市」中的智慧攝影機可能每分鐘必

甚至是更複雜的DenseNet？因此，使用

遲、每秒數兆位元頻寬的先進網路晶片

須掃描數千個臉孔，而每個視訊串流每

32位元浮點數學加速AlexNet的ASIC在

(NoC)連接。

秒會產生數百萬位元組的資料，因此必
須進行解壓縮、分析和再壓縮。第三是

上市前就已經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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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功耗比，特別是對於由電池供電並

上，賽靈思推出了幾款採用FPGA的新

大多數AI應用都分為兩個階段：訓練與

透過Wi-Fi或4G/5G網路進行通訊的「網

產品，能協助客戶在比使用舊式工具鏈

推論。訓練任務需要建構一個模型，並

路終端」設備。

所需花費的更短時間內推出高效能的

輸入數千(或數百萬)個資料樣本以進行

接著探討這些因素如何在智慧城市

AI產品。

參數微調。訓練涉及運用大型資料集進

安全的實際應用中發揮作用，以單個

行大量的反覆運算，可能需要幾天、

節點包含覆蓋不同視覺區域的4個攝影

在美國舉辦的賽靈思開發者大會

Alveo加速器卡是賽靈思推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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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為例。如果這些節點使用一個CPU

框，但FPGA進行動態分析所需的時間

良好運作，但隨著普及度越來越高，SK

和一個GPU，則該CPU可能會處理

則少於1ms，而運行CNN演算法所需的

Telecom發現其資料中心缺乏足夠的

H.264視訊解碼和動態偵測。該CPU需

時間略多於9ms，總共延遲為26.1ms，

GPU電容量，以服務數百萬使用者所

要16毫秒(ms)解碼每個訊框(frame)，

因此該節點能以每秒38訊框的速度處理

產生數千萬的對話。SK Telecom迅速

還需要16ms來使用OpenCV感測該訊框

4個串流，傳輸率是採用GPU解決方案

重組了應用工具，在資料中心以FPGA

中的動作，然後再將影像移交給GPU透

的三倍以上。更不用說賽靈思解決方案

替代GPU，改善效能功耗比達16倍。

過CNN演算法辨識訊框中的物件。這個

的功耗僅為50瓦，比採用GPU解決方

如今，該系統可容納超過300萬使用者

解碼和動態分析的過程需要32ms，而

案少了三分之一。將該節點的省電量與

所產生超過11億次的對話。

CNN運算大約需要50ms，因此整個過

整個城市中部署的數千個節點相乘後，

程約花費82ms。這意味著該節點每個

就會得知什麼才是真正的省電。

使用FPGA加速AI應用仍處於起
步階段。賽靈思的技術可透過現有的

攝影機每秒可處理12訊框，總共每秒可

此省電情況也適用於其它推論應

UltraScale和UltraScale+技術，協助大

處理48訊框，而運行CPU和GPU的功耗

用。2016年，韓國SK Telecom推出了

量前瞻性應用達到成效，但我們還在許

大約為75瓦。

雲端NUGU語音助理，可處理像Siri或

多應用的表面階段而已。Alveo才剛上

如果該節點配置了一個CPU和一個

Alexa這類的任務。其初始應用是依賴

架，而Versal則即將上市，正如Robert

賽靈思FPGA，則可以提高效能並降低

GPU技術來解碼、理解並回應語音指

Browning在《Rabbi Ben Ezra》中所

功耗。CPU仍需要16ms來解碼每個訊

令。當該服務僅擁有數萬個使用者時能

說：「好戲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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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ko Yoshida，EE Times首席國際特派記者

電動車業者特斯拉(Tesla)在美國時間

而使出的十八般武藝，只為了提醒產業

4月22日於美國總部舉行了一場精心設

界他們不是一家普通的車廠。

計而且刻意透過線上直播對全球放送
的—Autonomy Investor Day—會

����������

議，在會中透露了不少技術研發方面

首先，Tesla公布了針對「全自駕」

的細節，讓業界大感驚訝，但也有人

電腦量身打造的第一款晶片；對此市

對其內容抱持懷疑態度。

場研究機構Strategy Analytics全球汽

������������������������
(圖片來源：Tesla)

此舉是否會提升消費大眾與投資人

車產業副總裁Ian Riches認為，該款電

對Tesla的信心，還有待觀察；該公司

腦「確實是目前為量產車打造的電腦

槽Tesla，在前東家擔任晶片架構師，是

最近表示車輛銷售業績與三個月前相較

中性能最強的。」如Tesla總監Peter

讓蘋果成為有能力自己開發應用處理器

衰退了31%，在該場會議舉行後不久發

Bannon在會中描述，該款雙晶片系

之垂直整合公司的關鍵角色。

表的最新一季財報結果也不如預期。總

統(參考圖1)能提供144 TOPS (trillion

根據Riches的觀察，Bannon團隊

之Tesla利用該場合討論了從自家開發深

operation per second)的運算性能，

設計的晶片是神經網路加速專屬核心以

度學習加速器、神經網路，到該公司稱

耗電量72W。

及CPU、GPU的結合，「在某種意義

之為「全自駕」(full self-driving，FSD)

Bannon還提供了新設計晶片的

的功能，還有其執行長Elon Musk承諾

細節—在260平方毫米(mm )的晶片

將在2020年底推出的無人駕駛計程車

上包含2.5億個邏輯閘以及60億個電晶

不過另一家市場研究機構The

「robo-taxis」車隊。

2

上，這跟像是Nvidia所提供的方案在概
念上並不相同。」

體，委託三星(Samsung)在美國德州奧

Linley Group資深分析師Mike Demler

Musk用一系列讓人眼花撩亂的題

斯汀(Austin)晶圓廠以14奈米FinFET製

認為，Tesla的晶片是用了「(比Nvidia

目，說明Tesla為了實現自動駕駛車輛

程生產。他是在三年前從蘋果(Apple)跳

方案)更暴力(brute-force)的方法來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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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神經網路；」該公司開發的兩種新晶
片平行運作，提供完整的處理器冗餘。
他表示，Tesla晶片與Nvidia晶片Xavier
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採用了更大的推
論引擎。
Demler指出，Tesla「自己設計
的深度 學 習 加 速 器 ( D L A)具 備 9 ,2 1 6
MACs，每顆晶片有兩個DLA；」而
Xavier晶片的2個DLA則擁有2,048
MACs，結合Pascal繪圖處理器(GPU)。
也就是說，Tesla的晶片提供的DLA
MAC數量是Xavier內專屬DLA MAC數

���������������������(圖片來源：Tesla)

量的九倍。
不過讓他感到困惑的是，Tesla聲稱

中看到了更多問題。

該晶片有21倍的影格率(frame/second)

功能；值得注意的是，這種FSD功能
並不能與產業標準的Level 4或是Level

性能，「這並不合理，即使你除以二來

���������

消除冗餘；不清楚Tesla是用Xavier晶

Tesla追隨了Apple模式設計自家晶

Magney解釋：「FSD基本上是一

片的哪一部分來比較。」兩者更詳盡的

片，但對於業績表現仍然不佳的前

種更被普遍認為是Level 3的功能集，具

規格比對，得等到稍後的進一步分析。

者，這種方法有用嗎？對此The Linley

備能在高速公路情境下支援自動駕駛的

然而Tesla晶片在功耗上的顯

Group的Demler表示：「這非常有

能力；」他強調：「駕駛人還是要保持

著優勢，看來是獲得大多數人贊同

趣，」他聽說，Bannon曾說過，他

參與，其中有些功能原本是在AutoPilot

的。Strategy Analytics的Riches指

有問老闆Elon是否準備好要承擔打造

基礎上，現在則是FSD的一部分。」例

出，Tesla晶片支援144 TOPS、72W功

自家SoC的成本，而因為他們是放話

如強化版的召喚(summons)以及導航

耗，也就是說每個TOPS功耗為0.5W；

一年將生產上百萬輛電動車的、最厲

(Navigate)功能。

而Nvidia DRIVE AGX Xavier可提供30

害的公司，得到的回答當然是：「我

TOPS (不是Tesla說的21 TOPS)、30W

們來做吧！」

功耗(也就是每TOPS功耗為1W)。

5自動駕駛等級相提並論。

如Tesla所解釋，強化版召喚是一
種停車輔助功能，能讓車子自己去找停

問題在於，「Tesla去年才生產了

車位與回到駕駛人身別。導航則是主動

Riches特別強調，有一點得考慮

25萬輛車，所以他們距離損益平衡還有

指引車輛上/下高速公路交流道，還有

的是，Tesla以及Nvidia的晶片設定不

好長一段路要走，Elon是太過自信。」

自動車道變換。但大多數消費者—除

同；Tesla晶片的設定是「為輔助駕駛

然而，Magney 表示，Tesla是從來沒

非是狂熱的Tesla粉絲—應該不會認

而非全自動駕駛設計，」至於Nvidia則

在怕自誇的公司，如他們聲稱：「市場

為這是「全自駕」，畢竟還是得自己駕

是要「透過Drive AGX Pegasus提供全

上沒有其他晶片能像我們的設計這麼高

駛車輛。

自動駕駛；」Drive AGX Pegasus提供

效率。」

Tesla現在還說其Autopilot 3.0是

320 TOPS性能(是Tesla晶片的兩倍)，功

他指出，Tesla想藉由這個晶片架

可以再擴充的，而且已經具備能達到

耗明顯較高(通常約500W，或是每TOPS

構讓他們突破目前採用之Nvidia元件在

Level 4自動駕駛的能力；在Musk的心

功耗為1.6W)。

功耗表現上的限制，而且他們已經表

目中，所有的演進在Tesla的架構上都

示，下一代晶片將會在大約三年內準

是可能發生的，而這是該公司自家設計

備就緒。

新晶片的目的。

顧問Phil Magney認為，這些細節是「

����������

������

經過設計」；確實，Tesla宣佈的新晶

而唯恐其AutoPilot不夠讓大眾混

Tesla並非一家傳統車廠，安全性顯然

片性能規格「從技術的角度對大多數人

淆，Tesla這次又發表了另一個自定

也非他們的關注重點…

來說都是印象深刻，」但他從這場活動

義、稱為「全自駕」(FSD)的輔助駕駛

Tesla的Bannon在該場會議上透露
的AI處理器技術細節讓聽眾心服口服，
對此技術顧問VSI Labs的創辦人暨首席

繼續閱讀請連結EE Times Taiwan網站：http://bit.ly/2ZEyCvr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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ജݯ33URזiʻࠛ
ᛰರ̒ؿଡዀ
Junko Yoshida，EE Times首席國際特派記者

��(�ua�ei)����的��智慧��
機P30與P30 Pro，據說在中國市場一
��就����；���機的����
�家����第一���分析��的技
術機構，����������。
���������的�機，EE
Times特��������國的��分
析機構System Plus (市場研究機構Yole
Dé�eloppement����)，����
技術分�������P30 Pro的一�
��，���中是��������。
System Plus成本分析專家Stephane
Elisabeth��，���P30 Pro的��
������機����—包括支援
�0���的���。�������
在��上����，����智慧��
機���������。�Elisabeth
��，System Plus的�������
�P30 Pro中��一�����。

ɍᄙਢᚲ3&%
首�，System Plus������P30

྇iജݯณಁ࿏ᘜዀ33URኣ႓Εɻਝ̟ȹሒగެe(圖片來源：System Plus)

Pro�在�採用三層�������
(PCB)配置(參考圖2)；蘋果(Apple)的
iPhone X是第一支採用三層PCB的智慧
��機，三�(Samsun�)����，�
System Plus�����������
快就跟上腳步。
����，��採用�����
�������(�nimi�ron)的���
PCB (Substrate Like-PCB)技術；蘋果
iPhone X的三層��PCB�是���
���者AT�S��。���P30 Pro與
iPhone X是��的三層��PCB�構，
��者��一片�����的�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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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ജݯ33URઔ͂ɍᄙਢᚲཋ༏ܼ࿚cկপ̎ᄥጙཋɥႇeɐᄙ3&%˳фᎶ
͂୮ଉኂdཋဳଉ,&ၤ৽ʏͧcɎᄙ3&%˳ܰڬфֺτ5)ʏͧؿ௰ࠍཋ༏hΕ
ԭːཋ༏ɻංܰڬடɐɎԭᄙܼ࣑ؿ3&%e        (圖片來源：System Plus)

உ్߮
仍有所不同。
Elisabeth解釋，P30 Pro的底層
電路板���為��IC������
(�iSili�o�)��的��(�iri�)應用處理
器，還有電源管理IC與被動元件，射頻
(RF)元件則都集中在最上層電路板；至
於中間�層PCB是���結��與底層
電路板的��，�����層的��。
(參考圖3、圖4)
至於�果在iPho�e �的�層電路板
則是放置了記憶體，在位於中間的第
二層電路板放置了應用處理器；第三
層電路板則只提供散熱作用，上面沒
有�件。
Elisabeth表示，System Plus認為

྇iജݯ33URؿɍᄙܼ࿚˚ዀɐؿཌྷͧୀຝe    

(圖片來源：System Plus)

���PCB��的������，�為
������了���������的
類基板PCB，最後的結果是產出了「在
��與��表�上都不���，同��
節省了空間的超強PCB。」

̒ᗂஉ߮
�為P30 Pro最����的�是�的(後
�)�����，���������
的�������������、�
�����、�����間(�ime�o��
Fli�ht，�oF)��，還有�����，�
���都是�用So�y的C��S����

྇iജݯ33UR܃ ؿΉ ̒ᗂஉ߮e

྇iജݯ33UR˚ዀ̊ȹࠍؿཌྷͧୀຝe        

(圖片來源：System Plus)

྇iജݯ33URکΉᗂe    

(圖片來源：System Plus)

(圖片來源：System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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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面��一個前��影�。(�
考圖4、圖5、圖6)
Elisabeth表示，��������
�角��的���模組�用了������
�(RYY�)��，����的�����
(R��)��；��影像感測器提供R��
訊�，RYY����������。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P30 Pro增加
了Sony的�oF��；����不是第一
��用該��的����(另一���
����Oppo���用)，�是��以
該��支援�增��(�R)應用，並�
支援�動��(auto �ocus)。����
來�三個��的訊�，�oF�����
出一個場�並���用���在���

྇i33UR̒ؿᗂᅡୂઔ͂ȿᅕိɺܼ࿚eᅶશᗂᅡୂ͂˞ྡྷଊࠛᛰರ
˲ॶh7R)ᗂᅡୂฆͮ؟๑עኂ IORRGLOOXPLQDWRU c͂˞ྡྷଊ$5˲ॶeᑹτ˚
ᗂ˞ʥᄤӯᗂؿᔶᗂᅡୂe              (圖片來源：System Plus)

�；Elisabeth��：�這是�oF��第
一��用來支援�動��。�(�考圖7)

ᅶશᗂ
P30 Pro����的�是����的�
用，��以����放置一個CMOS
影像感測器，並在背面以45度角放置
了一面��，以增加����(圖8)。
Elisabeth表示，這是市場上第一款支援
10倍��的����，������
真；他指出，在2018年的世界行動通訊
大會(MWC)，Oppo展示了一款支援5倍
��的���，�並�������。
在�����公司��是該款�

྇i33UR܃ʿ˚ؿᗂdᄤӯᗂ˞ʥ7R)ᗂᅡୂe

��� 模 組 的 � � �， E l i s a b e th 表
示，System Plus����是��的��
����(Sunny Optical �echnolo�y)，
該公司應是利用Corephotonics的IP來製
�該款��模組。

ജؿݯ5)ʏͧԜᎶਆτᛰj
System Plus的另外一個發現，是
Skyworks������的��RF��
供應�。P30 Pro�用�or�o的���頻
段前端模組(�M77031)，�Skywork的
RF前端模組(SKY78191)則是支援低頻
段。過去Skywork提供三種不同的RF前
端模組以支援三種不同頻段需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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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3UR܃ؿΉᅶશᗂᅡୂ࿚e         

(圖片來源：System Plus)

萬物連網之智慧生活即將到來

智慧嵌入式系統與物聯網研討會

更多研討會資訊

2019 年 6 月 27 日 • 台北
參與廠商：
FB 粉絲頁

會議諮詢
Rebecca.Shih@aspencore.com
還有更多廠商陸續加入

主辦單位：

+886 2 2759 1366#103

ౣᄫʹێዀ

˞ณҚ၇ࣱّٟʶb
ౣᄫʹێዀ྇ʹଊሣ๕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智慧��機�10�年前����A���e�

年的正成長。

機的新�技���������。�
也意����新機�����新�的�

i�h�ne�起����，一�����
��全�智慧���出�或銷售量��

ሻ൴ɺʹٽ

����效�或��體�，�則���

�的��。智慧��機也�相關��商

�����������出，201�年

�����的��或��。��，��

或是�機��商「�����，���

智慧��機正�走入��「�年�，�

2019年���機銷售量�持續�成�

���進�廠���或是��智慧��

度出現負成長；2019年則是進入無成

���現����。

機��，��������。

長的��。201�年全�智慧��機的

��，��������機��的

�，��全����，�其是新�

出�量���14.��億支，���201�

硬體創新或新技術，引發的「群起效

�����「��一機�的�����

年；�a�tne��新����，2019年�

��效�，������機的���

�，智慧��機的銷售量也�����

機出�量���1�億�，��201�年

����，�����出現「���

�相關��「����。智慧��機�

��0.��；������機����

��。也��機「�機一��的��或

�也走���������C�一�，��

�����則��2019年智慧��機銷售量

�������，�新機�的����

��出���引�����的新��，

約僅14.22億支。

��，�然�長智慧��機����，

全年銷售量從與前一年相比持平，走到

�a�tne�並��，智慧��機銷量

201�年��年出現��，���長��

�現負成長的��是�������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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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影響其換機意願。
當然相關廠商也正持續的思考智慧

ౣᄫʹێዀ
*̨ณᎶ͂
5G通訊技術因其高傳輸速率、低
��、高���、������…等
�多�性，����年������，
��有業者���0��年��5G元
年，並�5G技術�為�產業的�星。
��型�機業者�然���5G技術
可為�機打�更多的新應用，或��
升消費者的使用體驗，因此在今年全
球行動通訊大會(MWC)已可看到三星
(Sa���ng)與��(�G)����5G的
機�，高通(��al�o��)���，��
司Snapdragon 855處理器與X50 5G數
據機晶片，在全球已取得超過30款的
��型�機導���。
����為，5G�多�時代的�
性，���型�機或�其���的業
者��，有�大的����。���
�，5G可���機用�在線上��、
線上觀看或下載影片時，有更好的使
用�驗��外，����(AR)/���
�(VR)應用在��型�機的��，�
會因5G技術��，可��更�時��
�的���消費者，�升使用意�。據
了解，蘋果與Google在AR/VR的研究
��多，5G技術應�可��為�使AR/
VR在��型�機應用更��的��。
不��此，����與����的
型�機��不�的�因，���於��

在�機�了新功能，�這些新功能��

�����，��機使用者�於��型

��新技術，��可�消費者����

能��消費者使用上的�驗與效果��

�機�機��的��、功能�����

��。��有�大����果��的蘋

上這些新功能或應用的同質性效果過於

�高。在今年MWC�，多���機�

果這幾代iPhone的銷售不佳，使得蘋果

��，�消費者感�不到新�機有��

�為業者比�的��，��為����

��下��機����看，����型

�，����型機�的����高不可

三�����的產品��M� Glo�al的

�機的����，����沒法���

�，在在�使消費者�����不到�

�多新品�，����在�機��有�

�消費者��新機的意�。

���，�不���機�。

��司��的�o�ia � P�reVie�…等。

An�������理�����，

�����，��有���多使用
者會在����、�時性���用�機

機的功能沒有太大的不同，業者大多

ԅԒณҌdೝณॶ̨ɻ
ࣱّj

�升�更大��，或��更新�、

��上，這幾年��型�機新�的功

用者�於��型�機�機的��、�

時尚的外型作為主打。意法半導體

能與技術並不算少，然而，究竟有

�、����能�的�升，����

(S�Mi�roele��roni���S�)大����

�些技術與�新，能�使用者���

��，�不��。��，�機有多�

亞區類比、微機電與感測元件產品部產

���，����型�機銷���上

高解����意��，�片、�訊影

品行銷�理�����為，����然

���

片的解��與����會��大。此

�使用者的���看，過����年�

��或����，因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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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若沒有5G技術的支援，使用者所

年3���「��可��對�」的��

的容量，若設計不佳或是使用不當，發

�的��或��在分���時，可能

���利，��G���le在�利��時

生危險的機率也會大大提高。

會「�」到想��機。

僅提及�「運�設�」使用，但外��

有�於�，快�充電或無線充電�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慧(AI)、機器

測，��利可能用於智慧型�機、��

成為解決之�。通��技��經�高�

學習(��)也開始進�智慧型�機。�

電�或�電，�該��最新的A����i��

���，現�人�機不�身，�機電量

建成��，智慧型�機�建人工智慧、

�作業��(��)，也������機支

消耗快，但消費者對充電時間的要求也

�量資料分�，����機將要��來

援應用。

越來越高，例如希望僅充電5分鐘，就

自感測器所收集的、更龐大的資料量，

Ga���e���，���機可望為智

能通話兩小時。為了實現消費者的美

���的資料上傳雲端後，�應也要更

慧型�機��創新元�，預��0�3年

�，��等��時間充電的不�，�

即時�再者，智慧型�機�建了人工智

���機將�高��機��的5�，數

�快充這個�����成為��品�

慧後，真正能打動消費者的功能是，從

量總計3,000萬台。該單位並指出，消

�0��年�機的�配��。

使用者使用�機的�率�分�，讓�機

費者使用���機的��將�一�智

�建成�指出，無線充電在�0��

能主動「預測」使用者下一步想要做什

慧型�機相�，一天可能���機�

年也會更�到��。過�無線充電�

�，並以�機為主要中�，再將���

��，��將�展開打�或����

�打���可充電的�利性，但沒有

�智慧�置如智慧��、智慧��…

�。除�之外，���機的價�也將

�好的��與搭配的使用��，讓消

等���來，�成一個完整的應用感

成為消費者��時的一大��，��

費者認為非得要擁有無線充電功能不

測網路，才能打�出更�的智慧型�

��上�����機�價大�為�,000

可。���機大�將無線充電的功能

機功能特性。

美元，這個價位對使用者來說，仍稍

�建��機，相�電���與��器

�建成�例，��這�的感測網路

�����上���機在��技術�

業者合作，充分展現無線充電的充電效

�開始在運動相�的應用發�。�過�

有�多���解，例如如�設計最佳

率，以及讓�機�身�為�電端，如可

機與��智慧�置感測器的��與合

的����，提�最好的使用體�、

�過無線充電為真無線�機等�機��

作，以及即時將資料傳遞到雲端，智

����的�命及��������

充電。�使無線充電可望��成為智慧

慧型�機或��可以「建�」使用者

而出現��或��等，預計未來5年�

型�機�配，為重��機使用者帶來更

今天適不適合出門運動、根據身體狀

仍將被定義為利基型產品。

好的�機充電經�。

���使用者該進行多�運動量或�

也��，業者多認為，���機要

�、什�時�該��…等等。而這些

進到成�期，提��及�，�有一�路

ณҝᛰԞณܥኝ

消費者真正想要的功能，��須��

要�。�建成��，���機一定有�

上述的一些新技術或是機構上的創新，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與5G技術的進一

���間，�為消費者希望�機��可

除了可能帶動新一波換機潮之外，對智

步搭配才能達成。

以越來越大，如�就能用�機��所有

慧型�機���或元��也帶來的新�

不過，5G行動網路佈建才正開始

的��，�而，�機����不可能無

�。A����資�技術經������，

進行，5G網路建置的越完整，消費者

����大，��對於大��需求高，

新����帶來新的�機設計門�，例

才會更有�����建5G的智慧型�

�希望�機不要�過�重的用�，將�

如5G��天線設計時要����與天

機，���期�5G智慧型�機的��

而擁����機。

線在�機�的位置問題、���機在

量仍有�。I��的��指出，�0��年
��5G�機�量預測為��0萬支，�
須到�0�3年才會成�到���智慧型
�機��量的���。

���的��效能��會�到��、
ಲᇃ҄˨ཋұޜ

����是�������的使用�

為了��消費者換機，智慧型�

命...等，若是能在設計初期就發現問題

機的功能越來越多，未來5G、人工智

並有效解決，業者最終得到的成果就會

慧、����、更多�高��相機�

更好，也無須花費過多重工的成本。

頭…進到�機之後，�機電�的電�也

一支智慧型�機從��元�到P��

�0��年�中��機�����

需要再擴充，才得以讓集千萬功能於一

�上的電路、外�、�型機，到最終的

�出�一支����智慧型�機��

身的�機不需要��充電。但相�的問

實際要問世的產品，中間需經過無數的

(FlexPai)後，今年初小米、三星也相

題來了，電�容量不可能���一�無

設計過�、測�與���再�上，��

�發佈���機，��G���le也在今

���，除了�機�間有�之外，越大

創新或是新技術在�機��元�或是電

җᚲ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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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設計…等�此間都是��相�，�些

功能之間，是否有最佳的配合度，以及

˲ॶτࢽˈღͲҡࠇ߬

工作都無法「簡單帶過」，否則，最終

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的協作是否能微調

上�新技術為智�型�機帶來的創新

得到的��可會相當「��」。��

到最佳��有關，而�也是�機大�為

與應用可望推�智�型�機的��

���，就應用處理器來�，5G��

何需要�製�機��或是����處理

量。Gartner��，2020年�機市場

技術�到�機�，不是�需考慮5G�

器�大的原因之�。

可��成�，較2019年提升1�2�。

線如何設計、��，同時處理器也會

高���出，�機功能�多、處

不過，該單位也提醒，消費者已開始延

因為5G技術使得需要處理的資料量大

理能力��，不�會��電��電�

��機使用年�，�計202�年時高階

增，因此在5G處理器設計時，就須思

度，而消費者又不希望花太多時間等

�機������2��年增�到2��年。

考如何讓處理器在提升巨量資料處理

�，因此快�充電功能�成為各�

��上���到的智�型�機��

能力時，能同時解決熱生成且維持小

機��的�準配�。��快�充電以

性過高、沒有創新功能之外，各種功能

��等問題。

1��45W為主�，�有高階機種�用

��機也���機���得相當高�，

��成則認為，5G技術��智�

45W直充方案，且AC-DC快充晶片方

更是讓消費者卻步。事實上，Google

型�機�，感測器需要有更高的��

案須��並�過�業主�快充��，

過去曾經思考，消費者是否真的需要

度，以及感測器所提供的功能要更佳

才能確保和主處理器搭配得當，並提

使用到智�型�機��的全部功能，

準確，否則可能會影響製造商增添在智

供最高的安全性。

消費者����「功能�全」的�機

�型�機�新功能的整體效能��外，

無線充電過去也常因充電效率較低

時，是否也��花���不需要的功

�����感測器的��位�也有所影

與充電時間過�，而為消費者所��。

能？因此Google曾經推出可依消費者

響。因為，若是�感測器�在常需要�

高����，無線充電技術也開始�快

需���功能的「�單式」�機，�

�的��，��感測器因此也��到，

充方���，如此�來，充電器到系統

市場反應不佳。

勢必會影響感測器的效能。

整體的充電設計、相關的安全性…等衍

��成�測，�來��5年，有些智

生的新問題，都需要元件與系統整合商

�型�機可能會如��式����，�

��步��。

��所有功能與應用市場，到���到

�此之外，����本�的機構測
�也��要。機構設計是否���、�
�…都是業者在創新之餘需要考慮的部

����調，整�智�型�機無�

專為某些應用所打造的利基市場。不

分。更�要的是，當在���調��的

是元件或機構的設計過程，若是都能先

過，最�要的是，智�型�機必須��

智�型�機�增��來�多功能時，消

以���體��真實�理性��，��

�應用生�系統，不�需與��智��

費者會��新�機可能�使用1年或�

並解決有問題的部分，到原型機階段

��成��，且無�要��何種技術，

段時間，��就會開始��或是有些功

�，就能��快的��量�。也就是

都要讓消費認為是「有效」的功能，

能靈敏度降低…等等，��實��機�

�，��設計���，��就能��

推�使用者更�依�、��，智�型�

使用的作業系統和�機處理器及各種新

更多時間與成本。

機才可能����。

裝置種類
傳統PC(桌上型與筆電)
Ultramobiles(頂級機種)

2018

2019

2020

2021

195,317

189,472

182,823

175,058

64,471

68,869

74,432

79,871

整體PC市場

259,787

258,341

257,255

254,929

Ultramobiles(基本款與實用款)

149,561

147,963

145,811

143,707

運算裝置市場

409,348

406,304

403,066

398,636

手機

1,811,922

1,802,394

1,824,628

1,798,356

整體裝置市場

2,221,270

2,208,697

2,227,694

2,196,992

備註：
·Ultramobiles(頂級機種)包括微軟Surface Pro、Lenovo Yoga 3 Pro 以及蘋果MacBook Air等；
·Ultramobiles(基本款)包括螢幕小於10吋的Windows裝置、蘋果的iPad與iPad Mini、所有搭載Android系統的平板如Google Nexus 9 (不含白牌)、
以及 Chromebook；
·Ultramobiles(實用款)主要為白牌平板電腦。

aαͲଈΈᗘສˮஒ൴དЅ ௰Ͻiϛຒ̎ e

(資料來源：Gartner，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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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飛，EE Times China

2018年對於��型�機市場來�，並

能���型�機產業�現往���？�

���表示：「在一�程度上，

不算是一個好年景。中國�機市場�為

��面�事，�電��程�����了

當OEM的規模足夠大，他們就會希望

全球最大市場，出現了超過12%的負成

多���型�機�應�中的廠商，來從

能更好�控制自己的�應�，���

長，�加上�他發��區需求�軟，使

他們的回答中找找答案。

�進入晶片設計��，�在�一��
�的基�當中都有這���的核心�

�全球�機市場��出現下�。

ᄾဍց܁ɾ̔ؿ୮ଉኂʠज़

�力。�ual�omm��，�些��於

iPhone用大�的設計、全新的模��新

�動處理器是整個�機硬體設計的

驅動技術發展的企業往往會是市場的

���機�後，這��年��機廠商�

核心，去年�大廠商���進��米

��。�

��製機的���，製�了大�外�類

時�，��������的��，

不�的企業有不�的核心��力，

�、性能功能��、����的產品，

行動處理器需要在製程以外的層面

有的企業善於做消費類產品，有的企業

這對整個產業來說並不是好事。使用者

進行更多的功能差異化設計。去年

善於做軟體，還有的善於做應用。就像

開���「�機一面�， 換機���

12�，高通(�ual�omm)�出了全球

�ual�omm������體��，�有

長、換機市場整體需求下降。

��支持���比特5G連接的��

業�都����技術和高性能�功�運

(Snapdragon) 855�機��，�外

算展開。

��不���，自��(Apple)

�機OEM廠商是時����—如
何從使用者角度去做創新？
去年，�機�業設計在全��、�

還用AI和����展��(�R)�動體
驗升級。

ᙘᄧዀɍɣஐͨid
Ⴉd

���(��：不�於「��機�，將

�ual�omm產品市場總����

�機����攝影機��設計為��

表示：「OEM廠基於強大處理器開發

�為�機的��，攝影系統一�以來都

�的機種)和攝影機上做了�多�進和

的產品，�以�現出��的差異化創

是��型�機�端使用者最�要的��

革新，但這些技術演進沒有真正觸動到

新特性。舉例來說，在5G方面，小

��一，從��新發�的��機型來

�端使用者的「�需�。�年�，��

米、OPPO、一加、中興通訊、努比

�，攝影機的����發展到了三�

���機的出現�大��到了�機硬體

亞、三星(Samsung)和LG等在內的全

�，升降��也大行��。多攝影機�

創新的希望。另據IDC預測，2019年，

球多��機廠商在MWC 2019�間正�

要在單攝影機的應用場景基礎上，完成

�機廠商對��成像技術的�入會��

發�或展示了�用��855的��5G�

特�使用場景的最佳化，例如�景。升

加大，�攝�3D��角或長�，將成為

�型�機，這些�機�以支��機��

降�����要為了��現有��型�

��機型的��。預計到年�，15%的

�比特�度、超�時�和超高��性。

機外觀設計，用演算法或AI強化來提升

�機將搭載支�3D�模的硬體及�應

�外，�i�o全新�品�i�OO�機還�

使用者體驗。

的AR應用，有20%以上的機型將搭載

用Snapdragon Elite Gaming支持更好

��下��技術。

的��體驗。�

5G商用、核心處理單元運算能力
和顯示技術的不斷增強，為高品質視訊

�外��5G�路全面�開，以及

對於���三的�機廠商��、�

應用�及��了�路，也成為影像感

新興��、視訊類應用的�及，也��

為和三星都自己做處理器，小米也在自

測器以及後端影像系統不斷發展最佳

�機硬體進一�升級換�。長�來�，

�處理器這種��，����為，回�

化的�動力。���技(Omni�ision)中

��型�機��會是使用者���訊�

整個��通訊��的發展�，�端廠商

國/印度區銷售副總裁Stephen Wang表

源、接入萬物互連、運用AI技術的控制

自��發晶片的��並不��。��

示，2019年�要�好�機攝影機和影

與連接核心。

����(Motorola)、三星(Samsung)

像感測在3個方面的應用：
1.

更強大的處理器、更快的5G、�

、諾基亞(Nokia)等廠商都自行開發過

�更��更�的攝影機、感測器的新應

�機晶片，諾基亞還�開發過CDMA和

0.8μm超小畫素技術的高解析度感

用、更快的充電時間…哪一種硬體創新

WCDMA晶片。

測器，�高解析度影像�及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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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階�機，��用者����都

ɺඩඩ͂כᔧ'ؿಡ

合、測�和最�化��，�機��商不

清晰；

3D臉部解鎖功能也會被應用在更多的智

需要在終端設計上花費大量時間，可在

2K/4K視訊專用��。隨著視訊�

�型�機上，隨著市場的接��度�來

較短時間內完成產品研發、生產和最

�應用的���成�，提高視訊

�高，其��性也被支�應用�注�和

�化，����產品的��外�和��

品質已經成為業界的共識。2018

�用。�外3D技術會��被應用於�

性能。」

年底的超高解析度2K/4K視訊專

準建模，從只有正面的偵測發展到在背

��今年1��，��alc���已�

用感測器得到了市場積極回饋，

面也加上一個3D模組來做環境偵測和其

佈獲得30餘款5G終端設計，而這些5G

今年將從1080P到4K提供全線

他技術的支援，例如AR、MR、VR的應

終端設計中大多數都是來自全球OEM

解決方案，���應用的超大

用及和現實生活的連接。

�商����855和���50 5G數據

�機�商正在��用不同的��技

機的智�型�機。�外，���有這些

�機；

術將���全、���正、��生理�

5G終端設計都�用了��alc���射頻

多種規格產品組合，實現不同

��測放入�機，而隨著全面���機

前端解決方案。

功能。隨著���以及三��

的被認同和��普及，���偵測��

��r��在5G��也�入巨大，

的普及，除了高端主攝影機以

的需求也����。對�，����導

其全�5G發射��發案預計今年量

外，2M、5M、8M、13M與16M

體(a�s)大中��3D方案和元件產品線

產。��r��中���動�業部����

�����、��以及��功能應

��市場��������：「a�s推

����，其方案��了5G新的頻率

用，�發了��個成�點。��

出符合客戶需求的TCS3701提供了業

N41、N77/78和N79，���機�業

與主攝�線�成��同，全面提

界最高的感知度和準確性來支持OLED

對發射功率，電�消耗和��要求的

供前攝��攝、���、三��產

全面��，不需要預����感測器。

同時，也��中��動對SRS、P��er

品組合。

�外，�於有了����和生�識��

class 2和NSA/SA 的需求。

Stephen Wang認為消費者對攝影

測這些新技術的導入加持，可預見的是

不�在5G，��r��新的Phase 6和

系統本身的需求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機不��是�訊的��，也會�化成

天線��方案還將在4G��機上�用，

�得清、�得�、�得美。「�有的�

一個感測器的�體。�」

在技術上解決了更多複雜CA的需求；」

畫素、高速高質視訊影像帶到
3.

����：「��r��的全新5G��模組

新也是����著這三個基本點來解決
客戶�點；」他��：「隨著���與

*cࠇࢯʹዀଐพగቌБȿj

可以支援APT模��100M��頻寬，�

三��系統的普及，在������得

2019年被�為5G商用元年，�像4G�

�客戶降低�機設計和生產難度。小型

清��得�的��已經基本得到解決，

機�年��市場需求一�，不少�機�

化的模組，也可以減少對應面積，為客

隨著我們基於超小畫素、超高解析度的

商����5G��其業�。但�為5G

戶�機電�提供更多的�間。」

影像感測器��，�合����三��

頻率更高、頻寬更寬，對元件的要求和

系統，完美實現多倍����，能��

4G不同，其對於功率放大器(PA)的線

用者在不��清晰度的����得更�

性度要求更高，高頻一直是射頻產業設

җᚲጩྭܰᑭබcЎౝʥࣂݯ
ֆξ

更美。」

計的難點。

��業界對����和5G的關注度最

��alc���則從CP�、GP�和DSP

5G商用部署相比十年前的4G目標

高，但這��功能還不��在2019�成

方面來提升�攝體�，��將電腦視覺

和複雜性也差異巨大，面臨著全新格

市場�量的��。���技(F�calTech)

和��攝影功能����體ISP上��

�。在整個�訊��中，除了數據機外

前�產品處�����認為，高階�機

處理，推出電腦視覺ISP (CV-ISP)—

還���多元件，��射頻�發器、�

在2019的換機動能可能來自5G，但中

Spectra 380 ISP。它除了帶來速度的

波器、開關和PA等射頻前端(RFFE)，還

低階機型則更關注外觀及功能性，其中

提升，還實現了4倍功耗降低，支援

有天線。�其是5G��波部署中，需要

外觀��的��不外�有�����的

�DR10�視訊�攝。���以�件��

在終端上支援大量天線。

異型��全面��，��成�����
的全面��。

的速度為例，「如果我們想要在1080p

�����：「從6G��以�頻�

視訊中���件��，CV-ISP的處理速

到��波頻�，��alc���可以提供從

2019年可以�得上是���機元

度可以比DSP的�11倍，���件��

數據機到天線的完整5G多模解決方案

年，MWC上三�、�為以及TCL都�

可以實現1080p 60fps和4K 30fps。」

和元件。我們預先完成了這些元件的整

�了���機的量產�型。從�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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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認為目前����在價

�年以上，�年可��觸控方案也將在

「Dialog的所有電源轉換產品都具

�上���不���性，但這不�以對

可����上量產。可������於

有一個數位核心」，可以整合許多複雜

其未來發��成��，���面有�多

新的產品類型, 除開發不同於LCD的觸

的保護功能，包括多層過流保護、過

新硬體與技術。

控晶片硬體�，���將�對AMOLED

壓保護和輸出引�軟�路���。」

��也認為，������的��

的未來新應用需求，與終端客戶一同開

Brown��：「不同的��OEM��

會吸引部分高端使用者，當前的難點在

發系統層面的新技術，實現除了硬體之

使用多種不同的快充協定，一些OEM

價��貴，��成品率不高。但�表

�的系統���。」���表示：「在

��提供支援多種快充協定的可��電

示：「這�實是智慧型��的發��

AMOLED��方面，��觸控晶片�

源轉接器。USB-IF提出的USB PD標準

�。��軟性��將來的大量使用，�

經在2018年搭配中國國產AMOLED面

��多��為�市場標準�的�會，�

�可以�現出更為多變的��。對�線

�在��終端量產，201�年�1將與�

期來看這有可能成為現實。目前，許

的設計也會提出新的挑戰。」

�AMOLED一�與中國��終端客戶完

多������在��開發自�的快

早在大約十年前，軟性AMOLED

成高階智慧型��的量產。功能上可支

充協定，其中一些協定建立在USB PD

顯示��以「不會�的顯示�」吸�，

援�������、��快速�應�。

標準之上，但Dialog支援幾�所有快充

之後則以「可��的顯示器」來吸引應

此��對�����，除�有�量產的

協定。」

用。但直到最近幾年，軟性AMOLED

電����產品�，��AMOLED及

���的�點一直是更小、更高能

模組才開始具備觸控功能，應用上為了

LCD的�����技術�計�年上半年

效的電源配置、����、�面和保護

�AMOLED更�、能��，也不�使

會提供給客戶驗證。」

方案，���半導體模�方案部�略行
銷高級總監Matthew Tyler表示：「快

用傳統����。這�個應用需求�觸
控技術與過�在LCD��上所面對的�

҄˨ʥಲᇃ˨ཋҌ

速充電和無線充電當前只是高端智慧型

件完全不同。

智慧型����一直是個難題，在電池

��的專�，但���期這種功能將在

�������：「當���度�

�度和��無�����的���，快

中低端��中�及。這其中的��是充

小，���觸控電極的��更近, 所�

速充電成了����熱�的功能。目前

電採用的連接器標準，USB Type-C極

成的觸控電極上的電�變�效應�大不

市場上主流的快充方案有許多，但基本

大地提高了��的充電能�，����

相同，在����的觸控�定性�到

都採用低壓高電流、高壓低電流、高壓

����在�面��上更多地�USB

��。當為了要�模組變�同��要

高電流的思路來解決。對於快充方案的

Type-C轉變。」

能�實現小�率半�的多���，觸

��，要具體看客戶的需求。

在無線充電方面，Dialog於2016

控電極的位置必須要更接近顯示電極，

Dialog半導體公司電源轉換業務部

年戰略性投資了Energous。後者的

�此顯示器的��也會更���合到

市場行銷副總裁Scott Brown認為，較

WattUp技術不同於電��應�或��無

觸控電極，�成雜�，��產品的觸控

低的電流(小於3A)可以使用標準的低成

線充電系統，�可在一定半����對

體驗。」

本USB Type-C充電線，其成本自然相

多個設備以各種角度進行無線充電。在

����技的��，201�年LCD

對較低。功率高於3A的方案要求使用相

2018年�，�國��通���會(FCC)

顯示器In-cell��的��率會快速上

對較貴的專有線纜或USB Type-C電子標

通過了對Energous中場(Mid Field)

升，AMOLED也快速進入中高階智

記線纜，可以支援最高5A的功率。傳統

WattUp發射器參考設計的認證，中場發

慧型��市場。��顯示器本體的不

的快充技術是將更高的功率傳輸到��

射器充電��可�3��(約0��公�)。

同，各產品線也推出不同的新產品以

中，但是用這樣較高的電壓對電池充電

未來Energous將�準�場(Far Field)無

及技術來��客戶的新需求。LCD方

會導致發熱問題。

線充電發射器，��充電��可�到15
��(約��6公�)或更�，�無線充電�

面，觸控顯示整合單晶片(IDC)在更

低電壓、高電流解決方案，也稱為

高���比以及����的���，

「直充」，可以有效地將更多電量傳輸

除了提供完整的COF(Chip on Film)

到電池中，�過��高壓充電的一些熱

�年2�，�ualcomm也�對無線充

方案�，在����上�然有��的

限制來實現更快地充電。不過，由於直

電推出�uic� Charge技術，最大�度地

顯示以及觸控體驗，能實現���以

充應用需要將功率做到3A以上，則需

��輸電��和終端�置�的發熱，�

及高性價比產品。

使用專有線纜或USB Type-C電子標記

提高電池使用��，進�保護終端��

線纜，因此其成本相對較高。

善使用者體驗。

「��的軟性觸控�發�經進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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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esh Badodekar、Girija virupaxi Chougala，Cypress應用工程師

數十年來，感測器節點一直採用由控
�器、感測器、本機��記憶體、�
路連結和電池組成的基本架構。每一
個從類比環境採集資料的系統都採用
了該架構的某種變體，每個系統都必
�解決資料擷取、��資料����
本問題，然後在資料分析的基礎上採
取相應的對策。
過往資料擷取系統的感測器節點都

Ԯௐ$'&ઁؿԹኂ
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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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採集資料，如果有本機記憶體，就會
在本地��了數�個�本�後����

ɻ̕Φ

τᇃ၉༏
Ԯௐ$'&ઁؿԹኂ

一個����處理�該��對資料��

டֲ

處理並採取相應對策。資料通訊通常以

Φ   ཋϑཋ

有�����，一�是���路�類�
的工業匯流排。

྇iඨؿಡኂຝᒨe

(圖片來源：Cypress)

���環境下，�有��都會�過
�路�相通訊。���計，������
年�有�過�����連���，���
�、工業���設�、������，
以������、���������

Ԯௐ$'&ઁؿԹኂ
டֲ
Φ   ཋϑཋ

應用。全球某些區域已經開始佈署下一
��G�路，以處理上�������
的資料流量。�是，��資料���和
系統設計師還面臨幾個未解決的問題：
�些����連��雲端？����的

Ԯௐ$'&ઁؿԹኂ

ɻ̕୮ଉ

டֲ

ɻ̕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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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量有多少？有多少能在本地處理？
雲端成本又該由誰負擔？
一種��的���架構是��有資
料上��雲端，然後���端處理��
種架構������、��的系統，一
�全球連�����就會有�量系統�
���上�資料，系統設計師必�在

Ԯௐ$'&ઁؿԹኂ
டֲ
Φ   ཋϑ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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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資料。

(圖片來源：Cypress)

系統的每個�組�都����分析。在

連�成本和本機���處理����取

�工業����一�就是對��連��

�����，�����最���、�

�，����分析�些�境�以�少連

��未來的����。�了��能�以

常常���的感測器節點�分—也就

���，��本機���處理，然後�

低成本、低功耗的最佳策略佈署系統，

是本機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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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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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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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ypress)

ಡኂຝᒨ

器��佈�在�統�����線網路

要��無線技術���要��的�

感測器節點之��以�感測器���

佈線之限制或成本問題而無法進入的

些��，�����統系統無���電

����之�的������，��

地方。無線感測器節點的網狀網路可

力耗盡，但是對於無線感測器節點來

���������������或��無

以分佈在整個自動化廠房內，持續對

說，電池續航力就是大問題；同時，感

線技術；這些無線通訊協議使得感測

重要系統參數進行監控。

測器節點的�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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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上的任何改善都會對電池續航力產生

統設�為較�的�接間�時間，以�高

重大影響，並能因此減少維護頻率。

電池續航力。

����下，�於成本�制，系統

與隨時可上傳資料的系統相比，較

設計師不得不採用初期成本較低的解決

��接間�時間的系統需要��更�資

方案，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高昂的維護

料點���。��的物聯網控制器內�

成本會讓�體方案變得昂�。����

記憶體容量從64KB到256KB不等，大

感測器節點的最大成本之一就是替換電

部分容量都用於執行ADC及節點內其

池；經過最佳化能而降低30%功耗的系

�任��需的BLE���使用�A��。

統，能直接讓替換電池的維護成本也降

因而�系統需要��資料記��時，就

低30%。

會耗�內部記憶體容量；為此，記��

影響感測器節點功耗的主要因素有

必須經常��到外部記憶體。

����對一�����低功耗(BLE)

自從物聯網感測器節點採用電池驅

感測器節點的詳細系統功耗分析結果

動供電以來，外部記憶體必須具備非揮

顯示，影響電池續航力的最大關鍵參

發性，以��資料的可�性。����

數是：

中有��非揮發性��，系統設計師�

1. 資料上傳時的天線功耗；

是��採用���單�可�性高的記

2. 資料擷取過程中的控制器功耗；

憶體。最常用的外部非揮發性記憶體

3. 資 料 � � 過 程 中 的 本 � 記 憶 體

��EE�������記憶體��電記

功耗。

憶體(���A�)。�而，�於��記憶體/

BLE系統的天線功耗直接取決於感

EE������的設計初��重於�高

測器節點與中��結並���上傳資料

�取性能，因此��續��的��下會

的頻率，��BLE系統能����10�s

���重��。

最�500�元�(B)的上傳速率，但是�

�果一���記憶體單元���

少有感測器節點需要以這種50KB/s速

��，���就可以�「程式化」

率採集資料。根據感測元素的不同，環

(pr��r���e�)���新資料。���

境參數感測系統的一般資料擷取速率為

記憶體單元程式化能使其狀態從邏輯

100�500B/s，因此設計師可�BLE系

「1」變為邏輯「0」。下次更新過程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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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記憶體�元������
�1�，���������。為了加
快��速�、�程式化時間，快�記憶
體���採用了不同的分�(page)、分
段(block)和分區(sector)等架構。
分��一��在快�記憶體內��
�程式化的��資料�位；快�記憶體
元�內�有一個分�大�的��區，用
以�時��資料；一�來自外���的
資料傳�結�，設備��一個��在�
��被��的分���一�程式化運
作，���分����資料，���在
程式化�������。
每��一���，快�記憶體�元
都會�化，在快�記憶體����表�
會被�化為���(end�rance)。��
��的快�記憶體�置�有高�10�
�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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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ypress)

訊並向營運人員提供回饋。

取的樣本。

保�資料��的可��；��這個��

此外這三種系統採用了電路板上電

� 基於EEPROM的系統僅可��分�

��來��大，我們���這樣的��

流監測��，��記�以�三個�段�

大�的資料(每�64位元組)，並�

��於�低�的資料��系統來���

的系統電流消耗：

具備2ms的保壓時間(soak time)以

�不�。

1. 資料擷取(ADC擷取和讀取感測器資

�����作。因此，每���1

��������區到快�

料)；

記憶體都採用了位元組程式化(byte

2. �外�記憶體����程資料；

programming)和延遲程式化(delayed

3. 每4秒�資料上傳���。

個分�時，系統�在2ms的�外時
間內�於開���。
� 採用快�記憶體的系統�可��

programming)��，��這���的

為了分析，我們使用了一個64Mb

512位元組的分�。��置在20ms

���化�置內的程式化，��法��

快�記憶體、一個256�b EEPROM記

的程式化時間內，功耗為13mA，

本上��快�記憶體的�����。

憶體和一個Cypress的4Mb Excelon

還��外20ms時間用於����

為了��此一��，系統設��被�

F-RAM記憶體。快�記憶體支�512��

器��。這使�系統總開�時間�

採用��的��系統來�����元

page的速率，並在實驗開始時做了預

到45ms。

的耗損平衡(wear leveling)問題，這不

���；EEPROM支�60��page的速

可見，基於EEPROM的系統功耗

僅增加開支(overhead)還會降低系統速

率。�F-RAM支�位元組��(byte-

比採用F-RAM的系統高22%，而基於

�，EEPROM�具有類�的��。

addressable)、低功耗，��預���

快�記憶體的感測器節點功耗�會基於

分���(page write)。圖6��了一個

F-RAM的系統高140%。圖7的功耗模

採用F-RAM的典型系統運作情況。

式分析��了快�記憶體�置功耗表�

我們各自以F-RAM、EEPROM和快
�記憶體為基�設�了三種系統，��

有差異的原因：程式化時間導致系統功

採���、��、壓�和加速���，

表1總結了三種感測器節點類型的

模����感測器的典型資料記��

系統功耗。系統被設置為每4秒上傳大

為。三種系統�採用��化的��E��

約500位元組資料，電流監控時長為

�了功耗大，採用快�記憶體�

間�，和��一致的本�����法。

120秒。�有三種系統的資料����

EEPROM的系統還�在������，

為了��，我們��了4秒的�速��E�

�同，�一區�在於��記憶體的��

���基於快�記憶體系統的���和

�間�時間，100��s的資料取樣速率。

法不同：

��功耗問題。快�記憶體�置的�

每個樣本����有感測器資料快�和

� 因為F-RAM支�位元組��，因此

��有�，�有10����的讀��

�個�記位元組，�������析資

採用F-RAM的系統可����被擷

�，使�������有�；此外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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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耗�不�

功�����，��中���電�會�

��，��會���於�機��。��

���一���的資�。

所需的功耗會導致總功耗提高，進一步

F-RAM能解決上述問題，使其成為
物��資���的理���。F-RAM

��其�電性能。
感測器節點都是採用電池供電，如

��性��1014�����，���

������電，採用�����或

��發性���組��，��電流為

EEPR�M的����能����資��

2.4mA，待機電流2.3μA，��電流

�性的��。��������能��

0.1μA，低功耗特性適用電池供電的物

為�������，������在�

����。

機������的資�，���資�成

ړᙶঢ়Ꭶ0/&&ؿҊཋ֟ྦྷ೪
Reggie Philips，KEMET資深產品經理

在�����能發電��器或電��

ԉ˅ཋ֟יཋฌࡻवᕝ

(EV)�������對節能要求�高

�組件����以��使用��的電

的應用中，以高壓配電有助於降低I R

�器�������來��上述需

�耗��如在EV應用中，為��器

求。然而，如圖1所�，在��中，

供電的�流���能是3V�400V，而

�電(��eep�ge，電�在�電���的

��或��能電��節的電壓�能�

�然��)以��電��能�����

高。然而，這類高運作電壓不僅對終

�發�電�(i�ni���i�n)���，�高

�使用��來��的����，對�

壓運作�的�組件��性����。

2

組件— �使是��在������
適��電壓的�組件—�然。

�電�發��，如�所��的�
壓��電���的��電壓，�不�

���來������電�(M�CC)

電�的�件��或電���會�成導

��其常�用��������或��

電通�，�而導致電��電(����n�

衝(snubbing)—是如�����特�

�is�h��ge)或�成電�(���ing)。

��的�壓所��。

電�發�的��電壓������

��的物理������，M�CC

��，�如�����壓������

的高��電壓������是不能��

��電���。���電�����件

�在的�����電壓需要在���

��是�有��物的��，�如導電�

����電�，這��來�會���

���或��的��。�有高�電常�

件的��。��如�，��對�型�

的����(�如��R��)，其���

輕型電源設備的追求，需要在越來越

(p���si��)��������在的��

�的���������高電��高�

��會�其��電�(�如C0�)�高�

�電壓。EV��器或�����能�型

這������有�����，�而使

發電機的設計人員，通常會試圖採用

�組件�����電�的��。

0�03�0�0�����的��R型M�CC

在����的電��能是�致�

�電�器，其��電壓為�00V��30V

的，�如�在�件����發�電��

或1,000VDC。

電，������會產�����而�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5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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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離，從而降低在���電���
�����電�

��電�

電場

時�生電�的可能�。
浮動電極設計還可�����過�
何一對相對電極而發生短路，因此有效
減輕����(fle� cracks)；與��相
�的��可能�會引�電容��或��
的開路��。一個��是，��串聯連
結離散電容器一樣，串聯電容器的方法
會降低有效電容。

���電�
�����

ʑۮᇖ
最近發展出的一種新方法，是在元件內

྇iཋᔴဲݯɥၤဲɥdֶဲɥၤཋรංؿཋ֟ɾଐ́ૈͧe

部����電極(s�ield electrode)，
它與最近的端子處於相同的電位，並向
相對的端子��，如�3��。可以�

����

��有如法�第�(Farada� cage)，而
且與串聯電容器結構相較，這種方法可
以�����的電極��。因此，對於
��的��電�和元件��，電容可以
��。此�，��電極與��端子相
容，可以��發生應�開�。
��電�

����電�

���端子��������而且
��電容器��電離��的��電�

྇iΕဲɥၤȹྦྷᎶཋรɾංଐ́ؿཋ֟cผ҄ኒߎཋࢀኂܨe

��電路�；���電��發生，最�

���。

時，��這種��電極可��引發端子
和第一個對應電極��發生�電���
的電��電，從而�������的�

會��短路��。���的��是，如

此�，如果元件是������，

����，�電有可能發生在��件較

電路�設計����������與

因為��電極與最近的端子�處的

��表的部�，還有位於相對電位的第

���元件�������相容。�一方

電位相同，�以電���在��電極，

一個內部電極。這��會引���的�

面，如果是在�������，���

而非端子表面和相應的第一個對應電極

���(dielectric breakdown)，從而

����沒有��或��，例如元件�

位�。這可以最����減�����

��短路��，並經���非�可�的

方的��，因為這種��會����完

表面的電位�，並提��電�離。因

電容器��。

整�，並可能�生與���元件相同

此，��是���元件或������

的電�。

�電�製�的元件(如���)，也可以從

���，電容製��和�����

�短路��。

��的�電�能����，�相�的�

已經開發出各種技術，以減輕引發電
離和電��電的因�。�一是���

ࣺ৽ཋร

�����或���(glass-like)��為

或者也可以透過調整內部結構，提

��電極的一個設計�例是�����

�����生�����的表面，從而�

�電容器�����電�的能�。

的�rc��ield���電�����，���

���或����發生的可能�最�；

一個例子是級聯(cascading)內部電

����������，支��電�和�

������這種方法有效，�也�

極設計；這種方法又稱為浮動電極

電容。���元件��從0603�1�1�

在����，�����本和��的

(fl o a ti n g -el ectrode)或串聯電容技

的��或���-��00���級，電容

製程支出。還有如果元件本體沒有完

術，它能以串聯連結多個電容器相同

�在500Vdc���時��0.33μF，在

���，或者����，�效果也會

的方�提���電�，並有效���

630Vdc時為0.15μF，在1,000Vdc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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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μF。

���，������������
�發���������的���。

ᐢ

����設�����������

��������，��1�000�的�

如���������的��，��

������大�������以���

�����的��。

ͱ൬˸ኒҌઐ৽
ᔢᏻສณஉ߮
Steven �ean，������(�� Sem�c�n��ct�r)��及�������

���是�常��的���新���

監測����的���，����越

����。�����������

來越大的需求。

更是如此，它們結合先進的低功耗(甚
至���)�測器��結��，���

ᔢᏻ̟ઐ৽ɈᎶ͂

������(���)的����及�合

����的進�，新的測����

���，�進����������

開發出來，通常是由新設備所支援甚至

長的趨勢。

��。����������器�設

����，����的�長��

備，支援���進�������，進

來�����10�，��來���

��低�������������

������設備的需求���，�

����，��新����式��，�

�長��的��是��式設備，�

�����器(�e��br�llat�r)�����

���式�������(�ver�the�

器(pacemaker)，以及注射式監測器，

c��nter)����，如��式��

�至�以���������的���

(hearables)。

(�n�est�ble)����。

�����������更注�

�����������，��式

��的���，���������

����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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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動��，以����的��
方�。�測和�通�������動�
�的���設備在市場上不斷��，以
��對��常���的�測和��。同
�，��「聽��」的設備正在進入可
�接�及的線上或�體��市場。
推動��市場的������在�
����，人們的��通常��，�此
整體人�在高�化。這僅是導�需要�
��理的心��、���和��等��
�發作�上�的���一�這���的
��需要進����測。這��測��
於在��和��外進�，����是�
們��的����，得�必要的�測�

Σ766೩ᓯ௰ؿʏͧॶ߬ࠇݯສ Σʶ܁ሁኬኂ ొԜ̦߬ړؿᙶe

入�們的�作和����。這�是�成

小，仍然是完整的系統，結合處理能

External �efi�rillator，AE�)和心��整

��動的��人使用創新的電�設備，

力、記憶體、周邊設備、感測器、通

器等設備。��可�������可能�

��在��可以�測，�用�在��

訊，以及使系統正常運作所必需的離散

應用於未知和不斷變化的公開環境，電

�������人員�測要��得�。

元件。這些常���的小元件通常�提

���導���的������高。在

供電路��，�在��方面����的

這方面，如�通道������器(T��)

元件同等重要。

��的元件��要�。

ͅҌઐ৽ؿᔢᏻʿ࣐
��是在新的、成��快的����

����，���半導體��可�

這些�型元件��在����的�

�領域，�����和聽��設備，

�����應用開發的��，���得

入訊號線上，並提供達10個通道的電

成功的方���於功能、���和低

��5.0��的無線電���10系�元件，

���，�����能可��發���

功耗運作的結合。無線通訊能力是另

提供低功耗連結、接收功耗僅7mW，在

的功能。

一個關���，��這些超小型��

�����功耗僅�2.5nW。

ᐢ

��小、���電力��可���

���10�需要�10個外�元件，�

����面(tactile interface)或顯示

位面積5.50mm2，�於�入�小的��

�著人�高�化、��平�����，

器。��低功耗等��離通訊���

設備如聽����。���10�能以系統

創新、可連網的可���������

���設備�用�動��(如��型�

級��(�i�)��結合無線電�o�和所�

��變得��重要。�合��、�動�

�和平�電�)的��作��面及接收

�動元件，以�方�導入設計。

����方�的���測，可以在極小

��，並����網����的��
提供極重要的連結。

能����型��、平�電�等設
備連結網際網路，使得如助聽器等超小

的���提供��的功能，同�僅�耗
毫瓦甚至奈瓦等級的電力。

��件��、��是半導體元件的

��能以應用��進���，並�這些

這些��化��需要能測�、處理

�新進展����這些��，�功能�

��提供以�����的的�理和��

和通訊，挑戰著設計人員在僅僅幾平方

的提�、���小和�低的功耗，�是

��。此外這����能提供重要的無

毫�的����位面積�提供�整合的系

重要的常���。��是�����推

線韌體(Firmware Over The Air，FOTA)

統。至關重要的是，這些元件不僅要可

動這些變�的��或�����，�這

�新，以����在使用的�����

�，�要提供���所需的功能和使用

些變�在推動�����是��。��

外的功能。

��。��在元件��方面，��是在

件和半導體��的創新正在�使���

如�����型����的�電、

先進的小型化和高度整合半導體領域的

��需要、並能������的���

可連網是重要的，�����們不�外

創新，正在推動此一快速發展市場領域

�開發。���在���度上，半導體

�電���的���是至關重要，��

的��。����，��進�正在��

創新正在推動��設備創新的��。

是對於如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m，

人「需要」的設備變成他們「想要」的

E��)、�動體外��器(A�tomated

設備。

�����、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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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gar Savla，ASIC設計暨驗證工程師

��IC設計複雜性���加，�設計IC

SVA (System Verilog assertions)中的

��工具、硬體��器、SVA、�能�

被分配到的時間仍與以往大致相同，

一些修改；我們還確認了哪些層級的測

蓋(functional coverage)和�式化驗證

這��工程師加速所有相�流程。�

試程式以硬體��執行測試，可以��

(formal verification)等等，所有這些工

�所在的����了一個硬體��

最佳的�資���(R�I)。

具或���用於�同層級，能讓我們盡

(emulation)環境，讓測試流程能更快、

本����開�，�以�個程式碼

可能接��錯�設計的��目標。硬體

更有效；本�將分��中學到的�驗。

����；且將���������

��器�能��我們將執行時間加速

花費太多時間在設計測試上可能會

如何有效��。�用一個�過改善的

100�100萬�，��更快。

錯過產品及時上市的商機，而花費的

Virtual Interface (Vif ��)在��過程�

在圖1中我們可以看到，改善目前

太�時間�可能會��設計錯�；到

���；在產�標準驗證方法—通用

��所�耗的時間��是我們�在��

了��階段才發現錯��會����

驗證方法(�V�)中，���面(Vif)是�

的目標；接下來將討論的是可達成Level

代價—�����(nm)��的最�成

面中元件間的程式碼共用片段。

�性能的一些��。

本�中�到的�硬體��器�

本現在約為1,000萬美元，而且這還是

(emulator)能與任何能夠執行RTL或閘

சᚎ৽ೡβઢ৽

隨著轉向更複雜的SoC設計，有效

級��的�體��工具(simulator)��

加速開發時間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在實

利用測試時間變得越來越重要。有多種

�用，包括�體��L��工具。以硬體

驗�於��實�晶片前改善�體��

��可以測試設計，我們����最佳

為基�的��方法，最大���在於具

(bringup)環境。�過�體�����程

方法來最佳化測試和花費的時間。硬體

�加速�體流程的��。

式開發，�對目標設計的��如�1。

ݯЄፕእೝᅡᏃj

以相對較小的IC來說。

���為一種改善測試時間的方法��
它需要我們在測試程式(testbench)

要驗證複雜的晶片設計，我們現在有

ሬ˞ೝᅡᏃኂਨϷؿಡ
ඖ͌

的設定和設計流程中做一些改變，包括

�多工具和��可以�用，包括�體

我們發現，在��中���了大量�理

而�，��這種方法����。

(cleanup)的長時間測試(高階測試和執
����������
(���������)

行�理一段時間)是��的��。
���������������� ������—
可能需要在一段長時間內執行才能獲得

����� ���

準確的性能量測。
� 用於��晶片：能在�定配�中量

����� ���

測��萬個資��包的系統性能。

��������������
����������

� 用於處理器：量測標準化基準測試
����� ���

��������������������
�������������
������������

(如SPEC)的系統性能。
� 用於深度學習晶片：量測如ResNet

����� ���

推理等標準化基準測試的系統性能。

�����������

���������� ������� �������測
��������

�������

྇i,&ᖬֲॶ˿˞༦ΈိҌ̝Ԟҝഁh̯ʼ˞/HYHOd/HYHOd/HYHOၤ/HYHO
Ԟ͐ٲГԷঢ়ٲॶֲؿଊe

試資源或記憶體耗盡(exhaustion)、老化
(設計中具有及時性屬性的任何元素)，
以及系統重�配�測試、���(hot
www.eettaiwan.com _ α˂ _ ཋɥɮೡਿ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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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維護特殊的程式碼基底。維護單

Level 1性能，相對較慢；

獨的程式碼基底�易出�，並且�快

有時���過�。

ೝᅡᏃኂ

HVL域。當前環境中的時間意味著推進
��L模�的模�時間。�多數�VM測試

就會失去與共同變化的同步。
ᓯʝോᅡێ

我們將非定時(untimed)部分稱為

非常快速，可以根據使用者的

需要維護一個單獨的程式

(��/驅動程式)����化。

碼基底。

快速，不須單獨程式碼基底。

需要一些維護，但程度低

測試程式在�模�時間內執行，��在

於����。

外的主要是驅動程式和監視器，因為它

程式碼位於非定時域中。我們通常認為

們必須根據時��緣驅動��。

ٲiசᚎ৽ೡβౠːઢ৽ፕඖe

將定時部分稱為HDL域。設計是
定時的或可以��時��緣，在現�
設計中甚至還有非定時程式碼：並發
(concurrent ) SVA和一些功能覆蓋。
DPI��SCE-MI��中所定�：
��接�程��(Direct Programming
Interface，DPI)是SystemVerilog和
外部程式��(foreign programming
language)之間的��，���個獨
�層：SystemVerilog層和外部��

྇i6&(0,ᅡβe

層。DPI��是����的，實�使用

banking)或回收再利用物件。

FKHFN ಡ Ԯௐ,2 ：��功能��或

�種程式���為外部��是透�的，

� 用於網路晶片：可能是測試發送了數

SoC內的連接，環路(ring)測試等。可

與���的SystemVerilog端無�。�

��個����後的系統行為模式。

以�合����化I/�。加�的Verilog

� 用於處理器：可能是測試在發送數

不易處理，可能需要��一個�行為模

��甚至更多的執行��(execution
trace)之後系統的行為模式。

DPI通訊是用於單獨執行同步定時
域和非定時域(HVL)的核心思想之一。

型(fake behavioral model)來替換它。
���在��模�器中，通常�支

6&(0,ؿᅡβ

� 用於深度學習晶片：可能是測試執

援�個狀態值。使用�-prop和�式化

SCE-MI2通訊有三種主要模式：

行多層神經元之後的系統行為模

(�ormal)��方案能更�分���據�

1. 以功能(function)為基礎：功能(利用

式；�層神經元可執行�����

和Z值的測試。設計和測試程式經常使

法(matrix multiplication)、加法和

用�和Z來測試多驅動程式��、��

2. 以巨集(macro)為基礎：訊息傳遞

��(averaging)等。

值變數(unassigned variables)、��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

ΐʹଊ 5HSURGXFHGZHGJHV ：

連接(dangling)以���值的����

�在應用於不同的使用案例以��

這類測試必須要讓數件事情同時發生，

(incorrect flopping)。

DPI-C)�供中等��。

不同族群的使用者應用。
3. 以 管 道 ( p i p e ) 為 基 礎 ： 交 易

並且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達到觸發狀
態。該類場景通常在圖1的Level 1性能

ԾೝᅡᏃܼ࿚

(transaction)管道是透過功能��

模�中�以達�或發現。

為確保不同版本和供應商之間的一致

(function call)來��的��，它�

˚ ዀ ʍࠍ ட  + R V W  L QW H U I D F H

性，最�����標準；設計和��

供了一種將交易串流(streaming)進/

FRQQHFWLYLW\ ：這種屬性可以透過快速

��有SystemVerilog，DV����

出HDL端的方法。

執行一種觸�設計中�個��器的測

有�VM。���的是，��模��有

以功能為基礎的模式最易實現。

試，非常快速����到。晶片的可程

一個標準�����組— 標準組織

速度減慢的緣由是定時域和非定時

式化程度��，就�需要對它們進行�

Accellera的SCE-MI2。��模�方案供

域之間的通訊。我們打算深入研究設計

底的測試，因為�種���會�加測試

應商支援SCE-MI2交易器(transactor)方

和測試程式所需的程式碼更改，將在

案例的組合。

法。在深入研究SCE-MI2標準之前，先

�來的��中加入�個�碼和方法��

��一�這個��。

�，�後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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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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C2063
1.4μA、零漂移運算
放大器

失調
5μV

•

零

漂移
0.02μV/°C

•

功率
1.4μA

 低電源電流：
1.4μA (典型值)
 偏移電壓：5μV (最大值)
 偏移電壓漂移：
0.02μV/°C (最大值)
 輸入偏置電流：
30pA 最大值 (–40°C 至 85°C)

LTC2063

100pA 最大值 (–40°C 至 125°C)
 整合 EMI 濾波器
(在 1.8GHz 的抑制性能為 114dB)
 2mm x 2mm SC70 封裝

專題影片

www.analog.com/LTC2063-video

免費樣品：

www.analog.com/LTC2063

•

I BIAS
0.5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