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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互動
加入EET Taiwan粉絲專頁
最新訊息不漏接！
https://www.facebook.com/
EEtimes.tw

如何讓MCU進入睡眠狀態節省能耗？
電子工程專輯
與電子產業
共同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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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MIPI協議啟用ADAS SoC實現自動駕駛
如果您正在設計用於汽車ADAS應用的LiDAR、雷達和相機IC，包括自動駕駛，並且需要能以高資料
速率運行且實現先進視覺的介面，那麼您一定不能錯過此次網路研討會。
為什麼選擇智能門級驅動光電耦合器？
參加本次網路研討會，得以瞭解智慧門級驅動光電耦合器如何將這些功能集成到IC中，以幫助減少
元件數量，節省空間，降低成本和時間。
透過微型模組產品簡化電源設計
本線上研討會將說明我們的 µModule (微型模組) DC/DC電源產品。它們是完整的系統化封裝 (SiP)
電源管理解決方案，在緊湊型表貼 BGA 或 LGA 封裝內集成 DC/DC 控制器、功率電晶體、輸入和輸
出電容、補償元件和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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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ADI REM交換器的即時POWERLINK
隨著對更高效率和更高功率密度解決方案的需求增加，隔離式閘極驅動器的時序要求也隨之提高。
本線上研討會將闡述關鍵的時序要求，如傳播延遲和驅動強度，並展示應用中的指標測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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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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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爾：EUV已準備好，但仍有幾大
挑戰待解
英特爾EUV 計畫的負責人Brit t
Tur kot表示，EUV光刻技術已經「做
好了準備…並且投入了大量的技術開
發」，但工程師們仍面臨很多挑戰。
讓微控制器保障未來安全
數十億 連 接在一起的微 控 制器意味
著將數十 億 從未打算連 接 到外部世
界的 設備連 接 到了網際 網路…這 意
味著什麼？

12

思維與觀點

嵌入式處理器面臨側通道攻擊
圍繞處理器 安全性 漏 洞有一個共同
主題是，它們都針對具有最佳化的現
代高階實現功能，但這些先進功能可
能被惡意目的利用。

SoC互連：千萬不要DIY！
在過去的一年中，互連(interconnect)
I P 市 場 動 作 頻 頻，最 值得 注 意 的 就
是 英 特 爾(Int e l) 收 購 N et S p e e d 和
Facebook收購Sonics。最近的市場
整合可能 會 讓 一 些 公司 考慮 是 否應
該自己動手DIY，但問題不是你 能否
做到，而是你該這樣做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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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如何實現真正的智慧？
現在的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
因為它沒有應對未知的能力…真正的
智慧是一個能即時分析 和理解大腦
運作方式的系統…

網站內容
摩爾定律的下一步？
CEO的看法是…

出發吧…
去開拓你的眼界！

「摩爾定律」的下一步將怎麼走？

如果你你覺得你開發的技術或產品

在一場由Churchill

Club於美國

優秀得不得了，想去CES展上亮個相

加州舉行的座談會上，包括Arm、

(但是沒什麼經費更沒經驗)，請到科

美光及賽靈思等公司的執行長分

技部旗下台灣科技新創大本營TTA…

別對此 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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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Creator」掀PC市場新商機
隨著近年來數位內容創作增加，加上
專業的2D/3D媒體製作與工程需求提
升，逐漸在業界興起一個「創作者」
個人電腦(Creator PC)的新概念。

你可能不想面對的臉部辨識技術真相…
你知道你已經被監控了嗎？

25

聚焦：生物辨識
新型感測器加持
生物辨識快又準
無 論 生物 辨 識 技術 如 何發 展，準 確
度、快速與安全性都是不變的目標，
而隨著應用情境與裝置不斷變化，生
物辨識技術的關鍵元件—感測器，
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生物辨識性能與效能：
用戶體驗需要什麼？
指紋卡技術要想成功，並獲得廣泛認
可，必須無縫融入支付流程，創造積
極的用戶體驗。

設計新技術
如何讓MCU進入睡眠狀態節省能耗？
低功耗模式如何在真正的微控制器
上實現？
JEDEC軟重置—
嵌入式開發人員的福音
產業標準組織JEDEC定義了一種串
列重置協定，替代了使用專用重置接
腳來進行重置。
GDDR6介面通道特殊設計考量
很多系統公司都在參與 實施下一代
GDDR6 DRAM的設計討論，但這一
系列產品還存在許多設計挑戰…
在野外進行精密量測校驗的
技巧(上)
由於野外測試通常在極端條件下進
行，因此量測準確度、校驗便捷性、掃
描速度和分析儀可攜性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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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爾：EUV已準備好，但仍有
幾大挑戰待解
Rick Merritt，EE Times矽谷採訪中心主任

英特爾(Intel)EUV計畫的負責人Britt

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

officer)Murthy Renduchintala在他

Turkot表示，其極紫外光(EUV)微

每個EUV系統成本高達大約

最近的一篇部落客文章中用雄心勃

影技術已經「做好了準備…並且投

1.5億美元，而商用生產線需要多

勃來描述該公司的10奈米節點。他

入了大量的技術開發」。她同時表

個EUV。

表示10奈米晶片現已投入生產，而
7奈米節點正在良好進展中。

示，要駕馭這個複雜而昂貴的系統

台積電發言人孫又文表示：

來製造大批量領先晶片，工程師們

「我們確實在多層次中部署了雙

在接受EE Times採訪時，

仍然面臨很多挑戰。

重圖案曝光技術。」她拒絕透露台

Turkot表示，英特爾還沒有決定將

Turkot還介紹，英特爾在俄勒

積電在其N7+節點中使用EUV的金

在多少金屬層上採用EUV，並補充

岡州波特蘭市(Portland, Oregon)

屬層數。「基於多種因素考慮同時

說，選擇在哪些層上應用EUV是科

的巨型工廠中正運作著大如房間的

使用浸入式雙重圖案曝光與EUV技

學，同時也是藝術。「每層消耗的

EUV系統，但她並沒有透露EUV將

術，EUV的成本和成熟度與浸入式

成本不是一個簡單的計算， 它不是

如何或是否用於該公司目前的10奈

相比當然很重要。」

直接經濟學。」

米(nm)產品或計畫中的7奈米節點。

另外一位消息人士稱，三星正

舉例來說，單個EUV曝光可以

英特爾是二十多年前幫助開

在積極削減其採用EUV的7奈米節

將層的掩模數減少，有時比率達至

發這項技術的幾個半導體公司之

點價格，它為一些新創公司提供了

5：1。而浸入式步進器的雙重圖案

一，但也是最後一家確認使用它

一個全面掩模套裝，其價格低於其

曝光則有助於降低邊緣放置錯誤，

的公司。去年，其競爭對手三星

競爭對手的多層掩模(MLM)套裝。

她指出。

(Samsung)和台積電(TSMC)分別

台積電於2007年推出了MLM套裝

系統可靠性是影響成本的另一

宣佈已經在使用EUV系統來擴展

用以降低小批量生產的成本，而據

個變數。英特爾目前報告的其EUV

其7奈米節點，以在矽晶片上實現

說三星的全面掩模套裝其成本只有

系統正常執行時間約為75%~80%。

最佳的功能或特性。

MLM的60%左右。

「這個數字長遠來看是不足的，

然而，兩位消息人士指出台積

三星拒絕就其代工廠的產品

但卻足以引入這項技術，」Turkot

電的N7+僅在4個金屬層上採用了

價格或如何使用EUV發表評論。

說。「我們希望它能達到90年代浸

EUV，這意味著它仍然需要在其他

一位三星高階主管推測，英特爾

入式的正常執行時間。」

金屬層使用傳統浸入式步進器的雙

延遲其10奈米製程的推出時間，部

Turkot指出，好消息是停機時

重圖案曝光技術。

分原因在於其雄心勃勃地計畫使用

間「更容易預測」了。「過去這種

台積電的決定可能是「關於輸

COAG(contact over active gate)

情況極不可預測，(這使得)維持產

送量，他們擁有的EUV機器數量，

技術。他說，三星將逐步向COAG

品線，以及進一步開發量產線變得

以及成本上的權衡…三星可能會在

邁進，但拒絕提供細節。

很困難。」

EUV機器上做更多投入，」一位不

英特爾工程長(chief engineering

可靠性的改進大部分來自於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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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典型意料中的微影工具停機

更換收集器、恢復系統並減少污染

機指標的度量達成共識，」Turkot

時間，建立專業知識快速診斷問

率，ASML在這些方面已取得了很

強調，儘管已經有很多論文探討了

題，並在整個團隊中實施必要的解

大進展。」

這個主題。

決方案。」

另外，ASML現在提供一種叫

「對於目前EUV的使用，我

對EUV輸送量的關注目前主要

做薄膜的保護膜，它可以保護晶圓

不認為隨機指標會對產量有影響，

集中在光源的功率上。EUV光源是

免受游離粒子的影響，否則游離粒

但當EUV擴展到5奈米及以上節點

一個關鍵且複雜的元件，它透過用

子會污染它們並降低產量。

時，這會是一個潛在的限制因素。

雷射擊打一滴熔化的錫來產生光，

展望未來，研究人員擔心被

等到那一天，期望抗蝕劑供應商已

然而，在實作中，Turkot建議了另

稱為隨機指標的隨機誤差問題會

經對其有足夠的理解可以克服它。

一個EUV元件—光收集器，其正

破壞或不能完成用EUV系統繪製

關鍵是現在就要努力。」

在成為保證系統輸送量和正常執行

圖案，這將限制它們在5奈米及以

時間的更重要的元素。

上的應用。

Turkot回想第一次看到今天
的EUV系統時，「它的龐大規模

英特爾EUV系統的光源功率範

Turkot卻對此表示樂觀，隨著

和複雜性是碾壓性的」，而用於3

圍從205W ~ 285W。在晶圓級別，

EUV光源和抗蝕劑化學方面的進

奈米及以上節點的下一代系統還

「由於使用了收集器，它們提供

步，這些問題會得到改善。

要大得多。

相同的功率，」Turkot說。「但晶

「光子射擊雜訊可以透過更大

總體而言，Turkot認為有機會

圓功率因為收集器的退化每天都

的曝光度來克服。而抗蝕劑中化學

採用這個龐大的系統來推動半導體

在變化。」

方面的進步則需要抗蝕劑界進行大

技術發展是「非常有價值的」。

量研發工作。」

「與任何新平台一樣，EUV的完善

這裡，再提到一個好消息，
就是「ASML的目標很清晰，透過

「他們必須瞭解高能量曝光

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我們的整體目

更換收集器來驅動曝光源功率和

產生的二次電子和離子中材料的

標是實現無縫過渡，在晶片生產過

停機時間的改善…除去固定開支、

化學反應… 目前還沒有就物質隨

程中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讓微控制器保障未來安全
Dylan McGrath

Galen Hunt 是微軟(Microsoft)傑出

電結合在一個裸片上。在此之前，

網路上。他明白，這一天的到來

的工程師，也是該公司基於Linux的

他從未見過這樣的設備。

將對公司與客戶互動的方式產生

Azure Sphere物聯網(IoT)作業系統

Hunt說，他很快意識到他所

深遠的影響，實現「網路連接的民

總經理。一天他在華盛頓州雷德蒙

看到的東西代表了所謂的「第五

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network

德(Redmond, Washington)的辦

代運算」。每年有超過90億個微

connectivity)」這將成為物聯網

公室裡，一位同事進去向他展示了

控制器被製造和銷售，Hunt清楚

的基礎。

一個用於Xbox控制器的晶片布圖

地意識到很快會有一天幾乎所有

但Hunt很快就發現他的驚歎完

規劃，其將微控制器(MCU)和無線

這些微控制器將都將連接到網際

全被另一種感受替代。在設計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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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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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會(DAC)上發表主題演講的他
告訴DAC觀眾們，「我很快就產
生了第二種情緒，那就是恐懼。」
這種恐懼是有依據的。Hunt
是在微軟工作22年的資深專家，
曾領導了早期的雲端運算研究，他
立即明白了，數十億連接在一起的
微控制器意味著將數十億從未打算
連接到外部世界的設備連接到了網
際網路。而網際網路是什麼？引用
一位同事的話，Hunt稱之為「邪惡
的大鍋」。

微軟傑出工程師Galen Hunt在設計自動化大會上發表演講。

微控制器幾十年來一直是許多

海岸的大部分網際網路服務；駭客

微控制器所必需的七個特性。微軟

電子設備的基本大腦，但直到最近

們還破壞公共設施和直接入侵連網

聲稱Azure Sphere是一個端到端的

這些設備才被連接到外部世界。微

的汽車。

解決方案，由基於Azure Sphere認
證的微控制器、作業系統和微軟雲

控制器充其量只是具有傳統意義上

對Hunt來說，這些例子是為

非常基本的安全性，因為在物聯網

了說明，在物聯網時代每個設備

出現之前，要攻擊這些設備需要對

的安全性都很重要。正在構建的設

Hunt宣揚Azure Sphere是解

它們進行物理訪問。

備是否足夠堅實以保證安全功能？

決物聯網安全問題的解決方案也許

但連網的微控制器改變了這

這類問題不再存在，因為每個物聯

並不奇怪。但Hunt還對整個DAC

個遊戲規則，增加連接外部世界的

網網路都是一環不強，環環皆弱。

觀眾提出呼籲，無論是否使用了

能力極大地改變和擴展了微控制器

以賭場為例：駭客透過看似無關緊

Azure Sphere認證設備，但需要確

的價值，透過提供一個數位反饋回

要魚缸中的溫度感測器就侵入了賭

保創建的物聯網設備具有他論文中

路，供應商能夠更深入地與客戶互

場的整個網路。Hunt說，一旦進入

描述的所有七個特性。

動，但它也同時使得有惡意的人可

網路，他們可以留在那裡想多久就

「確保你正在建構的設備是

以透過相同的通道訪問設備。

多久，因為他們擁有該網路中的一

安全的；確保你購買的設備是安

個設備。

全的，」Hunt說。「我不在乎他

截至目前，我們已清楚知道最

端安全服務建構。

壞的情況，其中有些已既成事實，

「那麼，我們如何確保每年生

們是否擁有Azure Sphere，」他

有些仍然是理論上的。幾年前，駭

產的90億顆微控制器的安全呢？」

補充道。「我關心的是它們是否安

客透過控制拉斯維加斯賭場魚缸內

Hunt問。「你可能認為這是不可能

全，因為我想生活在一個安全的世

連網的溫度計，進入了賭場的資

的。但我要告訴你，這是可能的，

界裡。」

料庫。2013年，駭客侵入一家名

而且是實際可行的。」

Hunt宣導一種分層安全法。他

為Target的HVAC系統提供服務公

Hunt是「高度安全設備的七

認為，任何設備都可能遭受執著的

司，竊取了Target商場數百萬使

個特性(The Seven Properties of

駭客攻擊。將保證安全性的努力完

用者的詳細資訊。2016年，Mirai

Highly Secure Devices)」論文的

全集中在試圖阻止駭客對設備的訪

僵屍網路在控制了數百萬台連接

主要作者，該論文描述了(你可能

問基本上是徒勞的。「關鍵在於你

網際網路的設備後，擊潰了美國東

猜到了)該小組成員認為製造安全

是否有足夠的安全層來檢測漏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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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U

CPU

GPIO,etc.

Flash
Controller

Flash Memory

CPU MMU
Interconnect Fabric

Wi-Fi
Subsystem

Security Processor CPU
SRAM

Complex Operating Engine
Cryptographic Engines
Hardware RNG
Key Store
Pluton Security Subsystem

Microcontroller Die

由微軟和聯發科(MTK)共同開發的實驗性Sopris Wi-Fi微控制器架構。

及時阻止攻擊。」Hunt說道。

(來源：微軟)

它不是能在出貨前用螺絲固定在

週7天，每天24小時。克盡職責的

他還建議，構建高度安全設

設備上的東西。Hunt說，「安全

安全需要持續的創新，並針對新的

備需要專門的技術知識將不同的安

是基石，必須從一開始就將其建置

攻擊不斷開發應對措施。

全性零件拼接成無間隙的端到端解

到你的設備中。它必須是你思考過

「如果你正在構建一個連網的

決方案。創建和維護高度安全設備

程的一部分，必須成為設計過程的

設備，你的工作不會隨著設備交付

需要出色的工程技術、安全專業知

一部分。」

而結束，」Hunt說。「設備交付時

識，以及卓越營運。
安全問題不能事後才考慮，

Hunt還提醒，在互連世界中保
持設備安全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每

才是麻煩開始時，因為從那一天駭
客將開始攻擊你的設備。」

嵌入式處理器面臨側通道攻擊
Raik Brinkmann，OneSpin Solutions聯合創始人、總裁暨執行長

2018年1月，電腦安全研究人員

工程界和普通民眾早已習慣

一可行的方法是發佈新的軟體，

披露了兩個重大的處理器安全性

了為修補軟體漏洞而頻繁更新App

以降低系統速度與能效為代價，

漏洞：Meltdown和Spectre，惡

或安裝作業系統補丁。而這裡所說

遮蔽易受攻擊的硬體功能或避免

意程式可以利用這些漏洞竊取安

的不同，罪魁禍首是硬體，而硬體

使用它們，Meltdown和Spectre

全資料。

更新可不便宜。修補硬體漏洞唯

的發現引發了一系列針對硬體安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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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調查。

US 2019會議上，在開放式指令

用程式在同一物理處理器上運作。

截至目前，安全研究人員已

集架構(ISA)的驗證和合規性討論

例如，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可

經公佈了更多的硬體漏洞，包括

時這個問題已經被提出來。開放式

以在同一處理器核心上執行資訊娛

Foreshadow、ZombieLoad、

ISA，特別是RISC-V，以及MIPS

樂程式碼，以及安全相關功能。

RIDL和Fallout。這些硬體缺陷危

等，提供優於專有架構的優勢，越

直到最近，安全防護還主要集

及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甚至雲

來越受到半導體產業和嵌入式設備

中在軟體堆疊上，其硬體提供諸如

端的安全性。

社區的關注。

信任根的底層防護功能。 RISC-V基

嵌入式處理器被應用於許多連

金會將精力主要放在安全平台和機

那嵌入式系統是否就安全了
呢？

網系統，例如工廠、智慧家居、物

制的實現上，以防止不受信任的程

聯網(IoT)設備、醫療設備和消費電

式碼影響關鍵系統功能的完整性。

圍繞著處理器的安全性漏洞有一個

子產品，以及自動駕駛、飛機和其

這些安全功能對於驗證軟體更新至

共同主題是它們都針對具有先進性

他生命安全攸關關鍵應用。

關重要，從理論上講，這些方法沒

能最佳化的現代高階實現功能，事

不同於普遍的看法，嵌入式

有問題，不受信任的軟體只能在定

實證明，這些先進功能可能被惡意

平台上執行的軟體來自多個通常不

義好的保護殼內運作，無法突破或

目的利用。

可信的來源，例如那些允許使用者

竊取安全區域的敏感資訊。

而嵌入式系統通常採用相對

執行協力廠商應用程式或運作來自

簡單的處理器實現。它是一個封

多個供應商和開放原始碼庫的大型

漏洞並非高階處理器獨有

閉的環境，供應商應該可以更嚴

軟體堆疊平台。為了最大化硬體利

不幸的是，還有一個複雜的問題。

格地控制它。實際上，在DVCon

用率並降低成本，關鍵和非關鍵應

最近，電腦科學家公佈了一
種新型攻擊，稱為Orc攻擊，它威
脅到嵌入式應用中常用的簡單處理

Attacker Process

Secret

器。最重要的是，該篇報告作者已
經證明，很小的實施決策可能會產
生或者防止嚴重的硬體漏洞。「這
裡的關鍵點在於，即使是簡單的設
計步驟，例如添加或刪除緩衝區，

FLUSH + RELOAD
Buffer

Victim Process

Dependent
Load

Secret

不經意間也可能在任何處理器中引
入隱蔽通道漏洞，」發現Orc攻擊
的Kaiserslautern-Stanford團隊
成員Mo Fadiheh說。
最終的結果是，Orc和側通道

Load/Store

Line Fill Buffer

Speculative
Load

攻擊打破了特權級和用戶級域之
間的隔離。加密和安全驗證可以
被繞開，惡意代理程式可以推斷
出秘密資料，包括密碼、社會安

圖1：攻擊者進程透過基於行填充緩衝區(LFB)的微架構側通道從受害者進程中竊取機密
資料。受害者和攻擊者進程處於不同的安全域中。
(來源：S. van Schaik等人，RIDL：Rogue In-Flight Data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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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載入自己的程式碼並以更高的
許可權執行它或替換作業系統中

Memory1

無數的可能性。「從理論上講，
駭客可以使用Orc漏洞來控制自

other_mem1

教授、Kaiserslautern-Stanford
團隊成員Subhasish Mitra說。
業界已經意識到了這些風險，

Constraint:

的電腦，」史丹佛大學(Stanford

other_mem1 = other_mem2

動駕駛車或者徵用物聯網上連網
University)電子工程和電腦科學

R/W

CPU1

secret_data1

並正在積極尋求解決方案。例如，

Memory2

SoC1

R/W

secret_data2

CPU2

other_mem2

SoC_state2

門或終止開關可能被添加；還有

SoC_state1

的某些功能；用於DoS攻擊的後

SoC2

英飛凌(Infineon)就參與了發現Orc
漏洞的研究工作。

防止硬體漏洞的系統方法
證明微架構側通道不存在很複雜。
硬體安全驗證不僅僅是確保正確實

圖2：除一些受保護的秘密資料外，UPEC創建包含相同資料的同一運算系統的兩個實
例。基於形式驗證的分析揭示了是否有可能構建程序在未被授權訪問秘密資料的情況下
在兩個系統中以不同的方式執行。
(來源：M. R. Fadiheh等人，Processor Hardware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and their Detection by Unique
Program Execution Checking。)

施ISA安全功能，開發和分析威脅

消除設計中所有潛在的隱蔽通道

所以，替代方案就是在部署之前

模型也是不夠的，因為攻擊場景

缺陷。」

即辨識硬體漏洞來防止側通道攻

需要被提前辨識。

擊。UPEC是一種強大的硬體安全
驗證技術，其基於形式驗證的屬

明了一種強大的方法可以在大規模

嵌入式系統需要高完整性的
IC

生產和部署IC之前檢測設計過程中

在嵌入式系統中，不太可能完全

存器傳輸層(RTL)設計模型中的漏

的硬體漏洞，這就是唯一程式執行

信任和控制軟體堆疊的所有層。

洞，而不用依靠專業知識來猜測

檢查(UPEC)，它可以系統地檢測

因此，即使使用簡單的處理器核

可能存在的問題。

來自處理器微架構和較小實施決

心，利用硬體實現中漏洞實施的微

當前UPEC的實施是利用

策中的漏洞。

架構側通道攻擊也會對安全造成真

OneSpin Solutions提供的IC完整

正的威脅。

性來保證產品構建。資料安全性

發現Orc漏洞的同一個團隊發

「Orc漏洞的出現反映出，晶

性檢查，可以系統地辨識硬體寄

片設計師每天都會做出的看似無

基於RISC-V ISA的開放原始

(Security)是IC完整性的基石，當

害的設計決策，但可能會導致嚴

碼硬體為更高級別的安全審查提

然還有信任、功能正確性和生命

重的缺陷，」威斯康辛大學麥迪

供了機會。但同時，惡意代理軟體

安全性(Safety)。各種因素相輔相

森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也可以對設計執行詳細分析並發現

成，例如安全性漏洞或硬體木馬可

Madison)教授、電腦架構專家

低級漏洞。

能會危及自動駕駛車的安全性。可

Mark D. Hill指出。「透過UPEC，

而且嵌入式設備一旦部署，

設計人員可以更加自信地發現並

更換處理器就很困難且成本高昂。

見，IC完整性對如今的數位世界至
關重要。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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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SoC互連：千萬不要DIY！
Kurt Shuler，EE Times

在過去的一年中，互連(inter-

可以實現；最終可能的確如此。

是，需要最佳化的因素涉及很多

connect)IP市場動作頻頻，最

但問題不是你能否做到，而是你

方面，如功耗、延遲、頻寬、資

值得注意的就是英特爾(Intel)收

該這樣做嗎？

料路徑和安全參數等，構建互連本

購NetSpeed和Facebook收購

SoC應用程式的需求變化迅

身已經非常困難，更不用說開發互

Sonics。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

速，需要透過互連快速處理，但

連IP所需的獨特工程專業知識了。

麼各大公司現在發現了互連IP的

大多數自行開發的互連並不易於使

互連開發是一項團隊任務，它需要

重要性？互連是影響很多SoC專

用。鑒於巨大的固定開發成本，一

架構、硬體和軟體發展的專業知識

案企業其系統單晶片(SoC)交付能

年才開發製造一個晶片通常不具有

與驗證、品質一絲不苟地結合在一

力的關鍵因素嗎？這些收購是否能

經濟效益，所以大多數設計團隊都

起。最重要的是創建一個可配置的

繞過互連開發漫長、投入高且難度

採用通用平台快速創建衍生晶片，

互連IP產品，其可擴展性足以使得

大的問題呢？

使一個設計適用於多個市場和應用

幾乎任何SoC設計都不僅僅是一項

最近的市場整合可能會讓一些

情境。而互連是創建這些衍生半導

技能；「它是一門藝術」，而且正

公司考慮是否應該自己動手DIY。

體的關鍵；若不能擁有一流的互

在成為一種關鍵性的藝術。

無論是簡單的縱橫式交換結構還

連IP就會降低適應新晶片需求的

是用於高階SoC的全功能片上網路

能力，並且嚴重限制企業的市場

DIY=危險

(NoC)架構，只要有合適的人才、

反應能力。

如果仍然想要構建自己的互連IP，

合適的技術，以及充足的預算就

PERFORMANCE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那麼讓我們花點時間思考一下開發

AREA

POWER

PRODUCTIVITY

Mobile Phone SoC

SAFETY

SECURITY

Automotive ADAS SoC

針對不同市場和應用情境的SoC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NoC互連要求和優先順序。但無論什麼類型的SoC，都需要100%的品質保證。
(來源：Art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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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定的SoC專案開發定制互連，而不

化的」互連，新的商用IP解決方案

是開發廣泛的長期解決方案。今天

還是在各個方面跑贏他們，最終比

的晶片市場正在以設計師難以適應

內部開發互連平均每晶片節省3平

的更快速度變化，一旦一個NoC開

方毫米裸片面積，即每晶片節省約

發完成，馬上就會出現新的需求，

30美分，批量情況下意味著節省了

所以它又會重新回到繪圖板上，進

數百萬美元。

行下一個晶片反覆運算設計，以滿

如今，新技術市場中的各項技

足各種新的需求，包括性能、頻

術發展迅猛，這使得商用NoC互連

NoC互連都需要些什麼？NoC技術

寬、快取一致性、仲裁、延遲、服

IP變得異常重要。對於其中兩個成

採用封包化方式，淘汰了電線，釋

務品質、電源管理和安全性等。不

長最快的市場尤其如此：汽車和機

放了晶片空間，並降低了功率需

會變化的是，內部開發互連團隊總

器學習(ML)/人工智慧(AI)。對於

求。設計NoC，使其將資料封包

會成為那個導致公司不能按時提交

汽車而言，片上互連是遵從ISO

在合適的時間送到合適的地方，

符合要求晶片的制約因素。

26262功能安全規範的唯一促成因

商用互連IP有什麼優點？

而不會對該區域和/或電源有大的

而當設計團隊終於無法忍受並

素，因為片上互連可以「看到」流

影響— 這是最難的地方。要解

決定轉而採用互連IP授權模式時，

經晶片的所有資料流程量，它可以

決這個問題需要三位技術精湛的專

其晶片的市場機會可能已經過去；

標記資料，有時甚至可以在錯誤影

家：解決資料封包、通道和服務品

這是一門物盡天擇的生意。而如果

響系統安全性之前就糾正它。

質的網路專家；負責設計、驗證、

公司選擇IP授權，那互連開發團隊

對於ML/AI晶片和子系統來

具備HDL專業知識進行閘極層設計

最大的擔憂將是他們的工作是否還

說，最熱門的話題是神經網路演

的半導體專家，以及軟體專家，負

能保得住。

算法，以及設計團隊如何使定制

責確保配置工具能提供盡可能多的

的處理單元從硬體層面上加速這些
演算法的數學運算。但真正的挑戰

配置的晶片架構師和互連實施者帶

商用IP有什麼與眾不同
之處？

來高效且盡可能愉悅的體驗。

這裡舉一個Arteris IP客戶的例

果答案是「資料流程」，那麼你是

請記住，互連IP品質尤為重

子。在開始與Arteris合作之前，這

對的。而片上互連正是負責最佳化

要，因為互連中的錯誤可能導致

家晶片公司每年只開發四個SoC，

AI/ML處理單元、記憶體和周邊之

整個專案延遲甚至失敗。這意味著

因為他們要花一個多月的時間來實

間資料流程的最重要IP。

有效的品質流程和執行是互連IP交

現內部匯流排組使用內部開發互連

汽車和ML/AI SoC市場的變化

付的關鍵。

IP創建的互連實例的任意更改。而

正在加速片上互連技術的創新，其

事實上，開發一個NoC需要多

該客戶一旦採用了商用互連IP，晶

重要性也呈爆炸式增長。變革的步

達30~50名工程師，而且極有可能

片產量提高到了每年20多個設計，

伐太快，以至於任何一家半導體公

該團隊在這三個關鍵領域之一會存

這使得他們能夠經濟有效地為細分

司都無法跟上腳步並期望成為世界

在薄弱環節。當然，如果不用考慮

市場提供晶片，從而以可觀的毛

一流。幸運的是，值得信賴的專家

上市時間，那該團隊最終可能完成

利率和可接受的價格贏得額外的

們每天都沉浸在互連IP藝術中，從

任務。另外，資金也是一個關鍵制

設計勝利。

專家那裡獲取最先進的片上互連IP

資訊並盡可能自動化，為實現互連

約因素，因為內部互連開發團隊往

最有趣的是，即使內部團隊十

往缺乏資源，他們通常不得不為特

年來一直專門為該客戶創建「最佳

是：如何給晶片「餵飽」資料？如

授權是從這種加速創新中獲益的最
佳方式。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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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如何實現真正的智慧？
Nitin Dahad，EE Times歐洲特派記者

今天無論你走到哪裡，都有關於人工智慧(AI)如何轉變

習，根本是騙人的」。

或破壞一個程序或系統的討論。但現在的人工智慧並不

「深度學習、神經網路、巨量資料和人工智慧，所

是真正的智慧，因為它沒有應對未知的能力。典型的人

有這些都和智慧沒有一丁點兒關係，」Maisonnier說。

工智慧模型運用了大量的資料和運算能力，但它仍然是

「雖然它們非常強大而且具有很多可能性，但我不是在

一個黑盒子，無法解釋它如何做出決定。

詆毀它，它們真的與智慧無關。」

這是法國新創公司AnotherBrain執行長兼創始人

受PalmPilot發明人Jeff Hawkins的《On

Bruno Maisonnier在接受EE Times Europe採訪時多次

Intelligence》一書啟發，Maisonnier考慮實現Hawkins

強調的。由於渴望在人工智慧中實現真正的智慧，當

的一些想法。「我創立AnotherBrain是要實現一個承

他之前創立的公司Aldebaran Robotics於2013年被軟

諾—創造更通用的智慧。」他已經有了框架，但還

銀(SoftBank)以1億美元收購時，Maisonnier選擇從公

缺少一些電子元件；他還希望將系統嵌入到晶片中。

司退出，以繼續他的「通用人工智慧(general artificial

為此，Maisonnier聘請了腦視覺專家Patrick Pirim擔任

intelligence)」探險。

科學長(CSO)。

「機器人很棒，但與此同時，它們又很愚蠢，」

Maisonnier費盡心思地想讓大家明白，這個世界是

Maisonnier說。「它們無法理解基礎知識，也無法理

不可預測的，我們根本無法用現有的技術建造自動駕駛

解周圍的環境。2010年時，我開始研究人工智慧並為

車，甚至無法製造複雜機器人。「真正的智慧是一個能

機器人提供更自然的行為能力，使其更像我們所期望

夠即時分析和理解大腦運作方式的系統，它不需要大量

中該有的行為。」在研究了深度學習系統之後，他得

的資料，它以一種非常節儉的方式運作，」他說。「真

出的結論是「今天所有人都稱之為人工智慧的深度學

正的智慧需要在一個晶片中實現，功耗少於1瓦(W)，而
與之相比，深度學習的推理階段耗能15或20瓦，訓練的
學習階段則耗能數千瓦。」
Maisonnier補充說，真正的智慧晶片不需要巨量
資料或海量資料，其行為結果應該也是可解釋的。為
了說明他所說的可解釋性，他引用了一個自動駕駛車
辨識摩托車的例子。汽車的攝影鏡頭和感測器發現一個
物體並確定這是一輛摩托車，但是他們是否可以解釋判
斷它是一輛摩托車的依據，而不僅僅是對資料庫裡的東
西打勾？截止目前，它們還不能。但如果一位人類駕駛
被要求解釋為什麼一個物體是摩托車，那他可能會指出
因為它有又粗又黑的車輪，中間有一個發出轟鳴聲的馬
達，還有個油箱和一個戴著頭盔的騎士。「這就是可解
釋性，」Maisonnier說。「這就是我們在AnotherBrain

Bruno Maisonnier，AnotherBrain CEO
14

電子工程專輯 | 2019年8月 | www.eettaiwan.com

(來源: AnotherBrain)

做的工作。我們已經在一家法國汽車製造商的品質控制

精英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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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釋人工智慧的概念。

(來源：DARPA)

工業生產線上展示了我們的概念驗證。」

關性而做出決策。

可解釋性：為何人工智慧做了這決定？

生物啟發人工智慧5分鐘內學會走路

可解釋性使系統能夠以更接近自然的方式工作。Gartner

與此同時，生物啟發人工智慧(Bio-inspired AI)可望克服

在其對2019年資料與分析十大趨勢的預測中表示，可解

目前機器學習的局限性。機器學習依賴於為所有潛在場

釋人工智慧(Explainable AI；XAI)十分必要，因為人工智

景預程式設計一個系統，這是一個複雜、運算密集且效

慧模型越來越普遍地被用於增強和取代人類決策，在某

率低下的過程。DARPA正在開發另一個專案—終身學

些情況下，企業需要判斷這些模型作出的決定是否合情

習機(L2M)，它是一個能夠在執行期間不斷學習並在執

合理。但是，大多數高階人工智慧模型都是複雜的黑盒

行任務時變得越來越專業的系統。L2M專案於2017年首

子，無法解釋為什麼它們會給出一個特定建議或決策。

次宣佈，目前正在開展下一代人工智慧系統與其元件的

基於對當今人工智慧系統黑盒子本質的擔憂，創建

研究和開發，以及研究將生物有機體的學習機制轉化為

能更好地解釋其決策理由的系統已成為一種趨勢。美國

運算過程。L2M專案透過提供不同期限和規模的基金與

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正在進行一項可解釋人工

合約，支援多達30個研究團體的工作。

智慧計畫，以實現「第三次浪潮的人工智慧系統」，這

L2M資助的其中之一是南加州大學(USC)維特比

個階段的人工智慧可以理解其運作的背景和環境，而且

工程學院(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該學院已發

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建構潛在的解釋模型，從而允許

佈其對生物啟發人工智慧演算法的研究結果。在3月的

它們描述真實世界的現象。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封面故事中，USC的

柏林工業大學、Fraunhofer Heinrich Hertz

研究小組詳細介紹了其成功創造的一個由類似動物肌腱

Institute(HHI)和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SUTD)的研究

驅動的人工智慧控制機器人肢體，它可以自學行走任

人員上個月在《Nature》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人

務，甚至可以自動從被破壞的平衡中恢復。

工智慧系統如何得出他們的結論，以及他們的決策是

USC研究人員的機器人肢體背後是一種生物啟發

真正的智慧，還是只是「一般的」成功。它探討了理

演算法，只需5分鐘的「非結構化遊戲」，或進行隨機

解決策過程的重要性，但質疑了機器學習的有效性和

動作讓機器人能夠學習自己的結構及周圍環境，就可

普遍性，質疑模型是否只是基於訓練資料中的虛假相

以自行學習步行任務。機器人透過實踐學習的能力是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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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一個白蟻丘，即使室外溫度

AnotherBrain開發出所謂的有機人工智
慧技術，將感測器轉換為智慧感測器。
(圖片來源：AnotherBrain)

層柱完成的功能。」

升至42°C，也可以完美地控制其內

深度學習是在微觀/神經元水

部溫度和濕度條件。結果「一個看

準上探索人類大腦，與之不同，

起來經過設計的系統，事實是沒有

AnotherBrain是從更宏觀的層面複

首領、沒有國王、沒有王后，沒有

製大腦的行為，其中大的神經元群

任何領導，甚至沒有工程師。它完

體具有專用的功能，例如對運動或

全從自然行為中產生。」

曲率的感知。「我們專注於創建一
個生態系統，而不僅僅是技術，」

從閘極區分電晶體以了解大腦

Maisonnier說。

那麼，白蟻與開發人工智慧系統有什

AnotherBrain不是想取代機器

機器終身學習的重大進步，USC研

麼關係呢？Maisonnier從基礎開始解

學習技術，而是在努力對它們進行

究人員的成果顯示，人工智慧系統

釋：「如果想瞭解電腦如何工作，可

補充。Maisonnier說，「現在深度

可以從相關經驗中學習，隨著時間

以說它只不過是一個電晶體的網路。

學習和神經網路已經可以很好地服

的推移，它可以找到並調整其解決

但是，儘管你可能知道電晶體工作的

務於很多應用程式，」他並指出，

方案來應對挑戰。

基礎知識，卻很難將之與更高級別的

深度學習仍將與許多應用程式相

電腦工作原理聯繫起來，因為兩者之

關，但還有其他應用程式需要真正

間的概念差距太大了。」

的智慧，這些應用需要瞭解正在發

最近，另一篇關於群體智慧
(Swarm Intelligence；SI)的論文
提出了一個可能對實現更直覺的

「但是，如果從中間級功能

人工智慧(Intuitive AI)產生影響的

的角度出發來考慮，比如閘極，

模型。在2月的《美國國家科學院

那就比較容易理解電腦如何工作。

AnotherBrain所開發的稱為有

院刊(PNAS)》中，來自哈佛大學

這些中間級功能透過電晶體網路得

機人工智慧的技術，是將感測器

John A. Paulson工程與應用科學學

到。因此，這裡最重要的是中間級

轉換為智慧感測器，用於工業自

院和有機與進化生物學系的研究人

功能—閘極。」

動化、物聯網(IoT)和汽車市場。

生的事情，以及在混亂和不可預測
的世界中如何表現。

員勾勒出了一個新框架，該框架展

Maisonnier說，大腦也是如

Maisonnier說，公司已經在GPU上

示了環境物理與動物行為之間的簡

此，其基本成分包括神經元，就像

運作該技術從而為客戶解決工業自

單規則如何在自然界中產生複雜的

電晶體一樣，而大腦類似於電腦。

動化中的問題，其下一個目標應用

結構。透過關注動物建築中最著名

他說，同樣的，兩者之間的差距是

是自動駕駛。

的例子—白蟻丘，該理論框架展

巨大的；無法僅僅根據對神經元的

示了生命系統如何利用簡單的規則

瞭解來推斷大腦如何運作。

創造出利用物質並注入複雜建築的

AnotherBrain的技術旨在透過
設計進行解釋，其使用最少的能源

「但在大腦中有稱之為皮層柱

和資料，以及無須邊緣運算的狀態

(cortical columns)的功能。如果瞭

下運作，從而可以在工廠和物流中

基於對白蟻建築成就的思考，

解這些柱狀組織正在做什麼(這是已

更加有效地部署人工智慧。該公司

Maisonnier說：「大自然在系統最

知的科學)，那麼就可以重現這些功

的產品包括即時製造機器人引導和

佳化方面顯然是完美的。」那裡沒

能，或者透過神經元網路、神經網

一次性學習視覺檢查。該技術基於

有複雜的系統驅動白蟻的行為，只

路(這是非常困難的)，或者直接利

一套生物啟發演算法，允許感測器

有簡單的規則應用於基本代理人。

用經典電子學。在AnotherBrain，

瞭解周圍環境並自主學習，同時可

如果正確選擇簡單規則，最終就可

我們使用經典電子設備再現那些皮

以向用戶解釋決策依據。

微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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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Creator’掀PC市場新商機
Susan Hong，EE Times Taiwan

隨著近年來數位內容創作增加、
影音直播蔚為風潮，加上專業的
2D/3D媒體製作與工程需求提升，
逐漸在業界興起一個「創作者」個
人電腦(Creator PC)的新概念。特
別是由於電競(Gaming)電腦市場成
熟、成長趨緩，在英特爾(Intel)與
Nvidia等大廠力拱下，各大電腦品
牌紛紛推出Creator PC系列產品，
期望創造新的PC細分市場，推動新
一波的PC成長動能。

英特爾資深副總裁暨客戶運算事業群總經理Gregory M. Bryant在Computex 2018首
度提出專為內容創作者定位的‘Creator PC’市場範疇。

中佔最大區塊的是所謂的準專業消

供Optane記憶體、Thunderbolt以

英特爾資深副總裁暨客戶運算

費者(prosumer)，佔29%。這一族

及DisplayHDR等技術，滿足創作

事業群總經理Gregory M. Bryant

群通常擁有更大的follower，對於

者對於高效的運算能力、儲存，以

在2018年的Computex即提出專為

硬體規格也有一定的專業需求。為

及快速I/O與顯示器的需求。

內容創作者定位的新市場範疇—

了使其創作過程更有效率，其軟體

為了打造符合這一市場需求

「Creator PC」一詞，聯手軟、硬

配置通常較一般用戶更多，更新電

的裝置，協助創作者創造更優質

體生態系統合作夥伴鎖定創作者的

腦的速度也更快約九個月，平均約

的內容，還需要一個完整的生態鏈

需求推出新的產品線。經過一年的

2.5年就會換新電腦。

支持，包括客戶與合作夥伴提供

努力，Creator PC市場及其生態系

創作者需要的是一台兼具時

在軟體、硬體的努力，讓這一市

統如今正逐漸成形，電競PC不再是

尚和功能的強大系統。英特爾桌

場區隔更明顯。英特爾目前已與

唯一的高效能PC，同時也象徵PC市

上型電腦平台經理李昆龍引用Intel

Acer、Asus、Gigabyte與MSI等

場正持續分化。

Research的調查表示，儘管目前還

20家PC OEM合作夥伴推出了各種

創作者PC可望帶來多大的商

無法明確定義Creator PC，但「在

Creator PC產品。

機？根據Intel Research的調查，市

升級PC時，創作者最在乎的就是

儘管Creator PC才剛起步，李

場上將有2億以上的創作者使用PC

CPU是否符合其需求。」Creator

昆龍指出，目前的Creator PC市場

來創作其內容，包括記錄與編輯旅

PC的特點包括美學風格外型、支

就像是五年前的電競市場，「當時

遊與生活點滴的影音與照片、直播

援像Core i7、i9和Xeon的處理器效

的電競PC並不像現在那麼先進，

串流與社群分享、2D/3D媒體創作

能、具有可隨新科技演進升級GPU

不但沒有電競螢幕，也沒有電競專

以及像CAD、CAM等專業的工程領

和SSD等配備的可升級能力，以及

用的滑鼠或鍵盤等，而今的電競市

域，都將帶動對於高效能PC的需求

為Tower及AiO等桌上型電腦搭配

場已經發展成熟到每一個I/O或平

成長。英特爾台灣分公司業務暨行

觸控功能等。

台都足以成為一種產業鏈。」他預

銷事業群總監林秀娟說，從一般個

除了Core/Xeon系列平台，他

人到商業專業領域，在創作者市場

強調，英特爾還將為Creator PC提

期在三年後，Creator PC也將創造
更不一樣的市場風貌。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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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感測器加持
生物辨識快又準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生物辨識技術發展得早，辨識的生理「對象」也越

發揮所長？

來越多元，如脈搏、心跳、指紋、瞳孔、臉部… 等
等。無論生物辨識技術如何發展，準確度、快速與

便利性—生物辨識「生存之道」

安全性都是不變的目標，甚至尺寸、成本與功耗也

起初，生物辨識技術的崛起是基於安全性的考量，在

因應用場景，如穿戴式裝置或其他行動裝置的發展

智慧型手機為求銷售上的突破，而被導入作為手機

而成為新的要求。

開/解鎖的功能；進而再到為行動支付進一步把關交

而隨著應用情境與裝置不斷變化，生物辨識技術

易安全。但生物辨識技術「百百種」，只要是能夠被

的重要關鍵元件—感測器，會有什麼樣的改變，以

截取的生理訊號都可能作為生物辨識技術中的一種，

作為因應？而新感測器又會如何助力生物辨識技術能

現今常見或者最常被採用的生物辨識技術包括語音、

夠在辨識時快又準確？更甚者，近期醫療相關穿戴式

指紋與臉部辨識。成功大學電氣工程系教授暨IEEE

裝置，也因人們更加注重養生保健，而有更多的發展，

TBioCAS副主編李順裕表示，語音、指紋及臉部辨識

包括心跳、脈搏、血壓…等相關生理資訊的辨識將如何

主要是因為便利性而被智慧型手機納入，進而取代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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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密碼的開機方式，且生物辨識技術也進一步刺激了

體的3D影像。英飛凌(Infineon)大中華區射頻及感測元

智慧型手機的出貨成長。

件、電源管理及多元電子事業處總監麥正奇表示，ToF

現階段，上述三種生物辨識的「勢力消長」，從智

讓影像呈現出振幅圖(2D)與深度圖(3D)，再透過算法，

慧型手機大廠的動態可發現，臉部辨識無疑是目前最夯

提供應用裝置所需結果。其中，3D深度圖可謂是ToF相

的生物辨識技術之一，儼然有取代指紋辨識的態勢。不

較其他感測技術的優勢，可進一步實現如人臉辨識功

過，有鑑於成本、解鎖速度及安全性、便利性等各方面

能，也因此現階段ToF最大的商機即是人臉辨識。

考量下，蘋果(Apple)有意在2020年的新機種重新「擁

另外，除了人臉辨識，ToF亦可亦用其3D深度圖的

抱」指紋辨識技術，是否帶動整體智慧型手機的群起

特性辨識掌紋。樂金(LG)新款旗艦手機V40 ThinQ，則

效尤，讓指紋辨識技術得以敗部復活，並使臉部辨識

透過ToF辨識掌紋與人臉，提升行動支付的安全性。麥

在手機應用市場中成為「黃昏」技術，仍待時間觀察。

正奇指出，手機大廠仍持續思考ToF收集到的資訊，還

另外，語音辨識技術在許多需要輸入文字的系統

能透過演算法開發出哪些新應用。

中，包括導航、翻譯、通訊/社交媒體…等，也越來越

現階段，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相機景深

受青睞。隨著語音辨識的精確度越來越高，也可兼顧使

效果、遊戲或行動支付都是有利用ToF開發的功能，但

用者在「分心」使用行動裝置時，讓輸入文字與溝通更

仍尚未找尋到真正的殺手級應用。而英飛凌也正與手機

加便利人性化，預期語音辨識將持續成為智慧型手機或

業者合作，研究ToF所收集到的訊息如何與傳統的2D影

行動裝置的標準配備。

像思維結合，並做到3D QVGA(Quarter VGA)解析度效

事實上，無論各種生物辨識技術如何發展，該技術

果，進一步提升辨識度，以及開發更多新應用。

讓使用者無需碰觸到機器就能使用的便利性，以及生物
辨識技術讓手機與人的互動更具人性化。可預期，生物
辨識技術在行動裝置與穿戴式裝置應用上，將會越來越
廣泛被使用。

雷射感測器後勢看俏
雷達有不同的頻段，根據不同的頻段能偵測的範
圍不同。舉例來說，24GHz頻段雷達偵測距離長，適
用於如智慧照明控制等大偵測範圍的應用；60GHz雷

智慧型手機突破困境的「殺手 」？

射則對物體的反應速度快、精準度高，因此適用於如

智慧型手機銷售的低迷已是眾所周知，相關業者亦

心跳、呼吸、人臉…等與生物辨識相關的應用，唯獨

戮力使出渾身解數，尋找更吸引消費者的功能，以

軟體演算法、技術門檻較高，目前相關生物辨識應用

進一步刺激換機潮。生物辨識技術就是在這樣的前

仍處於開發階段。

提下，在智慧型手機有限的PCB中找到「位置」，

為何需要把在汽車或工業等其他應用的雷射導入

並進一步與其他功能相互搭配，衍生更多讓消費者

智慧型手機或行動裝置呢？麥正奇解釋，雷達可以偵

躍躍欲試的應用。

測速度、距離、角度與位置，雖然其他感測器也做得

為了讓生物辨識技術得以真正運作，相關感測器功

到，但雷射感測器具備干擾少、不受天氣影響、相較

不可沒。其中，最受矚目的兩項感測技術，是飛行時間

紅外線，可應用的範圍廣泛等優勢，因此亦逐漸獲得

(ToF)與大有後起之秀之姿的雷射感測器。

手機業者青睞。
不過，要將雷達應用順利導入手機仍有成本高、相

ToF打造3D感測

關演算法開發難度高等問題。英飛凌大中華區電源管理

ToF是可說一種3D影像感測器，利用850mm或

及多元電子事業處經理吳柏毅表示，上述挑戰都是可以

950mm遠紅外光發射到物體後，透過光線反射回來產生

解決的問題，甚至市場普遍認為雷達成本較高，應難以

的相位差，進一步推算物體的距離、深度，並呈現出物

被手機或行動裝置所接受，但隨著製程技術日益成熟，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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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而生。李順裕表示，健康貼身守護小聯盟將一些生理
資訊的偵測由智慧型手機過渡到穿戴式裝置，如智慧手
錶、智慧衣…等，並結合健康照顧的概念，讓穿戴式裝
置偵測的訊息可以符合醫療院所所需，協助醫生能夠進
一步判定病因。
健康貼身守護小聯盟成員包括軟硬體及人工智慧
(AI)、應用服務相關演算法。在硬體方面，李順裕認
為，拆開手機可以發現元件主要可分為四大塊，訊號擷
取、數位訊號處理、通訊技術與電源管理，因此穿戴式
裝置也需要這些元件，但有鑑於台灣廠商僅有少數完整
ToF運作原理。

(來源：英飛凌)

擁有這四大塊的全部元件，且穿戴式裝置更需要將元件

不僅成本，連智慧型手機最關切的尺寸問題，透過英飛

微小化，因此各式元件主要是由成功大學電機系自行研

凌採用的天線封裝(Antenna in Package；AiP)技術，也

究開發，或是搜羅台灣各家廠商的元件，並秉持著組裝

都能順勢而解。

後的系統大小不能大於新台幣10元硬幣的目標，以符合

挾著眾多優勢，雷射感測器進軍手機市場指日可

穿戴式裝置更有限的空間需求。

待。麥正奇認為，結合ToF與雷達感測器，將可為行

穿戴式裝置擷取到的生理資訊若是要供醫療用，裝

動裝置與智慧型手機帶來更多可以和使用者互動的應

置本身需要通過醫療相關法規。為將健康貼身守護小聯

用，而與人們的互動也正是行動裝置未來最重要的發

盟的研發成果進行醫療人體實驗，李順裕亦成立裕晶醫

展趨勢。

學科技，以將研發出的長時效高解析度智慧穿戴的生醫
檢測系統晶片申請醫規認證和人體臨床試驗，且該系統

把醫生「穿戴」上身

晶片內的感測器是利用電化學或導電織布與半導體生醫

在智慧型手機與行動裝置上的生物辨識技術多以辨識

電子電路技術完成生理訊號的偵測，如心律、呼吸，並

五官、外表為主，對於偵測身體內部的資訊，則大多

透過藍牙與智慧型裝置(如手機)傳輸，完成心電訊號處

是心跳、血壓…等較簡單的生理資訊為主，但這些資

理、人工智慧分析、人機介面顯示與醫學資訊紀錄。

訊多作為參考或是檢視自身在運動後的身體狀況用，
醫療院所內的醫生們較少根據這些數值判定病灶。

而此晶片系統可應用在如心律、心音、腦波、聲
音、呼吸、血氧等各種不同的生物辨識上，並已衍生出

有鑑於老年化時代來臨，人們越來越注重身體

多項產品，包括包含24小時心律偵測器、智慧衣、寶貝

保健，但同時又需兼顧醫療資源的不浪費，因此進一

衣、智慧寵物衣、試穿戴開發平台、智慧聽診器、癲癇

步詳細量測更多生理資訊的需求崛起。李順裕指出，

訊號檢測與神經調控，以及可重複使用的偵測貼片。

智慧型手機也許可以量測心跳、血壓…等基本訊息，
但是需要較長時間觀察才能發現問題的疾病，如心律

人工智慧提升精準度

不整，醫療院所傳統的做法是請病患在身上「背」一

無論應用在智慧型手機、行動裝置，或是醫療穿戴式

台小型心律追蹤器，紀錄24小時的心律狀況，但這是

裝置，準確度都是最重要的，因此在感測器中導入人

智慧型手機無法提供的功能，因為手機並不是設計來

工智慧，已逐漸成為大勢所趨。麥正奇表示，某些應

「穿戴」在身上的裝置。

用場景中，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ML)是提升生物辨識

但是背一台測試儀器在身上，會造成諸多不便，因

精準度的關鍵。目前人工智慧技術在感測器內的發展

此由李順裕擔任召集人的「健康貼身守護神小聯盟」應

還在起步階段，相關演算法的開發需要根據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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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打造，實屬不易，目前英飛凌德國總公司已針對

未來商機可期

雷達感測器機器學習方面進行研究。

未來，生物辨識技術的商機何在？李順裕表示，科技

李順裕表示，為提高生物辨識度，背後需要有人工

來自人心，現階段，生物辨識技術主要著重在消費娛

智慧技術，而人工智慧需仰賴巨量資料，如何產生足夠

樂上，所以開發出臉部、瞳孔、指紋、語音辨識技

的數據則需要精準的感測技術，透過資料不斷的輸入與

術，以縮短機器與人的距離，改善人們使用上的不

機器學習，才能提高生物辨識技術的精準度。

便。然而隨著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穿戴式健

而半導體技術的進展，讓智慧型手機可以進一步

康照護系統如運動手環、智慧手錶將逐漸導入現代社

實現更多元的生物辨識技術，例如台積電(TSMC)領

會中，此時所面臨的生物技術將有別於檢測人體五官

先的奈米製程技術，使半導體元件可持續微縮，有助

訊號，身體內部訊號，如心律、腦波、呼吸、血氧、

於降低功率的消耗與整合人工智慧的技術於系統晶片

血壓、血糖…等，將成為未來生物辨識技術的主流，

中，提高系統整合度，以降低系統模組製作成本並提

並從消費娛樂環境導入健康醫療系統。

升準確度，進而催生各種低功耗感測器。還可將雲端

麥正奇也認為健康照護是生物辨識技術未來的發

運算(cloud computing)的人工智慧技術，帶入邊緣運

展方向，ToF、雷射感測器在心臟、心律量測等方面也

算(edge computing)的感測系統中，達到智慧感測的目

有發揮的空間，唯相關演算法的開發仍具高門檻。而

標。透過智慧感測器，將有助於物聯網(IoT)的連結，提

如何找到相關生態系統並進一步落實，是各家廠商持

供人們更多的服務。

續努力的目標。

生物辨識性能與效能：用戶體驗需要什麼？
恩智浦半導體(NXP Semiconductors)供稿

生物辨識支付卡，配備指紋卡技術，將使用指紋進行

的性能。特別是，硬體和軟體互動的配置，以及用

認證。整合在卡中的感測器將在卡片放入POS終端插

於提取和匹配資料的演算法是最佳化性能的關鍵。

槽時掃描指紋，或者在終端顯示器上輕觸指紋。然後，

因此，在設計卡片上指紋解決方案時，恩智浦與

生物辨識演算法將從掃描檔(所謂的範本，template)

Precise Biometrics合作，該公司專門從事生物辨識

中提取資料，並將其與儲存在支付卡安全元件(Secure

技術，用於安全的身份認證，其高性能生物辨識解決

Element)中的參考範本進行比較。如果比較結果是正匹

方案每天在全球使用數億次。

配，持卡者將進行身份驗證，並且完成交易。
指紋卡技術要想成功，並獲得廣泛認可，必須無

Precise Biometrics實施佈署方式

縫融入支付流程，創造積極的用戶體驗。該技術需要

透過與恩智浦密切合作，Precise Biometrics開發了一

快速準確地工作，而不影響安全性，並且僅使用現有

種內建專用演算法，確保恩智浦在卡片技術上的指紋辨

基礎架構。高性能意味著提供速度、功率和準確性。

識在速度、功耗和準確性方面都表現出色。以下Precise
Biometrics解釋該公司如何最佳化這三個關鍵參數。

實施佈署非常重要
指紋技術在卡片上的實施佈署方式直接影響到卡片

1.速度：1 秒內的非接觸指紋驗證時間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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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執行時間保持在最低水準非常重

進行匹配，因為匹配過程和最終結

實施佈署過程，與低功耗操作，同

要，因為指紋驗證會為付款交易添

果需要被隱藏在IC的安全區域中。

時滿足1秒的速度要求。

加三個額外的步驟：

結合快速擷取和傳輸影像的

· 感知：嵌入在卡片中的嵌入

感測器，可以確保目標在1秒內處

3.精準度：平衡FAR/FRR權衡

式指紋感測器可擷取指紋並

理整個指紋驗證。透過在微控制

在配置用於生物辨識身份驗證的匹

將其傳輸到卡片中的低功耗

器中放置提取並在安全元件中進行

配參數時，在安全性和便利性之間

微控制器；

匹配來劃分任務，可以最佳地利用

總是有一個權衡。只關注安全性，

· 提取：低功耗微控制器提取

恩智浦設計中的硬體資源，並創建

並嚴格定義參數，難以獲得正匹

與安全元件中參考範本儲存

一個既提供速度又可提供安全性的

配，並且有損害便利性的風險，

的指紋相匹配所需的相關資

解決方案。

因為即使使用者反覆嘗試驗證其指
紋，系統也更有可能拒絕授權使用

料。
· 匹配：提取的資料發送到安
全元素，其中它與儲存在參

2.效率：低 功耗操作，無需電池
或超級電容

者。另一方面，過於強調便利性，
定義參數過於鬆散，雖然更容易獲

考範本中的指紋匹配。

為了降低製造和部署成本，卡片上

得正匹配，但存在危及安全性的風

為了簡化支付流程，並防止

的指紋格式需要與現有的終端基礎

險，因為系統可能會允許欺詐者獲

設施配合使用。

得授權。

接觸式和非接觸式終端出現不必
要的延遲，一般準則是在1秒鐘內

現有的支付終端專為低功率

為了平衡這種權衡，並創建

將所有三個步驟的指紋驗證完成，

操作而設計，最小場域強度僅為

一個提供可接受的安全性和便利

外加在標準付款交易時間上。

1.5A/m。換句話說，指紋認證過

性級別的系統，開發人員執行涉

考慮到與指紋影像相關的資

程不僅需要在1秒內進行，還需要

及數千次訪問系統的測試。然後，

料量，以及EMV卡的有限運算能

滿足此速度要求，同時在非常有

他們使用兩項指標來追蹤系統正確

力，該卡僅由POS終端供電，無需

限的功率下運行。

獲取它的頻率。第一項指標「錯誤

電池或超級電容的支援，指紋演算

卡片系統上的某些指紋功能

拒絕率(FRR)」指示系統錯誤拒絕

法的關鍵成功因素是能夠將指紋提

可能能夠使用可用的場域強度，

授權使用者的頻率，第二項指標

取(fingerprint extraction)和指紋

但並不總是達到1秒目標。此外，

「錯誤接受率(FAR)」指示系統

匹配(fingerprint matching)拆分

卡片系統上的一些指紋功能在設計

錯誤地接受未經授權的使用者的

為兩個單獨的過程。

中會添加電池或超級電容，以增加

頻率。

提取過程的運算更密集，但

功率預算。這增加了成本，並可能

透過比較FRR和FAR結果，可

不需要最高的安全保護，可在卡片

影響設計的強大功能。超級電容特

以更輕鬆地找到在安全性和便利性

中的微控制器中執行，該微控制器

別棘手，因為它們需要一定的時間

之間實現可接受的平衡區域。如圖

是專為任務選擇的低功耗IC。這使

才能為卡片系統供電，這會增加支

1所示，在T1和T2之間生成結果的

得提取過程能夠利用微控制器的加

付交易時間。

參數提供了合理的權衡。

最佳化的感測器具有極高的

為了建立卡片上指紋支付功

效能，結合最佳化的提取和匹配過

能，其準確性足以滿足支付交易的

匹配過程(運算密集程度較低)

程，可確保卡上的指紋解決方案使

嚴格要求，開發人員通常會設定目

在安全元件的安全環境中執行。從

用現有的場域強度運作。總之，正

標於提供至少與當前使用4位PIN

安全角度來看，需要使用安全元件

確的系統設置，包括正確的元件和

碼的支付卡一樣好的FAR/FRR權

速運算能力，並減少完成某些數學
運算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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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FRR
% of FAR
False Rejection Rate (FRR)
% of failed authentication trials
of card holder

False Acceptance Rate (FAR)
% of successful authentication trials
by fraudster

FRR and FAR of one system are dependent

Threshold
T1

T2

T1

High convenience (low FRR),
but risky (high % of FAR)

T2

Low convenience (high FRR),
but secure (low % of FAR)

圖1：FRR和FAR之間的安全/便利權衡。

的性能。

衡體驗。為了達到這種安全級別，

味著卡片指紋功能必須使感測器

對卡片上的指紋生物辨識性能進

比手指小得多。為了解決這個問

· 速度：生物辨識驗證所需的

行了修改和最佳化，以1/10,000

題，Precise Biometrics演算法利

附加步驟基本上不被注意，

FAR達到3% FRR為目標。理論

用從感測器收集多個影像樣本，然

因為使用Precise Biometrics

上，透過這個FRR/FAR權衡目

後，該演算法對不同的影像樣本進

演算法可以保證1秒內的快

標，每10,000次嘗試中會有一個

行排序、組合和最佳化，以生成最

速驗證時間，該演算法將提

假指紋被成功接受，每100個正版

高效、最安全的匹配過程。

取和匹配拆分為兩個單獨的

指紋中有3個被錯誤地拒絕。

為了最佳化系統的統計FRR和

過程，從而最佳化速度和安

FAR/FRR的權衡很複雜，因

FAR設置，Precise Biometrics依

為與每個指紋一樣，所有生物辨

賴大型指紋資料庫。這些資料庫經

· 電源效率：高效使用電源意

識資料也因年齡、性別、出身、

過仔細收集，以考慮各種外部因

味著使用恩智浦開發的指紋

職業和其他因素而異。使用指紋

素，如溫度、濕度、性別、年齡

功能系統支付卡可在現有支

卡片技術，這方面最大的挑戰是

等。然後，使用複雜的機器學習

付基礎設施提供的1.5A/m場

感測器的大小，以及每次影像擷

訓練和修剪演算法，以滿足所有

域強度下運作，而無需使用

取時的資料量。

預期使用者方案中所需的系統性能

電池或超級電容。

一個大尺寸感測器，大小足

全性。

· 準確性：在FAR為1/10,000

以捕捉指紋的各個方面，甚至最

底線：更好的性能

時，FRR的精準度評級低於

大的手指，但這意味著成本過高，

恩智浦基於安全處理模組，利用

3%，這表示每個參與者(銀

且需要比現有的非接觸式卡片更多

Precise Biometrics提供的演算

行、零售商、消費者)都有安

的功率。這些成本和功率限制意

法提高速度、功耗和準確性方面

全且便於使用的支付體驗。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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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想面對的臉部辨識
技術真相…
Sally Ward-Foxton，EE Times特派記者

英國可說是世界上受監控程度最

局(Metropolitan Police)以專用攝影

國家廣播公司(BBC)所拍攝的一個

高的國家之一，從商店、公共汽

機和NEC的NeoFace演算法進行了

新聞片段顯示，北倫敦有一位行人

車到私人住宅，到處設有閉路電

10項技術測試，量測了每張臉的結

將臉部遮住，並拒絕拿下面罩，但

視(CCTV)監控攝影機。在過去幾

構，包括眼睛、鼻子、嘴巴和下巴

警方還是拍下他的照片並以行為不

年，AI技術例如神經網路之類的技

之間的距離。NEC表示，此演算法

檢的理由處以90英鎊罰緩。

術帶動了臉部自動辨識的大規模導

可以容忍影像品質差的圖片，像是

英國南威爾斯警方(South

入，結合英國現有龐大的CCTV攝

壓縮過的監控影片，最低能辨識24

Wales Police)對該臉部辨識技術

影機網路，在安全應用方面被認為

畫素解析度的影像。

執行了更廣泛的測試，成果稍微好
一點點：只有91%錯誤比對無辜

具有巨大的成長潛力。

民眾。

然而，隱私問題卻令人擔憂，
特別是從照片或CCTV影片所擷取

所有的路人影像無論是否符合

的臉部辨識資料，因為這是在未經

比對結果，警方都只會保存31天。

過當事人同意、且當事人不知情的

但仍有一位民眾因為此測試向南威

情況下所拍攝，而且無論被拍攝者

爾斯警方提告，表示他在外面購物

是否在特定觀察名單上，其資料會

以及進行和平的反武器示威期間被

被任意收集，使得人們被定位、行
動被追蹤。將人群中每一張臉與個
人身份關聯起來是很容易的事，接
著就能找到與這些個人相關的所有
資料。

英國南威爾斯的警車配備臉部辨識攝影機，
在車側以英文和威爾斯語標示「此車搭載臉
部辨識設備」，然而倫敦大都會警察局的警
車缺少清楚標示。
(來源：Liberty)

儘管NeoFace在美國國家

拍照，而自動臉部辨識技術侵犯了
他的隱私權、干擾了他的示威權，
並違反了資料保護法(此訴訟案判決
結果將於今年秋天出爐)。

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的臉部
辨識性能測試中(Face in Video

道德疑慮

執法層面

Evaluation，FIVE)連續四次獲獎，

在6月上旬於倫敦舉行的年度AI技

如果為了提高安全性而必須交換我

實際表現並不盡如人意──倫敦大

術研討會CogX上，有一場座談討

們的隱私，那麼優點必須大於缺

都會警察局於2016年和2018年之

論了自動化臉部辨識技術的道德問

點。臉部辨識技術實際上是否能有

間的8次佈署測試中，有96%的臉

題。人權組織Liberty總監Martha

效地協助逮捕罪犯？

部辨識比對將無辜民眾列入了觀察

Spurrier在該座談會中強調，研究

名單。

結果顯示，安全監控甚至扭曲了非

英國各地的警察在例如購物中
心、體育場館和繁忙街道等公共場

對於這樣的測試，最主要的詬

合，進行了即時臉部辨識技術的測

病是民眾並沒有被充分告知，而他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連結EE Times

試；到目前為止，倫敦大都會警察

們也沒有機會「選擇退出」。英國

Taiwan網站：https://bit.ly/2GnO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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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如何讓MCU進入睡眠狀態
節省能耗？
Jacob Beningo，EEWeb

在上一篇文章《Arm Cortex-M低功耗模式基本原理

要最佳化能耗的元件。

(Arm Cortex-M low-power mode fundamentals)》
中，探討了在每種Arm Cortex-M處理器上可以找到

從基線測量開始

的低功耗模式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使用WFI和WFE

每當我努力最佳化一個產品的能耗時，首先會從基線

指令讓處理器進入睡眠模式。實際上我們真正要瞭解

能量測量開始。通常我會透過分析幾秒或幾分鐘內設

的是，低功耗模式如何在真正的微控制器(MCU)上實

備的電流消耗來瞭解應該從哪裡開始，在我的開發板

現？這些模式如何影響嵌入式系統？在這篇文章中，

實驗中，將Kinetis-L置於運作模式，無睡眠模式，所

將更詳細探討如何讓微控制器進入睡眠狀態，並看看

有周邊均運作並設置電路板定期切換LED。透過採用

到底能夠節省多少能耗。

IAR嵌入式工作台的I-Jet除錯器，以及I-Scope，可以
為該電路板配置一個簡單基線，即LED關閉時電流消

低功耗模式實驗

耗大約為16.9mA，LED打開時大約為18.0mA，如圖

探索低功耗模式的最佳方法是選擇一個微控制器並以

1所示。顯然，從哪裡開始進行測量很重要，否則分

各種低功耗模式實際執行該處理器。本文中，筆者決

析結果可能明顯偏離。

定翻出積塵已久的NXP Kinetis-L Freedom電路板，
我曾經不僅用它進行過實驗，而且還應用於許多產

採用等待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最佳化能耗

品、應用和課程。無論對錯，我決定不僅要測量微控

節省能耗最快的方法是執行等待或深度睡眠模式。研

制器的能耗，還要測量整個開發板的能耗。微控制器

究Kinetis-L處理器的資料表可以得出，等待模式的能

通常是電路板上的耗能大戶之一，但測量整個系統的

耗在3V電壓下的電流介於3.7和5.0mA之間。在此模

電流經常提醒我它並不是電路板上唯一的耗電元件。

式下，CPU和周邊時脈被禁用，而快閃記憶體處於休

微控制器的最佳化長路迢迢，但其實它並不是唯一需

眠模式，此時允許處理器在中斷時間範圍內(12~15個

圖1：開發板的電流測量，LED每秒切換一次。

(來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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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脈週期)仍然可以被喚醒。等待模式易於實現，設置

能耗，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進入等待模式的程式碼如下所示：

利用Stop模式和VLLS模式實現微安級電
流消耗

void Sleep_Wait(void)
{
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

採用停止模式可以禁用核心和系統時脈，這有可能將

asm(“WFI”);

微控制器電流消耗再進一步降低2mA。 你會發現，功

}

耗模式越低，實現它所需的程式碼就越多，而喚醒系

只需這兩行程式碼，開發板的電流消耗就從

統恢復工作的程式碼就越複雜。使Kinetis-L進入停止

18.0mA降至15.9mA。電流消耗減少了11.6%。如

模式的程式碼如下所示：

果電路板由680mA電池供電，則該設備的電池壽命

void Sleep_Stop(void)

將從37.8小時變為42.8小時，兩行程式碼就可以將

{

電池壽命延長五小時。

volatile unsigned int dummyread = 0;

這些高階電源模式的好處在於可以輕鬆地再向前

SMC_PMCTRL &=~ SMC_PMCTRL_STOPM_MASK;

邁一步。可以使用以下程式碼將處理器置於深度睡眠

SMC_PMCTRL |= SMC_PMCTRL_STOPM(0);

等待模式，而不僅僅是等待模式：

dummyread = SMC_PMCTRL;
Sleep_Deep();

void Sleep_Deep(void)
}

{
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

請注意，停止模式透過電源管理控制寄存器控
制，一旦狀態被設置，就會調用Sleep_Deep函數來

asm(“WFI”);

完成電源模式的設置並執行WFI。

}

我們所做的僅僅是調整了SCB_SCR寄存器中

到目前為止，本文一直在談論1~2mA的微控制

的1位元，就已經將最初的18mA電流消耗減少為

器能耗，現代微控制器將提供僅消耗μA甚至nA的電

14.8mA。電流消耗減少了17.8%。同樣，假設電路

源模式。Kinetis-L處理器於2013年左右首次亮相，

板由680mA電池供電，電池壽命現在已經從37.8小

其超低漏電停止(VLLS)模式僅耗能135~496μA。初

時增長為46小時，只需幾行程式碼就可以節省大量

始化此電源模式的程式碼如下所示：

Table 1. Power Mode Transition Times
Transition number

Transition

Transition time

1

WAIT-RUN

Interrupt Latency

2

STOP-RUN

2μs + Interrupt Latency

3

VLPW_VLPR

Interrupt Latency

4

VLPW-RUN

2~4μs + Interrupt Latency1

5

VLPS-VLPR

Interrupt Latency

6

VLPS-RUN

2~4μs + Interrupt Latency1

7

VLLSx-RUN

BOOT(LP) + 53μs to 115μs1

8

LLS-RUN

2μs + Interrupt Latency

1. Only possible with Kinetis K devices with LPWUI bit
2. Exit from VLLSx modes is through the Wakeup Reset Flow

表1：Kinetis-L從低功耗模式到各種模式的轉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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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leep_VLLS1(void)

停止模式，則處理器被喚醒並再次開始執行程式碼

{

需要2μs加上中斷延遲，這還可以接受。但是，如果
volatile unsigned int dummyread = 0;

在Kinetis-L上設置了其中一種VLLS模式，將需要啟

SMC_PMCTRL &=~ SMC_PMCTRL_STOPM_MASK;

動處理器的喚醒延遲再加上額外的53~115μs。有些

SMC_PMCTRL |= SMC_PMCTRL_STOPM(0x4);

應用可能無法接受這種狀況，表1顯示了Kinetis-L從

SMC_VLLSTRL = SMC_VLLSCTRL_LLSM(1);

低功耗模式到運作狀態的各種轉換。

dummyread = VLLS_CTRL;
Sleep_Deep();

結論

}

Arm微控制器都具有標準的低功耗模式，但每家晶片

講到這裡，你會發現微控制器已經幾乎不消耗

廠都會定制開發人員可用的更多低功耗模式。正如我

任何能量了！

們所看到的，晶片供應商通常會提供幾種容易實現的
模式，對喚醒延遲的影響最小，他們還會提供幾種超

低功耗模式對喚醒延遲的影響

低功耗模式，幾乎可以關閉處理器並且僅消耗幾百微

正如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那樣，將處理器設置為越來

安或更少能量。開發人員通常需要在能耗和系統被喚

越低的電源模式是節省能源的好方法，但這是需要

醒需要的時長，以及回應事件的速度之間進行權衡，

付出代價的。處理器的能量狀態越低，喚醒處理器

而權衡一定是基於應用的，所以不要指望能夠在每個

恢復工作所需的時間就越長。例如，如果使用標準

產品和應用上都執行最低功耗模式。

JEDEC軟重置—嵌入式開發人員的福音
Paul Hill，Adesto Technologies資深行銷總監

產業標準組織JEDEC定義了一種串列重置協定，用以
取代專用重置接腳。

串列周邊介面(SPI)廣泛應用於將周邊和記憶體
連接到嵌入式系統中的微控制器或處理器中。重置

今天的嵌入式系統，例如智慧設備和物聯網終

串列快閃記憶體是初始化或恢復的重要部分，為使

端，通常都要求在實現高性能與低功耗的同時提供即

主機處理器能夠更容易地重置SPI記憶體，產業標準

時啟動功能，所有電子系統還要具備從瞬態故障引起

組織JEDEC定義了一種串列重置協定，替代了使用

的狀況中恢復的能力。這些故障通常與訊號完整性密

專用重置接腳來進行重置。本文介紹該重置協議及

切相關，這使得當今的高速系統設計更具挑戰性。

其用法，特別參考了擴展SPI(xSPI)和串列非揮發性

從運作時出現的故障中恢復通常需要能夠對系統

記憶體的執行程式碼。

的全部或部分進行受控重置。極端情況下，若尚未提
供軟重置(soft reset)功能，此時就可能會提示需要重

SPI快閃記憶體的作用

新開機設備。而對於遠端的物聯網終端來說，重啟可

序列介面相對於平行匯流排的主要優點是減少了所需

能存在困難而且成本高昂，這只是說明嵌入式設計中

訊號數量。在大多數情況下，較少的訊號和I/O接腳可

重置功能重要性的一個示例。

降低元件成本與功耗，因為驅動片外訊號所需的功率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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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總功率消耗的主要「兇手」。
最初的SPI規範包括四種訊
號：一個串列時脈(SCLK)訊號，

SPI
Master

用於同步資料傳輸；一個或多個
晶片選擇(SS)訊號用於實現定址多
個目標，以及兩個資料訊號(MOSI

SCLK

SCK

MOSI
MISO
SS

SI
SO

SPI執行軟重置功能。

SPI
Slave

/CS

(來源：Adesto Technologies)

和MISO)，用於在每個方向上傳輸

串列資料線上雜訊引起的偽轉換不

計時器和其他自檢機制來檢測故障

資料。該標準目前已經以各種方式

會導致意外重置，在重置期間，時

並採取糾正措施，這就可能意味執

進行了擴展以實現更高的性能，現

脈訊號保持低電平，進一步確保了

行了「軟」重置，其中只有必要的

在更拓展了透過SPI介面執行軟重

接腳轉換不會被解釋為資料傳輸，

子系統在處理器的控制下被重置。

置的功能。

而晶片選擇接腳則用於確保重置特

SPI介面是有狀態的(state-

SPI介面不斷演變和發展以

定的元件。

ful)。例如，在接收到命令之後，

擴大頻寬，其變體現在包括雙線

SPI快閃記憶體被廣泛應用於

快閃記憶體將期望有一定數量的

SPI(dual SPI)，它使用半雙工配

嵌入式產品，特別是用於其程式

位址或資料傳輸，導致主機和記

置中的兩個資料接腳在每時脈週

碼。這使得它對系統整體功能而

憶體之間失去同步的任何錯誤都

期內發送2bit的資料；還有四線

言顯得至關重要，因此必須保持

將引起不可預測的行為。要從中恢

SPI(quad SPI)和八線SPI(octal

可靠的運作，包括具備必要時發

復，主機需要能夠透過執行軟重置

SPI)，它們增加了更多資料線，

起重置的能力。

將串列記憶體重置為已知狀態。這

使得每個時脈週期可以傳輸更多

種重置有助於保持系統穩定，而且

位數。此外，這些SPI都可在雙倍

利用重置進行初始化和恢復

是在沒有看到任何外部故障指示的

數據速率(DDR)模式下使用，且

系統通常在通電時使用重置功能來

情況下進行，也因為如此，軟重置

支援在兩個時脈邊緣傳輸資料。

確保系統中所有元件都以已知狀態

現在被認為是嵌入式系統操作的一

Quad和Octal SPI介面由

啟動。重置還可用於在運作期間從

個標準特性。

JEDEC的擴展SPI標準JESD251

可能由硬體問題引起的嚴重故障中

有些串列快閃記憶體可能有

定義，該標準提供的硬體指導可

恢復，其中包括訊號完整性問題和

一個專用的重置接腳；但另一些則

以實現系統中高輸送量xSPI元件

時序問題、電磁干擾或由背景輻射

使用多工以減少接腳數，此時，重

的無故障整合。

引起的隨機記憶體損壞(另請參見

置接腳同時也是一個I/O接腳；但

最近，JEDEC還定義並發佈

《Mitigating Metastability》這篇

有時候，製造商可能根本不提供

了一個標準，規定了透過序列介面

文章)，還可用於由軟體錯誤可能

重置功能。即使有重置接腳，專

重置設備。該重置協定在JEDEC

導致的程式崩潰和無回應。

門指定微控制器的一個輸出去控

標準JESD252中定義，它取消了

這些偶發的錯誤對於消費者

制它也不實際。JESD252規範的

在串列快閃記憶體中使用專用重

可能是僅僅造成不便，但對於具

產生使得串列快閃記憶體設備無需

置接腳來進行重置的需求。

有數千個節點需要高可用性的物

專用或物理重置接腳仍然可以支援

該標準定義了晶片選擇訊

聯網而言，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重置功能。除了故障恢復之外，還

號、時脈訊號和輸入資料訊號需

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手動重置或

可以在上電啟動時使用串列重置機

要遵循的特定順序，以使元件執

重啟這些物聯網設備變得越來越不

制，以確保電源穩定後串列記憶體

行硬體重置。使用該模式使得由

可能。嵌入式系統通常使用看門狗

也能正確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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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內執行(XiP)

XiP的使用使得SRAM無需儲

傳統的串列快閃記憶體利用低速

存程式碼而是僅用於儲存資料，從

SPI連接，這意味著如果這些元件

而減少了所需的SRAM數量。因為

用於儲存程式記憶體，則處理器

削減了對外部SRAM的需求或允許

在執行程式碼之前必須先將程式碼

微控制器使用較少的片上SRAM，

複製到片上SRAM中。而晶片內執

系統成本也相應降低。由於NOR

行，即XiP，是透過提供更快更寬

快閃記憶體(非揮發性快閃記憶體)

的介面省去了程式碼複製步驟的

允許隨機訪問，而微控制器需要將

串列快閃記憶體。反過來，這減少

序列介面映射到其自己的儲存空

了對片上SRAM的需求，從而降低

間，因此它被視為另一個儲存區

了主機微控制器或處理器的價格。

域，從而支援XiP。為了進一步提

與其他八通道元件相比，

高性能，EcoXiP還針對程式碼執

Adesto的EcoXiP採用octal SPI

行進行了最佳化。

介面，具有高性能和極低功耗，

標準SPI介面設計都支援隨機

並且具有比quad-SPI記憶體高得

訪問；每次讀取都包含命令、位址

多的性能。

和返回的資料。資料返回後，才可

對於現代嵌入式設備來
說，XiP的開發極具價值，不僅僅

以進行再次請求，但是，指令通常
從連續位址中獲取。

是因為片上快閃記憶體的昂貴和

EcoXiP介面充分利用了這一

尺寸上的限制。微控制器通常最

點，為每個讀取請求提供連續位

多具有1MB的記憶體，但現代物

元組，直到具有新位址的命令被

聯網節點通常需要更多的程式碼

發送為止。這使得匯流排輸送量加

空間用於通訊堆疊、無線介面、

倍，因為消除了為每次提取發送新

音訊處理、機器視覺和應用軟體

位址的延遲，EcoXiP可以持續以

等功能。利用XiP的外部快閃記憶

156MBps(峰值速率為266MBps)

體可以實現更大的程式碼儲存空

的速率發送指令。

間。而且由於減去了程式碼傳輸
階段，啟動時間也縮短了。

傳統NOR快閃記憶體的另一
個問題是寫入比讀取慢幾個數量

CS
mode 3

SCK mode 0

SI

重置協議

重置協議。

Device is ready

(來源：Adesto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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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這意味著當程式碼在快閃記
憶體中執行時無法將資料寫入快閃
記憶體，因為這樣會對性能產生重

CPU

CPU

大影響。EcoXiP透過靈活地將記
憶體劃分為獨立的儲存體來支援

RAM

code

data

併發讀寫。這使得採用XiP可以在

data

XIP

執行程式碼的同時，將資料保存
到記憶體並執行空中介面 (Overthe-air，OTA)更新。

Flash Memory

code

code

執行模式。

(來源: Adesto Technologies)

對JEDEC標準的支援，包括
遠端重置的支援，使業界採用XiP

的重置接腳或來自微控制器或主機

置訊令協定和xSPI標準。EcoXiP

串列快閃記憶體變得更加簡單。

處理器的專門訊號。

可在提供所需執行能力的同時降低

儘管使用串列重置和XiP會影

系統功耗與成本，它還相容串列快

結論

響主機和記憶體的設計，還是有

閃記憶體發現標準，並具有改善能

在主處理器的控制下能夠重置串列

越來越多的微控制器正在增加對這

效和安全的其他特性。

快閃記憶體是嵌入式系統的重要需

些標準的支持。Adesto是第一家

擁有上述技術，嵌入式工程

求。JEDEC JESD252串列重置協

提供串列NOR快閃記憶體的製造

師可以更好地應對開發物聯網產

定可實現該功能，而無需記憶體上

商，其產品支援串列快閃記憶體重

品時所面臨的挑戰。

GDDR6介面通道特殊設計考量
Nitin Juneja，Rambus系統工程資深主管

你是某個OEM系統公司的系統單

論。與之前的DDR系列不同，這

記憶體介面

晶片(SoC)或系統設計師嗎？你的

一系列產品還存在許多設計挑戰，

高速、高訊號計數的平行記憶體

繪圖板上是否有GDDR6呢？

它要求SoC和系統設計人員仔細評

介面是GDDR6記憶體介面的最好

估整個GDDR6記憶體介面以實現

描述，在需要高記憶體頻寬和低

成功的設計。

延遲的應用程式中，使用單端訊令

很多系統公司都在參與實施
下一代GDDR6 DRAM的設計討

與DRAM記憶體通訊。這裡包含的
應用程式包括汽車先進駕駛輔助系
SoC Chip

DRAM Chip

SoC/Controller PHY Package

DRAM Package

統(ADAS)、圖形/GPU、資料中心
和人工智慧(AI)/機器學習(ML)。
如圖1所示，其記憶體介面通

System PCB Board
圖1：記憶體介面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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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指從控制器PHY到DRAM接收
(來源：Rambus)

器的資料路徑，它由控制器BGA

設計新技術

micro-vias

ASIC

First level interconnect

Build-up layers
CORE

thru-vias

Build-up layers
Second level
interconnect

圖2：4-2-4封裝的橫截面。

(來源：Rambus)

封裝、PCB和接收器封裝組成。與

率傳輸資料。高資料速率下的訊號

通道相關的許多設計因素都會顯著

完整性受導體和電介質的材料特性

影響訊號完整性，本文將討論一些

影響，FC-BGA中的介電材料，繼

關鍵的設計注意事項。

而PCB中的介電材料，會吸收來自

控制器BGA封裝採用倒裝晶
片球閘陣列(FC-BGA)封裝，因其

訊號傳輸線的磁能導致接收器的訊
號強度降低。

具有高接腳密度和優越的供電網
路寄生效應。高接腳密度的實現

訊號損耗

源於接腳以低至0.4mm的間距排

訊號損耗以分貝為單位進行測量，

佈在區域陣列中。

也稱為插入損耗。它可以簡單地定

正是由於可提供大量封裝接

義為接收器訊號強度與發射器訊

腳，使得電源和接地路徑可以並

號強度之比。在設計GDDR6 FC-

聯到電路，從而降低穿過封裝時這

BGA時，需要透過減小通道長度

些電路的電感。低電感路徑會顯著

和/或使用低損耗介電材料來最小

改善供電網路(PDN)的寄生效應。

化插入損耗。

FC-BGA封裝是一種多層層壓

在控制器封裝中，可以利用

結構，其中包括了厚樹脂芯、銅箔

更小尺寸的封裝來實現更短的通

和介電層，如圖2所示。介電層在

道長度。在PCB中，將DRAM封

封裝中也稱為積層，它被夾在銅

裝盡可能靠近控制器封裝可以實

箔之間，訊號跡線和電源平面蝕

現降低通道長度，由於大多數汽

刻在銅層上。

車和消費類PCB系統的限制，通

在核心中具有兩個導體層，
並且在積層中有四個導體層的

常可以將PCB通道限制在30mm
和60mm之間。

FC-BGA封裝被稱為4-2-4封裝。

低損耗介電材料可用於封裝

倒裝晶片ASIC透過焊球或銅柱貼

和PCB。對於封裝，可以使用

裝到BGA上。

Ajinomoto積層膜(ABF)薄膜電介

GDDR6記憶體子系統採用單

質，其介電損耗低至0.0044。對

端訊號以16~20Gbps的高資料速

於PCB，可以使用Megtron6，介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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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損耗低至0.002，使用低損耗
材料是減少通道插入損耗的有效

Insertion loss Improvement with Low Loss Dieletric Material

m1

方法。

0
-1

低損耗介電材料相對於採用標準

-2

FR-4介電材料的優勢。若PCB上
採用60mm通道佈線，使用低損

IL_Meg_60
IL_FR4_60

圖3顯示了採用諸如Megtron6

-3
-4
-5

耗材料可將插入損耗降低50%以

-6

上，通道長度也可以從60mm減小

-7
0

到44mm，繼而將插入損耗改善
10%。

m1
freq=8.090GHz
IL_FR4_60=-3.350
IL_Meg_60=-1.380

Blue: Megtrons
Red: FR-4

2

4

6

8 10 12
freq, GHz

14

16

18

20

Insertion loss Improvement with shorter channel Length

m2

0
-1

高速訊號傾向於在導體表面傳播，

-2

這種現象也稱為趨膚效應(亦稱為
集膚效應、表皮效應)。在FC-BGA

IL_FR4_60
IL_FR4_44

趨膚效應(skin effect)

封裝中，導體和電介質之間的介面

-5

m2
freq=8.050GHz
IL_FR4_44=-2.940
IL_FR4_60=-3.302

Blue: 44mm channel
Red: 60mm channel

-7

致更高資料速率傳輸時的訊號插入
表面粗糙度用公制Ra來量

-4

-6

通常不是非常光滑，表面粗糙將導
損耗增大。

-3

0

2

4

6

8 10 12
freq, GHz

14

16

18

20

圖3：透過採用低損耗介電材料和降低通道長度來改善插入損耗。

(來源：Rambus)

化，公制Ra表示表面輪廓的算術

通常情況下可以將訊號走線阻抗與

在封裝基板中，當訊號跡線

平均值。最新的封裝基板製程可以

接收器和驅動器阻抗相匹配，將回

在同一層上彼此非常靠近或者當

製造Ra低至250nm的基板。

波損耗降至最低以改善插入損耗。

通過核心的訊號通孔彼此非常靠近

當訊號從發射器傳送到接收

PCB採用鍍通孔設計還可能

時會產生串擾。因此，增大「攻擊

器時，沿訊號路徑的阻抗產生任

由於過孔引線的存在而導致訊號插

者」和「受害者」訊號之間的間距

何差異都會導致訊號反射(回波損

入損耗顯著退化，此時可能需要透

是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

耗)並影響接收器訊號眼圖的品

過背鑽的方式移除多餘的引線或在

質。GDDR6通道中的典型訊號路

PCB中使用盲孔或埋孔。

但是，如果沒有充分規劃訊
號、ASIC管芯凸點、BGA接腳和
基板中通孔的佈局，加大間距也

徑中涵蓋了許多元件，包括C4凸
塊、微通孔、鍍通孔、BGA球，

串擾

可能並不有效。為了最小化通孔

以及控制器封裝、DRAM封裝和

GDDR6 PHY是一種資料平行介

串擾，可能需要重新佈置BGA接

PCB中的訊號走線。

面，其中許多訊號以高速率同時

腳，以便在多個干擾源訊號和被

由於製造製程的限制，例如

發送和接收資料。其中一些訊號

干擾訊號之間佈置接地或電源接

通孔的鑽孔尺寸和BGA球尺寸，

會耦合到封裝中的相鄰訊號並且

腳(返回路徑)。

使得由於通孔、C4凸塊和BGA球

干擾相鄰的接收器訊號，這種現

引起的阻抗不連續性難以控制。

象稱為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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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BGA封裝可能會產生額外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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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此時就需要規劃封裝基板上的

串擾的方法。

跡線佈線以管理佈線密度，而且可
能還需要額外的佈線層。

結論

在PCB上，BGA接腳下的

本文探討了幾個設計考量和方法用

通孔過孔會顯著增加串擾。重新

以緩解GDDR6 DRAM實施所帶來

排列BGA接腳以增加適當的隔離

的挑戰，特別指出了在整個介面通

和返回路徑將有助於減少串擾。

道保持訊號完整性的重要性。必須

對通孔過孔進行背鑽也可以減少

特別重視GDDR6記憶體介面設計

BGA封裝下方通孔的訊號耦合。

的每個階段，才能夠成功解決訊

此外，使用盲孔和埋孔也是減少

號完整性問題。

在野外進行精密量測校驗的
技巧(上)
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供稿

射頻和微波系統及元件的安裝、故

測裝置(DUT)和VNA所需的測試纜

障排除和維護，都需要在各種室內

線和轉接器。FieldFox的可用校驗

和室外環境及條件下，對其反射和

類型包括儀器開啟時即可使用的內

傳輸特性進行量測。這類量測通常

建校驗(CalReady)和較複雜的使

會以具野外使用校驗功能的手持式

用者校驗，後者需透過一組高品

向量網路分析儀(VNA)進行。由於

質校驗標準進行量測。

測試通常在極端條件下進行，範

選擇校驗類型(cal type)時通

圍可從安裝戶外訊號塔和訊號桿的

常需在量測準確度、速度和校驗過

高海拔環境，到輪船、飛機和車輛

程複雜度之間進行取捨。例如，

應用所需之密閉空間，因此量測準

圖1中顯示使用兩種不同FieldFox

確度、校驗便捷性、掃描速度和分

校驗類型對一小段同軸電纜進行

析儀可攜性都非常重要。所需的量

插入損耗量測(S21)的比較。黃色

測可透過具有簡單使用者校驗和快

軌跡表示稱為QuickCal的創新校

速量測掃描功能的VNA輕鬆進行，

驗類型進行之纜線量測，藍色軌

這些功能FieldFox手持式分析儀皆

跡則代表使用傳統全2埠機械校驗

可提供。

對相同纜線所進行的量測。使用

使用VNA時，量測準確度直

者在全2埠校驗過程中需對各種高

接與所選使用者校驗類型和相關測

品質校驗標準進行七次連接，執

試配置有關。測試配置包括連接待

行QuickCal時則無需任何校驗標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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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如圖所示，兩種量測結果差
異非常小，但QuickCal的校驗過
程很簡單，非常便於現場作業。一
般來說，由於各測試配置可能需在
FieldFox和DUT之間使用轉接器和
測試纜線，因此了解FieldFox各種
可用校驗類型的應用和限制非常重
要。本應用說明將探討VNA校驗的
新發展，並會比較使用不同校驗類
型對各種射頻和微波裝置(包括纜
線、濾波器和放大器)進行校驗後

圖1：使用Keysight FieldFox VNA提供的全2埠校驗(藍色)和快速QuickCal(黃色)來
量測同軸電纜的結果比較。

的量測結果。

分析儀硬體配置
本節將介紹各種適用單埠和雙
埠裝置量測的FieldFox硬體配
置。FieldFox手持式分析儀包括
VNA、纜線和天線測試(CAT)分析
儀、頻譜分析儀，以及於單一儀
器中整合VNA、CAT和頻譜分析儀

圖2：使用配備(a)傳輸/反射(T/R)硬體和(b)全2埠硬體的分析儀進行DUT量測時之網路
分析儀訊號路徑。

功能的組合分析儀。FieldFox是一
款適合於野外使用的精密儀器，
符合MIL-PRF-28800F Class 2和
MIL-STD-810G、Method 511.5、
Procedure 1要求，可在爆炸環境
中進行量測(透過類型測試)。Class
2設備專為最惡劣的環境設計，包
括不受保護和不受控制的環境條
件。採用VNA配置時，FieldFox可
以量測複雜的元件參數，如單埠與
雙埠DUT反射和傳輸特性的幅度及
相位。量測到的複雜參數又稱為散
射參數(S參數)，稍後將於本應用

圖3：使用FieldFox CalReady 2埠校驗和CalReady增強響應校驗進行同軸電纜量測
的比較。

說明中進行討論。採用CAT分析儀

VNA和CAT兩種模式都包含

而產生的漂移誤差。採用頻譜分

配置時，FieldFox也會量測DUT的

創新的QuickCal，可消除任何與

析儀配置時，FieldFox即為一款

反射和傳輸特性，但只會報告幅度

儀器相連接的測試纜線和轉接器

高效能接收器，能夠量測已知與

特性。

影響，並修正校驗中因溫度變化

未知訊號、干擾和/或雜訊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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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FieldFox頻譜分析儀不僅

型，其中包括全2埠校驗、增強響

具備桌上型頻譜分析儀的功能，

應校驗，以及精準度較低但操作非

更包含一種稱為InstAlign的獨特

常簡單的響應(正規化)校驗。採用

功能，開啟後便可於-10℃~+55℃

全2埠硬體配置的FieldFox VNA可

間為整個射頻和微波頻率範圍提供

執行所有可用校驗類型。採用T/R

更高的振幅精準度。本應用說明會

硬體配置的FieldFox則僅可執行增

繼續將重點放在FieldFox VNA的

強響應校驗和響應(正規化)校驗。

VNA量測和校驗功能。
網路分析儀硬體可決定DUT

系統誤差

的量測方式：使用傳輸/反射(T/R)

系統誤差由測試纜線、轉接器和分

硬體配置進行正向量測，或使

析儀元件的頻率響應，分析儀洩露

用全2埠配置進行正向與反向量

路徑(通常位於內部)，以及DUT和

測。圖2a顯示採用T/R硬體配置

分析儀之間的多次反射造成。使

的FieldFox VNA輸出和輸入訊號

用者校驗的功能之一便是對系統誤

路徑。測試訊號在T/R配置下會由

差進行特性分析，並以數學方法將

分析儀的連接埠1發出，並以輸入

其自量測結果中消除。某些類型的

至DUT的反射訊號或透過DUT的

使用者校驗只能校驗一部分誤差，

傳輸訊號方式進行正向量測。在

使得DUT量測結果精準度降低。圖

此配置下，反射訊號會在分析儀

3說明使用全2埠校驗(黃色)和增強

的連接埠1量測，正向訊號傳輸量

響應校驗(藍色)對同軸電纜進行傳

測則在分析儀的連接埠2進行。使

輸響應(S21)校驗的比較。

用T/R配置時，進行反向量測必須

由於全2埠校驗能夠修正測試

先中斷連線DUT，調轉方向，然

系統中大部分的系統誤差，因此

後再重新連線。圖2b則說明採用

其量測精準度最高。若要使用全2

全2埠硬體配置的VNA。在這種配

埠校驗消除所有系統誤差，需在校

置中，DUT參數可以正向和反向

驗和DUT量測過程中進行正向和反

量測，無需調轉元件分析儀中的開

向掃描。若以增強響應校驗類型進

關矩陣，並可在連接埠1和連接埠

行校驗和DUT量測則只需掃描正反

2之間路由入射測試訊號。使用全

其中一個方向即可，因此可加快整

2埠配置不僅便於雙向量測DUT，

體量測速度。增強響應校驗不能修

還可對測試系統的大部分系統誤

正全部系統誤差，因此精準度比全

差進行特性分析並將其消除，以

2埠校驗低。如圖3所示，以增強

達最高量測精準度。

響應校驗進行的纜線量測因未修

系統誤差特性分析會在使用

正的系統誤差而在量測頻率範圍

者校驗過程中進行，而全2埠校驗

內出現了漣波。圖3中顯示的兩種

是最精準的VNA校驗方式之一。本

量測均採用FieldFox分析儀的創新

應用說明將討論並比較幾種校驗類

型CalReady校驗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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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Ready是一種隨時可用
的內建校驗，無需使用者手動校
驗。本應用說明將討論CalReady
和FieldFox VNA中其他可用的校
驗類型，以及如何在精準度、速
度及校驗複雜度之間進行取捨。

S參數量測和顯示格式

圖4：2埠DUT的S參數定義。

如前所述，通常會對VNA進行配置
以量測和顯示DUT的反射及傳輸
屬性，也叫做散射參數(S參數)。S
參數即是量測訊號和入射訊號的比
率。FieldFox VNA已包含所有適合
量測和計算這些訊號比的硬體，因
此操作人員只需熟悉S參數的定義，
及其與特定裝置規格之間的關係即
可。圖4說明了雙埠DUT的S參數定
義，單埠裝置將有一個S參數，雙埠
裝置則有四個S參數。由使用者決定
以哪個DUT連接埠為連接埠1或連接

圖5：測得的13GHz帶通濾波器之S參數。

埠2，通常會與DUT的預定操作有所
關聯。例如，可以將放大器的輸入
定義為連接埠1，輸出為連接埠2。
如此一來放大器的正向傳輸參數就
是從連接埠1到連接埠2的增益。圖
4中S11參數被定義為來自DUT連接
埠1的反射。S22被定義為來自DUT
連接埠2的反射參數；S21為連接埠
1到連接埠2的正向傳輸參數；S12
則為反向傳輸參數。
對很多被動元件(包括同軸電
纜、濾波器、波導元件、耦合器
和功率分配器)來說，正向傳輸參

圖6：使用FieldFox高輸出功率設定(黃色)和低輸出功率設定(藍色)對13GHz帶通濾波
器響應進行量測的比較。

數S21等於反向傳輸參數S12，即

鐵氧體的主動元件則具有「非互

S21≠S12。瞭解元件為互易性元

S21=S12。這種類型的DUT被視

易性」。非互易性元件的正向傳

件還是非互易性元件，在選擇增

為具有「互易性」。放大器、循

輸(例如放大器的增益)不等於反向

強響應校驗時將變得非常重要，

環器，以及大多數含有半導體和

傳輸(例如放大器的反向隔離)，即

本應用說明稍後會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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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正向反射參數S11和反向反
射參數S22在所有元件類型下通

和模式下運作，且增益在一定的入
射功率範圍內保持恆定。

常不相等。圖5說明對採用全2埠

在量測放大器和其他對輸入

配置的FieldFox VNA進行量測，

功率位準敏感的元件時，可以調整

所得到的四個13GHz帶通濾波器

FieldFox測試埠功率，以最佳化量

S參數。如前所述，全2埠配置

測精準度並避免主動元件和分析儀

可透過單一分析儀連線來量測四

中出現過載。FieldFox VNA具有

個S參數。S11和S22反射參數在

三種設定入射(測試埠)功率位準

5~18GHz量測頻率範圍內的響應

的模式— 高輸出功率、低輸出

略有不同。S21和S12的響應相

功率，以及允許操作人員手動設

同，在被動式濾波器等互易性元

定測試埠功率的設定。

件中是可預期的結果。有關圖5中

FieldFox的預設設定為高輸出

所顯示的量測結果，FieldFox是

功率，可達到最高的量測精準度和

透過最精準的全2埠校驗類型來進

動態範圍，而低功率或手動設定則

行校驗。圖5中的四個S參數量測

適用於量測高增益放大器或任何對

值均以典型的「LogMag」格式顯

驅動功率敏感的元件。圖6的量測

示，Y軸則以分貝值(dB)表示。使

範例顯示了測試埠功率和顯示動

用VNA量測到的S參數為複數，可

態範圍之間的關係。

以轉換為多種顯示格式，包括線性

該圖比較了使用高輸出功率

振幅、VSWR、史密斯圖、極性、

設定(黃色軌跡)和低輸出功率設

相位、群組延遲以及實部和虛部。

定(藍色軌跡)對13GHz帶通濾波

幸運的是，FieldFox可管理所有

器S21參數的量測。在此濾波器

必要的計算結果，並適當顯示所

的中心通帶內，S21量測結果是

需格式。

相同的，但當使用低功率設定時，

眾所周知，S參數是相對量測

雜訊明顯比拒帶高。FieldFox接收

值，理論上不受外加功率位準影

器訊號的低訊號雜訊比會導致雜訊

響。例如，在量測一條理想短路傳

位準增加，而濾波器會降低拒帶的

輸線的S11參數時，反射訊號和入

訊號位準。在低SNR條件下可降低

射訊號的比率具有1或0dB的線性

FieldFox的中頻頻寬(IF BW)，以

振幅(=20LOG(|S11|))。無論入射

改善分析儀的雜訊位準。IF BW

訊號功率為1皮瓦還是100瓦，短

可在10Hz~100kHz的範圍內進行

路線路的S11量測值均相同。這一

調節。透過高輸出功率設定並將

狀況符合被動元件的S參數量測。

IF BW設定為最小值，便可達到最

顯然在量測放大器時，一旦放大器

大動態範圍和準確度。

開始進入飽和狀態，S參數便將隨

在本應用說明的下篇，將仔

入射功率而有所不同。在本應用說

細說明校驗FieldFox測試埠和機

明中，假定放大器在小訊號或非飽

械校驗的詳細步驟。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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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5G網路的秘密武器—
5G行動網路測試
Jessy Cavazos，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

想像一下，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在實

要，聽聽工程師們的意見吧，不

績效指標(KPI)的計算方法也必須

驗室中使用頂級的測試儀器設計一

要讓路測搞砸了公司在5G領域的

隨之改變。

個新的基地台，它應該能在真實世

市場主導地位。

而且，每個單元有多個同步

界中正常工作，不是嗎？可實際上

5G網路試運作已經開始，

訊號塊(SSB)，根據頻率，波束的

它卻表現不佳。在過去的二十年

2019年更將增長。全球的服務提供

最大數量範圍從4~64。由於SSB

間，無線網路迅速發展，波束成

者都渴望抓住5G機會，在每用戶平

波束在不同時間發送，不存在內部

形(Beamforming)、大規模多重

均收入(ARPU)下降的局面下助力推

干擾。因此，5G NR網路中的參考

輸入多重輸出(massive-MIMO)、

動成長和盈利。然而，能否佔據5G

訊號數量也呈指數增長。

毫米波(mmWave)頻譜，以及新

服務的主導地位取決於服務商能否

SSB波束可以是靜態或半靜態

的更靈活的空中介面，這些5G關

推出有效運行的網路，而這個責任

波束。它們總是指向相同的方向並

鍵技術將網路複雜性提升到了一

最終落在安裝5G網路的網路設備製

形成覆蓋整個單元區域的光束網

個全新的水準。執行網路測試對

造商(NEM)肩上，他們必須向營運

格。使用者設備(UE)搜索並測量

於成功的5G商業部署變得至關重

商證明，即使面臨嚴峻技術挑戰，

波束，它們維護一組可能來自多個

他們仍然能夠符合營運商的標準。

單元的候選波束。若一個掃描器或

現場測試對於驗證網路覆蓋性必不

測試UE在LTE網路中覆蓋不良的地

可少，對於5G網路，工程師們還

方可以檢測來自六個單元的參考訊

必須瞭解其網路特性，從而引發各

號，那麼在5G NR網路中可以檢測

種新的考慮，以便從行動網路測試

到每個單元的六個波束。

5G現場測試的
新挑戰

上述這些因素增加了對現場
測試的需求，同時，工程師們還

1

基於波束的覆蓋範圍
測量

基於波束的覆蓋範圍測量

需要重新考慮他們的掃描器和測

2

參考訊號的乘法指令

基於波束的覆蓋範圍測量和參考訊

試UE設置，以確保它們能夠達到

3

覆蓋所有網路設備的
功能*

號的豐富性需要更高性能的測試設

所需的KPI。在每個波束上收集的

備。採用不同形式的MIMO和波束

關鍵指標包括參考訊號接收功率

4

更複雜的測試設置

成形提高了網路性能，但由於5G

(SS-RSRP)、參考訊號接收品質

5

更具挑戰性的QoE測量

新空中介面(NR)取消了無線長程

(SS-RSRQ)和訊號與干擾加雜訊

演進計畫(LTE)中的單元級參考通

比(SS-SINR)。

*SSB參考波束覆蓋、交通通道波束、
QoS/QoE、行動性、LTE

5G現場測試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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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取最大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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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因此測量單元級覆蓋範圍已不
可能。取而代之的，工程師們必須

massive-MIMO

進行基於波束的覆蓋測量，而關鍵

由於massive-MIMO對系統容量產

測試與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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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B的時隙結構映射為靜態或半靜態SSB波束網格。

生巨大影響，營運商將在選擇、調
變和驗收過程中仔細審查網路設備
的massive-MIMO性能。徹底驗證
massive-MIMO能夠實現的現場性
能對於獲取容量增益十分必要。
許多變數都會影響massiveMIMO提供的實際增益，最明顯
的因素是UE的空間分佈。當多個
UE同時生成下行鏈路業務時，會
產生massive-MIMO容量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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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法將用戶隔離到不同的非重
疊波束。UE之間的最小可接受水

與UE相比，掃描器看到了什麼。

準和垂直空間間隔取決於水準和

增益時分配跨區的各個測試UE，

垂直維度中gNodeB(gNB)天線面

並同時針對測試伺服器執行主動

5G現場測試中應用的掃描
器和UE

板中的物理天線元件數量。每個

批量資料傳輸測試。別忘記還要

與WCDMA和LTE這類傳統技術不

用戶的訊噪比(SNR)和多徑傳播曲

檢查核心網路和後端伺服器頻寬以

同，掃描器不再接收5G NR的完整

線也會影響massive-MIMO的實際

確認無線介面是否是測試中的頻寬

系統資訊。例如，他們無法讀取一

性能，gNB做出調度並決定每1ms

瓶頸。透過在測試中使用多執行緒

些有用的參數，例如全球單元ID、

的多用戶MIMO(MU-MIMO)用量。

資料下載，可以消除傳輸控制協定

行動網路程式碼(MNC)和行動國家

因此，工程師們應在測試容量

(TCP)流量控制帶來的負面影響。

程式碼(MCC)等。公共物理廣播通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8月 | 電子工程專輯

39

測試與測量
道(PBCH)僅用於廣播最小化的簡
單資訊，以避免常用的、始終線
上的單元級資訊傳輸，從而最小
化網路能耗，UE在建立連接時依
需求接收剩餘資訊。
另外，掃描器天線不同於實際
設備的天線，而且粗波束成形的實
現同時增加了天線增益和MIMO性
能對設備的重要性。儘管專注於網
路性能、對設備無關測試的需求一
直存在，但天線增益和MIMO性能

5G的新功能提升執行現場測試的重要性。

卻越來越依賴具有5G NR的設備，

網路切片技術的5G NR網路可自動

比LTE設備更甚。

檢測應用類型，並可為每個OTT應

最佳方法。

這些因素使得在5G行動網路

用設置不同的服務品質(QoS)。例

測試中同時使用掃描器和UE成為

如，若網路檢測到WhatsApp呼叫

是時候重新考慮行動網路測
試了

必然。掃描器被用來擷取SSB參考

是基於IP的語音傳輸(VoIP)服務，

簡單來講，5G網路與上一代的4G

波束覆蓋範圍並提供不確定性覆蓋

則在最佳化後的低延遲、保證低位

網路不同，其多種新功能提升了執

範圍測量。而UE則被用來驗證雙

元速率流量的網路切片上中繼該流

行現場網路測試的重要性，加速了

連接和UE行動性的性能，包括波

量。這種新的網路架構概念同時也

營運商的成功除錯與驗收，確保了

束切換和單元之間的切換。

影響了RAN的低級參數集，比如子

有效的商用部署。

載波間隔和持續時間等。

然而，與LTE相比，5G還

網路切片
(Network slicing)

因此，採用網路切片技術的

意味著行動網路測試的重大變

5G NR網路根據使用者使用的應

革。massive-MIMO和波束成形將

在5G NR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網

用程式以不同的方式運作，透過

影響路測，因為這些新技術產生了

路架構概念，即網路切片。它利

主動方法和真實OTT應用程式測試

新的測試需求，並在方法、報告和

用固定網路中採用的軟體定義網

QoE，這比使用傳統技術更重要。

KPI等各方面均要求提供不同的測

路(SDN)和網路功能虛擬化(NFV)

在5G中，請忘記諸如採用FTP或

試解決方案。而且，毫米波頻譜也

原理，在共用的物理基礎設施上

speedtest.net進行批量資料傳輸

將引發新的挑戰，與迄今為止使用

創建多個虛擬網路。單個物理網

的方法，因為這些方法不足以確

的較低頻率相比，毫米波具有顯著

路可以切分為多個虛擬網路，這

定5G的真實QoE，反而成為不能

不同的特性，這些特性限制了它們

些虛擬網路支援不同的無線接入

滿足營運商期望的重大風險因素。

對各種材質(例如牆壁)的穿透性，

網(RAN)或特定RAN上的不同服

可用性、可靠性和延遲是業

增加了其對多種元素的敏感性(例

務類型。網路切片要求採用實際

務最重要的QoE KPI。而這些指

如樹葉)。另外，工程師們在確保

over-the-top(OTT)應用程式來進

標僅體現在設備上。5G NR中的

避免倉促執行5G現場網路測試的

行主動測試，以確定真正的測試

端到端QoE要求在設備上進行主

同時，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以應

品質(QoE)。

動測試，使用真實OTT應用程式的

對這些現場測試5G網路的新挑戰

主動測試也是衡量這些關鍵指標的

也是至關重要。

與上一代蜂巢技術相比，採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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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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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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註明「雜誌續訂」及您的讀者編號。

2019 感測與無線融合技術沙龍
2019 年 8 月 • 台北文華東方酒店

感知串聯智慧新未來

參與廠商：

更多研討會資訊

還有更多廠商陸續加入

主辦單位：

會議諮詢
Rebecca.Shih@aspencore.com +886 2 2759 1366#103

FB 粉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