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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創新的隔離式RS-485、SPI和LVDS通訊
本線上研討會展示了ADI公司面向幾個應用示例的介面和隔離產品組合，包括需要高EMC抗擾度的
軍事、航太和工業應用RS-485解決方案；隔離SPI介面SAR ADC並使用LVDS收發器以解決AFE (類比
前端) 和PLC (可程式設計邏輯控制器) 背板通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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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Contents
03

業界趨勢
片上冷卻：電子元件散熱新方法
最近，麻省理工學院的分支機搆提出
了一種冷卻電子元件的新方法，該方
法採用的小型液體噴射器可直 接 整
合到電子元件中。
半導體設備市場前景不容樂觀
日前SEMI發佈了修訂後的全年預測，
稱今 年晶圓製 造設備 銷售將下 降約
18%。

08

PCIe成英特爾與其對手競爭新戰場
PCI Express(PCIe)發展迅速，引起
英特爾、IBM、Nvidia、Xilinx等公司
相互角逐。

思維與觀點

日韓貿易戰對全球電子產業
的意義
日本限制關鍵化學材料出口韓國，已
經 對全 球電子產 業 造 成 無 法 彌 補的
傷害，其自身亦付出無法估量且毫無
必要的代價。這些材料包括氟化氫、
含氟聚醯亞胺和微影膠等，對晶片製
造至關重要，這些限制影響韓國電子
企業，也將影響全球電子供應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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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從不走調的EDA產業資深樂手
通常 電子工 程 師會 選 擇 這個 職 業，
有 部份原因是 受 到成長 過程中的經
驗 影 響；EDA 市 場 領 導供 應 商 新思
( S y n o p s y s) 董 事 長 暨 共 同 執 行長
Aart de Geus就是其中之一…

創新天地
先進PVD加速新型記憶體量產
應 用 材 料 (A p p li e d M at e r i a l s) 推

網站內容
超大規模業者推動
高速乙太網路發展

臉部辨識技術在倫敦：
真相三部曲

資料中心網路開始轉向4 0 0 G

臉部辨識(facial recognition)技術在

Ethernet，新型光模組預計也將在

英國正備受關注，我們在此看到了從

2020年加速發展；如果IEEE標準

滑稽古怪到可怕的各種現象。古怪的

和光通訊產業發展步調一致，那麼

是引進臉部辨識技術的酒吧，幫英國

下一個技術大躍進

人下單的啤酒一年增

將落在800G…

加了7,800萬品脫，而
可怕的事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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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系 列物理 氣 相沉 積(PV D) 製 造
系統，據稱能 以 原子 級精確 度 沉 積
MR AM、ReR AM與PCR AM等新型
記憶體所需的材料，從而穩定生產新
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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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半導體推動了新一代電源的出現。
電動車SiC開關將主導動力傳動系統
新一代SiC FET因其提供低於IGBT
的損耗，以及在高溫和多重應力下被
證 實的 短 路 強健性，而成 為 新型 逆
變器設計的絕佳選擇。

設計揭密
拆解：Blink安全攝影機網路模組
本文將對Blink的通用硬體Sync
Module進行拆解…

32

寬能隙元件
氮化 ：電源供應市場新生力軍
雖然氮化鎵的研究和應用已經有20多
年的歷史，但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看
到氮化鎵商業化的發展前景。5G通訊
RF前端、汽車電動化和可攜式電子產
品的充電需求，以及高瓦數、高功率
的電源供應器都將驅動氮化鎵功率元
件逐漸替代傳統的矽功率元件。

設計新技術
空中軟體更新確保連網汽車資料安
全性
當汽 車成為一種車主用來通訊的個
人行動設備時，汽車業者如何來保護
自身，以及客戶免受駭客攻擊呢？
軟性感測器改進溫度測量流程
矽感測器的出現拓寬了溫 度測量方
式，印刷電子(PE)技術確實為這一重
要功能帶來了新的靈活性。

38

寬能隙材料在功率元件的關鍵作用
寬能隙半導體如SiC和GaN，可實現
更佳的導熱性、更高的開關速率，且
更小尺寸的物理元件。也因此，寬能

測試與測量
解決物聯網設備電池壽命關鍵問題
許多工程師發現，基於事件的功耗分
析可以快速揭示他們需要重點關注
的事件，有針對性地改善設備的功耗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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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上冷卻—
電子元件散熱新方法
George Leopold，EE Times特約編輯

從人工智慧(AI)晶片和超大規模資

性能，因為它可以作為散熱器並整

料中心，到航空航太應用，以及

合在矽基板上，而不需要外來半導

所有整合到電動車中的元件，這

體材料或複雜的編碼。

些處理密集型應用正在產生大量

JetCool於今年1月從麻省理工

的熱量，而傳統的熱管理技術已無

學院分拆出來，旨在利用其200萬

法應對處理這些熱空氣的挑戰。最

美元的投資進行技術開發以應對日

近，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一個分

益增長的冷卻需求，例如，來自資

業推出更多分散式應用程式，所有

支機搆提出了一種冷卻電子元件

料中心、機器學習和其他運算密集

這些元件都被用來滿足越來越苛刻

的新方法。

型工作負載的處理壓力。Malouin

的負載需求。

JetCool的液冷法蘭(liquid-cooled
flange)適用於航空航太功率放大器等主動
元件。

經過近5年的開發，新創公司

還指出，隨著越來越多的元件被整

許多案例說明這種不斷增長的

JetCool Technologies憑藉其微對

合到設計中，使得電力管理系統不

負載需求導致功率密度水準增加了

流冷卻技術進入業界視野。該公司

堪負荷，電動車同樣需要更有效的

一倍或兩倍，這使得資料中心營運

執行長Bernie Malouin表示，這項

冷卻技術。

商不得不尋找新的方法來為伺服器

技術採用的小型液體噴射器可直接

「人們正在探尋冷卻的極限，」

機架散熱。

Malouin在接受採訪時指出。

隨著熱量產生和功率消耗的飆

Malouin表示，與截至目前最

JetCool在今年的波士頓國際微波

升，當前的熱管理方法都會造成電

先進的技術相比，JetCool的液體

研討會上推出了微對流冷卻方法，

子元件的重量和體積增加，JetCool

噴射器可以放置在鄰近熱量產生的

被評為該活動的「Next

的新散熱方法說明了業界對電子元

位置，這將使冷卻效率提高十倍。

Startup」。

整合到電子元件中。

Top

件冷卻技術的不斷深入探索。

這家新創公司還聲稱，在航空航太

JetCool的目標是將其技術用

麻省理工學院於2012年就啟

應用領域，其產品尺寸與重量都具

於軍事和航空航太應用，如用於功

動了微對流冷卻技術的研究工作。

有其優勢。

率放大器和射頻元件；在電動車應

同年，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

Maloiun說，微對流冷卻也被

用中用於功率逆變器和資訊娛樂控

(DARPA)啟動了一項名為Intrachip/

吹捧為提供了目前冷卻技術90%的

制台；同時還用於光纖網路和5G發

Interchip Enhanced Cooling的相

射器等無線應用。

關計畫。這項計畫也稱為ICECool，

用於冷卻AI處理器的JetCool模組。

擴展這一冷卻技術應用規模

它研究嵌入式熱管理技術，包括在

的最佳機會目前看來是企業資料中

基板、晶片或封裝內部整合微流體

心，這些資料中心越來越多地採用

冷卻技術，而且將新的熱管理技術

圖形處理器(通常與CPU相結合)、

融入晶片設計流程之中也是其目標

新興的AI晶片，以及ASIC。隨著企

之一。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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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設備市場前景不容樂觀
Dylan McGrath，EE Times美國版執行編輯

據預測，今年半導體設備市場份額

事實上，在連續創下2017年

2018年削減了約40%。曾瑞榆

將下跌20%。大量的庫存、中美

566億美元和2018年645億美元的

預計，從NAND開始，DRAM和

貿易戰和5G緩慢發展這幾大因素

銷售記錄之後，晶圓製造設備的銷

NAND flash的資本支出將在2020

使得2020年市場前景有待商榷。

售額預計將在2019年下跌到527億

年回升。他預計明年DRAM的資

隨著時間的推移，半導體產

美元。雖然SEMI預測明年的設備銷

本支出將恢復到2017年的水準，

業的熱度已從不溫不火降到了冰

售將會回彈，增長11%，達到588

與今年相比NAND的資本支出將增

點。曾經預言緩慢增長的分析師現

億美元，但這是否會發生還存在相

加50%以上。

在預測IC銷量將以兩位數的百分

當大的爭議。

比下降。

但並非所有分析師都相信，

今年上半年影響晶片銷售的一

到2020年設備的資本支出會出現

日前，在美國西部國際半導體

些因素仍然存在爭議，包括儲存晶

展(Semicon West)—半導體設備

片價格從2018年初的高峰幾乎直線

Evercore ISI技術分析師CJ

和材料產業協會年度展覽會上，國

下降，許多供應商存貨過多，而市

Muse在Semicon West年度「透視

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發佈了

場需求低於預期，以及中美之間持

牛熊指數(Bulls & Bears)」的專題

修訂後的全年預測，稱今年晶圓製

續的貿易緊張局勢。曾瑞榆表示，

討論會上表示：「我希望設備市場

造設備銷售將下降約18%。SEMI

他預計這些不利因素在今年下半年

復甦能在2020年第三季開始，而

並預計，今年半導體材料的銷售額

將繼續存在，且庫存消化速度低於

不是在此之前。」

也將略微下滑。

預期，可能導致晶片庫存在2019

SEMI產業研究資深經理曾瑞

年底前仍處於失控狀態。

回升。

Muse表示，他預計三大儲存晶
片廠商—三星電子(Samsung)、

榆表示：「半導體設備在2016年至

IDC使能技術、儲存和半導

SK海力士(SK Hynix)和美光科技

2018年連續三年增長之後，2019

體研究副總裁Mario Morales說，

(Micron Technology)，將在2020

年將出現大幅回檔。實際上，我們

「其實，需求沒有下降，但庫存問

年開始，其資本支出預算將比2019

在2018年下半年就預見到了這種

題比人們預期的嚴重得多。」

年下降25~30%。他還估測，包括

情況，但調整幅度似乎超出了我們
的預期。」

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記憶

英特爾(Intel)、台積電(TSMC)和三

體晶片供應商今年的資本支出較

星LSI部門在內的邏輯產品製造商今

2018

2019F

2020F

2018Y/Y %

2019Y/Y %

2020Y/Y %

Device
(WSTS)

469B

412B

424B

14%

-12%

5.4%

Equipment
(SEAJ/SEMI; SEMI Forecast)

64B

53B

59B

14%

-18%

12%

Total Materials
(SEMI)

52B

52B

54B

11%

0%

3%

wafer Fab Materials

33B

33B

34B

16%

0%

4%

Packaging Materials

20B

20B

20B

3%

0%

2%

預測趨勢表(單位：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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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EMI)

機器感知環境，安全始終第一
讓機器人變成協作機器人的前提是它能在人類身邊安
全地工作，而ADI公司賦予了協作機器人感知、適應、
解讀周圍環境的能力。我們在運動檢測和機器學習領
域的專長正助力全球工廠廠房的變革。與ADI攜手，將
發明創造轉化為突破性應用。
更多資訊請瀏覽：ANALOG.COM/BREAKTHROUGH

ADI 技術支援

關注 ADI 台灣 Facebook

瀏覽官網瞭解創新技術

免付費電話：886-2-2650-2888
電子郵件：cic.asia@ana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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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12.23

11.49

10.17

12.31

11.55

Japan

4.63

6.49

9.47

6.14

8.98

North America

4.49

5.59

5.83

6.32

5.19

SEA/ROW

3.55

3.2

4.04

3.22

3.47

Europe

2.18

3.67

4.22

3.79

3.35

New equipment, includes wafer fab, test, and A&P. Totals may not add due to rounding

針對2019年中全球各地區設備市場預測(以十億美元計)。

年的資本支出將大致持平。他說，
總體而言，整個產業的支出預算可
能從今年開始下降10%

認為形勢將開始好轉。」
儘管半導體產業近年來一直致

(資料來源：SEMI)

乎有了一個不買手機的強而有力的
藉口。」

力於終端市場多元化，但行動電話

Pitzer表示，如果手機銷量在

「我確實認為，2020年下半年

無疑仍是晶圓廠設備支出的最大推

5G普及之前出現下滑，他不會感

仍有希望，」Muse表示。他表示，

動力。預計在2019年和2020年，

到驚訝，因為只有當這項技術成熟

手機銷售將是影響半導體設備支出

消費者將延遲購買新手機，等待

並投入使用後，銷量才會迅速回

的一個關鍵因素，同時也是資料中

5G的部署。

升。「而且這種上升趨勢將會非常

心支出回升和過剩記憶體消化的一

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分析

明顯，」他說道。他同時預測這將

個重要因素。「我承認最初的看法

師John Pitzer表示：「我最擔心

引發像2017年和2018年那樣的儲

是消極的，但隨著進入2020年，我

的是，在5G普及之前，消費者似

存晶片熱潮。

PCIe成英特爾與其對手競爭新戰場
Kevin Krewell，Tirias Research分析師

PCIe 4.0才剛剛開始進入處理器和

人驚訝的是，PCI-SIG制定出每代

事，但PCI-SIG成員很樂觀，並保

GPU市場，但許多公司早已對幾年

PCIe資料傳輸率翻一倍的目標，

證能夠維持這一發展速度。

後的PCIe 5.0滿懷期待，PCIe 6.0

即使業界突破了電路板和封裝技

PCI-SIG宣佈PCIe 4.0官方合

規格也將在2021年正式發表。令

術的極限，實現這一目標也並非易

規測試於今年8月開始。PCIe 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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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規範傳輸率達16Gbps(GT/s)，

Accelerators；CCIX)和Compute

供IP的公司現在只能評估支援CXL

即將推出的PCIe 5.0則是4.0的兩

Express Link(CXL)。這兩個標準

所需的更改。

倍，達32GT/s(使用NRZ編碼)。

允許CPU和加速器共用記憶體。

英特爾將以CPU為中心的CXL

對於PCIe 6.0，該小組計畫再次

CCIX標準現在可供使用，

作為標準，但它僅在英特爾內部開

將傳輸速率翻倍，每個傳輸通道達

並可在PCIe 4.0上運行。目前，

發。英特爾及其合作夥伴看重的是

64GT/s。為達到這一速率，委員

CCIX的主要晶片支持者是Xilinx，

其關鍵特性，CXL可以最大限度

會將採用經電信產業核驗的PAM4

但還有許多其他供應商已經註冊加

地減少PCIe匯流排上的記憶體延

訊令應用於56Gbps的介面。

入CCIX小組。今年早些時候，英

遲，它透過替換CPU端的PCIe資

特爾發佈了競爭性CXL規範，該規

料連結層(DLL)，並繞過PCIe驅

範將在PCIe 5.0上運作。

動程式來實現較低的延遲，PCIe

PCIe 4.0及以上版本擁有更高
的傳輸速率，這對於跟上資料中心
的變化至關重要。處理器正整合更

鑒於CCIX已經在Xilinx和華

邏輯必須能夠用CXL控制邏輯交換

多的CPU和加速器核心。它們需

為產品中得到應用，加上擁有50

PCIe DLL，這種方法確實節省了

要更多的記憶體、儲存和互連頻

多個CCIX聯盟成員，CCIX已經

幾奈秒，但犧牲了靈活性。

寬來擴展。

處於領先地位。但英特爾已經籌

不對稱控制邏輯是PCI和USB

擴展PCIe的位元寬度不是一

組了一批強大的系統公司(主要是

過去所用的技術，也是英特爾幫

個現實的選擇，因為它佔用了更

英特爾客戶)來支援CXL，儘管使

助定義的方法，它為主機處理器

多的封裝引腳和電路板空間，關

用CXL的產品可能要到2021年才

帶來了很大的負擔。英特爾已經將

鍵是要使每個PCIe傳輸通道的速

能上市。在許多方面，CXL規範

PCIe 5.0設置為目標實體層，因為

率更快。

是CCIX標準的子集，但是它有英

這是用英特爾自己的晶片進行狙擊

特爾的支援。

的最佳時機，也就是說，CXL完全

在某種程度上，電路板佈局的

可以在PCIe 4.0上運作。

負載和銅互連的局限性或許決定了

建立CCIX標準的創建是為了

直接同軸電纜或光纖電纜的需求，

提供一種平衡方法，使得所有運算

一些晶片和系統供應商都是上

但是這些選擇在當下仍相當昂貴。

單元都是對等的，並且支持對稱一

述兩個陣營的成員，包括Arm、華

PCIe必須要有高傳輸速率，但對

致性。使用CCIX，可以建置一個

為和Mellanox。AMD、Amper和

於主流PC、筆記型電腦和伺服器

由CPU和加速器組成的網狀網路，

Marvell這樣的伺服器晶片公司還沒

來說，它也必須具有成本效益。

使所有運算元素具有同等的能力。

有明確的方向；與此同時，Nvidia

PCIe也成為其他標準相互競

由於其不對稱的設計，CXL不

繼續推廣其專有的NVLink介面，

爭的平台，因為它是異質電腦的

能完全支援近記憶體處理，也不支

並正在收購Mellanox，而IBM則

CPU、GPU、FPGA，以及加速

援細緻性(fine grain)資料共用的記

致力於針對Power伺服器提供

器之間的主要連結。儘管有其他

憶體擴展，這種細緻性資料共用特

OpenCapi。此外，AMD也有自己

專有和標準匯流排，如NVLink和

性對於運用加速器提升資料庫應用

的Infinity Fabric，但迄今為止，它

OpenCapi，但大多數仍然依賴

速度而言非常有用。

僅供內部使用。

CCIX的另一個主要優點是它

好消息是，所有這些一致性

特別是，新一代PCIe計時器

利用了現有的PCIe架構，而CXL

連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PCI-SIG

直接影響兩個相互競爭的加速器

需要PCIe資料連結層的動態硬體

的工作及其先進訊號和機械標準的

連接標準，即加速器快取一致性介

旁路。這些變化將需要大量新的

開發。目前看來，這一進展在未來

面(Cache Coherent Interface for

合規性測試，而為PCIe控制器提

幾年是穩當的。

PCIe實體層基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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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貿易戰對全球電子產業的
意義
湯之上隆(Takashi Yunogami)，日本微細加工研究所(Fine Processing Institute)所長

日本限制關鍵化學材料出口韓國，已經對全球電子產

2019年7月4日，日本政府以保護國家安全為

業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其自身亦付出無法估量且毫

名，對電子設備生產所需原材料，包括含氟聚醯亞

無必要的代價。

胺、光阻劑和氟化氫在內，發佈了針對韓國的出口

這些材料包括氟化氫、含氟聚醯亞胺和光阻劑

限制。

等，對晶片製造至關重要，這些限制將影響韓國所有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府制定的新規則要求，日本

的電子企業。三星(Samsung)、SK海力士(SK Hynix

原材料供應商必須獲得出口許可後才能將這些原材料

Semiconductor)和樂金(LG)都是全球電子供應鏈中

運往韓國。據稱，新實施的官僚程序增加了約90天的

的重要供應商，到目前為止，日本政府還沒有證據顯

「審查」期。

示韓國將這些受限材料用於軍事用途。

據韓國貿易協會(Korea Trade Association)2018
年的資料顯示，韓國84.5%的氟化聚醯亞胺(進口值

編者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為日韓

1,972萬美元)、93.2%的光阻劑(進口值2.98億美

衝突辯解，並採用唐納 ⋅ 川普(Donald Trump)在與中

元)，以及41.9%的氟化氫(進口值6,685萬美元)來

國發動貿易戰時使用的策略—譴責華為對美國國家

自日本。

構成安全風險。安倍同樣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
日本製造的化學品出口至韓國。

這些數字似乎說明了，日本方面削減氟化聚醯
亞胺和光阻劑的出口，對韓國公司損害更大。然而，

對於全球電子產業的多數人而言，日韓之間爆

鑒於韓國對日本氟化氫的進口依賴程度最低，筆者認

發的貿易戰似乎是無端而起。大多數專家認為，這

為氟化氫的出口限制反而對韓國公司構成最大威脅。

是一場源於積怨的虛假爭論，而此怨恨可追溯至二

此外，我認為出口管制不僅會阻礙韓國企業，還會阻

戰時期。日本在佔領韓國期間，大量使用強迫型勞

礙日本企業，最終傷害將會反彈到日本政府身上，並

動力和性奴隸，並委婉地稱之為「慰安婦」。幾十

可能削弱日本競爭力。簡而言之，在我看來，日本政

年來，韓國人一直在為日本這一戰時行為爭取賠償，

府是在自掘墳墓，且日韓之間的關係不會再如從前那

且許多韓國人認為，日本人並不願意完全承認這一戰

般了。

時的行徑。
這則文章最初發表在日本版《電子工程專輯(EE

氟化聚

亞胺和光阻劑被限制帶來的影響

Times Japan)》刊物上，作者是湯之上隆(Takashi

氟化聚醯亞胺是一種有機EL材料，用於製造有機發光

Yunogami)；這篇文章詳細描述了日本的出口限制

二極體(OLED)顯示器。如果出口限制使原材料庫存

對全球電子產業的影響。

清零，兩家韓國巨頭— 有機EL電視製造商樂金電

— 吉田順子(Junko Yoshida)，EE Times US
首席國際特派記者

子和為智慧型手機生產OLED面板的三星電子—將
遭受嚴重打擊。
同時，據說受新出口限制管制的專用光阻劑，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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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全球DRAM供應商市場份額。











(資料來源：Takashi Yunogami，彙編自DRAMeXchange、IHS和TrendFocus的資料)

要用於EUV微影技術。EUV微影是非常先進的半導體
製造技術，今年才開始大規模用於晶片生產。

者總市佔率為72.6%，如圖1所示。
假設EUV已經用於製造高階DRAM，EUV光阻

這可能會影響到三星生產的最先進7奈米節點邏

劑的庫存短缺將限制其生產。反過來，這也將阻礙

輯半導體。它還可能影響16奈米製程的動態隨機存

智慧型手機的生產。2018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約

取記憶體(DRAM)，其產能正處於拔高階段，三星和

為14億支，同時個人電腦、平板和伺服器的出貨量

海力士都將為之煩惱。

分別為3億、1.5億和大約1,175萬台(援引IDC提供的

據專家稱，三星正效法豐田(Toyota)的「及時

市場資料)。

(just-in-time)」生產體系來營運一座半導體工廠，將

蘋果(Apple)、惠普(HP)、戴爾(Dell)和其他終端

零組件和材料的庫存控制在最低水準。三星的EUV光

製造商因供應中斷而遭受的指責，相信不會落到韓國

阻劑庫存似乎只能維持大約一個月，氟化氫供應量亦

DRAM供應商頭上，而會落到日本政府頭上。畢竟，

是如此。

是日本的出口限制引發了庫存短缺，全球電子產業將
對日本的行為感到憤怒。

EUV光阻劑庫存耗盡之時
三星Galaxy智慧型手機採用的應用處理器(AP)，被認

氟化氫的影響

為是當前最先進的邏輯半導體。2018年，三星智慧型

筆者原以為，在日本出口的三種化工原料中，EUV

手機出貨量為2.923億支，位居世界第一。

光阻劑的短缺會造成最嚴重的影響。這是因為EUV

所有這些手機都必須配備由EUV設備製造的高階

光阻劑的供應商僅限於日本公司，如信越化學工業

應用處理器。但由於EUV光阻劑只有一個月的庫存，

集團(Shin-Etsu Chemical)、JSR株式會社、富士軟

會直接導致高階應用處理器的生產放緩，從而限制智

片(Fujifilm)和東京應化工業(Tokyo Ohka Kogyo)。

慧型手機的產量。
更重要的是，如果EUV已經被用於製造先進的
DRAM晶片，其帶來的破壞性將遠遠大於三星Galaxy
減產，因為三星和海力士是DRAM市場的全球領導
者。在2019年第一季的全球DRAM銷售中，三星佔據
了42.7%的市場份額，其次是海力士，佔29.9%；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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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半導體製造過程開展進一步分析後，我
得出結論：限制氟化氫氣體供應量—而非EUV光阻
劑—將為晶片生產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在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將首先解釋，氟化
氫或氫氟酸是如何用於製造半導體。
1.金屬(包括多晶矽、絕緣膜)未經沉積工序之前的清

思維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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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全球NAND Flash供應商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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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akashi Yunogami，基於DRAMeXchange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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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全球SSD供應商市場份額。







(資料來源:Takashi Yunogami，彙編自StorageNewsletter、TrendForcus、BusinessWire的資料)

洗製程

例如，要去除晶圓片背面附著的氮化矽，清除

氫氟酸被應用於批量清洗系統，該系統一次可處

過程需使用混有氫氧化銨(或類似物)的氫氟酸。

理數百個晶圓片。接著用一種純度非常高的水，

每個晶圓片都被噴塗乾淨。半導體製造製程包

稱為去離子水(DI Water)，以一定的混合比例稀

括500~1,000個步驟，其中涉及清潔和濕蝕刻

釋該化學品。

的製程就佔了超過10%。
不使用氫氟酸的清洗製程，僅佔半導體製造流

2.完成化學機械拋光(CMP)後的清洗製程

程的30~40%。這很好地說明了，隨著節點越來越

氫氟酸與氫氧化銨(NH4OH，即所謂的氨水)混

精細，清洗會變得越來越頻繁。製造的關鍵就在於

合，用於批量清洗。

清洗、清洗再清洗晶圓片，以消除任何細微顆粒。
然後，每家晶圓廠都為清洗液的混合比例調配專

3.用於雙重圖案曝光中的犧牲膜濕法蝕刻製程
該製程使用氫氟酸的原液，主要採用間歇式濕

有配方，每個配方都嚴格地按照每道流程來確定，這
決定了每家晶圓廠的最終良率。

蝕刻系統。

若氟化氫庫存耗盡了會如何？
4.晶圓片背面清洗製程

因此，氟化氫在半導體製造流程中的使用率超過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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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10%。該類化學溶液適用於多種半導體，包括邏輯

來你們所有的『含水』材料就行」，那麼結果很可

元件、DRAM、NAND Flash，甚至是OLED。簡而

能就是：全球高階邏輯半導體、DRAM和3D NAND

言之，氟化氫是所有晶片批量生產不可或缺的一種

產量大幅下降。因為任何給定的半導體製作流程，大

材料。

都涉及氫氟酸的使用，所以不對耗材嚴格要求最壞的
情況是，可能最終連一顆合格的元件都製造不出來。

對NAND Flash的損害

但對日本來說，壞消息是，在一兩年內，他們

氟化氫出口禁令，除了對應用處理器和DRAM的生產

給韓國製造的這些麻煩都將得到解決，晶片公司將

造成潛在損害，限制三星智慧型手機的出貨量之外，

能夠利用主要由中國供應的氟化氫，生產所有類型

對NAND Flash的影響又是如何呢？

的元件。

圖2顯示了NAND Flash供應商的季度市場份
額。2019年第一季，三星以39.4%的市場份額位居

日本終究是在自掘墳墓

第一；海力士以9.5%的市佔率位居第五，這兩家韓

據日經新聞7月4日報導，韓國政府7月3日宣佈將每

國公司在NAND Flash儲存市場佔據近一半的比重。

年撥出1萬億韓元(約8.5億美元)的預算，用於支援國

這一數字雖遠低於韓國在全球DRAM市場72.6%
的份額，但依舊很大。

內半導體材料和設備的生產。
鑒於韓國不能依賴日本製造的原材料，這是一個

此外，從NAND Flash的主要應用領域— 固

合理的政策。從長遠來看，這一聲明表示韓國將開始

態硬碟(SSD)季度出貨資料來看，三星的市場份額目

系統性地停止使用由日本製造的化學原料，以及由日

前最高，為33.4%；海力士以9.9%的市佔率位居第

本半導體生產設備供應商提供的原材料。

三。如圖3所示，韓國公司總共佔據了43.3%的SSD
市場份額。

其結果將是，韓國自產的化學材料，如光阻劑、
化學品、漿液和晶圓片，系統性地替代日本進口。

三星不僅向個人電腦製造商，還向雲端運算公司

而由東京電子(Tokyo Electron)、SCREEN和Disco

(如亞馬遜、微軟和Google)所擁有的資料中心伺服器

等公司設計的日本半導體生產設備，也將被排除在

供應大量SSD。鑒於近期資料中心投資的回升趨勢，

交易之外。

雲端服務供應商不會將任何SSD供應短缺歸咎於三
星，而是將矛頭指向日本政府。

屆時，韓國公司將重複多年前的做法—招聘日
本工程師。上世紀80年代，韓國大量地從日本挖角具
有先進DRAM設計技術的工程師，在當時，日本曾佔

能否為日本製造的氫氟酸找到替代品？
一開始，本文提到韓國從日本採購了41.9%的所需
氫氟酸。還有45%來自中國大陸，10%來自台灣。

據了80%的全球DRAM市場份額。
最終，日本原材料和設備供應商都將失去目前與
三星、海力士和樂金電子之間的訂單。而且這不僅僅

若日本停止供應氫氟酸，韓國可能會轉向中國採

是失去訂單這麼簡單。日本公司為韓國頂級晶片製造

購。但這種轉變不會那麼快發生。首先，中國的原材

商提供服務，可以磨練自身技能，失去合作機會將削

料製造商很難在一到兩個月內將產量翻一倍。

弱其長期競爭優勢。

其次，由於氫氟酸的混合比例是各晶圓廠根據

即使日本政府決定今後解除出口限制，這一解禁

其製程流程嚴格設計和確定的，因此，中國的耗材

也可能來得太晚—傷害已成事實，一旦失信，就很

供應商很難立即向韓國公司提供符合其確切規格要

難在商業關係中重獲信任。日本政府的行為已經對全

求的氟化氫。

球電子產業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其自身也付出了

如果韓國公司跟化學品供應商說，「為我們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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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估量且毫無必要的代價。

精英訪談

從不走調的EDA產業資深樂手
Dylan McGrath，EE Times美國版執行編輯

通常電子工程師會選擇這個職業，

得數學與物理學非常容易；令人驚

幾天，最後de Geus在他家待了好

有部份原因是受到成長過程中的經

訝的，現在看來這幾乎是無意識的

幾個月。de Geus表示：「這是真

驗影響；EDA市場領導供應商新思

決定。」

正的指導，」在過程中，de Geus

(Synopsys)董事長暨共同執行長

舉例來說，de Geus從瑞士

還被GE聘用，加入了該公司的微電

Aart de Geus就是其中之一，而且

洛桑聯邦理工學院(Swiss Federal

子中心(Microelectronics Center)，

毫不誇張，他真的是因為在少年時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usanne)

在1980年代中期，那是一個相對很

代被「電」到…

畢業後，選擇到美國德州達拉

新的概念。

de Geus在15歲那年的暑假於

斯的南衛理公會大學(Southern

de Geus在GE建立了一個EDA

荷蘭的一個農場上打工，有一天，

Methodist University，SMU)讀研

團隊，並發明了自有版本的合成技

他正在一輛卡車的車斗上堆放乾

究所，主要是他想遠離歐洲，還有

術(synthesis)，取代了非常人工的

草，突然間發現自己摔倒了；當他

因為他不確定想做什麼。於是他走

設計流程。利用新工具，GE能在

站起身時只覺得眼冒金星，然後意

進SMU的電子與電腦工程系辦公

幾分鐘或幾小時之內，完成以往需

識到應該是有閃電擊中了卡車或者

室，與該系的新任系主任有了一場

要幾個星期才能完成的設計工作，

是附近的地面上。

短暫的談話。

而且成果更好；他表示：「這完全
顛覆了數位設計的概念。」

「我完全沒聽到任何聲音，」

當時SMU電子與電腦工程系的

de Geus在最近接受EE Times訪

新系主任是Ron Rohrer，de Geus

在那之後不久，GE決定在

問時回憶：「回過神來時是發現自

後來發現，Rohrer在美國加州柏克

1986年關閉微電子中心並完全退出

己摔在卡車車頂上──不是摔下卡

萊大學(Berkeley)被譽為SPICE模擬

半導體業務，而最後de Geus與他的

車，真的非常幸運。」

工具之父；而且de Geus在後來的後

同事成功說服了GE投資他們開發的

de Geus了解到是卡車的橡膠

來才知道，Rohrer在他們第一次見

合成技術，以40萬美元成立了一家

輪胎救了他的命，而他當時雖然只

面之後，把de Geus原本的指導教

新公司，也就是Synopsys。

是青少年，已經有足夠的氣勢與物

授名字換成了他自己的。

de Geus表示：「我必須很高

理知識，警告其他一起工作的夥伴

透過Rohrer，de Geus被介紹

興地說，五年半之後我們的新公司

不要碰卡車；他還指導夥伴們將金

給當時EDA領域的眾多先驅者，

上市了，在我寫給GE副董事長的

屬工具立在卡車側面以釋放靜電。

「大多數時候我自己都沒意識到；

感謝信中，還註明了他們將得到的

這為我確立了一個我自己永遠也找

2,300萬美元投資報酬。」如今已

不到的志向。

距離Sysnopsys在1992年的首次公

以上的虛驚一場是影響de
Geus早年的數個偶然事件之一。根

開發行(IPO)有27個年頭，這家全

據他的說法，這類幾乎是無心插柳
的情況，導致他所接受的教育、早

合成技術的誕生

球領先的EDA供應商、同時也是全

期職業生涯，還有創立Synopsys；

幾年後，Rohrer到GE(General

球第二大矽智財供應商，市值已經

「我最後進入了電子工程領域，

Electric)去工作，當時de Geus要開

超過200億美元。

我想大部份是因為我在學校時覺

始寫論文，Rohrer邀請他到家裡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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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de Geus將以Synopsys創

精英訪談
始CEO的身份名垂青史，他很快指

軟體為中心，但兩者仍有區別而且

出，公司的成功來自於其他許多人

通常客戶群也不同，彼此之間的技

的努力，其中有不少都在Synopsys

術重疊明顯很少。

工作超過三十年：「如此的成就總

最遠回溯至2005年，de Geus

是來自於眾人的努力──而且，其

表示，他注意到半導體公司內的軟

中有不少是非凡的人物；簡而言

體工程師比例開始跨越50%的門

之，沒有這些人，Synopsys不會

檻；半導體業管理層並不喜歡這種

存在，就是這麼簡單，只強調創始

情況，因為他們將之視為不會帶來
Aart de Geus
Synopsys董事長暨共同執行長

任何額外營收的成本中心。「我認

界最受尊敬的領導者之一；多年

的親密夥伴，他是一個在我能想到

出：「他們正在銷售的功能剛好是

來，他累積了許多榮譽，包括IEEE

的每個方面表現都很傑出的人，非

被包在晶片裡面，但這些功能中的

Robert N. Noyce獎章，GSA「張

常聰明而且擁有積極正面的態度；

軟體與硬體一樣多。」

忠謀博士榮譽領袖獎」(GSA Morris

他透過很多方式協助我克服每天遭

Chang Exemplary Leadership

遇的挑戰。」

CEO太言過其實。」
今日，de Geus是半導體產業

為他們誤判了自己的情況，」他指

在那之後不久，隨著整體經濟
與摩爾定律(Moore’s Law)一同趨

Award)，矽谷工程協會名人堂

他指出，這樣的夥伴關係最終

緩，有更多重點放在軟體而非硬體，

(Silicon Valley Engineering Council

讓Synopsys成為更強大的公司，共

因為從軟體取得進展變得越來越具成

Hall of Fame Award)，以及矽谷領

同執行長的職位讓他與陳志寬彼此

本效益。「我得出的結論是，因此，

導人集團終身成就獎(SVLG Lifetime

互補；「從我遇到志寬的第一分鐘

硬體與軟體的交叉逐漸上移，而硬體

Achievement Award)。他在電子

起──距離現在已經差不多三十年

遭遇的系統複雜性不斷升高的相同

圈還偶爾被戲稱為加州的「潛在州

了──我就對他有一種感覺，當我

問題，也開始發生在軟體上；」de

長」(potential governor)，但他一

們的意見不同，我的第一個反應總

Geus表示：「因此從品質的角度來

再否認這種說法。

是覺得他看到了我疏忽的事情。」

看，需要更注重軟體，後來從安全

de Geus認為，半導體業務是

的角度看也是如此。」

與夥伴共同執掌公司

一種團隊合作，最棒的點子會來自

在此同時，Synopsys著手積極

de Geus或許是EDA史上最重要的

於最棒的團隊，而非個人：「當你

進軍軟體完整性領域；從2014年收

CEO之一，但今日他是否可說是自

觀察一支很厲害的籃球隊，會發現

購Coverity開始，該公司也積極投

家公司的最佳CEO，可能有點爭

大多數時候你都不知道球在哪裡，

資原型製作(prototyping)領域，提

議。Synopsys在2012年時因為拔擢

它就在人們之間傳遞。」

供客戶透過軟體模擬(simulation)、
硬體模擬(emulation)與FPGA開發

陳志寬(Chi-Foon Chan)──在該公
司擔任營運長很長一段時間──為

超越EDA的成長

板等方式，在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硬

總裁暨共同CEO(與de Geus並行)

最近幾年，Synopsys積極拓展其

體上執行硬體之能力。

而頗受矚目，當時有不少產業觀察

業務模式以尋求持續成長，透過

此舉已經帶來了回報。今年

家指出，很多像de Geus這樣的高層

數次收購將觸角延伸至軟體完整性

稍早，Synopsys的軟體完整性業

並不會同意與人分享主管辦公室…

(software integrity)與安全領域──

務營收首度佔據季銷售額的10%

但是de Geus從容以對；「志

這讓許多半導體產業界人士感到吃

以上。

寬和我一直是一起工作、思考事情

驚。雖然EDA與軟體完整性都是以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ws Taiwan網站)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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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先進PVD加速新型記憶體量產
Susan Hong，EE Times Taiwan

為了滿足物聯網(IoT)和雲端運算

應用材料半導體事業群金屬

7個Clover PVD反應室，可分別以

等新興應用對於記憶體的需求，應

沉積產品處全球產品經理周春明解

原子級精確度沉積多達5種材料。」

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日前推

釋，MRAM由十多種不同材料和超

除了矽上沉積以及整合新材

出一系列物理氣相沉積(PVD)製造

過30層以上的薄膜與堆疊組成，

料的能力，MRAM製造過程中

系統，據稱能以原子級精確度沉積

而ReRAM和PCRAM同樣支援大約

還涉及攸關效能的氧化鎂穿隧阻

MRAM、ReRAM與PCRAM等新型

5~8層的多層薄膜結構，極其敏感

障(tunnel barrier)薄膜。為此，

記憶體所需的關鍵材料，從而實現

且易受空氣影響，必須在設備技術

Clover PVD採用獨特的氧化鎂沉

穩定的新型記憶體量產。

上有所突破，才能以工業級的規模

積技術，以產生穿隧阻障層。相

穩定生產。

較於市場上採用先沉積再氧化的

半導體產業正面臨資料爆炸式
成長以及摩爾定律放緩的挑戰，當

為了有效控制低僅數埃的薄

兩步驟作法，「Clover PVD直接

今的運算架構已無法滿足未來的大

膜層厚度、沉積均勻度與介面品

以陶瓷濺鍍技術打造穿隧阻障氧

數據(Big Data)、人工智慧(AI)與IoT

質等關鍵製造參數，應材針對適

化鎂，有助於實現性能更高20%、

等應用需求，無論是設計人員或系

用於IoT的MRAM推出Clover PVD

耐久性提高100%的低功耗、高效

統架構師都在尋找提升運算效率、

以及雲端用PCRAM和ReRAM的

能MRAM。」

速度以及降低成本的新方法。

Impulse PVD整合式材料平台，並

另一方面，為了克服沉積多材

內建量測與即時監控功能，有效實

料組成與敏感材料的挑戰，免於新

現這些新型記憶體的量產。

型記憶體受到薄膜成分和劣化衰退

新型記憶體由於可為邊緣與
雲端裝置提供優於現有記憶體的
功耗、效能和成本，被視為是打

周春明進一步解釋，Endura

的影響，應用材料並開發Endura

造近記憶體運算(Near Memory

Clover PVD系統可在超高真空環境

Impulse PVD整合式材料解決方案，

Compute)、記憶體內運算(In-

下執行多流程步驟，為MRAM實現

多達9個反應室均可在真空環境下

Memory Compute)等下一代運算

材料沉積、介面清潔和熱處理的完

提供精密的薄膜成分控制與沉積，

架構的重要建構模組。然而，新型

整製造過程。他說：「你可以把這

為PCRAM和ReRAM提供出色的成

記憶體技術所採用的新材料，對於

套機器內部想像成一座小型工廠，

分均勻度和高生產力。例如針對

其大規模量產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它可以堆疊30多層元件，其核心是

PCRAM材料提供超過1萬片晶圓的
連續沉積，確保穩定的薄膜組成，
晶片內成分不一致性均低於1%。
由於新型記憶體薄膜對空氣極
其敏感，Endura系列平台均內建量
測技術，可在真空環境下提供即時
逐層監控與檢測，確保原子層級的

MRAM、ReRAM和PCRAM新型記憶體採用多層薄膜與材料堆疊，必須在設備技術上取
得突破，才能以穩定量產。
(資料來源：應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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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勻性，同時避免暴露於外部環境
的風險。

設計揭密

拆解：
Blink安全攝影機網路模組
Brian Dipert，EDN專欄作者

在筆者最新的一篇部落格文章中，對Blink消費安
全攝影系統獨特的(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架構進行
了概述。總之，特定網路實現中的每一個攝影機不
僅透過Wi-Fi連接公共LAN/WAN路由器，還利用專
用的遠端900MHz通道連接到單獨的通用硬體Sync
Module，Blink稱該通道為低頻無線電掃描(LFR)信標。
Sync Module也透過Wi-Fi連接路由器。而這些
聲稱僅靠一組兩節AA鋰電池，使用壽命就能長達兩
年的攝影機，通常是處於低能耗的待機模式。如果
攝影機的PIR運動感測功能被啟用，當觸發時，它們
將利用LFR向Sync Module發出警報，Sync Module

盒子裡面，你會發現Sync Module，下面是USB

會將運作狀態傳遞給「雲端」伺服器，讓其做好準備

適配器、USB轉微型USB資料線，以及一小張使用概

來捕捉即將傳入的視訊片段。

述指南：

同樣，如果想要透過Android或iOS上的Blink
應用程式、或是利用亞馬遜(Amazon)Echo Show或
Echo Spot(或最新版本的亞馬遜Kindle Fire平板中提
供的Echo Show模式)來查看某個特定攝影機的即時直
播，首先要與Sync Module進行對話，Sync Module
將傳遞應用程式的請求並且啟動所選定攝影機，然後
再次將其關閉，以延長電池壽命。Sync Module本身
是AC電源，透過USB電源適配器作為中介。
今天，拆解的候選者恰好同樣是Sync Module，
目前它跟我的Blink XT攝影機一起使用，且跟黑色的
Blink XT很匹配；它是特地在eBay上購買，專門用
作拆卸，是白色的(先前使用過)。除了配色不同，這
兩個模組功能完全相同，這也是能夠在同一公共網
路區域將Blink(室內)和XT，以及XT2(室外)攝影機混
合在一起的關鍵因素，畢竟受訊號強度、訊號範圍，
以及每個模組最多十台攝影機的限制。
跟往常一樣，從外部包裝開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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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開箱即用裝置的頂部和底部視圖，跟亞伯拉
罕 ⋅ 林肯(Abraham Lincoln)硬幣(1美分)的比對情況，裝
置實際規格為62×59×18毫米，重量1.6盎司：

是時候深入內部了。我從準備階段就覺得貼紙
下面沒有螺絲釘，我是對的。我辨別進入內部的唯
一方式是利用頂部周圍的凹進去的縫隙，我又對了：

Android和iOS應用程式可以直接透過二維碼讀
取底部貼紙上的模組ID資訊，方便進行初始設置：

請注意印在PCB上的Immedia Semiconductor
(Blink最初的名稱，當時為半導體晶片供應商)：

該裝置四個側面中有兩面是完全平滑的。第三個
側面包括一個micro USB電源插口，以及一個不起作
用的埠(在該硬體的更新版本中完全不存在)；第四面
也帶有一個不起作用的USB埠，本來是用於本機存
放區的，可以透過一個快閃記憶體驅動器儲存視訊
片段，但從未啟動過(至少到目前為止)，旁邊還有一
個硬體重新設定開關。

轉下兩顆螺絲釘，PCB元件就可以直接從機殼
取出來。先看看無聊的(雖然注意到有大量的交線應
用地線層和天線結構，還有沿著頂部的一排奇奇怪
怪的孔)後側視圖：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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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態記憶體，特別是Zentel A3R12E40DBF
(PDF)512Mbit DDR2 SDRAM之外，背面也沒什麼
可看的了。
現在輪到底層的附加模組了。想想未使用的有
線乙太網路功能佔據了多少總基板面積(更不用說成
本了…比如脈衝變壓器)，就能明白為什麼Blink在後
來的硬體版本裡將它剔除了… 那麼，為什麼USB連
接器還在呢？

現在看看正面：

標有U2的PCB區域內的晶片上的標記太模糊了，
拍照無法顯示。但利用廉價的手持放大鏡可以看出，
在角落裡有三行字母數位字元組合，以及我不熟悉的
右上角的兩個LED裝置亮的時候，顯示Wi-Fi連接

製造商標記。

良好(藍色，在頂部)，以及電量充足(綠色，在下方)。

445A、A49與609。

中間的Wi-Fi模組可以拆卸，表示該設計最初旨在將有

我懷疑它(加上周圍的電路)實現了專有的

線乙太網路作為基礎配置，而無線連接是可選的附加

900MHz LFR 功能，但是我沒能在網上找到該晶片

裝置。以下是該模組特寫：

的參考資料；我唯一能想到的是，「455A」來自瑞
薩電子(Renesas)的4位元微控制器，但其接腳數與
此特定晶片不符合。
另外要注意的是PCB左下角未使用的三接腳連接
器，它緊挨著乙太網路連接器，以及USB連接器上面
的重設開關，還有它上面那個功能未知的嵌入式藍色
LED，在正常工作狀態下會週期性地閃爍，但是用戶

中間是Atheros(已被Qualcomm購併)AR9331
Wi-Fi SoC，旁邊是Winbond SPI串列NOR快閃記憶
體。請再次注意一下未使用過的天線連接器。
除了上述提到的非揮發性快閃記憶體所對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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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看不到。
說到這，我將設備重新組合，並對裝置進行測試
的時候，才注意到了最後一個LED…裝置還能運作！
拆解完成了，現在期待讀著們的評論。

寬能隙元件

氮化 ：
電源供應市場新生力軍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相信目前市場對於所謂的寬能隙(Wide Band

應器，Navitas和Exagan已推出整合氮化鎵方案的45W

Gap；WBG)半導體並不感到陌生，其中，氮化鎵

快速充電電源適配器。另外，光達(LiDAR)應用是高階

(Gallium Nitride，GaN)是氮和鎵的化合物，是一種

解決方案，可充分利用氮化鎵功率元件中的高頻開關。

直接能隙(direct bandgap)半導體，硬度很高。氮化

由於電源市場的需求驅動，氮化鎵市場將穩步成

鎵的能隙為3.4eV，而目前最常用的半導體材料矽的

長。Yole Développement預估，2017~2023年間，氮

能隙為1.12eV，因此氮化鎵可以用在高功率、高速

化鎵電源市場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將達55%；值得

元件中。

注意的是，Yole Développement並指出，蘋果(Apple)

雖然氮化鎵的研究和應用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

有意採用氮化鎵技術，若氮化鎵功率元件順利獲消費性

但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看到氮化鎵商業化的發展前

電子類產品採用，即則年複合成長率可望高達93%。也

景。5G通訊射頻(RF)前端對高頻和高效率的要求將

因此包括英飛凌(Infineon)、松下(Panasonic)、德州儀

為氮化鎵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而汽車電動化和可

器(TI)、Navitas、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等電

攜式電子產品的充電需求，以及高瓦數、高功率的

力電子領導廠商及新創公司，皆已紛紛進入氮化鎵功率

電源供應器都將驅動氮化鎵功率元件逐漸替代傳統

半導體的研發，且有些廠商已推出相關氮化鎵產品線。

的矽功率元件。

不過，雖然氮化鎵在電源是場鋒頭正盛，但事實上，該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基於氮化鎵解決方
案的開發主要由研發機構和實驗室進行，但是今天這種

寬能隙元件因技術挑戰仍高、成本還未能與矽元件相
比…等因素，短期內仍未能成為市場主流。

情況發生了變化。的確5G相關應用與設備是引發氮化鎵
元件備受矚目的關鍵，然而氮化鎵的一些特性，讓該材

勝過傳統矽元件的獨特性

料在電源供應等電力應用中，有了新的機會。

究竟氮化鎵有何「迷人」的特性，可吸引電源相關應

Yole Développement發佈的年度報告《電力氮化

用的系統業者及元件商，進一步攜手研發並推出內建

鎵：外延、元件、應用和技術趨勢(Power GaN: Epitaxy,

氮化鎵方案的產品？Panasonic產業部材第二事業處

Devices, Applications and Technology Trends)》中，

電子機構部電子機構二課主任賴振民表示，相較傳統

該市調單位技術與市場分析師Ana Villamor表示，儘管

矽元件，首先氮化鎵元件可在高頻工作，現階段矽元

目前的氮化鎵電源市場與328億美元的矽電源市場相比

件的切換頻率極限約為65~95kHz，工作頻率再往上

仍然是「小巫」，但氮化鎵元件正在滲透到不同的應

升，將會導致矽MOSFET耗損、切換損失變大；再

用中。其中，功率氮化鎵市場中最大的部分仍然是相

者閘極(Q g )的大小也會影響關斷速度，而矽元件也

關電源應用，例如手機的快速充電，以及大瓦數電源供

無法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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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氮化鎵元件在高頻時，在導通與切換上仍有較
佳的效能、可靠度高，也能促使周邊元件尺寸進一步縮

本仍較不能被消費市場所接受，因此仍有待氮化鎵元
件供應商的努力耕耘。

小，並提升功率密度，因此氮化鎵功率元件才能在近期
節能減碳的聲浪中，帶動電源供應系統走向大瓦數的趨

EMI夢靨築起高技術門檻

勢下，受到市場的青睞。

與矽功率元件相比，氮化鎵的優點雖然很多，但該寬

英飛凌大中華區電源管理及多元電子事業處資深

能隙元件卻存在電磁干擾(EMI)問題難解的惡夢。賴

行銷經理陳清源談到氮化鎵的特性時，他認為，雖然目

振民解釋，氮化鎵可在高頻工作這一點可以說是雙面

前電源市場主流仍是傳統矽元件，但電源市場不斷與時

刃——優勢前文已詳述，而劣勢是即使相對應的周邊

俱進，「要求」也越來越多。而矽功率元件在製程圖形

元件已到位，切換頻率高將會產生大量EMI，如何解

(pattern)設計上已出現瓶頸，因此具備高頻操作特性卻

決將是業者最頭痛的問題。

可獲得更高效率，且發熱的問題也能緩解的氮化鎵，即
獲得切入市場的機會。

對此，氮化鎵元件供應商也透過一些方式，以解決
EMI難題。例如Panasonic與其他業者利用電壓驅動方
式較不同的是透過電流驅動，讓氮化鎵元件能夠比較強

高功率電源供應為應用大宗

健，在突波發生時不易損壞，也可緩解EMI。張家瑞表

由於氮化鎵的特性，使其在大瓦數、600~650伏特

示，英飛凌是選擇先將整體系統中會造成EMI問題的部

(V)及以下高電壓電源供應器市場，有較大發展空間。

分先行濾除，如降低干擾源、使EMI的傳播路徑變差，

賴振民指出，事實上，目前氮化鎵材料在射頻領域的

以及思考電路設計如可以降低寄生電容，如此一來，業

應用凌駕電源市場，不過，在一些高壓應用，如電

者在解EMI時會比較輕鬆。

競電腦、電信通訊設備、資料中心伺服器… 等需要

除了氮化鎵高頻切換衍生的EMI技術門檻，陳清源

更好電源轉換效率的交流轉直流(AC-DC)電源適配

認為市場因素與業者資源的投入，也可說是進入氮化鎵

器(adapter)應用，氮化鎵功率元件已開始被導入。

功率元件領域的門檻。現階段，氮化鎵市場規模仍無法

這是因為，電源適配器的體積被要求要越來越輕

和傳統矽功率元件媲美，且氮化鎵元件的殺手級應用尚

巧，且效率卻不能因而降低。英飛凌資深主任工程師張

未出現，無法為氮化鎵元件供應商帶來一定程度的營

家瑞說明，無論是大型設備的外部電源抑或者50瓦、65

收，以支撐龐大的研發費用；更何況，氮化鎵需要先

瓦手機快充線上的適配器，整體體積的發展趨勢是越來

早期投資，先跑且能持久投注相關研發資源的業者，

越「精緻、小巧」，要在那麼有限的空間中提供高瓦數
的充電效果，且在散熱、電源轉換效率都不能因體積小

GaN power device market size split by application ($M)

而有所打折的狀態下，氮化鎵的使用可以讓整個系統周

(Source: Power Gan 2017: Epitaxy, Devices, Applications and Technology Trends 2017 report,
Yole Développement, October 2017)
$500M

邊如電容、變壓器…等磁性元件的數量變少或尺寸變
小，但卻能維持既有的甚至更好的效率，那麼為什麼
在相關電源設備製造商開始瞭解到氮化鎵可以帶

Market size ($M)

不轉而採用氮化鎵？

$400M

$300M

$200M

來的優勢後，氮化鎵在一些大功率應用市場的滲透率

$100M

也逐漸提升。陳清源指出，伺服器/資料中心、工業電

$M

源、通訊電源等高功率的應用中，可謂是氮化鎵主要
應用市場，雖然氮化鎵在低功率如智慧型手機快充、
無線充電等市場也有機會，然目前因氮化鎵元件的成

2016

2017

2018

Others, audio, medical, R&D...
Envelop tracking
UPS
PV

2019

2020

2021

2022

Server and data centers LiDAR
Wireless power
EV/HEV (including charger and DC-DC) Power supply

依應用劃分的氮化 功率元件市場規模(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Yole Développ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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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則有機會切入。
陳清源表示，消費性電子市場的「特點」是，對品

Pout [W]
10M

質要求不如其他領域嚴謹，但對於成本則是極度敏感，

SiC

因此氮化鎵元件要揮軍消費性電子的快充、適配器或無

Central PV*

1M

線充電等應用，成本是關鍵之一。張家瑞補充，業者的

Pile

100k

產品是否願意走向差異化，亦為影響氮化鎵市場發展的

OBC**
String PV*

10k

原因，也許目前市場看重氮化鎵可以讓適配器或電源供

Silicon

GaN

Remains
mainstream
technology

1k
1k

10k

100k

1M

應整體系統尺寸進一步縮小的優點，但終端裝置的「高
10M fsw[Hz]

*PV=photovoltaic inverter; **OBC=onboard charger

矽、碳化矽(SiC)與氮化 應用範疇。

(資料來源：英飛凌)

才有機會跑到終點。
換句話說，未來氮化鎵市場將呈現業者大者恆大

度」才是大問題。另外一個驅動氮化鎵進入消費性市場
的驅動力則是消費者追求「酷炫」虛榮心態，以電競電
腦來說，現階段電競電腦除了外型越來越「華麗」、
燈光效果十足外，也十分強調電源效率要達到90%以
上，甚至100%，這也為氮化鎵元件開啟新市場契機。

的態勢，「無須高頻化、強調低成本的應用，尤其是
低功率應用市場中的矽功率元件，不會被氮化鎵元件

戮力推展市場

取代，口袋夠深的業者才能走到最後。」陳清源強調。

未來如何讓氮化鎵元件市場規模可以更上一層樓，相
信是相關業者們努力的方向。陳清源認為，客戶也許

低瓦數快充可望成為新目標市場

了解氮化鎵元件可為其產品帶來的優勢，但在氮化鎵

氮化鎵在高功率市場中正逐漸「風生水起」，而在低

元件融入整體系統的設計過程中，會遭遇重重挑戰，

瓦數應用沒有任何機會嗎？賴振民認為，在低瓦數的

如何協助客戶跨越設計難關，可能將影響客戶使用氮

快充市場，如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適配器，也開

化鎵元件的意願。因此英飛凌提出完整的方案，例如

始被要求要輕薄短小，且轉換效率不能縮水，因此也

氮化鎵元件驅動方式與矽元件不同，需要針對不同應

有業者也將目光放在氮化鎵元件。不過，消費性電子

用搭配不同的驅動IC，英飛凌也自行開發驅動IC與氮

領域最要求的是低成本，氮化鎵元件成本仍比不上製

化鎵元件搭配。期透過完整的方案與客戶密切合作，

程發展相對成熟許多的矽功率元件。

進而累積市場專業知識(know how)，克服各種設計難

賴振民指出，雖然6吋晶圓可以切出的氮化鎵裸晶

題，提升氮化鎵市場接受度。

更多，然氮化鎵開模成本硬是比矽元件高，因此要降低

張家瑞指出，一個電源供應系統中不是只有氮化

氮化鎵元件本身的成本，還是回到「雞生蛋、蛋生雞」

鎵，還有其他搭配的元件，因此在設計時，不能僅考慮

的問題，市場對氮化鎵需求增加，成本自然會降低。

氮化鎵元件，而是需要從整體系統的角度去查找問題並

不過，若是從整體系統的角度來看，盡可能降低
氮化鎵系統中搭配的元件成本，系統整體成本也可以

解決問題，如此內建氮化鎵元件的系統才能從零到開始
有更多終端產品問世。

隨之降低，進一步提升市場接受度。賴振民舉例，一

賴振民則認為，大功率應用市場仍是有拒絕使用

般手機或是筆記型電腦的變壓器/適配器成本約3~4美

氮化鎵元件的企業，例如Facebook即曾表示不採用氮

元，但若使用氮化鎵，則總體成本可能會達8~9美元，

化鎵元件建構的系統，因此Panasonic計畫戮力與客戶

因此高階或是旗艦型手機，為提升產品價值，採用50W

攜手在低瓦數應用中做出「實績」，向市場證明氮化鎵

或65W快充技術，並提供使用者相應的充電器，即使充

元件確有其「傲人」之處，相信將可吸引更多廠商接受

電器價格稍高，單消費者仍願意買單，此時，氮化鎵元

並使用氮化鎵元件創建電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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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能隙元件

寬能隙材料在功率元件的
關鍵作用
Maurizio Di Paolo Emilio，EE Times

在當今的功率電子產品中，品質與

的工作溫度。這種改善實現了更高

和GaN分別具有2.86eV和3.4eV

可靠性是必須首要考慮的，而設計

的能量轉換效率、更高的可靠性，

的相對較寬的能隙。SiC和GaN較

的重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功

並最終提升了盈利能力。

高的電子遷移率使得它們能夠實現

率密度，同時最小化成本。另外，

與傳統矽製程相比，寬能隙半

工作頻率的顯著增長也不斷為當前

導體材料，如碳化矽(SiC)和氮化

的設計實踐帶來不小的挑戰，比如

鎵(GaN)，可實現更佳的導熱性、

GaN元件的快速上升時間、低

對電磁干擾/電磁相容(EMI/EMC)

更高的開關速率且更小尺寸的物理

電阻、低閘極和輸出電容可降低開

性能和生產能力的改善需求。而寬

元件。也因此，寬能隙半導體材料

關損耗並支援在更高頻率下工作，

能隙(WBG)功率半導體的不斷進展

推動了新一代電源的出現。

其工作頻率通常比同類矽基解決方

使上述目標都成為可能。

更快的切換，因為接合處累積的電
荷通常可以更快地釋放。

案高出一個數量級。低損耗意味著

GaN和SiC

更有效的能量分配、更少的熱量生

之間化學鍵的強度。鍵能越強則電

材料的能隙是將電子從其價帶釋

成和更簡單的冷卻方案。此外，透

子從一個軌道跳到另一個軌道也更

放到導帶所需的能量。矽、SiC和

過減小體積、重量和材料需求，高

難，因此，寬能隙半導體表現出較

GaN都是半導體材料，但是矽具有

頻操作對解決方案的成本產生積極

低的固有電流損耗並能夠承受較高

1.12電子伏特(eV)的能隙，而SiC

影響，特別是GaN元件用作變壓器

材料的能隙取決於晶格中原子

和電感等磁性元件時。
從GaN技術優勢中獲益最多的
應用是開關電源。AC/DC電源用於
將AC電網電壓轉換為較低的DC電

改善的FOM允許更低的
RDS(ON)和更低的開關損耗

壓，從而可以為低電壓電氣設備供

Si

電或再充電。GaN技術可以在此過

高效率和/或更好的切換

程的所有階段提高功率密度，包括
裝置漏失

從AC/DC轉換到DC/DC轉換和負
載點(POL)分配。
GaN

德州儀器(TI)的DualCool和
NexFET GaN功率MOSFET可以實

開關損耗

現封裝上方的散熱。由於這種特
傳導損耗
0

50kHz

100kHz

150kHz

性，GaN MOSFET可以比同類矽元
200kHz

件提供多達50%的電流，設計人員

頻率
圖1：GaN與矽元件的損耗比較。

(來源：德州儀器)

因此可以在不增加系統尺寸的情況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25

2019 年 11 月 7- 8 日

連接我們的世界
ASPENCORE 全球高科技領袖論壇

全球雙峰會：
全球 CEO 峰會
全球分銷與供應鏈領袖峰會
同期舉辦：
全球電子成就獎頒獎典禮
全球電子元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頒獎典禮
全球電子成就展

已確定參加CEO峰會嘉賓(部分)
• Dr. Wei Shaojun, President, IC Design Branch,
Chin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 Aart de Geus, President & CEO, Synopsys
• Alexander Everke, CEO, ams
• Nigel Toon, Co-founder and CEO of Graphcore
• Art Swift, CEO of Wave Computing
• Jean-Christophe ELOY, President and CEO, Yole
Développement
• Tomomitsu Maoka,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 Chairman of Renesas Electronics China
• Tony Hemmelgarn, President/CEO of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 Allen Wu, Executive Chairman and CEO of Arm China

主辦單位：

大會媒體：

電子業界年度重磅大獎

燃情九月 請投下您珍貴的一票
投票時間：2019 年 9 月
全球電子成就獎

全球電子元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

編輯推薦獎

年度最佳分銷商

企業獎

三大供應鏈服務公司

創新產品獎

年度傑出管理者
年度突出表現元器件分銷企業

獎項詳情及
下載提名表

這是一場席卷電子圈的嘉年華！是 2019 年度“電子人”翹首以盼的行業盛會！2019 年“ASPENCORE 全球高科技領袖論壇 — 全
球雙峰會”震撼來襲，峰會聚集全球電子產業風雲人物、公司創始人、電子行業高層等眾多行業頂級大咖，相約深圳大中華喜來
登酒店，與您分享科技和產業的前沿觀點，探討電子行業新趨勢，把脈未來新方向！峰會同期舉辦全球電子成就獎及全球電子元
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頒獎典禮，獎項提名正火熱進行中，誠邀您參與提名，助力電子產業發展。
全球電子成就獎
全球電子成就獎評選並表彰對推動全球電子產業創新做出傑出貢獻的企業和管理者。由 ASPENCORE 全球資深編輯組成的評審委員
會以及來自亞、美、歐洲的 ASPENCORE 網站用戶共同評選出得獎者。
全球電子元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
獎項創辦於 2001 年，備受業界推崇，旨在表彰支援電子產業發展的卓越品牌分銷商。評選結果深受電子製造商信賴，是他們挑選
分銷商合作夥伴的重要參考。

合作諮詢請聯繫：marketing.success@aspencore.com

部分已提名企業

寬能隙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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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FFSHx0120的測試電路和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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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圖片來源：安森美半導體)

下即可在複雜的應用中部署這類元

conductor)的SiC二極體採用傳

應，這使得設計這些系統類似於

件，同時還減少了整流次數(圖1)。

統的表面黏著技術(SMD)和通孔

射頻(RF)設計。

與此同時，SiC技術已被用於

封裝，包括TO-247、D2PAK和

構建可以在1,200V、1,700V甚至

DPAK。Gen1 FFSHx0120 1,200V

汽車和發動機控制

更高電壓下工作的元件。SiC可望

和Gen2 FFSHx065 650V元件提供

IDTechEx Research的一份報告

涵蓋工業、能源和運輸領域的高階

零反向重定、低正向電壓、與溫度

中指出，隨著混合動力和全電動

產品系列，取代迄今為止主導這些

無關的電流穩定性、淺漏電流、高

車(EV)的市場增長，預計到2027

應用的絕緣閘雙極電晶體(IGBT)。

過壓能力和正溫度係數(圖2)。

年，車輛功率電子市值可能達到
3,000億美元。研究人員指出，預

SiC技術正在很多大功率項目
中得到應用，如馬達、電力驅動

驅動器

計2025~2030年間環境排放法規

器、逆變器或變頻器，包括動力傳

新一代元件技術並不是其前任矽產

的根本變化將有利於電動車市場，

動系統逆變器和車載充電器(OBC)

品的直接替代品，更高的開關速率

對更高的電動車自主性(行駛里程)

等。電力驅動器製造商正在研究驅

帶來了一系列新的設計挑戰。

和可靠性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分

動器電路，用以支援轉換器中更高

採用SiC和GaN技術遇到的最

析師們對未來10年的預測還涉及了

的開關頻率，並透過使用更複雜拓

大問題之一是需要驅動閘極。SiC

電池化學和使用新材料(包括SiC和

撲結構來降低EMI。

需要更高的閘極-源極電壓(V (GS) )

GaN)來建構功率半導體。

與矽相比，SiC技術提供卓越

產生負極化以用於關斷，另一方

基於SiC的解決方案被認為

的開關性能和更高的可靠性。亦

面，GaN具有比矽低得多的閾值

比傳統技術更高效、更輕巧、更

即二極體沒有反向恢復電流，開

電 壓 ( V th) ， 但 它 需 要 更 精 確 的 控

緊湊。例如，英飛凌(Infineon)的

關性能也與溫度無關。由於出色

制。通常，寬能隙元件本質上在本

CoolSiC蕭特基二極體系列適用於

的熱性能、更高的功率密度和更

體二極體上具有比傳統矽更高的電

混合動力和電動車的車載充電器

低的EMI，對於高性能汽車應用

壓降，這需要更精確地控制停機時

應用。這是英飛凌專門為汽車應用

來說，SiC技術是一個極具吸引力

間和開關切換。

設計的二極體，用以滿足其對可靠

的選擇，而且汽車應用仍在持續
地增長中。
安森美半導體(ON Semi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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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利用這些元件的功能，

性、品質和性能的要求。

它們必須以更高的頻率運作。因此

據英飛凌稱，CoolSiC採用了

有必要更仔細地控制佈局寄生效

新的鈍化概念，使其成為市場上耐

寬能隙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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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CoolSiC二極體的功耗(左)和二極體正向電流(右)。

(資料來源：英飛凌)

濕和耐腐蝕性最強的汽車電子元

寬能隙材料的開發和應用在

GaN較低的開關損耗有助於驅動

件。此外，由於它基於110μm的

提供優勢的同時也面臨設計挑戰，

具有極低電感的永磁馬達，以及無

薄晶圓技術，因此具有同類產品中

包括汽車以外的其他應用。在用於

刷直流馬達。這些特性還可以最大

最佳的性能，與傳統的矽快速二極

機器人和其他工業用途的馬達中，

限度地減小扭矩波動，實現伺服驅

體相比，CoolSiC汽車蕭特基二極

尺寸和能效是最主要的設計考慮

動器和步進馬達的精確定位，從而

體可以在所有負載條件下將OBC的

因素，使用GaN解決方案可以提

使高速馬達在無人機等應用中達到

效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圖3)。

高脈衝寬度調變(PWM)頻率，而

高電壓要求。

電動車SiC開關將主導動力傳動系統
Anup Bhala，UnitedSic工程副總裁

寬能隙(WBG)半導體正被應用於包括電動車(EV)在內

車輛中，38%(33,842輛)由電力驅動，40%用蒸汽

的各類功率轉換器中。其承諾的更高效率和更快轉換

驅動，22%用汽油驅動。然而，當亨利福特(Henry

速率將節省成本、尺寸和能源，它通常被運用在充電

Ford )大規模生產廉價的汽油動力汽車後，電動車的

器和輔助轉換器中，但尚未在牽引逆變器中大量取代

百分比急劇下降。如今，道路上的電動車不到1%，

IGBT。本文將介紹最新一代SiC FET，因其提供低於

但據預測，到2050年，美國65%~75%的輕型車又

IGBT的損耗，以及在高溫和多重應力下被證實的短路

將透過電力驅動。

強健性，而成為新型逆變器設計的絕佳選擇。

自1997年豐田(Toyota)Prius在日本推出以來，
現代電動車已經大幅改進。現在，先進的電池和馬

1900年美國38%的車輛是電動車

達技術可以提供300英哩甚至更多續航里程。然而，

是的，你沒看錯，這是真的…在1900年的所有美國

對2050年電動車用量的預測還依賴於某些假設：購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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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力、持續高漲的油價、更嚴格的健康與環境法規，

和矽MOSFET的複合體或「級聯(cascade)」體，其

以及實現更多里程和更快充電的更先進技術。

通常設置為OFF，沒有偏壓並且支持奈秒級切換。與

擁有從電池能量到車輪動力59%~62%的轉換

SiC MOSFET和GaN元件相比，它非常易於驅動，其

率，看起來電動車還有改進的空間。電氣工程師可能

優良指數RDSA與晶片面積的歸一化導通電阻非常出

會翻翻白眼說現代內燃機才正在努力達到21%呢！但

色(圖2)。該元件由於採用垂直結構，具有極低的內

是憑藉其新的半導體開關用於動力傳動系統，至少電

部電容，使得開關轉換損耗極低，SiC FET具有非常

動車具備獲取更高性能的可能藍圖。

快的本體二極體，可減少馬達驅動等應用中的損耗，

獲得更多里程的關鍵是功率轉換的效率。這不

並且不需要使用外部SiC蕭特基二極體。

僅僅實現在由馬達驅動的電子設備中，很多協助工
具例如照明、空調甚至資訊娛樂系統也使用了大量能

應用於電動車驅動的SiC FET

源。人們已經付出了很多努力利用各種措施減少這些

那麼，既然要推動更高性能的解決方案，這些優異的

領域的能耗，例如使用LED燈。各種電源轉換器需要

設備為什麼還沒有進軍電動車馬達控制市場呢？除了

將主電池電壓從400V降到12V或24V以用於這些協助

汽車系統設計師的自然保守之外，還有一些實際的原

工具，目前這些轉換器採用了最新的拓撲結構和特殊

因：與具有相似級別的IGBT相比，寬能隙元件被認

的半導體元件以實現最佳效率，同時承擔了非攸關安

為比較昂貴；馬達電感不會像DC-DC轉換器那樣依

全應用可接受的新技術固有風險(圖1)。

比例縮小，從而使更高的開關頻率變得沒那麼有吸

對於動力傳動系統，由馬達控制的電子設備被認為

引力；高開關速度意味著高dV/dt速率，這可能會對

是攸關生命的，因此設計師不得不秉持「安全第一」的

馬達繞組的絕緣造成壓力。此外，當馬達驅動處於

原則，並堅持使用經過反覆驗證的技術。在實踐中，這

惡劣條件或一般高溫環境下時，寬能隙元件具有潛

意味著使用IGBT開關已證實了其30多年的強健性，例

在的短路問題和反電動勢(EMF)等，使得其可靠性也

如，在特斯拉(Tesla)Model S的高科技外觀背後是TO-

令人不免懷疑。

247封裝裡的66個IGBT在控制牽引馬達；而相同的IGBT

寬能隙元件真正的誘惑是提高效率的可能性，這

在20世紀80年代的工業程序控制器中也非常普遍。較新

意味著更多的可用能量和更遠的里程。散熱器可以更

的型號才剛剛開始出現，這就是SiC FET。

小，這樣可以降低成本和重量，同時也有助於擴大里
程，與具有「拐點」電壓的IGBT相比，寬能隙元件

寬能隙半導體正成為馬達控制的有力競爭者

在典型操作條件下效率尤其得到改善，從而有效實

在許多現代應用中，IGBT已經被更新的技術所取代，

現了所有驅動條件下的最小功耗。如圖3所示，使用

例如矽MOSFET和現在採用SiC和氮化鎵(GaN)材料製

兩個1cm×1cm IGBT晶片的200A、1,200V IGBT

造的寬能隙半導體。寬能隙元件最大的優勢是更快的

模組與使用兩個0.6×0.6cm SiC堆疊級聯晶片的

切換速率，這就意味著更小的外部元件，像磁性元件

200A、1,200V SiC FET模組進行比較。

和電容。這種組合提供了更高的效率、更小的尺寸與

SiC FET具有的獨特性能使它能夠在給定模組佔

重量，從而降低了總體成本。寬能隙元件還可在高溫

位面積內提供最低傳導損耗。當然，在全新設計中，

下工作，對於SiC而言通常為200℃，峰值溫度允許超

寬能隙馬達驅動器的切換頻率也高於具有足夠EMI控

過600℃(取決於具體元件)。

制設計的IGBT，從而實現寬能隙元件的所有優勢。即
便其成本高也不應成為未來擔憂的問題，例如，SiC

SiC FET入門及其優勢解析

FET的晶片比同等級別的IGBT或SiC MOSFET小很

寬能隙元件的一種特定類型是SiC FET，即SiC JFET

多，這意味著每片晶圓的產能更高，如果再考慮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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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能隙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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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面積僅是IGBT晶片36%的1,200V SiC FET的傳導損耗。
該200A、1,200V模組中，對於室溫和高溫下所有低於200A的電
流，SiC FET的導通壓降都遠低於IGBT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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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SiC FET的短路性能。

小的散熱器和篩檢程式以節省成本，那這一切看起來

的650V SiC FET測試顯示，使用400V DC匯流排至

都極具經濟和實用意義。

少可承受8μs短路考驗(圖4)，在100次短路事件和高
溫之後，導通電阻或閘極閾值無降級。

SiC FET可靠性已被驗證

馬達驅動應用中的另一個應力是來自馬達的反電

現在剩下的就是對可靠性的擔憂了，對於某些寬能隙

動勢。同樣，GaN表現不佳再次失分，但SiC FET則

設備來說的確有此問題。例如，SiC MOSFET和GaN

具有非常好的雪崩耐量，其內建JFET導通以在其閘

元件對閘極電壓極其敏感，其絕對最大值非常接近推

極汲極結斷開時鉗位電壓。UnitedSiC進行的更多測

薦的工作條件極限值，但SiC FET則容許較寬範圍的

試顯示，在150℃的環境中經過1,000小時的雪崩測

閘極電壓，寬裕量可達絕對最大值。

試，SiC FET元件均無故障發生，100%通過雪崩耐

短路額定值可能是電動車馬達驅動器的關注點，

受力生產測試。

它以IGBT的強健性作為基準，當然，GaN元件在這方
面表現不佳，而SiC FET則成績優異。與SiC MOSFET

令人信服的案例

或IGBT不同，內建JFET元件的垂直通道中存在一種

現代寬能隙元件，可滿足在苛刻環境中提供更出色

自然的「夾斷」機制，它可以限制電流並使短路閘極

的性能、整體成本節約，以及經過經驗證的強健操

驅動電壓相對獨立。SiC JFET允許的高峰值溫度也延

作性。因此，SiC將極可能成為未來十年動力傳動系

長了短路持續時間，在汽車應用中，一般期望短路在

統的主導者。

保護機制啟動之前應經受5μs的考驗。來自UnitedSiC

低功耗領先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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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軟體更新確保連網汽車
資料安全性
Holger Hilmer，Molex技術研究資深工程師

最近許多起針對連網汽車的駭客攻
擊已經引起了巨大轟動，這對系
統的安全性提出了挑戰。通常情況
下，可以使用無線連接來獲得對
CAN匯流排的存取權限，該匯流排
在車輛內部可以將大量的控制單元
互連，如此一來，就可以做到對煞
車、油門、門鎖、空調系統、雨刷
及其他功能的遙控。
對汽車的這類駭客攻擊近期經
常登上新聞的頭條。這並不特別令

意軟體都經過定制，可以攻擊行動

期以來傾向於採納的理念，但是這

人吃驚，因為越來越多的車輛自身

設備。如果認為這一發展趨勢不

並不符合客戶的利益。對資料交換

都已配備了介面，用來與外部進行

會影響到連網汽車，那就未免太草

連接的需求也明顯的顯現在創新性

資料交換。

率了。

的V2V或V2I服務當中，這些服務將

車輛已經成為了一個行動的生

到目前為止，對車輛及車輛系

會進一步的發展，在這方面還與自

活空間；汽車正在發展成為一種行

統的具有犯罪性質的駭客攻擊只不

動駕駛存在一定的關係。因此，從

動設備。尤其對於年輕一些的客戶

過屬於極少數的例外情況。但是，

今以後，並沒有任何辦法來完全地

來說，對舒適功能的需求正不斷增

連網汽車的安全性至關重要，這一

避免在車輛中使用藍牙、無線區域

長，以便隨時保持互連，或者透過

點目前對於OEM來說已是顯而易

網或者蜂巢通訊。

應用來共用油耗或功率輸出之類的

見，當汽車成為一種車主用來通訊

另一方面，傳統的方法—召

車輛資料，以便隨後的評估。

的個人行動設備、並且還可能透過

回或者在汽車修理廠採取補救工

因此，連網汽車已經成為了

應用來實現個性化時，這種設定就

作，也將無法及時的保護車輛免受

現實。這一課題不僅與客戶和製造

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潛在攻擊者的

數位攻擊。此外，召回活動會產生

商有關，而且還使安全研究人員和

操縱。

高昂的費用，並會損害汽車製造商

IT專家參與到其中，並且，在最壞

的聲譽。

的情況下，還會涉及到從事犯罪的

空中軟體更新保證安全

駭客。多年以來，安全專家們都已

但是，汽車業如何來保護自身，以

種方式來取勝顯然是不可能的，透

經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

及客戶來免受數位攻擊呢？對於汽

過這種方式來為全部波及到的車輛

是個人電腦已經不再是數位攻擊的

車產業的一部分從業者來說，全部

打補丁畢竟需要花費數月的時間。

唯一目標了，現在很大一部分的惡

採用空中介面(OTA)一直是他們長

與此同時，駭客還會繼續進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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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汽車駭客的競賽中，以這

設計筆記

簡化用於程序控制的類比輸入
模組的設計
Cathal Casey

應用工程師，Analog Devices 公司

引言
當設計因應可編程邏輯控制器 (PLC) 或分散式控制系統
(DCS) 模組等程序控制應用的類比輸入模組時，所考慮
的主要折衷通常是性能與成本之間的權衡取捨。在該
應用領域中，有一個傳統是採用雙極型 ±15 V 電源軌
為用於衰減或提高輸入訊號增益的主動前端元件供電。
這種做法會影響物料清單 (BOM) 成本，並因產生隔離式
雙極型電源導致設計複雜性增加。為節省成本，一種替
代方法是採用單一 5 V 電源進行設計。單一 5 V 電源軌
大幅降低了類比前端用隔離式電源的設計複雜性。然
而，這種方法會引發其他讓人頭疼的問題，並可能使
由此構建的解決方案準確度降低。AD4111 接納了電壓
和電流測量所需的諸多整合，並解決了 5 V 電源解決
方案的侷限性。

整合式前端
AD4111 是一款 24 位元 ∑-Δ ADC，它透過實現創新但簡
單的訊號鏈縮減了設計的開發時間和成本。透過運用
ADI 的專有 iPassives® 技術，該元件內建了一個類比前
端和 ADC。這使 AD4111 能接受 ±10 V 電壓輸入和 0 mA
AVDD
COMPA
COMPB

Open Wire
Detection

VIN0
VIN1
VIN2
VIN3
VIN4
VIN5
VIN6
VIN7
VINCOM

REGCAPA

至 20 mA 電流輸入，同時採用單 5 V 或 3.3 V 電源供
電工作，並不需要外部元件，電壓輸入規格在 ±20 V
的超範圍，在此電壓條件下該元件仍將提供有效的轉
換，並在一個電壓針腳上提供 ±50 V 的絕對最大規格
值。電流輸入規格在 -0.5 mA 至 +24 mA 的範圍，這實
現了接近 0 mA 的準確電流測量，並提供至 24 mA 的
精準轉換。AD4111 的電壓輸入具有 1 MΩ 的保證最小阻
抗。這使其可以去除 ±15 V 外部緩衝器，從而進一步縮
減板級空間和 BOM 成本。5 V 設計受限於每個電壓輸
入需具備一個高阻抗分壓器的要求，這將佔用更多的板
級空間。分立解決方案的設計變成了精準電阻器的成本
與準確度之間的權衡。為解決這個問題，AD4111 為每個
輸入內建了一個高阻抗的精準分壓器，如圖 3 所示。

導線開路檢測
通常，單 5 V 設計的一個局限是缺少導線開路檢測功能，
實現此功能常常是採用一個連接至 15 V 電源軌的高阻抗
電阻器，以將開路連接拉至一個超範圍電壓。AD4111 克
服了這個問題，其擁有採用一個 5 V 或 3.3 V 電源的獨
特導線開路檢測能力。這將導線開路檢測與超範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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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D4111 功能方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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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典型高端解決方案

分開，從而進一步簡化了診斷。透過在 AD4111 的內部
納入該功能，免除了在前端上增設一個上拉電阻器的
需要，因而也無需採用 15 V 電源，如圖 2 所示。免除
±15 V 電源可降低複雜性、壓縮電路板佔用面積、以及減
少隔離電路的輻射。對於不需要導線開路檢測功能的應
用，可使用一款替代的通用型元件 AD4112。這款元件具
備 AD4111 的所有優勢，但是不具備導線開路檢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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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典型低端解決方案

系統級解決方案
AD4111 整合了一個電壓基準和內部時脈，因而有助於
進一步縮減電路板尺寸和 BOM 成本，同時，如果和當
需要在整個溫度範圍內實現較高精度和較低誤差的轉換
時，允許使用外部元件。圖 2 和圖 3 分別示出了典型的
高端和低端解決方案。在圖 2 和圖 3 中均突出顯示了可
由 AD4111 完全取代的訊號鏈部分。AD4111 的總未調整
誤差 (TUE) 準確度規格的目標是達到系統級要求。對於
許多解決方案，其準確度可能足以免除進行任何額外校
準的需要。在現有的高準確度解決方案中，模組通常是
每個通道進行校準。AD4111 的設計採用了高度匹配的輸
入，這樣，對一個輸入的校準將在所有的輸入端上提供
相似的準確度水準。

© 2019 Analog Devices 公司。版權所有。
商標和註冊商標屬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EMC 測試
PLC 和 DCS 模組經常操作於嚴酷的工業環境中，而且必
須安然承受電磁干擾 (EMI) 條件。當設計具電磁相容性
(EMC) 的輸入模組時，這增添了更高的複雜度，因為大
多數元件並不具有 EMC 額定值，因此使得設計輸入保護
和濾波電路變得複雜。從設計和測試方面來看，這會使
開發時間顯著增加。EMC 實驗室租金昂貴，而未能通過
測試意味著：在可以重新設計和重新測試電路板之前會
有長時間的延遲。在一款印刷電路板 (PCB) 的設計中導
入 AD4111 則構成了可靠的 EMC 解決方案。對該電路板
進行特性分析可確保電路性能不會永久地受到輻射射頻
(RF) 或傳導 RF 干擾的影響，而且此電路板還顯示擁有
針對靜電放電 (ESD)、電快速瞬變 (EFT) 和湧浪的抗擾能
力，並符合 IEC 61000-4-x 標準組的要求。另外，並依
據 CISPR 11 標準對其進行了評估，結果顯示：該電路板
的發射輻射遠低於 A 類限值。更多有關 AD4111 EMC PCB
的資訊可參閱 AN-1572。該應用筆記詳細介紹了有關所
用測試程式的全部必要資訊，以及設計用於 AD4111 的
EMC 性能可靠輸入模組的電路板設計原理圖和佈局。

結論
AD4111 是一款具高整合度的系統級 ADC，其具備豐富
齊全的可配置度。由於該元件能夠接受 ±10 V 電壓輸入
和 0mA 至 20 mA 電流輸入、採用單一 5 V 或 3.3 V 電
源供電操作、並具有導線開路檢測功能和其他許多特
點，因而為類比輸入模組設計提供了獨特的解決方
案。AD4111 採用 6 mm × 6 mm、40 接腳 LFCSP 封裝，
並使得如今可用單一元件取代曾經需要採用一塊完整複
雜 PCB 的模組。
如需瞭解關於任何上述產品的更多資訊，請瀏覽
analog.com/ADC 。

技術支援電話：886-2-2650 2888
電子郵件：cic.asia@analog.com

產品手冊下載 analog.com/ad4111
歡迎蒞臨 ADI EngineerZone 與 ADI 技術專家互動。提出您的
棘手設計問題、檢閱常見問題解答、或參加討論。
請瀏覽 ez.analog.com。

Analog Devices 公司
瀏覽 ana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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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惡作劇，然而，在這樣一個時間

以透過FOTA方式進行更新，採用

最終對於功能安全的影響。在這些

段內避開危險會令人無法接受，因

了閘道的方法。在後端及要更新

結果的基礎上，可以採取充分的防

為受到操縱的車輛會為駕駛及其所

的控制單元之間，配有行動無線介

護措施，只有OEM、後端解決方案

處的環境帶來巨大的風險。此外，

面的一個控制單元可以扮演中間人

的供應商，以及控制單元的製造商

在很多情況下，在這樣一段時間內

的角色，該控制單元可利用空中介

從早期的開發階段就展開合作，才

還可以進一步的發現車輛的薄弱之

面接收所有的套裝軟體，然後再透

能保證採用這種方法能取得一定的

處，因此，補丁在安裝時就已經過

過CAN匯流排系統或者乙太網路之

成功。

時了。

類、性能更高的通訊通道，將套裝

那麼來瞭解一下行動設備的世

軟體分發給各台目標設備。

該方法要求不再對控制單元採
用黑箱的開發方法，而是透過一種

界，以便找到一種方法來取代維修

此外，閘道ECU還具有控制

全域的方式來確保安全性。此外，

召回：App和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

和協調整個更新過程的主功能。例

在生產開始後，不得再終止安全措

的供應商不斷地為終端設備提供最

如，如果出錯，那麼就必須啟動回

施的提供和維護工作。在任何產品

新版本的產品。有時候，幾個小補

滾機制。

的整個壽命期間，都必須持續地開

丁即可對弱點作出彌補，而在其他

展安全分析、針對安全的測試，以

情況下包含新功能在內的新版本則

範式轉換

及FOTA提供的、針對安全性漏洞

會向市場發佈。

除了可以利用FOTA來彌補安全上的

的補救措施。

軟體和韌體上的這類更新以空

缺口以外，當然，在設備端還需要

比如說，與安全的開發和生

中的形式交付，也就是說，透過空

許多其他的技術措施，例如對全部

產過程有關的組織措施可以包含對

中介面的方式來交付。只要傳輸到

ECU介面採取密碼保護，這一措施

密鑰和證書之類機密資料訪問方式

了設備上，這些更新馬上就會提取

對於行動通訊、藍牙和無線區域網

的控制操作，以及安全相關元件的

出來，自動安裝。

條件下的無線訪問尤其適用。

開發規範。這類資料和文檔必須以

對於即時地為多台設備使用最

另外，需要採用相應的配置和

加密的形式儲存在受保護的伺服器

新的更新時遇到的挑戰來說，空中

開發流程來適應新的環境。例如，

中，存取權限則以認證的方式僅限

韌體升級(FOTA)可以解決這個問

端對端的風險分析不能作為一項通

於極少數的幾個人。

題。比如說，更新程式提供相應的

則，但是到目前為止，這應當作為

此外，還必須特別重視安全的

補丁快速、連續地為薄弱點作出補

製造商向供應商提出的要求中的一

測試，尤其是滲透測試，這使查明

救，與此同時，整合新的功能並採

個強制性部分。在這一工作中，對

安全性漏洞成為了可能。透過採用

用現代化的加密演算法，從而確保

該鏈條上的任何組成部分發起攻擊

駭客的手段和方法，測試人員可以

控制單元的安全。

的可能場景都會接受詳細檢查，其

有意地嘗試侵入到系統當中，獲得

中就包含了對安全性的影響，以及

的結果可以說明當前的安全級別，

為了確保大量的控制單元可

並且將告知開發人員採取相關的應
對措施，從而將關鍵的薄弱點封堵

Secure Channel
Trusted Gateway

起來。

技術挑戰

Backend Services

只要看一看FOTA的過程鏈，以及
ECU

ECU

ECU

涉及到的功能單元，就可以瞭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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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複雜性及極高的技術要求。
安全性在這方面的優先順序

OTA COMMUNICATION

IN-CAR GATEWAY

OMA/DM
● OSGi
● etc.

●

●

最高。對於FOTA過程本身是否可

UPDATE
PACKAGE

●
●

Telematics Control Unit
Receives packages OTA
Controls in-car distribution

Firmware
Applications
Delta binary
● Files
●

以安全實現而無需承受任何潛在的

●
●

其他攻擊，必須獲得相應的保證。
如果FOTA發生濫用，錯誤地將受
操縱的軟體引入到一台設備中，那

IN-CAR TRANSFER

BACKEND
SW version management
● Credential management
● SW distribution & statistics

●

●

●

Diagnostics protocols
Efficient & secure protocols

麼在安全性，以及甚至最終在功
能安全方面，造成的後果可能會無

ECU

ECU

ECU

TARGET ECU

法估量。

●

ECU to be updated

空中介面的加密保護對於安
全的FOTA機制來說是一個先決條

的妨礙。

組成部分之一，此外還應具備充足

件。通常的做法是以TLS的方式建

透過增量更新可以實現高效的

的儲存空間和處理能力，然而，大

立起安全連接，這裡所需的密鑰和

處理。在這一過程中，對已裝機軟

部分的音響主機都含有大量的無線

證書必須以保密和防止被操縱的安

體的更改只會以二進位或者檔案的

介面。

全方式引入到設備當中，然後存放

方式來傳輸和安裝。採用的Delta

畢竟，根據要求，這一單元需

在設備中一個受保護的儲存位置。

演算法，以及劃分到靜態和可更改

要透過藍牙、Wi-Fi或者NFC來獲取

對於實現安全儲存並且安全地執行

資料區的軟體分區都會對資料包的

外部資源，此外還存在著許多的要

加密程式來說，專用的硬體安全模

大小產生顯著的影響。

求，這種對於外部世界的開放性妨

組(HSM)是不可或缺的。

FOTA過程必須極其的穩健並

礙了透過有效的防護能力來避免受

採用安全安裝流程(安全快閃記

具有極高的容錯性，從而避免安裝

憶體)，以及在啟動設備軟體時採取

上不相容、崩潰或者不一致的軟

此外，還有一個事實就是，這

安全的檢驗(可信引導)，可以避免受

體，否則會使功能損壞。出於這一

一單元直接安裝在儀錶板上，這就

操縱的軟體遇到安裝錯誤。在任意

原因，利用完整性檢查，以及對通

不可能將音響主機定義為FOTA中

一種機制下，都可以利用數位簽章

訊通道的監管來辨識出錯誤非常的

央閘道，畢竟駭客可能也會在這裡

來驗證軟體的真實性。

重要，出錯時，需要做出適宜的回

很容易的進行物理訪問。

UART、USB或者JTAG之類的
介面也必須在串列產品上停用，或

應，例如，可以透過回滾操作的方
式，重新建立起無差錯的狀態。

者透過加密程式來獲得保護，從而

到操縱。

然而，TCU的物理位置在車
輛內部更深處，難以從車輛的內部
操作。總而言之，它的連接數量更
少，在需要時還可以停用。且到現

可能會利用上述管道去嘗試讀取或

作為FOTA閘道的遠端資訊
控制單元

者操縱軟體或機密資料。

從技術的角度來說，任何配有行動

對於安全性至關重要的功能，例如

除了安全執行FOTA流程之

無線電通訊功能的控制單元都可以

防盜控制系統的遠端啟動等。

外，還應該快速有效地完成操作。

發揮FOTA閘道的作用。然而，遠

正是有了這些關鍵的安全功

一方面，行動通訊的資料量，以及

端資訊控制單元(TCU)比其他元件

能，為TCU建立的各類安全措施，

相應的成本也應保持在最低程度；

更能勝任這一任務。比如說，許多

例如後端的編碼和驗證等，都成為

另一方面，應當盡可能減少對車主

車輛中的音響主機也可以作為整體

了理所當然的事情。TCU畢竟已

防止對設備的侵入。否則，攻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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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成為了安全拓撲上一種確立已

以為OEM帶來巨大的潛力，安全上

久的成熟組成部分，被製造商廣

的顧慮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泛採用。

(部分的)自動駕駛汽車。
對於OEM來說，這種業務設置

召回工作代價高昂，由於成

開闢了一個嶄新的視角。當今一個

為了確保車輛的安全，需要採

本和人工的原因，並不受到客戶

普遍的情況就是，只要一離開最初

取整體性的解決方案，因而這已成

的歡迎，因此在車輛中出現薄弱點

的銷售地點，一輛新車的價值馬上

為一項優勢。後端、空中介面、閘

時，不會再作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後

就會下跌一半，並且，隨著時間的

道、車輛匯流排，以及各個控制單

果，至少在處理軟體相關的問題時

推移，價值還會繼續遞減。未來，

元都是這一鏈條上的關鍵環節。如

會這樣。許多問題實際上無需在用

隨著時間新的功能會不斷推出，車

果鏈條上最薄弱的部分受到攻擊，

戶端採取任何操作即可良好解決，

輛可能並不一定會喪失價值，而且

那麼所有其他單元的安全也會存在

只要補丁可以利用無線的方式送達

實際上價值還可能會得到保留甚至

漏洞。

車輛，車輛中多種薄弱點的補救措

增加。

對於TCU作為FOTA架構核心

施就不會再需要物理上的接觸了。

那麼，到現在為止，FOTA已經

的專案，從安全的角度來說，這

而且，在建立新的業務模式與

遠不再是一種煩人的承諾。這種更

類項目享受到的優勢不僅在於TCU

客戶關係時，FOTA也可以發揮極

新程式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可以為連

零件已經高度成熟，還有在製造方

具支持性的作用。美國汽車製造商

網汽車提供基本的先決條件來確保

面，供應商和OEM在安全流程的

特斯拉(Tesla)的例子就證實了這一

安全，而且，在這一基礎上，OEM

設計上也具有相對豐富的經驗。

點。在這家公司向客戶提供的一次

可以不斷的在車輛上創造出附加

收費約2,000美元的更新中，包含

值，確保客戶的忠誠度，並且在銷

FOTA中進一步的附加價值

了自動駕駛功能。這樣一來，許多

售完成後的很長時間內都會一直保

對於為什麼透過TCU來建立FOTA可

的特斯拉汽車都已在繼續演變成為

持活躍的客戶關係。

軟性感測器改進溫度測量流程
Brewer Science供稿

長期以來，溫度測量對大多數工業

的出現拓寬了溫度測量方式，印刷

採取預防措施，依需求降溫或升

和製造業務至關重要。其在新時代

電子(PE)技術確實為這一重要功能

溫。本文將介紹溫度感測器的主要

的智慧建築和家居領域也扮演著重

帶來了新的靈活性。

類型及其基本優缺點，並深入探討

要角色，其功能的自動化變得更加

當前最新的感測技術。

複雜，並且需要更簡化和更容易實

溫度感測器類型

現的解決方案。

通常，無論採用何種類型的感測

熱敏電阻

利用一個或多個溫度感測器，

器，溫度檢測電路都可監測環境溫

熱敏電阻為熱力敏感性的電阻

可測量和保持穩定的溫度，根據溫

度，保持系統適應實際溫度，並

裝置，由陶瓷或金屬氧化物製成，

度測量的應用和環境，不同類型的

在溫度超過指定閾值範圍時發送通

其電阻值隨溫度變化呈指數變化。

感測器具有不同的優勢。矽感測器

知。該「提前警報」可觸發系統，

最常見的類型為負溫度係數(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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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溫度範圍(通常)
精確度
線性度
靈敏度
回應時間
長期穩定性
電路系統
電源供給
成本

RTD
-200~+850℃
最佳(0.1~1℃)
線性
低
慢(1秒~50秒)
最佳
複雜
恆定電壓或電流
高

優點

精確度、穩定性、線性

缺點

成本、低敏感性、回應
慢、自熱、引線電阻誤差

熱敏電阻
-100~+325℃
良好(0.05~1.5℃)
指數
最佳
快(0.1秒~5秒)
良好
簡單到複雜
恆定電壓或電流
低到中
敏感性、精確度、成本、
耐用性
非線性、溫度範圍小、
自熱

熱電偶
-200~+1,750℃
良好(0.5~5℃)
非線性
最差
快(0.1秒~10秒)
可變
複雜
自供電
低
耐用、廣泛溫度範圍、成
本低、自供電
靈敏度低、精確度高、穩
定性好、冷端補償

IC感測器
-55+150℃
合格(0.5~1℃)
線性
良好
慢(5秒~60秒)
良好
最簡單
恆定電壓或電流
低
穩定性、敏感性、成本、
使用壽命
感測器速度、溫度範圍小

表1：常用溫度感測器類型比較。

熱敏電阻，其可提供良好的耐低溫

最精確的RTD採用鉑金製造，但成

度開關，現代半導體溫度感測器可

性，即隨著溫度的增加，阻抗快速

本較低的RTD可以採用鎳或銅製

在約-55~+150℃的工作範圍內提供

下降，從而快速準確地反映溫度變

造。但是，鎳和銅版本在較低溫度

高精確度和高線性度。

化(0.05~1.5℃)。由於NTC熱敏電

範圍內工作，且不像鉑那樣穩定或

阻為高度非線性，因此如使用者所

可重複。鉑RTD提供相當線性的輸

需測量溫度的範圍很廣泛，則NTC

出，在-200~+850℃範圍內具有高

熱敏電阻將透過線性校準，實現數

精確度(0.1~1℃)。RTD感測器是成

印刷電子產品要求提高

個溫度點目標。有效工作範圍通常

本最高，但是通用型較好。

採用軟性基材的印刷電子產品使用

形式提供，靈活性不足。

導電和非導電油墨代替微影，隨著

為-100~+325℃。另外，熱敏電阻
可自加熱。

上述所有溫度感測器均以離散

各產業越來越意識到該技術可以為

半導體感測器
積體電路(IC)溫度感測器擴大

無數應用帶來好處，其目前已慢慢

了傳統功能的感測範圍，實現更低

成為主流產品。例如，其可以將濕

與熱敏電阻不同，熱電偶由

功耗、更小佔用空間等優點，並且

度感測器和溫度感測器的功能結合

兩根相連的不同金屬導線組成。其

對於某些應用而言，設備成本較

在一個軟性形狀因數中，該形狀因

並非使用阻抗測溫，而是透過檢測

低。由於IC感測器在生產測試進行

數可以調整以適合特定的形狀。此

兩種金屬連接處的電壓變化測溫。

校準，因此其還簡化了校準程式。

外，由於該技術幾乎可以從任何位

熱電偶為非線性，當用於溫度控制

最常見的品項是類比輸出設備、數

置提取資料，因此這些感測器可以

和補償時需要轉換，且精確度較低

位周邊設備、遠端溫度感測器和溫

協助使用者獲益於大資料分析。

熱電偶

(0.5~5℃)。但是，其工作溫度範圍

印刷感測器陣列(圖1)提供了

較廣泛，且為自供電。

設計、面積和形狀因數的優勢，其
可以滿足特定感測器類型所需的功
能，如熱敏電阻、RTD等。與傳統

電阻溫度檢測(RTD)
RTD也被稱為電阻溫度計，其
在運作過程中，隨著溫度的升高而
回應電阻率的增加。RTD由纏繞在
陶瓷或玻璃芯上的純金屬線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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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不同，該感測器具有靈活性
印刷溫度感測器

圖1：帶有16個感測器的印刷溫度感測器
陣列。

和舒適性，且可以適應各種終端產
品尺寸。此外，印刷感測器具有低
成本、可擴展製造的優勢。通常，

設計新技術
(a)

印刷溫度感測器

鋰離子電池
安裝
啟動

關閉設置 圖形 數位讀數
前部

返回

(b)

停止
關閉

重置LED

器陣列，並將其快速應用至大量測試

決方案，以確保滿足特定系統的溫

物件，從而消除了繁瑣的離散感測器

度管理需求。

位移需求。這不僅可節省安裝時間，

對於印刷電子陣列，利用邊緣

還可將感測器陣列置於所有測試物件

運算是製造應用中的關鍵。使用者

的相同方向。

可在雲端儲存和保留其資訊，以追

還可測量/監測許多其他領域

蹤趨勢，同時保留設備本身的處理

中的多點溫度變化，不僅具有價

能力，以有助於關鍵決策，這兩種

值，還可真正節省時間。部分示例

功能都非常重要。

包括：

快速回應時間是印刷電子溫度

· 倉庫：倉庫內儲存的物品可能

陣列的關鍵值之一。手動熱油浴試

因溫度突變而損壞。感測器陣

驗中，可觀察到回應時間為175毫

使用者在需要測量狹窄區域的溫度

列可監控溫度，啟動警報以回

秒，如採用自動化測試可能更短。

時，典型的矽感測器無法契合，此

應異常溫度狀態，保護不必要

極薄、印刷膜的熱品質幾乎可以忽

時需使用印刷軟性混合電子(FHE)

的庫存損失。此外，還可保護

略不計，可提供較高速度。在設備

系統。例如，可以將薄陣列列印或

倉庫免遭未授權進入。

上內建電子設備和軟體，可非常

圖2：(a)印刷溫度感測器陣列連接到鋰離子
電池的正面和背面、(b)溫度映射輸出。

附接到電池組(圖2)，以快速指示電

· 溫室：假設有一間種滿植物的

快速保持回應時間，實現更快速決

池故障時的過熱位置。單體、非軟

溫室，希望在冬季中期種植，

策，影響使用者試圖在嚴格溫度限

性感測器無法執行該功能，因此該

當打開溫室門時，植物的生長

制範圍內保留的關鍵物件。

功能對智慧型手機和精密設備等應

是否會受到溫度突然變化的影

在使用任何溫度感測設備時，

用至關重要。

響？如有影響，影響的時間多

使用者必須注意任何印刷電子感測

長？

器限制，這些可包括工作溫度範

當在陣列或感測器系統中使用
時，印刷電子感測器的優勢在於可

· 伺服器機房：若要確保伺服器

圍、精確度、滯後和長期漂移。研

同步測量多點溫度變化，無需單獨

正常運作，加熱和冷卻非常重

究每種感測技術的資料表，可確保

感測器接線，而傳統感測器只能測

要。及時瞭解指定房間區域規

感測器能夠產生所需結果。感測器

量單點的絕對溫度。FHE陣列是測

格出現異常非常重要，其可卸

設備中，沒有任何一種的尺寸能適

量多點表面溫度的關鍵，可透過多

載該堆疊的使用，以便可以根

合所有應用；要為應用選擇理想的

點溫度感測器，擷取給定空間的準

據需要暫時冷卻。

印刷電子感測器，歸根究底是製造

· 筆記型電腦/手機/平板電腦：

與購買問題。可在商店購買離散感

如今，行動裝置必須確保不會

測器，將其連接到資料擷取系統，

假設需要測量容器的表面溫

因為持續使用而過熱，必須

將感測器放在測量表面，並收集資

度。當可測量單點溫度時，假設該單

避免因極端串音而對用戶造成

料；對於單個測試，有時很有意

點即表示整體，多點溫度測量準確性

傷害。

義。但如果要求在多個設備上複製

確讀數，不需要僅擷取房間單個點
準確資料的單點測量。

測試，則這將成為一項耗時的任

更改。可利用該方法，檢測容器內的
溫度梯度，以提供關於加熱或冷卻控

印刷電子挑戰

務。透過定制解決方案，可以大大

制的更好回饋。印刷電子技術可測量

協助製造產業瞭解溫度測量的挑

減少建構測試設備的實際時間，並

這些容器中常見的不規則表面和狹窄

戰，以及印刷電子陣列帶來的好處

且可以獲得更優異的重複結果。

空間。此外，可列印測試設備的感測

非常重要。可以為製造設備定制解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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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測試與測量

解決物聯網設備電池壽命
關鍵問題
Brad Jolly，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資深應用工程師

物聯網(IoT)市場規模持續高速增

技術良機，未能擴大市場份額並

慧農業、智慧能源、智慧環境、智

長，但在爭奪這一巨大商機的同

鎖定數量龐大且高度滿意的用戶群

慧家居、連網汽車、智慧建築和無

時，許多公司卻沒有抓住關鍵的

體。在未來幾年內，智慧城市、智

線醫療設備等應用領域預計將會湧

Charge Consumption by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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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在IoT設備電池壽命最佳化解決方案中，Keysight X8712A作出的基於事件的功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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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Charge Consumption vs.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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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不同電壓下單個物聯網感測器的相對功耗。

現成百上千億個設備。如果企業能

題，妥善的處置廢舊電池需要大量

夠做出正確決策，妥善處理設備在

時間和資金。此外，某些設備安裝

從電池功耗分析升級到基於
事件的功耗分析

電池壽命終止時遇到的問題，那麼

在難以接近的位置，因此更換電池

為了進一步改進設計，工程師還必

他們不僅能讓客戶滿意，也能獲得

的人力成本相當可觀。如果電池安

須知道是什麼在耗電。這對物聯網

競爭優勢。

裝在植入式醫療設備中，那麼成本

設備設計人員來說尤為重要，因為

和風險更會急劇增長，更不用說醫

物聯網演進極為迅速，產品開發週

電池續航時間是關鍵

療設備發生故障所導致的相關法律

期非常短。設計和驗證工程師必須

許多物聯網應用都依靠小型非充電

問題和人力成本。

快速瞭解其設備的功耗特徵及其產

式電池供電，因此最佳化電池續航

為了瞭解產品的電池功耗特

生原因，因此需要將功耗與射頻及

時間非常重要。首先，客戶希望設

徵，製造商紛紛使用各種工具來執

子電路事件關聯起來。許多工程師

備能長期使用；如果設備廠商能夠

行電池功耗分析(BDA)。如果設備

發現，基於事件的功耗分析可以快

證明他們在這一領域的優勢，那麼

很簡單，功耗比較穩定，那麼一台

速揭示他們需要重點關注的事件，

就會佔據重要的競爭優勢，推動市

數位萬用表(DMM)就夠用了。而對

針對性地改善設備的功耗特性。例

場份額增長。在某些情況下，較長

於手機和物聯網裝置等複雜設備而

如，基於事件的功耗分析軟體可

的電池壽命是實現某專案經濟可行

言，它們的電流波形變化多端，可

以自動分析波形，迅速得出分析

性的必要前提，如果感測器和致動

能在幾十或幾百毫安培的工作模式

結果並以圖形方式顯示出來，可

器過早出現故障，則其更換成本可

與幾微安或幾奈安的休眠模式之間

參見圖1。

能極高，客戶對此根本無法接受。

迅速切換。為了應對這一挑戰，現

在此例中，用戶可以迅速看

如果這些成本納入保固範圍，那麼

代BDA儀器必須具有很好地測量頻

到MCU和DUT發射事件的功耗佔

製造商可能面臨極高的財務風險。

寬以達到無縫量程，防止在切換量

設備功耗的80%以上(橫條圖)，並

程時漏失資料。

且大部分功耗發生在5~10mA的速

除此之外，電池還涉及環境問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9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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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間(CCDF圖底部)。根據這一
分析結果，設計工程師能夠搭建智
慧化設計架構，並靈活選擇硬體配
置與韌體編程設計方式。工程師還
可以快速對設備進行重新測試，以
查看設計變更後的效果。
當然，設備的電池電量最終
將會耗盡，比如電池輸出電壓最
初穩定在3.3V，而後逐步降低到
3.2V、3.1V直至最後完全失效，
而且降低的方式往往出人意料。不
應該坐等設備正常運作直至電池失

圖3：在Keysight X8712上顯示出物聯網感測器工作在1.9和1.8V電壓下，物聯網設備
的電池壽命最佳化解決方案。

效，透過仔細回答以下問題，可以

常工作，但當電壓為1.8V時，它會

可以採用多種方式來逐步降

為自己的產品贏得競爭優勢：

陷入反覆的故障和重試，以最快速

低設備的性能，透過犧牲少許實

· 在電壓下降時設備表現如何？

度消耗電量，超出了電池的承受能

用性來延長電池的續航時間。以

· 這對功耗有何影響？

力。這種情況好比是使用新電瓶的

物聯網感測器為例。也許這個設備

· 關鍵點是什麼？

汽車只需很少的電量便能啟動，而

只能測量較少的物理量；對於客戶

· 客戶有何期望？

虧電的電瓶卻無法為啟動器提供足

來說，有些物理量比較重要，有些

夠電量，並且很快完全失效。

並不重要；也許這個設備報告資料

舉例說明上述這些問題，比
如對一個物聯網感測器執行基於事

當然，這僅僅是一個例子。

的頻率低於以往，這也會提醒客戶

件的功耗分析，它的工作電壓正常

設備的特性受很多因素的影響，譬

電池續航時間即將終止；也許這個

情況下為3.3V。連續進行測量，得

如電池技術、電源和板載轉換器、

設備只會在較短的測量視窗時間內

到的結果依次為3.3V、3.2V、3.1V

電源管理系統、工作的物理環境等

進行測量，這樣做會犧牲一點準確

直至1.8V。為了讓資料有統一的基

等。在不同電壓下測量設備是瞭解

性，不過可以延長電池續航時間。

準，將3.3V時的功耗設定為100%，

設備功耗特徵的重要途徑。

在程序控制應用中，對於已經在限

一旦掌握了設備在低壓下的功

制範圍內運作了很長時間的過程來

耗特性，就可以讓設備在電池壽命

說，其精準度要求可能並不像最初

在大約2.9V以上時，功耗一

結束前保持正常工作，或是設計讓

那樣嚴格。

直很平穩，超過這個點後，功耗

它平穩地降級工作。讓設備在電池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這個問

開始緩慢上升。在2.3V~2.2V之

壽命結束前保持正常工作不需要額

題上沒有統一的「正確」答案；想

間，功耗有比較大的增幅，而在

外的韌體或電壓測量電路。讓設備

要正確處理電池壽命結束時的問題

1.9V~1.8V之間，功耗陡增了10

逐步降級工作需要在設計中添加適

需要紮實的工程判斷力和創造力。

倍。本文忽略1.8V時的功耗，只看

當的韌體和電壓測量電路(可能已

利用進行適當的測量並執行基於事

3.3V~1.9V之間的功耗詳情。

經包含在設備的MCU或收發模組

件的功耗分析，將可以快速掌握電

透過電流曲線，可以明顯地看

中)，但這樣做能延長產品的使用

池功耗特徵，從而迅速改進設計和

出從1.9V~1.8V功耗大幅上升的原

壽命，從而提升客戶滿意度，並

韌體，為客戶提供真正的價值，並

因。在1.9V的電源電壓下，設備正

贏得市場份額。

讓自己的設備贏得競爭優勢。

後續測量結果以100%的相對值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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