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

AI時代的EDA工具

進化挑戰

精英訪談

Forrest Iandola
DeepScale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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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維與觀點

用綠色能源構築電網能效未來
業界趨勢

半導體產業學習與七大巨鯨共游
設計揭密

何種AC適配器性能最佳：GaN、SiC還是矽？
電子工程專輯
與電子產業
共同創造未來

2019年10月

AI時代的EDA工具

進化挑戰

精英訪談

Forrest Iandola
DeepScale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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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維與觀點

用綠色能源構築電網能效未來
業界趨勢

半導體產業學習與七大巨鯨共游
設計揭密

何種AC適配器性能最佳：GaN、SiC還是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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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頻率合成器的最佳PCB佈局實踐
本線上研討會概述了用於頻率合成器最佳佈局的最佳技術，具體側重點為鎖相迴路 (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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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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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目前的 能 源系統 和電 源問 題 還
很多，而且遠不止「松 鼠啃咬電纜」
這種問題。簡而言之，目前產生能量
的方法效能低下，而且對環境造成破
壞。要解決這個問題，更新電網並採
用智慧技術極為重要。

業界趨勢
半導體產業學習與七大巨鯨共游
那 些 曾 經 顛 覆 商 業、改 變 文 化 的
企 業 巨 鯨，也 就 是 超 大 規 模 企 業
(Hyperscalers)，正開始重塑半導體產
業。他們到底做了什麼史無前例的改
變？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什麼？

精英訪談
你的AI晶片有自己的DNN嗎？
為了讓AI加速器 在 最 短 延 遲內達 到
最 佳 精 準 性，特 別 是 在 自動 駕 駛 車
中，TFLOP已經成為許多所謂大腦晶
片的關鍵指標。然而，有專家認為這
種野蠻處理方式並不可持續…

創新天地
兼具高速低成本 400G AEC崛起
現有的DAC技術已無法滿足資料中心
對於傳輸速度的要求，迫使相關業者
改用主動光纜，衍生成本、功耗上及穩
定供貨的新挑戰。有鑑於此，400G主
動式乙太網路(AEC)應運而生。
實現低IQ系統 「打群架」快又有效
極低靜態電流(I Q)電池管理概念可有
效延長電池和系統壽命。不過，要做
到低靜態電流，並不能單靠一顆或兩
顆元件，需要從整體系統設計考量。

網站內容
誰在「膨風」5G
基地台出貨量？

AI晶片市場究竟有
多大？

華為在中國成都舉行的第五屆「亞

人工智慧 (AI)加速器晶片 商 機 被 大

太創新日」活動上宣佈，其5G基地

肆炒作，但這個市場究竟有多大？已

台設備已經在全球市場上出貨了

經 有哪 些 公司 在 銷售這 類晶片？市

20萬台。看到這些由華為與其競

場研究機構ABI Research最近發佈

爭對手所聲稱的一

了兩份報告，詳細描

系列出貨數字，是

繪了今日的AI晶片市

時候該實際檢驗全

場狀態…

球5 G市場的 擴展
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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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大部分。

何種AC適配器性能最佳：
GaN、SiC還是矽？
根據TechInsights針對三個主要產品
分析，有效的大功率、緊湊型AC適配
器可採用碳化矽(SiC)、氮化鎵(GaN)
和矽超 接合面這三種 材料來設計製
造，哪種AC適配器性能最好？

氮化 滿足資料中心和通訊機房功
率要求
氮化鎵(GaN)的理論優勢正在主流設
計中得以實現，尤其是在資料中心和
通訊機房電源兩個應用領域。
設計基於可程式設計方案的可互用電
池充電器
有鑑於各種充電標準和智慧型手機
種類繁多，OEM如果能設計基於可
程式設計解決方案的充電器將十 分
有利。

EDA工具
AI時代的EDA工具進化挑戰
對於當前IC設計領域正崛起的新興
應用，以及工程師們所面臨的技術挑
戰，整 個 產 業 鏈中各 家EDA供 應 商
勢必有更敏銳的觀察 與 更深入的了
解—從2019年包括新思科技、益華
電腦與Mento等三大EDA業者在他們
各自的年度使用者大會中的討論議題
就可以得知，AI普及化時代已正式來
臨…

設計新技術
評估8位元MCU的實際價值
儘管如Arm Cortex-M處理器等新平
台加入競爭角逐，但目前8位元微控制
器(MCU)仍佔據整體MCU市場的較

為增強型GaN功率電晶體匹配閘極
驅動器
GaN元件在某些方面不如矽強固，
因此需 謹慎 應 用，整合正確的 閘 極
驅動對於實現最佳性能和可靠性至
關重要。

39

測試與測量
嵌入式平台自動音訊介面測試
從類比到數位音訊埠，各種類型的介
面層出不窮，每種類型的介面在設計
和測試中都面臨自身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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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半導體產業學習與七大巨鯨
共游
Rick Merritt，EE Times矽谷採訪中心主任

全球七大資料中心(又稱超大規模

然而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亞

王者，」IDC研究副總裁Shane

業者，Hyperscalers)創造了的龐

馬遜(Amazon)、Google、微軟

Rau說。

大晶片市場，推動半導體產業達到

(Microsoft)、Facebook、阿里巴

IHS

了新的性能高度和成本底線。一些

巴、騰訊和百度作為晶片客戶同時

Galabov表示，總體而言，

人擔心巨頭們分散了晶片廠商的注

也是設計師將繼續成長，促使半導

Hyperscalers管理著所有公共雲端

意力，使他們不再關注更小、更多

體產業得開始慢慢學會如何與這些

服務約70%的業務，他們購買了大

樣化的用戶的需求。

巨鯨共游。

約三分之一的全球資料中心設備。

Markit分析師Vlad

更令人擔憂的是，大多數

據思科(Cisco)的資料顯

他並提到，亞馬遜、Google和微

Hyperscalers都建立了自己的世

示，2016年Hyperscalers營運了

軟是英特爾最新Xeon可擴展晶片

界級設計團隊，宣稱要成為半導

338個資料中心；到2021年，這

的首批客戶。

體產業的角逐者。他們已經在設

個數量將達到628個，佔據全球所

這些晶片提供上一代英

計領先的人工智慧(AI)加速器和智

有資料中心流量的一半以上。據

特爾主記憶體兩倍的容量。因

慧型網路控制器，而且剛剛開始發

說最大的Hyperscalers安裝的伺

此，Dell'Oro集團分析師Baron

佈開放原始碼RTL，並聲稱這將是

服器至少達到300萬台，甚至可能

Fung認為，Hyperscalers在過去

一個不斷增長的趨勢。

超過800萬台。

兩年內購買量大增的情況下幾乎壟

與這些巨鯨競爭是艱難的，

根據IDC的資料，透過新的

斷了DRAM市場，導致了記憶體晶

但完全失去這些巨鯨的訂單更加

銷售管道，Hyperscalers在2018

可怕。這極有可能發生，因為歐洲

年直接購買了(主要來自英特爾和

Fung提到，去年，包括蘋果

和美國的監管機構現在已瞄準了少

AMD)全球35%的伺服器處理器，

(Apple)、IBM和甲骨文(Oracle)

數幾個頂級Hyperscalers，威脅要

高於2013年的15%。「例如，選

在內的十大Hyperscalers花費了

瓦解它們。

擇x86處理器已使他們成為業界

近1,000億美元用於購買資料中心

片價格的歷史性飆升。

Worldwide Server Microprocessor Unit Shipment Share by Channel to Customer
2013
Unit Share(%)

2014
Unit Share(%)

2015
Unit Share(%)

2016
Unit Share(%)

2017
Unit Share(%)

2018
Unit Share(%)

Direct to OEM

70.7%

66.8%

63.7%

58.5%

56.5%

52.3%

Indirect (Distributor) to OEM

14.2%

14.4%

14.8%

15.0%

14.3%

11.9%

Direct to End User

15.1%

18.8%

21.5%

26.5%

29.2%

35.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annel

Total

Hyperscalers為伺服器處理器創建了一個寬廣的新航道。

(資料來源：IDC)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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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交換機和光模組產品的採購，以

'DWD&HQWHU&DSH[RI
7RS&ORXG6HUYLFH3URYLGHUV

及網路標準的建立。早在2010
年，Facebook工程師就要求其
供應商開始研究Terabit乙太網路

2UDFOH %DLGX


7HQFHQW


標準，即便在今天這種標準仍不
實際。

,%0


微軟Azure雲端服務網路硬
體工程經理Brad Booth表示，

*RRJOH


$OLEDED

$SSOH


「十年前，網路巨頭是Cisco和
Juniper，他們站在世界之巔。現
在，每個客戶都會先找到我們和
其他Hyperscalers。」在保持雲

)DFHERRN


0LFURVRIW


端服務領先地位的競爭中，「我們
需要不斷評估新技術並在適當的時

$PD]RQ


候介入。」
這就是為什麼在2015年，
Booth協助創立了Consortium

部分人士認為蘋果、IBM和甲骨文也屬於Hyperscalers。

(資料來源：Dell'Oro)

for On-Board Optics(COBO)。

設備，比2017年增加了約45%。

起來仍小於亞馬遜，而最小規模的

COBO定義了一種方法，可將

650 Group創始人Alan Weckel

百度大約只佔亞馬遜的十分之一。

ASIC和光學元件壓縮到建構資料

表示，包括蘋果在內的前八大

支出看起來很龐大，但收入也

中心網路主幹的架頂交換機中，這

Hyperscalers去年購買了所有雲

很可觀。去年僅亞馬遜、Google

種光學模組降低了交換機功耗與成

端運算設備的71%，總價值達到

和Facebook三家的營收就超過

本，使之輕鬆過渡到當今網路最前

1,090億美元，而亞馬遜獨佔其中

4,000億美元。

瞻的400Gbps交換機。
微軟目前正在評估它的第一

的12%。

定義銅和光纖網路發展藍圖

個COBO模組，希望於2021年部

大於整個電信產業，」同時關注

由於Hyperscalers的資料中心需

署它們。但首先，它必須在一個

這兩大市場的Weckel表示。相比

要高速連接數萬台伺服器，他們

「灰度集群(canary cluster，也

之下，中國的三家Hyperscalers合

的需求推動了乙太網路控制器、

譯作金絲雀集群)」中對它們進行

「亞馬遜的伺服器安裝基數

)DFHSODWH

+LJK6SHHG
&RQQHFWRU

2%&,&
0RGXOH3&%

2SWLFV
/RZ6SHHG
&RQQHFWRU

+RVW3&%

Hyperscalers定義了一種將ASIC和光學元件結合在一起的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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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BO)

覆蓋全頻段的RF專業
未來充滿無法預料的挑戰，而超低延遲的通訊技術可
協助您克服最棘手的難題。ADI公司在RF、微波和毫米
波技術領域的系統級專業知識，有助於開啟整個無線
頻譜的潛能，並掌握隨之而來的機遇。
更多資訊請瀏覽：analog.com/RF

關注 ADI 台灣 Facebook

瀏覽官網瞭解 RF 技術

ADI 技術支援
免付費電話：886-2-2650-2888
電子郵件：cic.asia@analog.com

業界趨勢
US Hyperscaler DC Equipment Equipment Spend

Ethernet Switch Data Center
Optical
Routers
Servers
Storage
Other

Hyperscalers也是網路和儲存領域極具影響力的買家。

測試，該集群使用神經網路應用來

(資料來源：650 Group)

Wheeler解釋，Hyperscalers

這些在一定程度上破壞IEEE流程的

的「數量驚人地快速增長。十年

東西恰恰為電信營運商定義了部分

追求更高速率的競賽仍在持

前，當營運商主導市場時，他們

40G和100G標準。

續進行中。今年稍早，微軟和

通常每季購買10,000個交換機

如今，微軟已經將其伺服器

Facebook宣佈了一項合作，為交

埠，但現在Hyperscalers每季需

升級到50G乙太網路鏈路，其規範

換機的下一個重要發展步驟定義

要100,000個埠。規模和速度是前

幾年前就已不存在，而且微軟已經

元件— 將ASIC和光學元件放在

所未有的，這對新創公司來說的

計畫在幾年內轉向100G控制器。

同一個封裝內。

確是一個挑戰。」

驅動高水準的測試流量。

有些人認為Hyperscalers劫

「巨鯨們推動了巨大的銷量…

然而，巨鯨們切斷採購的速

持了乙太網路標準流程，其推動的

但只有少數幾家Hyperscalers可以

度也很快。「當我們從10G切換

需求可能無法滿足傳統業務交換機

證明在晶片上進行功能設置和投資

到40G產品時就停止購買10G產

和伺服器。而且，Hyperscalers更

是合理的。」博通(Broadcom)產

品，不拖泥帶水，」Booth表示，

想要快速達到下一個最高速率，這

品經理Pete Del Vecchio說道，該

而即將演進到400G交換機可能又

遠遠超過了他們對互用性的需求，

公司是網路交換晶片的長期霸主。

會讓今天尖端的100G產品沒剩多

因為他們只專注於少數供應商。

Linley Group網路分析師Bob

少市場空間。

「他們絕對推動了這個產業，」

Wheeler提到，近年來，少數幾

Hyperscalers還推進了構成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乙太網路

家擁有創新交換機晶片的新創公

網路端點的伺服器乙太網路控制器

標準負責人表示。「獲得專案批准

司對Broadcom提出了挑戰，但

的發展。早在2014年，Booth和其

的最簡單方法就是有Hyperscaler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真正能

他人就一起創建了一個專門小組，

需要它。」

對Broadcom的市佔率造成重大

定義了25G和50G規範，以使當時

「 這 種 形 勢 的 缺 點 是

影響。」

的10G控制器得到更快地發展，而

Hyperscalers不願意花太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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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求，他們會自己來設計，」他
說。「對於半導體產業來說，以更
低的成本提供標準元件是一項很艱
巨的挑戰。」
對於許多新創公司和已建立的
晶片製造商而言，上述緊張局勢正
引發他們對推出第一批AI加速器的
焦慮。他們擔心巨鯨級企業內部開
Google最新的TPU運行速度非常快，需要液體冷卻。

去深度開發一個乙太網路標準。他

發的晶片可能就已滿足市場預期的
(圖片來源：Google)

制器埠和收益的8%。

最大需求。
長久來看，深度學習會得到廣

們引領轉向下一個互連標準的速度

為了與Hyperscalers建立更

泛應用，私營企業也將轉向雲端服

比其他公司要快…但是，並非每個

深厚的聯繫，Nvidia也出價69億

務巨頭來訓練其神經網路，因為世

人都是大猩猩，大猩猩和小公司需

美元意欲收購網路專家Mellanox，

界上最大的處理器群要完成這項工

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這是其迄今為止最努力的一次收

作也可能需要幾周時間。「如果發

購。Fung表示，Mellanox三分之

生這種情況，我們會看到運算將更

當大客戶成為小競爭對手時

一的銷售額都來自大中型雲端服

加不均衡地湧向Hyperscalers，」

為進一步提升網路性能，亞馬遜

務供應商，其產品已成功應用於

Weckel表示。

則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其收購了

阿里巴巴、百度、Facebook和騰

新創公司Annapurna，從而得

訊等公司。

Weckel擔心巨鯨們會在某
種情況下(由於中美貿易戰而變得

到用於處理網路通訊協定的智慧

Gabalov說，我們期待更快

更加複雜)打造各自的半導體供應

控制器。Galabov說，「亞馬遜

的轉變。當運算工作負載發生變

鏈，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家半

在英特爾或其他公司那裡沒有找

化時，Hyperscalers是最先感受

導體公司的產量，都不能產生可觀

到滿意的乙太網路元件，所以購

到的，為了與對手競爭，他們需

的收益。「如果Hyperscalers繼續

買了擁有基於Arm核心晶片的以

要迅速做出反應。而這正是隨著

投資自研晶片，他們可以直接與三

色列公司Annapurna。現在，

深度學習的興起衍生而來，2012

星和台積電這樣的代工廠合作，」

亞馬遜已經成為排名前五的乙太

年，新型AI應運而生。

Galabov說。

網路適配器供應商，」僅次於英

跟隨著形勢的發展，亞馬遜、

Hyperscalers「將在一段時

特爾、Mellanox、Broadcom和

阿里巴巴和百度已經發佈了用於

間內生產自己的ASIC，但他們終

Marvell。

深度學習的獨立加速器，部分將

究會感受壓力，而回來採用更節省

Annapurna被亞馬遜收購時

於年內部署。而Google擁有三代

成本的解決方案，」Rau說。

約有200名工程師，這個數字今天

TPU且已在其網路中運作，處於

應該已多了一倍。「四大網卡供應

領先地位。

「情況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糟
糕，」Linley Group總裁暨分析

商的地位一直都沒有變過，亞馬遜

「憑藉TPU，Google帶動了

師Linley Gwennap說。亞馬遜和

迅速成為第五大乙太網路適配器供

整個AI加速器產業，」Rau說。「

其他公司目前都只是討論過推理，

應商，」Galabov說，估計亞馬遜

當Hyperscalers找不到他們想要的

而沒有開始訓練ASIC，許多項目

內部設計現在已佔全球乙太網路控

東西時，同時又財力雄厚且有高性

可能根本不會見諸天日。「更多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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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他們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東
西，而不是他們真正想要設計自己
的晶片。」

來自Facebook硬體團隊的
觀點
最糟糕的情況是，Hyperscalers
將繞過晶片供應商，就像十年前
他們拋棄戴爾(Dell)和惠普(HP)等
伺服器製造商。Google是首批上
市伺服器的廠商之一，其伺服器規
格毫無花俏之處，該公司直接與廣
達和緯創等原始設計製造商(ODM)

Open Compute Group旨在為chiplets定義開放規範。

(資料來源：OCP)

合作，跳過了品牌原始設備製造商

例，希望其他企業也會跟隨我們的

IP的核心競爭力，」Facebook基

(OEM)這些不必要的盈利中間商。

腳步。」

礎架構總監Vijay Rao表示，在加

結果是伺服器市場「變得更加

OCP的另一項努力是為

入社群網路之前的15年時間，Rao

殘酷」，而中國的華為和浪潮已經

chiplets定義開放標準，許多人認

一直在AMD和英特爾設計處理器

躋身前六位，Weckel表示。

為隨著摩爾定律的放緩，這將是半

和EDA流程。「在Facebook，我

從一定程度上講，這種情況已

導體設計的未來。OCP成員之一，

們著眼於創建更好的基礎架構，這

經發生了。「我們已經開始直接購

晶片供應商Netronome，將致力於

是我們最關注的。當然如果需要構

買光學模組，而不是從交換機供應

為集團提供其多核心網路處理器中

建更好的EDA工具或晶片，我們也

商處購買，因為這中間支付的差價

使用的800Gbps結構RTL。

會去做。」

另外，Google是RISC-V革新

「對伺服器OEM的去仲介化

微軟邁出了更大的一步，

的早期支持者，其發佈了許多新

並不需要太多前期投資，反而設

於今年3月發佈了一個新的開放

處理器核心指令集的開放原始碼。

計資料中心晶片是一項巨大的投

原始碼RTL資料壓縮標準，為

長遠來看，開放原始碼IP模組

資，而且隨著向7奈米及以下製程

Hyperscalers定義了系統規範。

和工具的不斷積累可能會改變晶片

的推進，投資會越來越大，因此

這個資料壓縮標準是基於2011年

產業，但這一天不會很快到來。

Facebook更願意宣導而不是設計

太高了，」Booth表示。

Facebook創建的開放運算計畫

開放原始碼硬體「與開放原

自己的晶片。」

始碼軟體一樣具有潛力，關鍵區

例如，「我和20家公司進行

微軟透過Facebook於2011

別在於軟體可以從零開始而硬體

了交流，可市場還沒能為資料中心

年創建的OCP發佈了一個新的開

不行，」Facebook新硬體部門硬

提供良好的視訊轉碼器，因此我們

放原始碼RTL資料壓縮標準，為

體工程總監Aaron Sullivan說。

向市場提供了創意並協助公司來製

Hyperscalers定義了系統規範。

「對於硬體，你必須讓其上運行的

造它們，Broadcom和Verisilicon

微軟伺服器工程總經理Kushagra

東西工作，這不像將開放原始碼編

就是我們合作的兩家公司，」

Vaid說：「在雲端服務供應商中，

譯成二進位那麼簡單。」

Rao說。

(OCP)。

我們首先…開創了推動RTL的新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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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具有構建EDA工具和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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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維與觀點

用綠色能源構築電網能效未來
Sam Bowman，EEWeb

有關於可持續性和能效的討論不斷，作為一個長久

智慧電網是一種現代化的發電、輸電和配電系

以來依靠煤炭和石油的國家，美國正逐步致力於用

統，可以自動化和管理21世紀日益增長的電力複雜

越來越多的綠色能源解決方案，來推動國家的發展。

性和需求。這種技術旨在整合和支援可再生能源，如

不幸的是，美國目前的能源系統和電源問題還很

太陽能、風能和水力發電等，為消費者提供有關其能

多，而且遠不止「松鼠啃咬電纜」這種問題。簡而言

源消耗的即時資訊，並協助公共事業公司減少停電。

之，目前產生能量的方法效能低下，要解決這個問題，

能夠與綠色能源結合是電網系統更新換代的主要好

更新電網並採用智慧技術極為重要。
秉承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電氣工程師，支持採用電

處之一。將能效水準保持在設計技術的最前端，是實現
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智慧電網就是這麼做的。

網並利用建築物來分配能源，同時儘量避免低效率和
能源浪費。但是，像太陽能電網這樣的解決方案還沒

為什麼還沒有更多大型太陽能電網

有大規模使用。

無論怎麼看待它，能源都是一門生意。如果大型太

很明顯，要實現更廣泛的能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陽能電網開始發展並被廣泛使用，傳統電力公司最

而智慧電網的使用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之一，它將協

終可能會損失大量資金，可能意味著煤炭和石油時

助人們在未來能夠享受到清潔、綠色的能源。

代的結束。
儘管其中一些能源問題可以透過可持續的電氣工程

為什麼要採用智慧電網

來解決，但大型太陽能電網普及仍然存在其他障礙。當

電網可做的貢獻有很多，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尋找降低

前工業能源系統的很大一部分是陳舊和過時的，而這些

能耗率的電源設計方法時。

過時的設備沒有得到應有的維護，更加浪費能源。由於

用過去的老辦法繼續開展能源業務顯然存在問題，
但好消息是新技術可以解決它。Union of Concerned

摩擦力造成的工業能源浪費非常之大，要解決它需要大
量的技術更新甚至更換新設備。

Scientists(UCS)表示，「目前的電網是幾十年前建成

雖然很明顯新的智慧電網技術可以提高能效，但

的，主要用於從大型集中發電廠輸送電力，其中大多

我們已經很清楚尚未看到更多大型太陽能電網的原因，

數電廠使用煤炭和天然氣等污染源。」

它牽扯範圍很廣。電氣工程師在節能方面的挑戰，在一

但是，面對新的能源，這種架構正在變得過時。

定程度上是平衡效率、成本和未來趨勢。這個問題很複

UCS還說：「新技術正在使這種電力傳輸方法及

雜，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思考，但轉向綠色能源必然是

其配套基礎設施越來越過時。如今，電力來自更多

一個優先事項。

來源— 包括屋頂太陽能、風能和電池儲存— 電
網技術的發展，需要趕上我們在能源來源上所取得

能效的重要性

的進展。」

能效的重要性不容小覷。想想你家庭，隨著碳足跡的

為適應新能源，設計電網的新方法也會發生很大

增長，能源吸血鬼造成每月的電費大幅度增加；工作

變化。採用智慧電網好處很多，如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中也同樣。無論走到哪裡，都在使用能源—而當能

(UC Riverside)所描述：

源不可再生時，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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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你的AI晶片有自己的DNN嗎？
Junko Yoshida，EE Times首席國際特派員

為了讓人工智慧(AI)加速器在最短

構搜尋(NAS)為例，其快速發展不

DeepScale於2015年由

延遲內達到最佳精準性，特別是

僅加快最佳化深度神經網路(DNN)

Iandola和Kurt Keutzer教授共同創

在自動駕駛車(AV)中，TFLOP(兆

的搜尋過程，並降低這一過程的成

立，是一家位於加州山景城的新創

次浮點運算)已經成為許多所謂大

本。他相信有一種方法可以「在目

公司，致力於開發「微型DNN」。

腦晶片的關鍵指標。這場競賽的選

標任務和目標運算平台上建立最

兩位聯合創始人曾在加州大學柏克

手包括Nvidia的Xavier、Mobileye

低延遲、最高精準度的DNN，」

萊大學分校共事，DeepScale因其

的EyeQ5、特斯拉(Tesla)的全自

而不是依賴於更大的晶片來處理所

快速高效的DNN研究而在科學界備

動駕駛(FSD)電腦晶片，以及NXP-

有的AI任務。

受推崇。

Kalray晶片。

Iandola設想未來AI晶片或

然而，有專家認為這種野蠻處

感測器系統(如電腦視覺、雷達或

理方式並不可持續。在EE Times

光達)供應商不僅提供硬體，而

手工設計
(Manual designs)

的一次獨家專訪中，DeepScale執

且還會提供自己的高速、高效的

要想真正理解機器學習在電腦視覺

行長Forrest Iandola提出其不可持

DNN— 為應用而設計的DNN架

方面的最新進展的意義，需要瞭解

續的理由，是因為AI硬體設計師所

構。任何供應商都會為不同的運算

其發展歷史。

持有的許多常見假設已經過時。隨

平台匹配各自所需的DNN，如果事

還記得AlexNet網路結構模型

著AI應用日益增多，AI供應商從中

實真是如此，那AI競賽中的所有賭

在2012年贏得ImageNet影像分類

積累更多的經驗，這導致不同的AI

注都將失效。

競賽嗎？這為研究人員打開了競爭

任務開始需求不同的技術方法。如

需要明確的是，目前無論是

的大門，讓他們專注於ImageNet

果事實的確如此，AI使用者購買AI

晶片公司還是感測器供應商都沒

研究，並尋找能夠在電腦視覺任

技術的方式將會改變，供應商也必

有提出上述前景。甚至很少有人

務上達到最高精準度的DNN，以

將做出回應。

在特定硬體上運作有針對性AI任

此開展競爭。

Iandola表示，就拿神經網路架

務的可能性。
Iandola及其DeepScale團隊
最近設計了一系列DNN模型，稱

Forrest Iandola
DeepScale執行長

通常，這些電腦視覺研究人員
依靠專家工程師，他們會手工設計
快速且高精準度的DNN架構。

為「SqueezeNAS」。在最近的

從2012年到2016年，他們提

一篇報告中，他們聲稱，當在目標

高了電腦視覺的準確性，但都是

平台上搜尋延遲時，SqueezeNAS

透過大幅增加執行DNN所需資源

「可以建立更快、更準確的模型」。

來實現這一目標。Iandola解釋，

這篇報告推翻了AI社區先前對

例如，贏得2014年ImageNet比

NAS、乘積累加(MAC)運算和將

賽冠軍的VGGNet，其使用的運

ImageNet精確度應用於目標任務

算量是AlexNet的10倍，參數是

時所做的一些假設。

AlexNet的2倍。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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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到2016年，學術研究界發現

太久的提議。

更多DNN來展開訓練。

利用增加DNN的資源需求來提高準

因而基於機器學習，實現人工

經證明，基於強化學習的NAS

確性「不可持續」。SqueezeNet

神經網路設計自動化的理念，NAS

是有效的。Google MnasNet

便是研究人員尋找的眾多替代方案

應運而生。NAS是一種搜尋最佳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在

之一，由Iandola及其同事在2016

神經網路架構的演算法，並改變

ImageNet延遲和準確性方面都優

年發表，它展示出在微小預算(低

了AI格局。Iandola稱，「到2018

於ShuffleNet。但它也有一個關

於5MB)參數下ImageNet的「合

年，NAS已經開始構建能夠以較低

鍵的弱點：成本太高。基於強化

理的準確性」。

延遲運行的DNN，並且比以前手工

學習的搜尋通常需要數千個GPU

設計的DNN產生更高的準確性。」

天(GPU day)，以訓練數百乃至數

Squeezenet引發了兩個重大
變化。相對於SqueezeNet和其

千個不同的DNN，才能生成理想
的設計。「Google負擔得起，」

能夠大幅度減少MAC的數

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量，Shufflenetv1是為行動端CPU

隨後，電腦視覺界開始使用基於機

負擔不起。

實現低延遲而最佳化的DNN。

器學習的強化方法—強化學習。

現實地說，一個基於強化學

換句話說，「機器學習得到回饋來

習的NAS要訓練一千個DNN，每

利用機器學習改善機器學習

改善機器學習，」Iandola解釋。

個DNN通常需要一個GPU天。考

如前所述，所有這些先進DNN都

在基於強化學習的NAS下，未經

慮到目前亞馬遜(Amazon)雲端服

是透過手工設計和調整神經網路

訓練的強化學習獲得建議，指定層

務平台的價格，Iandola估計，一

架構開發而成。由於手工流程需

數和參數來訓練DNN架構。一旦對

個使用基於強化學習的NAS搜尋所

要專業的工程師大量的除錯，這

DNN進行訓練，訓練運作的結果將

花費的雲端運算時間可能耗資高達

很快就成為一個成本太高、耗時

作為回饋，從而推動強化學習執行

7萬美元。

他早期運算而言，MobileNetV1

Iandola表示，但大多數其他公司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Error(Top 5)
30.0

25.0

26.0

20.0

15.0

16.4

11.7

10.0

7.3

5.0

6.7
5.0
3.6

3.1

2015(ResNet)

2016
(GoogLeNet-v4)

0.0
2011(XRCE)

2012(AlexNet)

ImageNet分類錯誤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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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ZF)

2014(VGG)

2014
(GoogLeNet)

(資料來源：Research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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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超級網路(Supernetwork)
在這種情況下，去年底出現了一種
新的NAS類型，稱為基於「超級網
路」的搜尋。它的典型代表包括
FBNet(Facebook柏克萊網路)和
SqueezNet。
Iandola解釋：「超級網路採
用一步到位的方法，而不是培訓
1,000個獨立的DNN。」例如，一
個DNN有20個模組，每個模組有
13個選項。若為每個模組選擇一

搜尋時間減少100倍。

(資料來源：DeepScale)

個最喜歡的選項，「你正在以10個

最精確的骨幹網路。但電腦視覺包

報告中，他堅持認為，不僅僅是

DNN訓練運作花費為代價，一次性

括許多AI任務—從目標檢測、分

不同的AI任務需要不同的DNN。

訓練一個彙集了千兆種DNN設計的

割和3D空間到目標追蹤、距離估

為目標運算平台(如CPU、GPU或

DNN，」Iandola解釋。

計和自由空間等。「並非所有任

TPU的特定版本)選擇合適的DNN

結果顯示，基於超級網路的

務都是平等的，」Iandola強調。

也非常重要。

NAS可以在10個GPU天的搜尋時

ImageNet的準確性與目標任

例如，他引用了為不同智慧

間內建立DNN，其延遲和準確性

務的準確性沒有太緊密的關聯。

型手機最佳化網路的FBNet作者的

優於MnasNet。「這讓搜尋成本

「這沒法保證」他說。

話。他們發現DNN在iPhonex上運

從7萬多美元減少到大約700美元

來看由Iandola團隊創建的

作得很快，但在三星Galaxy S8上

的亞馬遜雲端服務GPU時間，」

SqueezeNet。Iandola解釋，

執行得很慢。在報告中，Iandola

Iandola說。

這是一個小型的神經網路，它的

的團隊總結，「即使MAC的數量

「10個GPU天」的搜尋時間

ImageNet分類精準度明顯低於

保持不變，不同的卷積維數也會根

相當於在一台如衣櫃般大小的8

VGG，但在「用於辨識一組影像

據處理器和核心實現決定運作得更

GPU機器上花費一天的時間，」

中相似斑塊的任務」時，它比VGG

快或更慢。」

Iandola解釋。

更準確。
隨著分類任務達到極限，

對自動駕駛的影響

過時的假設

Iandola堅信是時候為不同的任務

今天，DeepScale已經與多家汽

機器學習的簡短歷史向我們展示神

設計不同的神經網路了。

車供應商建立了合作關係，包括

經結構搜尋的出現如何為電腦視覺

另一個普遍的假設是「在目

Visteon、Hella Aglaia Mobile

研究奠定基礎。但是在這個過程

標運算平台上減少MAC將產生更

Vision GmbH和其他未透露名稱的

中，它也反駁了研究團體早期的

低的延遲。」然而，最近的研究

公司。DeepScale一直在開發微型

一些假設，Iandola指出。

說明，減少MAC與減少延遲並無

DNN，該公司聲稱，他們在保證最

那麼，哪些假設需要糾正呢？

太大關聯。「擁有較少MAC的神

先進的性能的同時，它們需要的運

Iandola稱，大多數AI系統設

經網路並不總是能夠實現較低的

算量更少。

計者認為，ImageNet分類中最精
確的神經網路可以為目標任務提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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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Iandola指出。
在Iandola的SqueezeNAS

在SqueezNas的報告
中，Iandola和他的同事解釋，其

精英訪談
團隊使用基於超級網路的NAS來

每個系統所需的速度、準確性、延

神經網路。另一個例子是，不同

設計一個用於語義分割的DNN，

遲和應用程式大不相同，確定合適

品牌設計的光達使用不同的AI硬

用於辨識道路、車道、車輛和其他

的硬體和NAS就變得至關重要。

體。Iandola指出，「今天，無論

物體的精確形狀等具體任務。「我

Iandola表示，對於OEM車廠

是感測器供應商還是AI處理器公司

們對NAS系統進行配置，以最佳化

來說，要把一個測試版自動駕駛車

都沒有提供針對其硬體進行最佳化

Cityscapes語義分割資料集的高精

變成一個商業產品，必須把目前

推薦的神經網路。」

準度，同時在小型車輛級運算平台

儲存在自動駕駛車後行李箱中的

Iandola表示，OEM車廠和一

上實現低延遲。」

刀鋒伺服器抽取出來。Iandola預

級零組件供應商將開始要求最佳化

隨著SqueezNAS的發展，

測，汽車製造商可能會要求硬體

DNN，以匹配特定硬體和AI任務，

DeepScale對自己的定位是：

晶片公司提供適合硬體平台的最

這將無法避免。「我們相信，使用

在最佳化DNN、AI硬體和特定AI

佳化DNN。

NAS最佳化目標運算平台上的低延

任務之間的協同關係方面成為先
行者。

對於Nvidia這樣的公司來說，

遲變得越來越重要。」

這可能不成問題，因為它的GPU得

隨著基於超級網路的NAS出

隨著AI晶片即將席捲市場，

到了一個大型軟體生態系統的支

現，NAS的成本已經在下降。因

Iandola認為系統設計師必須明智

援。然而，大多數其他AI硬體供

此，現在可能是時候讓硬體供應

地選擇加速器。他們應該確切地

應商將會嚇出一身冷汗。

商開始尋找自己的最佳化DNN。

考慮硬體應該執行哪種AI任務，

此外，隨著一系列新的感測

當被問及DeepScale是否計畫透

以及硬體加速器應該在哪種神經

器—攝影機、光達和雷達—被

過合作、授權或為AI硬體公司開

網路上運作。

設計進自動駕駛車，汽車OEM

發最佳化DNN來填補這一缺口

安全攝影機、自動駕駛車和智

將面臨一些殘酷的現實，例如，

時，Iandola說，「我們還沒有真

慧型手機都將使用AI晶片。考慮到

每個感測器可能使用不同類型的

正考慮過這個問題。」

基於強化學習與基於超級網路的NAS比較。

(資料來源：DeepScale)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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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兼具高速低成本
400G AEC崛起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人工智慧(AI)、機器學習(ML)、影

長Bill Brennan表示，隨著各種新興

器、測試、網通等相關業者，組成

片串流與其他新興應用傳輸的資料

應用的出現，資料中心需要更快的

HiWire聯盟。Brennan指出，主動

越來越龐大，促使資料中心對於

傳輸速度，但同時又得兼顧效率、

式乙太網路具備400Gbps的高傳

有線傳輸技術的傳輸速率與效率的

環保、更長的傳輸距離與更低的成

輸速率、高訊號完整性、低功耗、

要求也越來越高。然而現有的銅纜

本。傳統的銅纜已無法滿足市場需

高彈性、低誤碼率(BER)等特色，

(DAC)/xDSL技術已無法滿足資料中

求，而現有的乙太網路纜線仍停留

因此可望取代昂貴且不太能彎折的

心對於傳輸速度的要求，迫使相關

在單通道25Gbps的速度，沒有更

光纜，進一步促使資料中心產業朝

業者改用主動光纜(AOC)，衍生成

高速的產品問世，以至於業者得

400G傳輸速度發展。

本、功耗上及穩定供貨的新挑戰。

「硬著頭皮」採用AOC。

有鑑於此，400G主動式乙太網路
(AEC)應運而生。
默生科技(Credo)總裁暨執行

實現低IQ系統

值得注意的是，成立HiWire聯

為解決上述問題，Credo推出

盟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可推動主動式

結合多模AOC和銅纜優勢的400G

乙太網路的標準化與認證，並建立

主動式乙太網路，並召集包括伺服

完整生態系統。

「打群架」快又有效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物聯網(IoT)時代來臨，人們身上或

智慧及更多元的連網裝置，對於更

不過，要做到低靜態電流，

周遭會有越來越多的連網裝置，而

多電力的需求會越來越高。而太常

並不能單靠一顆或兩顆元件，需要

這些隨身的可攜帶裝置體積又不能

對裝置反覆充電，不僅會影響裝置

從整體系統設計考量。也因此德州

太大，因此可攜式裝置與其他物聯

本身及電池的使用壽命，更不符合

儀器推出各式相關元件，包括最新

網裝置越來越輕薄短小。如此一來，

環保、永續地球的概念，因此低靜

且具低靜態電流的低壓差線性穩壓

裝置內的電池空間有限，使用者又希

態電流將可解決上述問題。

器、低靜態電流開關穩壓器、電壓

望電池壽命可以最大化，衍生出「極

王世斌指出，低靜態電流可說

監控器、低截止電流開關充電器…

低靜態電流(IQ)電池管理」概念，以

在延長電池與庫存壽命上扮演了關

等產品，以使設計工程師可依其裝

有效延長電池和系統壽命。

鍵角色，具備低靜態電流的裝置將

置所需，搭配各種所需元件，打造

可實現更多的功能、延長系統使用

出讓裝置整體功耗及成本皆可進一

壽命，同時還能降低成本。

步降低的系統。

德州儀器(TI)電池管理系統產
品線經理王世斌表示，更輕巧、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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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何種AC適配器性能最佳：
GaN、SiC還是矽？
Sinjin Dixon-Warren，TechInsights資深分析師

AC適配器的存在不斷提醒著，我們鍾愛的行動設備

率，從而可以使用單個AC適配器為各種設備充電。

並不像想像的那樣具有行動性。每個行動設備都需

此外，USB-C線纜是雙向的，即可以使用相同的資

要定期重新連接AC適配器，為其鋰離子電池充電。

料線透過顯示器為筆記型電腦充電或利用筆記型電

雖然需求保持不變，但充電技術的背後卻在不斷
發生變化。雖然矽一直是該領域的成熟技術，但製造
商們現在正在考慮採用碳化矽(SiC)和氮化鎵(GaN)技
術來實現更高的效率。
最初，大多數AC適配器基本上是線性電源，它

腦為手機充電，設備一旦連接，充電功率和電壓即
可動態配置。
用於消費類應用的SMPS通常需要額定電壓為
600V的場效電晶體(FET)。該FET用來驅動SMPS中
變壓器的高壓高頻開關。

將變壓器與橋式整流器，以及電容濾波器組合在一

合適的FET可以採用寬能隙(WBG)GaN、SiC或

起，將AC主電壓轉換為平滑的低壓DC電流以便適

矽製造。矽基超接合面(SJ)MOSFET技術目前在行動

合為電池充電。這些適配器僅限於特定的AC電壓輸

設備AC適配器市場仍佔主導地位，但GaN和SiC元件

入，以產生特定的DC電壓輸出，通常不能在國際上

將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小的外形尺寸。

通用。

目前提出的GaN元件是在GaN-on-Si基板上形成

它們又笨重又累贅，每個需要DC電源的設備通

的橫向高電子移動率晶體電晶體(HEMT)。寬能隙市

常都需要一個不同的適配器。而且，基於線性變壓器

場目前有多家AC適配器新創公司，但截至目前還沒

的充電技術效率低下，因為多餘的功率會以熱量的形

有一家主要OEM採用這種技術。接下來，本文將比

式耗散，即使在無負載電流的情況下也會耗散功率。

較這三種關鍵元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關模式電源(SMPS)逐
步取代了基於線性變壓器的充電技術。各種各樣的電

Avogy Zolt充電器採用SiC

路拓撲結構出現，但基本上，它們都基於相同的原

2016年，TechInsights曾研究Avogy的Zolt筆記型電

理：AC電壓被整流為高DC電壓用以驅動開關電路，
這種開關電路包含一個高頻工作的變壓器，並以所期
望的低電壓輸出DC電流。
SMPS的最大好處是它們適用於各種AC輸入電
壓和頻率，因此得以生產「國際通用」的適配器。
此外，SMPS還可以透過配置產生各種DC輸出，利
用改變高壓開關電路的開-關時間比例即可實現電壓
調節。
相對較新的USB-C充電標準旨在提供高達
100W(比如電壓為20V、電流為5A)的可變充電功

圖1：Zolt筆記型電腦充電器主機板。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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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充電器，型號ZM070LTPX01-G。儘管Avogy聲稱

對RAVPower RP-PC104 45 W USB-C充電器的一些

是GaN元件供應商，但TechInsights卻發現Zolt中採

拆解結果，該充電器宣稱基於GaN技術。

用了一個SiC功率FET，而且可能由Cree製造，包裝
卻印上了Avogy的標記。
TechInsights在PntPower.com的同事隨後指

我們發現RP-PC104採用了兩顆Navitas NV6115
GaN功率IC。圖2顯示RP-PC104主機板，標示了
Navitas NV6115的位置。

出，Avogy採用SiC元件的原因之一是當時SiC可用

TechInsights隨後在Made in Mind Mu One

並有效。圖1展示了Zolt筆記型電腦充電器主機板，

45W充電器和Aukey PA-U50 24W USB充電器中也

並標示了AV150-00028 SiC元件的位置。

找到了Navitas元件。Mu One充電器與RavPower

Avogy現在已不再是一家獨立公司，但Avogy
Zolt仍能透過協力廠商零售商購買。TechInsights追

充電器的設計基本相同，兩者似乎都基於Navitas參
考設計。

蹤了Zolt產品的14項設計，涉及多家公司，其中包

Aukey PA-U50尤其令人感興趣，因為它採用了

括英飛凌(Infineon)、Maxim、Microchip和德州儀

新的Navitas NV6250整合半橋IC。TechInsights目

器(TI)等。

前正在對其進行仔細研究，圖3顯示了RP-PC104中
整合GaN HEMT裸晶的NV6115晶片。

採用GaN的RAVPower RP-PC104
自2016年以來，GaN商用市場取得了長足發展。現在
有越來越多的供應商提供基於GaN的AC適配器，包
括RAVPower、Anker、FINsix、Made in Mind(Mu
One)等。
現在有許多供應商提供GaN FET元件，從GaN
Systems和Navitas等小型新創公司到英飛凌和
Panasonic等大型企業。最近，TechInsights發佈了

圖2：RP-PC104主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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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NV6115晶片。

設計揭密
每立方英吋體積產生的瓦數。Innergie 60C明顯是這
一指標的贏家，其功率密度最高，為17.4W/in 3 ；而
較早出現的Avogy Zolt則體積最大且功率密度最低。
Innergie 60C的製造商Delta是一家AC適配器的
成熟製造商，其聲稱每年可以生產8,000萬個筆記型
電腦適配器。因此Innergie 60C的設計極有可能是經
過高度最佳化，GaN元件需要進一步最佳化才能有效

圖4：Innergie 60C內部一塊PCB。

地與矽基超接合面MOSFET技術競爭。

Innergie 60C採用了矽

透過進一步對幾大主要OEM商用充電器進行研

TechInsights最近購買了由Delta Electronics Group

究，包括Google Pixel 3、華為Mate 200 Pro和諾

製造的Innergie 60C USB-C 60W適配器，預期其應

基亞9 PureView快速充電器，發現它們均採用了矽

採用GaN元件。網路傳聞該設備採用了一個600V英

基超接合面MOSFET技術。顯然，矽技術繼續主導

飛凌CoolMOS超接合面MOSFET，但Delta用安全塗

著這個市場。

料遮蓋了標記。

由於SiC技術成本相對較高，因此不太可能在AC

TechInsights對Innergie 60C的拆解證實了它

適配器市場取得大範圍應用。相反，該技術更適合高

的確採用了600V英飛凌IPL60R185C7 CoolMOS元

壓應用，目前它已成功取代了電動和混合動力車市場

件並使用了安全塗料。但是，在該產品中沒有找到

中的矽IGBT技術。

任何GaN元件。

TechInsights還發現GaN AC適配器在功率密度

圖4顯示Innergie 60C內部的其中一小塊PCB。

方面還沒有超越高品質的超接合面AC適配器。但無論

圖中標示了英飛凌IPL60R185C7 600V CoolMOS的

如何，目前已知的GaN技術優勢，以及業界對GaN解

位置，但標記被遮蓋。TechInsights計畫針對600V

決方案開發興趣將最終導致GaN在AC適配器市場中

英飛凌IPL60R185C7 CoolMOS元件做一份更詳細

取得成功，期望在高效率、小尺寸、高功率的AC適

的分析。

配器中更多地見到GaN的身影。
目前在GaN HEMT功率電晶體市場已經有許多參

AC適配器前景展望

與者，包括相對較新的新創企業和大型成熟企業。矽

奇怪的是，在以上討論的三款AC適配器中，Innergie

和SiC技術似乎已有獨立的市場利基，期待看到創新

60C似乎提供了最佳的整體系統性能(表1)。

持續增長且不斷發展，GaN也能成為適配器領域有

行動充電器性能的衡量標準之一是功率密度，即

力的競爭者。

Length
(inches)

Width
(inches)

Height
(inches)

Power
(W)

Volume
(in3)

Power Density
(W/in3)

Innergie 60C (Si)

2.4

1.2

1.2

60

3.5

17.4

RAVPower RP-PC104
(GaN)

2.8

2.1

0.6

45

3.5

12.8

Avogy Zolt (SiC)

3.5

1.3

1.3

70

5.9

11.8

Device

表1：三款適配器比較。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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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時代的EDA工具
進化挑戰
Judith Cheng，EE Times Taiwan

對於當前IC設計領域正崛起的

AI應用晶片市場，預期在2024年

應用與感測、連結等功能需求，

新興應用以及工程師們所面臨的

由2019年的42億美元成長至100億

再加上尺寸與功耗的限制，提升

技術挑戰，在整個產業鏈中大概

美元；至於邊緣AI晶片市場，將從

了AI晶片的設計困難度。而為了

不會有其他人比各家EDA供應

目前的19億美左右規模在2019年

順利完成將AI移植到邊緣裝置之

商有更敏銳的觀察與更深入的了

至2024年之間以31%的複合年平

任務，透過2.5D、3D還有「小晶

解— 而從2019年包括新思科技

均成長率(CAGR)技術繼續擴張。

片」(chiplet)等先進封裝技術實現

(Synopsys)、益華電腦(Cadence

這個潛力巨大的市場吸引的不只是

之異質整合技術越來越受到關注，

Design System)與Mentor (現隸屬

傳統半導體公司，還包括眾多新創

這意味著從IC、電路板到整個系統

於Siemens)等三大EDA業者在他

公司，以及系統、服務業者，他們

的設計流程出現顛覆性的變化，傳

們各自的年度使用者大會中的討論

對AI晶片設計的需求成為EDA供應

統EDA工具已經無法滿足工程師們

議題就可以得知，人工智慧(AI)普

商們帶來了商機，也成為他們推動

的需求。

及化的時代已經正式來臨，而所謂

設計工具進化的動力。

隨著AI晶片複雜性持續升高，

的「異質整合」(Heterogeneous

能實現諸如物體/語音/臉部

利用工具、服務與專業技術來最佳

Integration)設計也從概念討論進

辨識等AI功能的深度學習推動了

化設計案的功耗、性能與成本變得

入實作階段。

系統級晶片(SoC)架構的革命，

越來越重要；這也就是說，EDA業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ABI

當AI從雲端走向終端— 也就是

者成為AI晶片設計任務中不可或缺

Research發佈的最新報告，雲端

所 謂 的 邊 緣— 裝 置 ， 多 樣 化 的

的角色。而為掌握AI商機，EDA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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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功能，二是能在處理

耗，DNA 100則以專注硬體運算的

深度學習所需的權重(weights)、

引擎解決以上問題，充分利用其稀

激勵(activations)等係數時更快速

疏度提高能效並減少運算作業，因

存取的創新記憶體架構，三是能即

此在性能上能4.7倍的提升，功耗

時傳遞各種數據資料的連結介面。

也有大幅改善。

這意味著傳統SoC架構已經

除了Tensilica DNA 100，

不符所需，必須從選擇IP開始為

Cadence亦可提供一系列記憶體

AI晶片打造專屬的「DNA」；

介面與高速連結IP，以滿足AI SoC

為協助客戶克服上述AI SoC設

的設計需求，Cadence資深副總

計挑戰，Synopsys持續擴充其

裁暨數位與簽核事業群總經理滕晉

DesignWare IP產品陣容，以新

慶(Chin-Chi Teng)在8月於台灣舉

一代的ARC處理器核心與內建

行的2019年度CDN Live使用者大

CNN引擎的嵌入式影像處理器(EV

會上發表專題演說時指出，該公司

processor)等，支援機器/深度學

正分別從外部與內部將機器學習導

習所需的專門化處理，並有涵蓋

入設計工具引擎與流程，以加快複

HBM2/HBM2E、CCIX以及PCIe5、

雜SoC設計的速度與品質，催生邊

MIPI的最新記憶體與資料傳輸介面

緣運算以及其他AI應用，實現「普

IP選項，滿足AI晶片設計中的記憶

及智慧」(Pervasive Intelligence)

體高速存取與連結性需求。此外

的願景。

因個人隱私權保護越來越受到重
應商們也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包括

視，Synopsys也能提供在晶片開發

針對AI晶片設計需求強化旗下IP產

初期就確保AI數據安全性的IP選項。

品陣容，以及根據AI晶片特性改善

Cadence則是在去年發表了

自家現有設計流程工具、甚至開發

專為AI設計打造的Tensilica DNA

全新設計方法；他們也紛紛將機器

100處理器IP，並於2019年正式

學習技術導入設計環境中，以加速

出貨。這裡的DNA指的是「深度

至於Mentor，如同該公司

AI晶片設計流程與驗證的準確度。

神經網路加速器」(Deep neural-

IC EDA部門執行副總裁Joseph

network accelerator)；Cadence

Sawicki所言，雖然Mentor並未將

賦予AI晶片專屬DNA

指出，神經網路的特徵在於權重和

IP視為核心業務、一直以來也不

Synopsys產品行銷經理Ron

激勵函數的固有稀疏度，加載與

是IP市場上積極參與者，但是在

Lowman在一篇部落格文章中列

乘以0會造成其他處理器不必要消

AI晶片設計方面，該公司則是專

Joseph Sawicki
IC EDA部門
執行副總裁
Mentor

舉了內含深度學習演算法之AI

注於與學術界以及與業界領導廠

SoC設計三大挑戰：一是能以

商合作，思考如何能在設計環境中

更高效率執行矩陣乘法(matrix
multiplications)與點積(dot
products)等必要性數學運算任
務的專門化處理(specialized

滕晉慶
資深副總裁暨
數位與簽核事業群
總經理
Cadence

讓客戶能妥善整合各種各樣的IP以
實現設計最佳化，同時將機器學習
導入工具中，提升設計生產力與驗
證準確度。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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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AI晶片量身打造的設計
環境

虛擬原型建造。
Synopsys設計事業群聯席總

司透過與AWS、微軟Azure等夥伴的

除了提供AI晶片專屬的IP產品陣

經理Deirdre Hanford在今年5月

合作，讓客戶能為設計尖峰需求以

容，為AI晶片量身打造的設計工具

舉行的該公司年度SNUG Taiwan

安全、彈性的方法擴充運算資源，

平台，可說是EDA供應商競逐AI商

使用者大會上表示，複雜的AI SoC

提升設計效率。

機的主戰場；畢竟如何實現設計仍

就如同台北101大樓，精密的架

對於AI的「特定領域」(domain

是決定最後的AI SoC能否充分發揮

構設計是讓結果充分展現其功能

specific)架構特性，Mentor的

所整合的IP在理論上的最高性能並

性與確保安全性的基礎；這就是

Sawicki則認為高階合成技術(HLS)

取得成功之關鍵。

Platform Architect工具所扮演的

是最佳化設計方法；他指出，HLS

在前面提到的部落格文章中，

角色。而整合了Synopsys數位設

能支援對AI應用十分關鍵的架構探

Synopsys的Lowman表示，儘管

計工具的Fusion平台，包括最新

索，特別是與記憶體相關的配置

AI SoC開發流程仍在持續變化，

發表的Fusion Compiler方案，則

以及功耗分析。Mentor的Catapult

在本質上仍包含系統規格與架構

能讓SoC設計流程大幅縮短，並

HLS平台則能提供設計工程師以標

設計、邏輯與功能電路設計、實體

實現晶片功耗、性能與面積(PPA)

準化的ANSI C++與SystemC語言

設計、驗證與分析，還有製造、封

表現的最佳化。

來描述功能意圖，以高速度產生高

設計」策略不可或缺的一環，該公

裝與測試、矽後驗證等標準階段，

滕晉慶表示，Cadence在

品質的RTL；這將大幅降低AI設計

需要相對應的工具來提升設計效

2019年訂定了「智慧系統設計」

的驗證成本。Catapult HLS平台還

率。此外，軟硬體協同設計(co-

(Intelligent System Design)策略

包括系統整合所需的FPGA展示器

design)的重要性在AI SoC設計中

方向，從三個層面協助工程師因應

(demonstrator)、CPU子系統、軟硬

會被放大，而且需要協同設計的不

大數據/AI時代設計挑戰，其一是

體介面與HLS加速器範本；Nvidia的

只有軟體與硬體，還有記憶體與處

包含先進IC、封裝與PCB設計流程

Tegra X1晶片就是Catapult HLS平台

理器；這類因AI衍生的協同設計需

所需EDA工具與關鍵IP的「設計卓

的成功設計案例之一。

求，也需要新一代的工具來因應。

越」(Design Excellence)的；其

Mentor也持續將機器學習

為此Synopsys的策略是為AI

次是涵蓋實體設計、分析/模擬與

(ML)演算法導入工具中，例如

晶片打造新一代設計與驗證解決方

嵌入式安全方案的「系統創新」

新發表的Calibre良率分析平台

案，包括推出支援SoC設計初期最佳

(System Innovation)的，最後則

工具Machine Learning OPC

化的架構探索工具Platform Architect

是將機器學習導入工具，提升設計

(mlOPC)以及LFD with Machine

Ultra平台，經AI強化的融合設計平

速度與品質，促成「普及智慧」。

Learning，都是利用機器學習

台(Fusion Design Platform)—包

Cadence已推出了經過機器學

實現更快速、精確的矽後驗證

含RTL合成、測試，實體實作、

習強化的新版本Allegro、Virtuoso、

結果；這些新版進一步擴展了

驗證與簽核，以及Verification

Innovus、Genus、Quantus、Te

Mentor的AI/ML驅動設計解決方

Continuum驗證平台—包括VCS

mpus、Liberate、JasperGold等

案陣容— 該公司在2018年收

功能驗證系統、VC Formal形式化驗

一系列設計流程工具與驗證解決方

購專長於將AI/ML概念與EDA結

證(formal verification)、Verdi軟硬體

案，並將持續投資與開發能帶來更

合的供應商Solido，並將其模擬

除錯、ZeBu硬體模擬(emulation)系

高自動化、更大生產力與更準確設

測試工具納入旗下，包括Solido

統、HAPS原型建造系統，以及針

計結果的技術。此外Cadence的雲

Variation Designer、Solido ML

對先期軟體開發和優化的Virtualizer

端解決方案亦是實現其「智慧系統

Characterization工具套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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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專注於多物理分析技術，目標是與EDA工具相輔相成，實現成功的異質整合IC設計。

(來源：Ansys)

Tessent YieldInsight等，為工程

Ansys於8月底專為IC設計工程師

利飛向天際。他強調，Ansys與

師帶來更智慧化的設計解決方案。

舉辦的半導體解決方案研討會上，

Cadence、Synopsys等EDA供應

該公司技術總監Larry Williams就

商的工具與客戶群重疊性很小，他

異質整合設計趨勢帶來的市
場競爭變局

表示，「有一家IC產業的高層跟

也不認為重疊範圍將會擴大，而該

我說，在幾個月前我們連Ansys

公司也將會繼續專注在提供電子設

AI應用帶來的異質整合設計需求，

這個名字都沒聽過；」但現在，多

計所需的CAE軟體，與EDA業者之

如2.5D、3D與chiplet先進封裝，

物理模擬已經成為複雜度日益升高

間密切合作，推動包括AI、5G、

與在汽車、高性能運算、高頻通訊

的3D IC設計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自動駕駛車輛/電動車，甚至是未

等應用領域的設計，都對系統級分

Ansys全球半導體事業部總經

來電動化的飛機等等創新電子系

析工具有越來越高的需求，如電源

理暨副總裁John Lee表示，以堆疊

完整性與可靠度分析，以及針對電

裸晶方式實現的系統級IC封裝，就

而實際上，EDA業者越來越

磁、熱流體、應力等參數的多物理

會有對於電源、熱與電磁等物理參

注重能否提供從IC到電路板、系

(multiphysics)模擬解決方案等，

數的分析需求，而已經開始蓬勃發

統的全面性設計解決方案，例如

讓EDA業者為了提供客戶更全面

展的異質整合3D結構封裝，又加

Cadence今年首度推出3D系統分

的設計支援而跨足工程模擬(CAE)

入對應力、機械相關參數，再加

析工具Clarity，就是為協助客戶

領域推出相關工具，而工程模擬解

上未來5奈米、3奈米製程節點帶

有效解決從晶片、封裝、電路板

決方案供應商也將觸角從系統延伸

來的技術複雜性，工程師們如果沒

到連接器與纜線的複雜3D結構設

到半導體設計。

有模擬軟體工具的協助，很難完成

計所面臨之EM問題；而Siemens

設計任務。

與Mentor的結合也是為了能在單

如Ansys就是一家在IC領域著

統的實現。

墨越來越深的CAE工具供應商，

Lee指出，Ansys的多物理

一平台上，滿足電子設計從IC零組

該公司已有超過20年發展歷史的

分析解決方案，能扮演與其他

件到系統的完整數位模擬需求。隨

3D電磁模擬工具HFSS (收購自

EDA工具相輔相成的角色，如

著AI時代來臨引發的電子設計流程

Ansoft)在汽車、航太等機械系統

同一架飛機需要結合有保持平

變化，CAE與EDA廠商之間未來的

設計領域可說是眾所周知，但在

衡的左右機翼與推進器，才能順

競合關係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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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8位元MCU的實際價值
Mark Beecham，Silicon Labs MCU和感測器產品經理

儘管如Arm Cortex-M處理器等新

8051 MCU選項，可能具備類似的

力、支援良好的MCU生態系統擁

平台加入競爭角逐且市場佔有率增

硬體規格，但不同的工具成本。如

有更高的ASP。

加，但目前8位元微控制器(MCU)

果MCU供應商提供的基礎8051裝

仍佔據整體MCU市場的較大部

置缺少編譯器或整合式開發環境

技術指標

分。嵌入式市場中8位元MCU的持

(IDE)授權，則開發人員必須使用

設計、特性和測試(GBD、GBC和

續優勢包括多種因素：低成本、簡

Keil或IAR並支付授權費用，因此

GBT )認證：在仔細閱讀相對簡單

易性、快速控制功能、成熟的生態

增加計畫的總投資。更具成本效

的8位元MCU規格時，可以從產

系統，以及無處不在的工具庫。

益的選項是使用免費IDE和無限制

品手冊的摘要頁面輕鬆了解元件

Keil授權支援的8位元平台。

的功能，然後參考電氣技術規格

8位元MCU技術已相當成熟，
其單價已接近價格下限，這為開發

軟 體：一 旦 理 解 了 編 譯 器 和

表以獲取有關重要規格的更多細

人員帶來一種隱形挑戰。在尋找嵌

開發環境，下一個隱形的技術指

節。然而，事實上比看起來要更

入式設計的低成本8位元MCU時，

標是MCU平台上軟體範例和生

複雜一點，開發人員應該考量三個

有許多具備相似價格和功能集的優

態系統的可用性，例如，尋找那

關鍵面向：1.對設計而言是否有重

秀選擇，但哪種選擇最好呢？經常

些為其周邊設備提供大量程式碼

要的最小值和最大值；2.這些值的

被忽視的一個方面是：來自不同供

範例的MCU供應商。如此將可

測試條件匹配實際使用情況嗎，以

應商之間類似的8位元MCU硬體真

以輕鬆掌控所需的每個周邊，如

及3.這些值是否得到設計、特性或

實價格及價值。以下是一些重要的

PWM、UART和ADC，然後將它們

測試認證。

考量因素，最終將揭露8位元MCU

組合到一個專案中，並盡快完成設

由於溫度、Vdd、工作頻率和

的實際價格。

計。這意味著能夠更快地進入市場

其他因素會影響設計中的真正數

並增加潛在收入，使得擁有溢價能

值，因此代表值需要被謹慎考慮。

生態鏈
工具：當成本成為嵌入式設計的驅
動因素時，避免在編譯器授權或

20MHz

編碼環境上花費資金是明智的。
在選擇MCU之前，請確認供應商
的晶片和他們提供的軟體範例是
否能夠在免費開發平台上使用。

10MHz

Safe Operating Area

否則，即使某家供應商的平均銷
售價格(ASP)等於或高於另一家，

5MHz

依晶片的數量而定，其實際成本
也可能更低。
例如，來自競爭廠商的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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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V

圖1：安全操作區域圖。

2.7V

4.5V

5.5V

設計新技術
目前，業界常見的情況是：在某個

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基於另一個參數的技術指標下，會

fHSI

Frequency

-

-

16

-

MHz

User-trimmed with
the CLK_HSITRIMR
register for given VDD
and TA conditions(1)

-

-

1.0(2)

VDD = 5V,
-40℃ ≤ TA ≤ 85℃

-5

-

5

碰到功能受限的情況。這通常是為
Accuracy of HSI
oscillator

了在產品手冊的首頁上呈現具吸引
力的技術指標。然而，在深入研究

ACCHSI
Accuracy of HSI
oscillator (factory
calibrated)

電氣技術規格表之後，很明顯看到
類似頂尖的技術參數僅存在於非常
受限的參數下，例如Vdd、核心頻
率、溫度等，可能與設計的其他方
面互相衝突。這種錯覺可能導致失
望，因為最初的最佳解決方案是基

%

tsu(HIS)

HSI oscillator wakeup
time including calibration

-

-

-

1.02(2)

µs

IDD(HIS)

HSI oscillator power
consumption

-

-

170

250(3)

µA

備註：1.詳應用註解、2.設計認證、3.性能測試結果

表1：典型8位元MCU中HSI振盪器特性。

於首頁，但檢查這些規範的所有注
意事項之後，設計決策卻變得不那

信度，GBC次之。

確保他們擁有適合未來產品的解決

表1中的範例(取自典型的

方案，例如，如果需要在下一個專

例如，圖1中顯示的圖表來

MCU產品手冊)顯示了GBD和GBC

案使用其他供應商提供的元件，那

自產品手冊的首頁。對低價MCU

兩種選項。如果應用具備嚴格時脈

麼為現有專案選擇的一次性最佳元

而言，20MHz技術規格是很不錯

要求，並且需要非常精確的振盪

件，可能會延遲下一個專案。盡

的，然而，詳細資料表示這只能

器，那麼GBD規格有點令人擔憂，

量選用可擴展的8位元平台，例如

在4.5V Vdd以上才能實現，這在

因為調整後的高速振盪器的唯一規

Silicon Labs的EFM8產品組合，

系統中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會導

格是GBD。如果它接近未調整的高

它提供可擴展的記憶體和GPIO選

致增加成本的代價，例如使用更大

速內部(HIS)振盪器規格的5%的不

項，並支援免費的IDE和無限期的

的升壓轉換器來達到該操作速度。

準確值，可能會造成高速通訊介面

Keil認證。可擴展的平台在相似

圖1中的圖表在很大程度上取

如UART操作失敗。在儀表或計量

的架構中提供了許多GPIO和記憶

決於其他因素，引發了對其他規

等應用中，需要運算或追蹤特定時

體選項，允許在專案之間輕鬆轉

格的質疑。當一個重要的技術規

間區間內的事件，振盪器的漂移會

換元件。

格具備4MHz的測試條件，但設計

影響測量的準確度。

麼明確。

將在20MHz下運作時，需要預先

仔細查看MCU系列中的每個
元件是值得的，這樣能確保功能一

考慮到該指標，針對某些特定使

靈活性和可擴展性

致，並在轉換到更大的GPIO裝置

用場景可能不夠準確。可以假設

在每個專案中切換不同架構和技術

時不會犧牲重要的功能，例如適當

它有可能非常不準確，特別是類

可能會延遲了最終設計，進而拖延

數量的通訊埠、DAC或PWM通道。

比技術指標。

產品上市時間。雖然供應商A的元

此外，在檢視技術規格表時，

件也許是目前專案的最佳選擇，

壽命和供應保證

重要的是要研究註解，並了解它

但供應商B的另一款元件可能對今

8位元市場已經非常成熟，8位元裝

是否經過設計認證、特性認證或

年度後期的專案更佳適合。這需

置也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因此，現

測試認證(亦稱為GBD、GBC和

要為每個專案進行最佳化、權衡，

今的8位元ASP非常低。這對開發

GBT)。通常，GBD在規格認證中

並在專案之間重用開發和知識。在

人員來說是很好的事情，但對於

可信度最低，GBT擁有最佳的可

評估現今設計的供應商選擇時，請

半導體供應商而言可能是一種痛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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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因為半導體供應商已經靠近

列整理出至少支援日期，明確說明

結論

盈利最低點，有些供應商已經放

哪些適合用於長期設計。

雖然8位元MCU在不斷發展的MCU

棄了對8位元產品組合的新投資。

MCU產品的使用壽命可能不是

領域中已佔據一席之地，但嵌入式

當供應商宣佈產品終止(EOL)，以

快速設計的關鍵問題，例如壽命短

開發人員必須納入新的考量因素。

及「不推薦用於新設計(NRND)」

暫且需求快速下降的消費性產品，

這一點相當重要，使用8位元MCU

通知時，這種情況可能會變得令人

但對醫療、汽車和工業應用來說至

的好處包括相對較低的成本和易用

擔憂，這可能對終端產品的使用壽

關重要，這些應用的終端產品通常

性，但這可能受到工具隱形成本、

命造成威脅。

需要2 ~ 3年的設計階段，然後需求

支援軟體不足、誤導的產品手冊參

許多供應商都宣佈有關MCU

平緩的上升並持續超過10年。若

數和缺乏可擴展性的影響。在為下

產品壽命的訊息，有些甚至提供了

是因為廉價8位元MCU停產而失去

一個設計評估適合的MCU時，請

供應商計畫支援元件的確切日期。

繼續構建重要的、可獲利的終端產

記住這些考量因素可以大大提高

例如，Silicon Labs為每個8位元系

品，那麼將是災難性的事件。

目前及長期的市場成功機會。

氮化

滿足資料中心和通訊機房功率要求

Gerald Deboy，英飛凌科技(Infineon)功率半導體與系統工程資深主管、Matthias Kasper，英飛凌科技資深應用專家

氮化鎵(GaN)的理論優勢正在主流

心和通訊機房電源兩個應用領域，

顯。採用GaN進行產品設計，廠商

設計中得以實現，尤其是在資料中

與矽元件相比較，GaN的優勢更明

和使用者都將能享受到系統成本和
營運方面的好處。
本文將使用增強型高電子遷
移率電晶體(HEMT)元件的設計與
矽基元件設計進行比較，旨在確
定品質因素(FOM)優勢(如更低的
Q g 和Q oss ，以及接近於零的Q rr )在
多大程度上有助於實現效率和功率
密度目標。其關鍵參數的比較資料
見圖1 ~ 3。

更緊湊、更高效的伺服器電源
首先，使用GaN替代伺服器電源中
的矽MOSFET，並對其效果進行了
評估。對資料中心進行電源管理，
提高系統效率，可在不增加電路板
圖1：連續三代超接合面元件的輸出電容特性曲線與增強型GaN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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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的前提下，提高運算性能，降

設計新技術

圖2：連續三代超接合面元件的輸出電容儲能趨勢與GaN的比較。

圖3：增強型GaN(左)與CoolMOS C7(右)的QOSS v.s VDS關係比較

低設備的冷卻成本。典型的高效電

在無橋拓撲中使用超接合面

源(參見圖4和表1)採用的是圖騰柱

元件(SuperJunction)，必須在三

(totem pole)AC-DC整流器和兩個

角波電流模式(TCM)下工作。而

交錯的高頻橋臂，在12V電源中，

採用GaN開關則支援三種工作模

使用帶有中心抽頭變壓器的LLC

式：TCM、連續導通模式(CCM)

DC轉換器；此拓撲結構中的48V

或最佳頻率調變(OFM)模式。採

系統可透過全橋整流實現。

用GaN的設計，PFC(整流)級的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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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伺服器電源採用了一個圖騰柱AC-DC整流器和兩個交錯的高頻橋臂，以及一個帶中心抽頭變壓器的LLC DC-DC轉換器。

效率可在功率密度為170W/inch 3
時提高0.2 ~ 0.3%，功率密度超過
200W/inch 3時，提高達到0.4%及
以上。對於DC-DC這一級，功率
密度達200W/inch 3 時，效率可提
高0.2% ~ 0.4%。比如對於鉑金伺
服器電源，採用GaN的方案與矽元

參數

縮寫

數值範圍

輸入電壓

VIN

180V~277V

輸出電壓

VOUT

12V/48V

額定功率

POUT

3kW

保持時間

THOLD

10ms

表1：伺服器電源規格。

件方案相比，不僅其效率平均提高
了4%左右，在相同外形尺寸下可

::

以支援的最大功率也從1,600W增

:9/6

加到3kW。
始使用GPU平行處理，這使得每個
機架的功耗成倍增加，達到20kW
及以上。這時12V電源架構的配電
損失過大，因此系統效率更高的機
架式48V電源架構越來越受歡迎。

:9
(IILFLHQF\>@

如今，越來越多的運算架構開

:8/6
:8
:7/6
:7
:6/6

本文對一個3kW的48V整流
器進行了最佳化。該電源使用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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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將AC-DC級改為一個帶高頻

71

91

211

231

3RZHU'HQVLW\>:LQFK@

矽MOSFET元件，峰值為效率
9 7 . 1 % ， 功 率 密 度 3 3 W / i n c h 3。

51

圖5：圖騰柱PFC級改進結果(包括EMI濾波器)，採用GaN和矽基功率元件的系統效率
與功率密度比較。

和低頻橋臂的圖騰柱整流器，高頻

達到97.5%。為進一步提高效率，

在DC-DC級，採用35mΩ的

橋臂採用GaN開關，低頻橋臂採用

還增加了第二條高頻橋臂，在圖騰

GaN元件做為初次側半橋，可以

超接合面MOSFET，這樣效率就可

柱上與第一個交錯佈局。

進一步提升效率。得益於GaN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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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LLC級的改進結果，採用矽和GaN功率元件的效率與功率密度比較。

件較低的Q oss優勢，以及相應地調

壓開關)與低頻超接合面MOSFET

整諧振頻率和激磁電感，可將系

組合，如用於圖騰柱PFC的返回

統效率提高約0.3%。若將變壓器

路徑開關和LLC的次級側。研究

改為矩陣結構，即採用串聯的初級

中針對最佳化而改變的其他參數

繞組和並聯的次級繞組，還可將系

包括PFC級高頻橋臂的數量、LLC

統效率再提高0.3%。

的級數和並聯數量，變壓器的矩陣

總而言之，將PFC和LLC級

配置，以及開關頻率的改變，GaN

的改進相結合，可在功率密度為

設計的LLC振諧頻率的最佳值通

30 ~ 35W/inch 的條件下提高峰值

常在150kHz左右，而超接合面

效率，系統效率達98.5%(圖5)。

MOSFET設計為100kHz。

3

結果(圖6)發現，在常用的

無線基礎設施的電源要求

30 ~ 40W/inch 3 功率密度下，GaN

如今正朝向5G無線通訊轉型，通

解決方案能夠實現更高的效率(約

訊基地台的配電和整體功耗對營

0.3%效率增加)。在此功率密度

運商建設成本(CAPEX和OPEX)愈

下，若在PFC級中使用GaN元件，

發重要。通訊基地台的負載特性

則還能透過使用單個高頻圖騰柱橋

和輸出電壓變化範圍與資料中心不

臂來降低成本。

同，因此，儘管基地台電源和資料

透過上述應用研究，可發現

中心電源的拓撲架構相似，但在做

增強型(e-mode)GaN能夠在大功

設計最佳化時針對的負載範圍側重

率電源設計中實現更高效率和功率

點不同(基地台電源30 ~ 50% v.s資

密度，且不會增加系統成本。利用

料中心50 ~ 70%)。

全面考慮系統設計問題，最佳化利

與48V伺服器電源一樣，設計
最佳化工作也會用到GaN(用於高

用寬能隙的參數優勢，有助於降低
客戶的資本支出和營運成本。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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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基於可程式設計方案的
可互用電池充電器
Anshul Gulati，Embedded

傳統上，所有的手機充電器都遵

器將十分有利，這種可程式設計解

循USB電池充電規範1.2版本的

決方案將能夠迅速適應不同的標準

上述三種充電埠，其功率均

標準，該規範允許手機透過標準

及其相關變化，而無需進行重大的

限制為7.5W，這限制了智慧型手

micro-B連接器以5V電壓充電。後

重新設計。

機的充電速度。為克服這個問題，

辨識。

高通、三星和蘋果(Apple)等公司

來，許多公司開始制定不同的標準
以改善充電時間，不幸的是，他們

可互用性的挑戰

各自發明了其專有充電協議，以縮

這樣做並沒有考慮不同標準間的相

各種充電標準和專有解決方案已經

短其各自智慧型手機的充電時間。

容性，現在市場上充斥著各種充電

為消費者帶來了很多麻煩。一台設

標準，包括USB電力傳輸(Power

備的充電器可能無法用於另一台設

QC 2.0、3.0和4.0

Delivery；PD)3.0、快充(Quick

備，這導致人們無奈地為每台設備

QC標準由高通開發。QC 2.0僅

Charge；QC)4.0和自我調整快

購買互不相容的充電器，以下總結

支援5V、9V、12V和20V四種固

速充電(AFC)等，每一種標準都按

了目前採用的幾大充電標準。

定電壓，QC 3.0允許輸出電壓在
3.3V ~ 20V之間以200mV為步進調

照自己的進度發展，並具有自己
獨特的功能。例如，PD 3.0提供
可程式設計電源(PPS)，這個功能
在PD 2.0還不具備。同樣，高通
(Qualcomm)QC 4.0已取代了QC

USB電池充電1.2版本
USB BC 1.2標準定義了三種
主要類型的充電埠：
標 準下行 埠 (S D P)：這是大多

節，設備可透過設置D+和D-端子
來請求所需電壓。
表1顯示了QC 2.0/3.0的不同
電壓模式。

數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中廣泛

在QC 3.0連續操作模式中，遞

由於智慧型手機全天使用量

使用的傳統USB 2.0資料埠，SDP

增和遞減命令隨D+和D-上的一系

的增加而需要更頻繁地充電，除

可在埠電壓5V下提供500mA的最

列中的一個或多個脈衝訊號發送，

了手機購買時配備的充電器以外，

大電流。

2.0和3.0。

人們一般都擁有至少一個額外的充

充電下行埠 (C D P)：這是符合

電器。有必要了解手機與額外充電

主機或集線器USB 2.0定義的下行

器之間相容性的重要性，例如，用

埠。除了支援資料通訊外，CDP還

iPhone充電器為三星(Samsung)

可以在埠電壓5V下提供高達1.5A

手機充電，與使用原廠附加的三星

的電流。

AFC充電器相比，充電時間更長，
反之亦然。

專用充電 埠 (DC P)：這是一種
下行埠，透過USB連接器在5V電

鑒於各種充電標準和智慧型

壓下提供高達1.5A的電流，但缺

手機種類繁多，OEM如果能設計

乏擴展為USB 2.0資料埠的能力，

基於可程式設計解決方案的充電

它利用D+和D-訊號之間的短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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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VBUS
Output

0.6V

High-Z

5V

3.3V

0.6V

9V

0.6V

0.6V

12V

3.3V

3.3V

20V

0.6V

3.3V

Continuous
mode

表1：QC 2.0/3.0電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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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GHz 至 44 GHz 寬頻整合式上變頻器
和下變頻器可提升微波無線電性能
James Wong、Kasey Chatzopoulos 和 Murtaza Thahirally
Analog Devices

VCC_DRV

Q_N

IF_I

Q_P

GND

IF_Q

GND

VCC_BG2

RF

VVA2

VVA1

GND

VENV_P
VENV_N

GND

LO_N

LO_P

GND

VCC_MIXER

DVDD

VCC_BG
90°
0°

VCC_LNA_1P5
GND
RF_IN

Q_P
Q_N

(a) ADMV1013 Upconverter Chip Block Diagram

圖 1：(a) ADMV1013 上變頻器晶片框圖。(b) ADMV1014 下變頻器晶片框圖。

請瀏覽：ana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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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C_ENV

S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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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C_VVA

NIC

NIC

VCC2_DRV

DET

BG_RBIAS

×4

GND

DET

VCC_LNA_3P3

ADMV1013

I_P

VCC_VVA

BG_RBIAS2

I_N

GND

VCTRL

SDO

I_P

VCC_QUAD

GND

90°
0°

ADMV1014

VDET

×4

SEN

VCC_VGA

I_N

SCLK

SDI

IF_I

SDI

ADMV1013 提供兩種頻率轉換模式。一種模式是從基頻
I 和 Q 直接上變頻至 RF 頻段。在這種 I/Q 模式下，基
頻 I 和 Q 差分輸入訊號範圍是從 dc 到 6 GHz，例如，
由一對高速數位類比轉換器 (DAC) 產生的訊號。這些輸
入具有一個可配置的共模；因此，它們可以滿足大部分
DAC 的介面需求。另一種模式是複 IF 輸入 (例如由正交
數位上變頻器元件生成的訊號)，單邊頻上變頻到 RF 頻
段。ADMV1013 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夠對 I 和 Q 混頻器
的直流偏置誤差進行數位校正，從而改善 RF 輸出的 LO
洩漏。校準之後，在最大增益下，RF 輸出端的 LO 洩漏
可以低至 –45 dBm。ADMV1013 允許用戶透過暫存器調
諧對 I 和 Q 相位不平衡進行數位校正。在正常操作期間，

SDO

RST
DVDD
SCLK

ADMV1013 上變頻器內部視圖

NIC

VCC_MIXER

VCC_BG

BG_RBIAS1

VCC_QUAD

GND

LON

LOP

GND

SEN

每個上變頻器和下變頻器晶片都是高度整合的 (見圖 1)，
其由同相 (I) 和正交相位 (Q) 混頻器及片內正交移相器
構成，可配置為與基頻之間的直接轉換 (可操作的頻率
範圍為 DC 至 6 GHz) 或與中頻 (IF) 之間的直接轉換 (能
在 800 MHz 至 6 GHz 的頻率範圍內操作)。上變頻器的
RF 輸出端整合了一個含壓控衰減器 (VVA) 的驅動放大
器，下變頻器的 RF 輸入端包含低雜訊放大器 (LNA) 和
具備 VVA 的增益放大器。兩個晶片的本振 (LO) 鏈路由
一個整合式 LO 緩衝放大器、一個四倍頻器和一個可編

程頻通濾波器組成。大部分可編程和校準功能都可透過
SPI 介面進行控制，這使得 IC 可易於透過軟體配置，而
達到出色的性能水準。

VCC_IF_BB

ADI 推出了一對高整合度的微波上變頻器 ADMV1013 和
下變頻器 ADMV1014。這兩款元件具備從 24 GHz 到
44 GHz 的極寬操作頻率，並提供 50 Ω 匹配，同時可以
支援大於 1 GHz 的暫態頻寬。ADMV1013 和 ADMV1014
的性能特性簡化了小型 5G 毫米波 (mmW) 平台的設計和
建置，這些平台包括回傳和前傳應用中常見的 28 GHz
和 39 GHz 頻段，以及許多其他超頻寬發射器和接收器
應用。

(b) ADMV1014 Downconverter Chip Block Diagram

圖 2：採用 6 mm × 6 mm 表面黏著封裝的 ADMV1013 在評估板
上之圖示。

ADMV1014 下變頻器內部視圖
ADMV1014 於 LO 路徑中也有一些相似的元件。ADMV1014
的 RF 前端中安裝有一個 LNA，緊接著一個 VVA 和一個
放大器。連續的 19 dB 增益調整範圍由 dc 電壓進行控
制。使用者可以選擇在 I/Q 模式下使用 ADMV1014 作為
從微波到基頻 dc 的直接轉換解調器。在這種模式下，經
過解調的 I 和 Q 訊號在各自的 I 和 Q 差分輸出處放大。
它們的增益和 dc 共模電壓可以透過 SPI 由暫存器設定。
或者，ADMV1014 可以用作單端 I 和 Q IF 埠的鏡像抑制
下變頻器。在任何一種模式下，I 和 Q 相位、幅度的不
平衡都可以透過 SPI 進行校正。總括來說，下變頻器在
24 GHz 至 42 GHz 頻率範圍內可以提供 5.5 dB 總級聯雜
訊係數，以及 17 dB 最大轉換增益。當操作頻率接近基
頻邊緣時，級聯式 NF 仍然保持 6 dB。

圖 3：採用更小型 5 mm × 5 mm 封裝的 ADMV1014 在評估板上
之圖示。

大幅提升 5G mmW 無線電性能
圖 4 所示為下變頻器在 28 GHz 頻率時的測量性能，測
量時採用 5G NR 波形，包含 4 個獨立的 100 MHz 通道，
每個通道都在 –20 dBm 輸入功率下調變至 256 QAM。
測量得出的 EVM 結果為 –40 dB (1% rms)，支援對 mmW
5G 所需的較高階調變方案進行解調。憑藉上下變頻器
>1 GHz 的頻寬容量，以及上變頻器的 23 dBm OIP3 和
下變頻器的 0 dBm IIP3，其組合可以支援高階 QAM 調
變，從而實現更高的資料輸送量。此外，該元件也支援
其他應用，如衛星和地面接收站寬頻通訊鏈路、安全通
訊無線電、RF 測試設備和雷達系統。其出色的線性度
和鏡像抑制性能令人矚目，與精小的解決方案尺寸、較
小外形、高性能微波鏈路結合之後，更可以建置寬頻基
地台。
1.8
1.6
1.4
1.2

EVM (%)

上變頻器展現出未經校準的 26 dBc 邊頻抑制，這在校準
後可提高到約 36 dBc。在 I/Q 模式下，還可以透過調節
基頻 I 和 Q DAC 的相位平衡來進一步提高邊頻抑制。這
些性能增強特性説明最小化外部濾波，同時改善微波頻
率下的無線電性能。整合了 LO 緩衝器之後，該部件所
需的驅動力僅為 0 dBm。因此，可使用整合壓控振盪器
(VCO) 的頻綜 (例如 ADF5610) 直接地驅動該元件，進一
步減少外部元件數量。晶片內四倍頻器將 LO 頻率倍升
至所需的載波頻率，之後透過可編程的頻通濾波器濾除
不需要的倍頻器諧波。經過調變的 RF 輸出透過一對放
大器級 (兩者中間存在一個 VVA) 進行放大。增益控制為
用戶提供 35 dB 調節範圍，最大級聯轉換增益為 2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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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測量得出的 EVM 性能 (rms 百分比) 與 28 GHz 時的輸入
功率以及對應的 256 QAM 星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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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每個脈衝以200mV步進向上

BC 1.2 DCP檢測機制。AFC介面

或向下調節匯流排電壓(VBUS)，

構成的實體層(PHY)促成D-線上的

這些遞增或遞減請求分別作為D+

雙向通訊。該協定為每個設定檔分

線上的上升緣脈衝或D-線上的下

配一個位元組，以傳遞充電器支援

降緣脈衝訊號發送。

的電壓和電流值。例如，如果充電

QC 4.0是高通開發的最新標

器支持三個設定電壓(例如5V、9V

準，其定義符合USB Type-C和

和12V)，就使用三個位元組將電

USB PD 3.0規範。它還實現了可

壓和電流值傳遞給設備，然後設

程式設計電源，並支持以20mV步

備將向充電器連續三次請求新的

進在3.3V~21V範圍內調節VBUS。

電壓/電流。

其調節命令透過CC線發送，這是

USB作為一種通用連接器，使

USB Type-C標準中導入的新訊

人們的生活變得輕鬆一些，然而，

號，而不是QC 2.0和3.0中使用的

由於充電技術的不同，USB仍然被

D+和D-線。

人為分割，而透過設計具互用性的
電池充電器，USB可以回歸其本

Apple Charging

源。且由於採用單一硬體架構滿足

Apple Charging是蘋果專為iPhone

了各種充電標準的要求，這種充電

和iPad開發的充電標準，它提供三

器為OEM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組端子：Brick ID 1 A、Brick ID
5V電壓下是靜態的，其電流變化

進入USB Type-C和USB
PD時代

基於充電器的端子設置。

為了克服各種不相容充電標準帶來

2.1 A和Brick ID 2.4 A。VBUS在

的挑戰，大多數製造商現在均採用

AFC

支援新USB PD的USB Type-C連

AFC是三星的專有充電標準，它在

接器，意在統一充電標準。USB

與設備進行初始連接時遵循USB

Type-C是一種可逆連接器，從兩
面都可插入(即支援正反插)，它解
決了USB Type-A和USB Type-B

D+

D-

Brick 1D

連接器總是插不準這個最令人煩
惱的問題。它是一款尺寸僅為8.4

2V

2.7V

1A

毫米(0.33英吋)×2.6毫米(0.10英
吋)的纖薄連接器，完美適用於超

2.7V

2V

2.1A

薄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
當所有可攜式設備和附加的

2.7V

2.7V

2.4A

電源連接器統一標準化，定為USB
Type-C後，人們只需攜帶最少的

表2：Apple Brick ID端子。

充電器和電纜即可實現充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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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內建USB Type-C線纜的充電器
可以為手機、筆記型電腦、平板電

*RRJOH3L[HO;/

腦和其他可攜式設備充電，一勞永

%DWWHU\3HUFHQWDJH



逸地避免了各種混淆與不相容性。




USB PD



USB PD是在USB Type-C介面



上進行電源傳輸的新USB標準




之一。它可提供高達100瓦的功










&KDUJLQJ7LPH







率，VBUS匯流排電壓/電流高達
20V/5A。USB PD 2.0可支援從
5V ~ 20V範圍內的固定電壓波動，

6DPVXQJ*DOD[\&KDUJHU

L3KRQH&KDUJHU

*RRJOH3L[HO&KDUJHU

L3KRQH:3'&KDUJHU

而下一代PD 3.0除支援PD 2.0的
功能外還支援在3.3V ~ 21V之間以

圖1：Google Pixel 2 XL充電時間。

20mV為步進的可程式設計電壓。
USB PD採用兩條通訊通道

%DWWHU\3HUFHQWDJH

L3KRQH


(CC)線，CC1和CC2，用於協商



充電器(電力提供者)和設備(電力消



耗者)之間的電力傳輸協議。電力



提供者將Source Capabilities消息













&KDUJLQJ7LPH







傳遞給電力消費者。作為回應，消
耗者基於其功率要求返回Request
消息。提供者在接受請求後達成明

6DPVXQJ*DOD[\6&KDUJHU

L3KRQH&KDUJHU

*RRJOH3L[HO;/&KDUJHU

L3KRQH:3'&KDUJHU

確的協定，並設置所需的電壓；這
個過程被稱為「電力傳輸協商」，

圖2：iPhone 7電池充電時間。

協商過程使用USB PD規範中所定
義的PD消息。

%DWWHU\3HUFHQWDJH

6DPVXQJ*DOD[\6

為了說明不同充電標準之間













的不相容性，以及對通用標準的
需求，本文使用幾款流行的智慧
型手機進行了一系列測試，包括
Google Pixel 2 XL、iPhone 7和


















&KDUJLQJ7LPH

三星Galaxy S8手機及其相關的快
速充電器。

6DPVXQJ*DOD[\6&KDUJHU

L3KRQH&KDUJHU

*RRJOH3L[HO;/&KDUJHU

L3KRQH:3'&KDUJHU

圖1 ~ 3分別顯示了三支手機的
電池電量百分比與充電時間。

圖3：三星Galaxy S8充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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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顯示一些有趣的事實

設計新技術
設計通用手機充電器

和預期的結果：
· 這些充電器不支援所有充電

如果充電器中的USB PD控制器是
可程式設計，則手機充電器亦可程

標準；
· 要減少特定手機的充電時間，

式設計。這種USB PD控制器包含

需要一個支援相容各充電標準

處理器和用於執行和儲存韌體的快

的充電器。

閃記憶體，以及透過韌體配置的硬

儘管將所有手機和充電器標準

體元件，如計時器、ADC、GPIO

化為通用USB PD標準是未來必然

和通訊模組，圖4顯示了通用的可

的趨勢，但大量不相容的設備仍將

程式設計充電器實現框架圖。

存續好幾年。因此，可程式設計充

採用可程式設計控制器設計

電解決方案應運而生，它可以用來

的充電器可以輕鬆升級/定制以支

處理新舊標準共存的問題。

援最新的USB PD 3.0和一系列傳

借助可程式設計解決方案，開

統充電標準，從而縮短充電器製造

發人員無需修改硬體即可實施不同

商的產品上市時間並避免對消費者

的充電標準，同時不會影響消費者

造成的困惑。採用這種充電器，用

的電池充電時間。必要時，其可程

戶只需要一個充電器即可在盡可能

式設計性還有助於實現現場解決方

短的時間內為他/她的任何行動設

案更新，以跟上所有充電標準的變

備充電。與此同時，OEM也將得

化步伐。

益於採用單一硬體架構即可滿足各

電池充電器系統最重要的元件

種充電標準帶來的靈活性。這將簡

包括：電源轉換器、USB PD控制

化設計、減少庫存、降低成本，同

器和USB Type-C插座。

時提升盈利能力。

3RZHU
&RQYHUWHU

,QSXW

3URFHVVRU

%0&3+<

)ODVK

$'&

5$0

3:0

86%7\SH&
UHFHSWDFOH

'&'&
&RQWURO
*3O2V

86%3'&RQWUROOHU

圖4：可程式設計電池充電器的實現框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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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強型GaN功率電晶體匹配閘極驅動器
Yong Ang，安森美半導體(ON Semiconductor)策略行銷總監

氮化鎵(GaN)HEMT是電源轉換器

關頻率可達數百kHz或MHz區域，

VOPP = -L di/dt(圖1)，在閘極驅動回

的典範，其端到端能效高於當今的

從而保持高能效，進而減小磁性元

路共有的源引線中的任何串聯電感

矽基方案，輕鬆超過伺服器和雲端

件和電容尺寸，提供高功率密度。

L都會對閘極驅動器產生相反的電

資料中心最嚴格的80+規範或USB

壓V OPP，這會導致高源di/dt的假開
關。同樣的影響可能是由關態dv/

2標準。雖然舊的矽基開關技術聲稱

GaN閘極驅動對性能至關
重要

性能接近理想，可快速、低損耗開

使閘極驅動電壓保持在絕對最大限

電容造成，但對於GaN，這可忽略

關，而GaN元件更接近但不可直接

值內並不是唯一的要求。對於最快

不計。一種解決方案是提供一個負

替代。為了充分發揮該技術的潛在

的開關，一個典型的GaN元件需要

閘極關斷電壓，可能-2或-3V，但

優勢，外部驅動電路必須與GaN元

被驅動到約5.2V的最佳V G(ON) 值，

這使閘極驅動電路複雜，為避免複

件匹配，同時還要精心佈局PCB。

這樣才能完全增強，而不需要額外

雜，可透過謹慎佈局PCB和使用以

的閘極驅動功率，驅動功率PD由下

「凱爾文連接」和具有最小封裝電

式得出：

感的元件，如低高度、無鉛PQFN

PD外部適配器的歐盟行為準則Tier

對比GaN和矽開關

dt迫使電流流過元件的「Miller」

型封裝。

更高能效是增強型GaN較矽開關

PD = VSW .f.QGTOT

的主要潛在優勢。不同於耗盡型

其中V SW為總閘極電壓擺幅，f

GaN，增強型GaN通常是關斷的元

為開關頻率，QGTOT為總閘極電荷。

高側閘極驅動的挑戰

件，因此它需要一個正閘極驅動電

雖然GaN閘極具有有效的電容特

GaN元件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拓

壓來導通。增強型GaN的更高能效

性，但在閘極的有效串聯電阻和驅

撲結構，比如對大多數「單端」

源於較低的元件電容和GaN的反向

動器中功率被耗散，因此，使電壓

反馳式和正馳式元件，因為沒有

(第三象限)導電能力，但反向恢復

擺幅保持最小很重要，特別是在頻

反向導通，雖然在能效上比矽

電荷為零，這是用於硬開關應用的

率很高的情況下。通常，對於GaN

MOSFET有優勢，但成本過高。然

一個主要優點。低閘極源和閘極漏

來說，Q GTOT 是多少奈庫倫(nC)，

而，「半橋」拓撲—如圖騰柱無

電容，產生低總閘電荷，支持閘極

約是類似的矽MOSFET值的十分之

橋PFC、LLC轉換器和主動鉗位反

驅動器快速閘極開關和低損耗。此

一，這也是GaN能夠如此快速開關

馳，將自然成為GaN的根據地，無

外，低輸出電容提供較低的關斷損

的原因之一。GaN元件是由電荷控

耗。可能影響實際GaN性能的其他

制，因此對於具有nC閘極電荷的

差別是沒有漏源/閘雪崩電壓額定值

奈秒開關，峰值電流為安培級，必

和相對較低的絕對最大閘極電壓，

須由驅動器提供，同時要保持精確

矽MOSFET約±20V，而GaN通常只

的電壓。

有±10V；另外，GaN的導通閾值

理論上，GaN元件在V GS = 0

(VGTH)約1.5V，遠低於矽MOSFET(約

安全關斷，但在現實世界中，即使

3.5V)。如果外部驅動和負載電路能

是最好的閘極驅動器，直接施加到

夠可靠地控制源極和閘極電壓，開

閘極的電壓也不可能是0V。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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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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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t
Vopp
di/dt
L

圖1：源極和閘極驅動共有的電感會引
起電壓瞬變。

設計新技術

IW!Sbjm
WEE
IW!Sbjm

ODQ2679
TX

OD

OD

OD

OD

GBVMU
SU

WEE

EUI

Wctu
IPTSD

QXS!HOE

IPTOL
FO

BUI
BESW

,WP

ODQ62931

TX

IW

WEE

WDD

GC

`W

Weei

IJO

TX

MJO

MPTSD

EU

MPTOL

P

TX

MWES
Weem
DT

THOE

HOE

QHOE
QXS!HOE

TJH!HOE

圖2：GaN主動鉗位反馳轉換器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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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基於GaN的LLC轉換器概覽。

論是硬開關還是軟開關。這些拓撲

極驅動訊號來源於參照系統地面的

種為高側驅動產生低壓電源軌的方

都有「高邊」開關，其源是個開關

控制器，因此高側驅動器必須將電

法，通常採用由自舉二極體和電容

節點，因此閘極驅動被一個具有奈

平移位與適當的耐壓額定值(通常為

組成的網路，參照開關節點。開關

秒級的高壓和高頻波形所抵消。閘

450V或更高)結合起來。它還需要一

波形應力為dV/dt，GaN可達100V/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0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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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以上。這導致位移電流流經驅動

應用示例：主動鉗位反馳

低側提供獨立的源汲輸出，以定制

器到地面，可能導致串聯電阻和連

圖2是主動鉗位反馳拓撲的例子，

閘極驅動邊緣，達到最佳的EMI/能

接電感的瞬態電壓，損壞敏感的差

它使用一個高邊開關將換流變壓器

效折衷。在這種拓撲結構中，高低

分閘極驅動電壓，因此，驅動器應

的漏電感能量迴圈供應。與「緩

側驅動器不重疊，但具有不同的脈

具有較強的dV/dt抗擾度。

衝」或硬齊納鉗位法相比，能效更

衝寬度，以實現由主動鉗位反馳控

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災難性

高、EMI更好、漏波更乾淨、電路

制器控制的具汲極鉗位和零電壓開

的「擊穿」和實現最佳能效，半橋

應用功耗低，在45W~150W之間，

關的電源轉換/調節。

高側和低側元件應保證無重疊被驅

典型的應用包括支援USB PD的手

動，同時保持最少的死區時間。因

機和筆記型電腦的旅行適配器，以

應用示例：LLC轉換器

此，高側和低側驅動應有嚴格的控

及嵌入式電源。

在功率大於150 W的情況下，諧振式

制和非常匹配的傳播延遲。

圖2顯示安森美半導體專用

LLC轉換器因能效高、開關電壓應

對於低側，接地驅動器應直接

GaN閘極驅動器及主動鉗位反馳

力有限而常被使用。該轉換器的一

在開關源進行凱爾文連接，以避免

控制器。該驅動器內建一個閘極驅

個特點是透過變頻調節驅動波形為

共模電感。這可能是個問題，因為

動，具有+5.2V的穩定幅度，適用於

50%的工作週期，因此，控制死區

驅動器也有一個接地訊號，這可能

增強型GaN的高側和低側，其高側

時間以保證不發生重疊至關重要。

不是最好的連接。因此，低側驅動

共模電壓範圍-3.5V~+650V，低側

圖3顯示了高性能LLC控制器的典型

器可能採用隔離或某種分離功率和

共模電壓範圍為-3.5V~+3.5V，dv/

架構，這種設計可以在500kHz的開

訊號的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模

dt抗干擾度200V/ns，其採用了先

關頻率下工作，並且通常用於大功

電壓容限。

進的結隔離技術。如果在低側元件

率遊戲適配器和OLED電視、一體

源極有一個電流檢測電阻器，低側

化電腦的嵌入式電源。

GaN驅動器可能需要安全隔
離

驅動電平移位使凱爾文連接更容

現在增強型GaN元件在離線應用中

1ns，最大傳播延遲為50ns，且高

易。驅動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時間為

如圖2所示的驅動器可保證閘極
驅動不重疊。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受到極大的關注，這種應用要求設
備及其驅動器至少有600V的高壓
HS GATE RETURN
PLANE (ISOLATED
FROM SWITCH
NODE)

額定值，儘管低電壓應用越來越普
遍。如果驅動器輸入訊號由內建人
工訪問介面的控制器產生，可能透
過通訊介面，驅動器將需要符合相

實現。
保持驅動器訊號邊緣率和高低

VBOOST DIODE
VBOOST CAP
HS GaNFET

關規範的安全隔離，這可透過高速
訊號電流隔離器以適當的絕緣電壓

SGND PLANE

HS SOURCE
AND SINK
GATE
RESISTORS

VDD CAPS

VBULK

POWER
SWITCH
NODE

VDDH
BYPASS CAP
NCP51820
LS GaNFET

LS SOURCE
AND SINK
GATE
RESISTORS

側匹配成為這些PCB佈局的問題，
雖然控制器電路常被允許作為「主

POWER PGND

要參考」，但無論如何，在大多
AC-DC轉換器中這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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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RESISTOR
VDDL
BYPASS CAP

圖4：GaN閘極驅動電路的PCB佈局。

LS GATE RETURN
PLANE (ISOLATED
FROM PGND)

測試與測量

嵌入式平台自動音訊
介面測試
Ayusman Mohanty，Embedded

音訊介面如今已無所不在。應用於

器(ADC)，也可以是數位音訊接收

工業物聯網(IIoT)的大多數單板電

器IC。IC的輸出可以是任何串列格

以下介紹一種常用的技術，用

腦(SBC)上也有它們的身影。從類

式，如Inter-IC Sound Bus(I S)，

於檢測音訊介面測試中與裝配相關

比音訊到數位音訊埠，各種類型

該介面可以攜帶脈衝編碼調變

的故障問題。對於前端接收器IC故

的介面層出不窮，每種類型的介

(PCM)格式的原始音訊資料。

障的檢測則需要使用不同的技術，

2

面在設計和測試中都面臨自身的

生產測試的目的在於確保整個

挑戰。在組裝和生產過程中，這些

音訊路徑的功能在各種故障下都被

介面的測試涵蓋了整個路徑，從類

測試到。這些可能的故障包括：

所有介面。

本文不做描述。

技術1：主觀測試

比或數位前端到處理單元的數位音

· 前端接收器IC故障；

主觀測試是指擷取音訊資料樣本幾

訊輸入埠。

· I 2 S匯流排的裝配相關故障，

秒鐘，將它們與聆聽測試中播放的

嵌入式平台上的音訊前端和生

如卡在高電平(連接到電源)或

實際音訊進行比較。該技術的缺點

產測試設置環境中的通用音訊資料

卡在低電平(接地)或多路訊號

是需要人為干預並且耗時，比如，

流程路徑如圖1所示。

線之間的短路。

如果存在多個身歷聲聲道，那麼使

圖1顯示了資料路徑中的主要

音訊介面測試只是比較大的生

用者需要聆聽並確認每個聲道。

模組/元件。其中接收器IC可以是

產測試系統的一部分，而整個生產

為克服這一缺點，本文提出

類比前端IC，例如類比數位轉換

測試系統將測試嵌入式電路板上的

一種創新的方法來測試音訊介面訊

I2S
Audio Input
Source

Front end
Audio ADC/
Receiver IC

Processor
Audio Input
Port

Embedded Platform

圖1：嵌入式平台的測試設置與音訊前端。

(資料來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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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ATION

DATA0

MD5(DATA0)

DATA1

MD5(DATA1)

DATA2

MD5(DATA2)

DATA3

MD5(DATA3)

1

VALID

RANDOM

0000

MD5(0000)

0000

MD5(0000)

0000

MD5(0000)

2

0000

MD5(0000)

VALID

RANDOM

0000

MD5(0000)

0000

MD5(0000)

3

0000

MD5(0000)

0000

MD5(0000)

VALID

RANDOM

0000

MD5(0000)

4

0000

MD5(0000)

0000

MD5(0000)

0000

MD5(0000)

VALID

RANDOM

表1：音訊的反覆運算測試。

號，並自動完成整個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訊檔而且緩衝區中的資料是正確

對四個資料訊號執行該測試得到

的，一旦音訊資料緩衝區儲存了

的反覆運算結果。

技術2：自動化測試

大約100個樣本，就可以生成其

該技術的局限性在於它僅可用

要理解這種自動測試技術，有必要

MD5校驗總和。如果DATA訊號

於辨識上述故障。對於某些應用案

先瞭解I S介面的一些基本概念。

停留在高電平，則其MD5校驗和

例，它無法區分故障，例如，如果

I 2S 匯 流 排 有 三 個 訊 號 ：

值與MD5(FFFF)相同；如果停留

多個訊號線短路，則該技術可以檢

BCLK(位元時脈)、WCLK(字元

在低電平，則其MD5校驗和值將

測到存在此故障但不能清晰地說明

時脈)、DATA(資料訊號)。如果

與MD5(0000)相同。如果DATA訊

具體哪些線路短路。

BCLK或WCLK出錯(卡在高電平

號正常切換，則MD5校驗和將是其

或低電平)，則處理器音訊輸入埠

他任意隨機值。因此，根據MD5校

結論

將無法進行正常擷取，從而顯示

驗和的值，可以判斷DATA訊號是

上述方法已經過驗證，目前已成

出相應的時脈故障。如果時脈訊

否存在故障。

功用於測試Ittiam開發的許多硬體

2

號正常，那麼無論DATA值為何，

I S匯流排通常有多個資料訊

板上的音訊輸入介面。現在已經

音訊都會被擷取。如果DATA停留

號。本文利用一個示例來說明，

看到，它可以減少音訊介面的整

在1或0，則音訊資料緩衝區中將

假設I S有四個資料訊號DATAx(x

體測試時間，從而降低電路板測

包含每個16位元樣本的所有FFFF

= 0,1,2,3)，在其中一個DATA訊

試成本。

或所有0000。因此，當生成MD5

號上提供音訊資料而在所有剩餘

校驗和時，將得到兩個相應的

資料訊號上提供0，然後生成所有

值：MD5(FFFF)和MD5(0000)。

DATAx(x = 0,1,2,3)訊號上擷取資

而對於音訊資料的每個其他值，

料的MD5校驗總和，並確認MD5

其MD5校驗和的值都將不同，這

校驗和的值是否如預期。

個概念可用於自動化和檢查音訊
擷取訊號。

2

2

如果僅在DATA0上提供音訊
資料，則DATA1~3訊號的MD5

這種測試方法是在適當音訊

校驗和應該是MD5(0000)，而

被播放時才擷取訊號，靜音狀態

DATA0的MD5校驗總和應為一些

時無法擷取。這確保了僅擷取音

隨機值。如表1所示，羅列了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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