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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車「行不行」？

精英訪談

藤原忠信
羅姆半導體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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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審慎樂觀的NB-IoT部署
業界趨勢

100GHz無線收發器將晶片帶向6G領域
設計揭密

增加並隔離信任根以實現晶片設計更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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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在線研討會服務號
福利和資訊第一時間掌握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讓精密訊號鏈設計更容易
在本研討會中，我們將探討設計人員可簡化精密訊號鏈開發的一些關鍵領域。首先，我
們將探討設計工程師應考量哪些元件級因素，其主要側重於轉換器。之後，我們將探討
設計工程師如何使用各種軟體工具簡化選型、評估和整體系統設計。
碳化矽：驅動未來
Wolfspeed SiC (碳化矽) 元件正在推動電力電子未來發展。本次網路研討會將聚焦於多種
應用領域，透過在新型或現有電源拓撲中採用 Wolfspeed SiC (碳化矽) MOSFET 和蕭特基
二極體，從而提升效率、縮小系統尺寸/減輕系統重量、降低總體系統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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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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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Hz無線收發器將晶片帶向6G
領域
NCIC實驗室打造一種無線收發器晶
片，能傳輸超過100GHz的訊號，研究
人員將其描述為「超越5G」。
互連是SoC成功設計的關鍵
互連要處理SoC內部各種通訊，是一
種高效的IP模組整合機制。且高效互
連使複雜的SoC交貨變得更容易、更
可預測且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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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開發出基於碳奈米管FET的
RISC-V微處理器
美 國 麻 省 理 工學 院 ( M I T ) 的 研 究 人
員 採 用 碳 奈 米 管 電晶體 (C ar b o n
Nanotube Transistors)成功研製出16
位元RISC-V微處理器。

思維與觀點

審慎樂觀的NB-IoT部署
大多數 人認 為 群 雄 並 起的 低 功率廣
域網路(LPWA)，並非「贏家通吃」，
而是免授權和授權(即蜂巢)解決方案
的混合。雖免授權解決方案在區域型
區隔市場已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對於
大規模物聯網(IoT)而言，高度最佳化
的NB-IoT蜂巢標準可能會佔最大銷
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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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三代目」社長領軍
60歲ROHM衝刺世界第一
文科生出身的藤原忠信並不了解半導
體技術，但他從一些報章雜誌文章中
得知這個產業將在未來擁有龐大成長
性，因此決定大膽嘗試轉進一個全新
的產業領域—半導體。

網站內容
AI可望終結5G
頻譜爭奪戰

工程師調查：
工程環境的變與不變

5G需要更多的頻譜，但目前幾乎

IEEE GlobalSpec每年都會針對工

沒剩多少可重新分配頻譜的空間

程師的專業 與工作環境 進行調查，

了。現有的 提 案 除了拍賣 並 釋出

今年，最新的工程師調查—《工程

5G專用頻譜執照，還將採用人工

脈動》(2019 Pulse of Engineering)

智慧(AI)來管理頻

結果顯示的是一個

譜共享(spectrum

與「 事 半 功 倍 」(d o

sharing)這一深奧

more with less)有關

複雜的過程…

的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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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挾MCU開發經驗
ST發佈首款MPU
隨著市場對更高效能微處理器(MPU)
的需求增溫，意法半導體利用長年開
發基於Cortex-M微控制器的經驗，順
勢推出多核心微處理器。

的功能，可讓旅程變得更加愉快。然
而，這些介面也會成為駭客攻擊車輛
的入口…

27

聚焦：自動駕駛
自駕車「行不行」？
究竟，自動駕駛車該如何發展，或是
該納入何種新技術或半導體元件才能
真正駛向康莊大道？人因的問題如何
解決？如何讓駕駛與用路人真正可信
任自駕系統？以及回歸最初車輛的發
展來看，「自駕」對使用者而言真的是
必要的功能嗎？
汽車人機介面系統的功能安全
當今汽車應用中的大量處理器及元件
終將能夠降低駕乘危險係數，但前提
是它們必須可靠運作且可預測。
在車聯網時代實施安全解決方案
現今的車 輛具有許 多帶 有外部介面

設計新技術
增加並隔離信任根以實現晶片設計更
高安全性
安全處理器必須支援多個硬體信任
根(RoT)，這些信任根在安全矽IP自身
中要被彼此隔離。本文說明如何在應
用程式間建立完善資產隔離。
超低功耗可穿戴醫療設備四種能量採
集方法
能量收集解決方案已被設計為電池的
輔助電源，或作為不受能耗限制的可
穿戴設備永久使用的獨立電源。
複合放大器如何實現高精準度的高輸
出驅動能力？
滿足速度和輸出電壓/電流要求的放
大器，以及具有出色直流精準度的放
大器在市場上很容易獲得，但所有這
些要求可能無法透過單個放大器來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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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Hz無線收發器將晶片
帶向6G領域
Nitin Dahad，EE Times歐洲特派記者

有個研究小組成員研發了一種

試 線 路 ( 2 . 5 m m 2的 有 效 區 域 ) 在

資深作者Payam Heydari，

無線收發器晶片，能夠傳輸超過

內，該原型佔了2.5×3.5mm 2 的

亦為NCIC實驗室主任、UCI電子

100GHz的訊號，而且比現有系統

裸片面積。它所消耗的直流總功

工程和電腦科學教授指出，長期

能耗低，其成本也低。該收發器的

率為200.25mW，最大變頻增益為

以來，學術研究人員和通訊電路

傳輸頻率遠遠高於任何與5G蜂巢

32dB，最小雜訊係數是10.3dB。

工程師一直想搞清楚無線系統是

通訊有關的頻率，所以研究人員將

他們的創新在最近發表於

否能夠達到光纖網路的高性能和

《IEEE Journal of Solid State

速度。「如果這種可能性能變成現

他們終極目標不僅是超越

Circuits》上的一篇名為

實，將會改變電信產業，因為與有

5G，而是創造一條技術途徑，使

《115~135GHz 8PSK接收機採用基

線系統相比，無線基礎設施帶來了

無線系統能夠與光纖相抗衡。

於多相位RF相關的直接解調方法(A

許多優勢。」

該元件描述為「超越5G」。

來自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I)

115-135-GHz 8PSK Receiver Using

Heydari表示，他們團隊

奈米通訊積體電路(NCIC)實驗室

Multi-Phase RF-Correlation-Based

的無線電收發器晶片(他們已

團隊打造了一顆4.4mm 的晶片，

Direct-Demodulation Method)》的

將其稱為「超越5G」)，超越

該晶片比目前任何可用的晶片處

論文裡有概述。其中介紹了接收機

了5G的無線標準，並將其帶入

理數位訊號的速度明顯快很多，

的原理、設計和實現。RF-to-bits接

了6G標準領域，該標準可望在

而且更節能。這是利用一種獨特

收架構的輸出是解調位元，因此無

100GHz及以上工作。研究小

的數位-類比架構實現，這種結構

需高功耗、高解析度資料轉換器。

組稱，隨著美國聯邦通訊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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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調變類比和射頻(RF)域中的
數位位元來顯著降低數位處理的需
求。研究人員稱，他們已經利用這
種方法克服了摩爾定律的局限性。
他們採用55奈米的SiGe
BiCMOS製程製造了單通道115~
135GHz接收器原型。經測量，
該元件在30cm的傳輸距離下，
無線資料傳輸速率為36Gbps。
在接收端，8PSK訊號片上解
調的誤碼率(BER)為1e-6。
在此誤碼率下測量的接收器靈敏
度為-41.28dBm。包括襯墊和測

採用55奈米SiGe BiCMOS製程製造的NCIC的單通道115~135GHz接收器原型，經測量，
該該元件在30cm的傳輸距離下，其無線資料傳輸速率為36Gbps。
(圖片來源：UCI)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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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根據摩爾定律，我們應該

該團隊表示，該技術與相控

Commission；FCC)最近開放了

能夠透過減小電晶體(就像在發射

陣列系統相結合，利用多個天線

100GHz以上的新頻段，他們的新

器和接收器中看到的那樣)的尺寸

來控制光束，有助於在無線資料

收發器是首個在該頻段提供端到端

來提高其速度，但現在情況已經

傳輸和通訊方面實現一些顛覆性

功能的收發器。

不同了。」Heydari說道，「你不

應用。這也會讓資料中心不必再鋪

可能把電子分成兩半，所以我們

設數英哩長的光纖電纜，所以資料

克服摩爾定律局限性

已經接近由半導體元件物理特性

中心營運商可以實現超高速無線傳

據Heydari稱，透過在收發器中調

所決定的極限。」為了應對這個

輸，並在硬體、冷卻和能源方面節

變和解調來改變訊號的頻率，傳統

問題，NCIC實驗室開發了在類比

省大量資金。

意義上是利用數位處理實現。但是

域和RF域調變數位位元的技術，

另外，TowerJazz和

近幾年，IC工程師已經開始注意到

這使得晶片佈局的成本更低，能

STMicroelectronics為本研究專

該方法的物理局限性。

耗也更低。

案提供了半導體製造服務。

互連是SoC成功設計的關鍵
K Charles Janac，Arteris IP總裁暨執行長

系統單晶片(SoC)正日益成為一種

乎所有SoC內部長連線和系統級

(nm)及以下製程中增加更多功能。

網路，可以在其中添加單獨的智慧

服務，包括服務品質(QoS)、可見

借助chiplet整合方法，開發人員能

財產權(IP)模組。SoC IP模組包括

性、物理感知和電源管理。互連能

夠將多家公司開發的裸片或具有特

處理器、記憶體控制器、專用子系

夠實現多處理器SoC快取一致性，

定功能(如記憶體和I/O)的晶片整合

統和I/O— 這些模組可以從互連

提升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車

在單一封裝中。

IP中分離，並放入日益複雜的SoC

用晶片和網路SoC的性能與頻寬級

分區。在不久的將來，當允許電子

別，而且能夠在長時間運作的消費

什麼構成良好的互連？

系統進行決策時，即需要越來越複

類設備中實現超低功耗。

互連的大小通常約為整個SoC的

互連IP必須不斷發展，以推動

10%，但它會顯著影響SoC的品

互連(interconnect)要處理

創新SoC應用於新興產業，如正在

質、性能和交貨進度。與SoC總體

SoC內部各式各樣的通訊，是一

興起的人工智慧(AI)和機器學習

預算相比，互連IP的初始許可成本

種高效的IP模組整合機制。互連是

(ML)應用，這類程式正推動資料中

相對較小，但是「低效」互連可能

SoC內部可配置性最高的IP—通

心自動化和自動駕駛方面的創新。

會導致進程、成本和規範問題。例

常在一個項目期間會多次更改，而

隨著製程尺寸不斷縮小，SoC

如，如果互連不能在設定的目標性

且幾乎總是在不同項目之間變動。

互連變得更加關鍵。將晶片劃分為

能關閉時序，SoC將無法滿足頻率

它在資訊安全性和功能安全性方面

可複用IP的功能電路模組，或稱為

規範，這可能導致設計失敗。

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它承載

「chiplet」，不僅可以提高裸片

應用於多個SoC專案的高性能

了SoC的大部分數據，並且包含幾

的良率，而且能在現今的16奈米

互連IP需要滿足多種標準，包括：

雜的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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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的靈活性：互連必須適應各種

的費用？

能夠讓性能盡可能接近理論頻

拓撲架構，以實現必要的靈活性。

· 延遲：延遲由資料封包從啟動

寬的性能；低效互連會造成瓶

例如，互連架構必須具備樹狀結

程式到目標IP模組所需的週期

頸。一種能夠支援8位元低頻

構(最適合於異質SoC)，以及常規

數決定。它依賴於互連IP的效

寬連接到1,024位元高頻寬的

拓撲，包括網格、環狀和圓形(AI

率、到達目的地的線路長度，

互連—以及兩者之間的互連

和網路SoC所需)。互連IP也必須

以及互連IP功能的物理位置。

寬度—為設計人員提供最大

能夠「向下擴展」以滿足IP子系

互連物理感知在16nm及以下

靈活性的架構。

統和SoC服務互連等專案的低階

的製程中至關重要，因為必

互連需求。

須在暫存器傳輸級(RTL)階段

面積：矽在任何SoC設計中都是一

例如，僅具有角路由器(corner

儘早估計時序收斂，以避免

個成本因素。一個有用的度量標準

router)交換的互連可能適用於高階

在佈局佈線階段中出現問題。

是，依照16nm製程標準，每顆SoC

網路，但不適用於行動SoC，在行

延遲和頻率之間需要作一個

中1平方毫米矽的成本通常為10美

動SoC中，功耗、面積和延遲最小

權衡，如果頻率高，則需要更多管

分。使用更少的電線和閘極，以及

化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缺乏

道，這會增加延遲。對於延遲敏感

更高效的互連拓撲可以節約成本。

角路由器交換不利於交付高階伺服

的處理器到記憶體路徑，最小化延

如果面積能減少超過5平方毫米，

器設計或AI/機器學習加速器。同

遲尤其重要，好消息是SoC中對延

產量將提高，並能節約額外成本。

樣，能夠處理非相關性通訊但不支

遲有苛刻要求的路徑相對較少，但

由於面積效率高的互連通常佔SoC

援快取一致性的互連就會限制快取

是請記住，這些路徑上的額外延遲

面積的10%左右，因此，互連面積

一致性SoC架構的選擇，協定轉換

週期通常會成為系統級SoC性能的

縮減30~50%，晶片級SoC就能少

功能是指互連可以支援各種IP模組

約束。路徑越長，用於產生路徑的

用幾平方毫米的矽。粗略地算，一

通訊協定，可以最大化設計中所選

線路越多，則必須添加更多管道來

個面積效率高的互連將在一個100平

用的IP模組。

滿足時序限制。片上網路(NoC)互連

方毫米的SoC上節省大約3~5平方毫

採用分散式交換，通常比採用集中

米，那麼每顆SoC將節省30~50美

交叉的混合匯流排模式具有更低的

分，這具體取決於生產效率。

性能：性能表現可分為三大類：

6

· 頻率：如果互連不能達到目標

延遲，分散式仲裁進一步縮短了交

頻率，就會限制SoC的性能。

換單元之間的路徑。並非所有網路

功率：在 獨 立 的 消 費 類 或 物 聯 網

例如，如果處理器以4GHz執

都具有延遲臨界性，所以互連應該

(IoT)設備中，功耗是必不可少的。

行，而快取記憶體一致性互

為高延遲路徑提供靈活性，例如，

在主動電源模式下，互連IP比CPU

連不能以2GHz運作，則性能

僅在SoC的初始操作期間使用的I/O

和GPU消耗更少的電量，但當任務

將受到限制。然而，並非SoC

IP模組，在SoC設計中，具有高延

完成時，這些可以快速關閉。事實

中的所有路徑都是相同的，

遲的路徑能力可以節省連線。

上，對於大多數電池供電的系統來

擁有多種頻率域和速率自我調

· 頻寬/傳輸量：頻寬是給定路徑

說，待機耗電量是電池壽命的決定

整能力很重要，這樣各個路徑

上資料傳輸的最大速率。傳輸

因素。在沒有資料通訊但時脈處

可以在不同的頻率下運作。畢

量是指數據沿著互連路徑成功

於打開狀態時，妥善管理互連功

竟，當只有一些路徑需要以指

傳輸的數量，傳輸量可能受到

耗對空閒狀態的功耗(或待機功耗)

定的最高頻率運行時，為什麼

互連體系結構、實現拓撲和資

至關重要。

要為整個互連支付高性能路徑

料封包協定的限制。有效互連

電子工程專輯 | 2019年11月 | www.e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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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NoC驗證；
· 片上可觀測性和除錯以實現
SoC可見性；
· 自動FMEDA輸出，符合ISO
26262標準，可加速功能安全
分析。
IP和電子設計自動化(EDA)
產品的生態系統意味著支援
Arm、Synopsys和Cadence等公
圖1：片上互連必須滿足各類晶片的不同要求。

(圖片來源:Arteris IP)

司的多種IP協議。它還意味著與領
先和新創EDA供應商的軟體模擬、

的電池供電系統，需要一個低功耗

鑑定半導體元件。

硬體模擬、驗證、功能安全、建
模，以及佈局繞線工具的整合。世

的互連。這個互連IP必須透過三級時
脈閘來實現功率控制策略，以便輕

資訊安全性：功能安全可靠性可以

界級的互連生產效率軟體，以及與

鬆創建多個電源域，在一個週期內

保護SoC免受製造和環境錯誤的

其他IP和EDA工具的整合可以降低

啟動一個電源域，並實現低功率域

影響，而資訊安全性可以保護關

SoC項目的研發成本和進度時間。

交叉。對於16nm的互連功耗來說，

鍵性晶片免受人為攻擊。有效的

一個合理的度量標準是每百萬個互

互連必須能夠實現防火牆，該防

IP成本計算

連邏輯閘的待機功耗小於0.5mW。

火牆通常由設計團隊配置。當資料

雖然互連IP只佔SoC面積的10%，

從SoC的某一區域傳輸到另一區域

但它可能導致延遲，甚至錯過系統

功能安全性：關鍵性的應用必須符合

時，必須提供區域隔離功能，以實

設計視窗。最好的情況便是，次優

嚴格的安全標準，如汽車市場上的

現安全性，這些互連硬體特性應與

級SoC可能會導致時序問題、引發

ISO 26262標準。為滿足ISO 26262

整個系統級安全方案無縫整合並增

阻止SoC運作的鎖死、造成SoC子

中車輛安全完整性等級(ASIL)B、C

強其安全性。

系統的資料匱乏、頻寬瓶頸，以及

和D的要求，互連IP實現要求具有彈

功能缺失，這會增加不可預見解決

性功能，以補償系統級和隨機性錯

生產效率：高效的互連工具可加速

方案的研發費用和延遲。因此，高

誤，達到所需的故障檢測和保護等

部署，並提升SoC設計進程的可

性能和經過驗證的互連對SoC設計

級。為了滿足最高等級的ASIL D，

預測性。互連IP軟體工具應包括：

專案的成功相當重要。

互連IP需要網路介面單元邏輯複

· 針對客戶、市場和設計意圖的

結論

製、錯誤修正碼(ECC)和/或同位檢

SoC需求和目標輸入；

查位元資料路徑保護，以及資料封

· 架構最佳化的設計探索；

高效互連IP開發需要多年的努力，

包完整性檢查。互連IP供應商還必

· 早期SoC和互連分析的多級建

可能需要花費7,000萬至1億美元。

須能夠提供功能安全手冊，以及相
應的分析和操作資料，以證明互連
IP適合在符合ISO 26262標準的系

模功能；
· 針對各種SoC拓撲生成互連
RTL；

走捷徑會導致失望，並花費大量業
務成本。為單個晶片設計互連是一
個挑戰，但提供一個適用於多個

統中使用。沒有這樣的文檔和操作

· 早期時序收斂估計的物理感知；

SoC設計的廣泛互連解決方案需

資料，就很難在最終的電子系統中

· 自動功能驗證，以便及時進行

要資金、規模和承諾。組建並留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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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IP團隊可能會遇到挑戰，他們

程師)，並在開發項目期間保持多

變得更容易、更可預測，同時降低

必須是跨學科人才(架構師、硬體

年的合作。

設計成本，並使SoC項目總監只需

工程師、軟體發展人員和驗證工

有效的互連使交付複雜的SoC

選擇合適的互連。

MIT開發出基於碳奈米管FET的
RISC-V微處理器
作者：Nitin Dahad，EE Times歐洲特派記者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研究人

RISC-V指令集，在16位元資料和定

員採用碳奈米管電晶體(Carbon

址上執行標準32位元長指令，包含

Nanotube Transistors)成功研製

了14,000多個CMOS CNFET，並且

出16位元RISC-V微處理器，其設

採用產業標準的流程和製程進行設

計流程和製程均遵照產業標準，

計與製造。在論文中，他們提出的

但能效比矽基微處理器高10倍。

碳奈米管製造方法是一整套的綜合

由於矽技術不再遵循歷史規律
發展，業界已經對矽以外的奈米技

處理和設計技術，可以克服整個晶
圓基板宏觀尺度上的奈米級缺陷。

術進行了大量研究。儘管基於碳奈
米管場效電晶體(CNFET)的數位電路

超越矽與摩爾定律

提供了一種顯著提高能效的方法，

迄今為止，半導體產業一直遵循著

但因為無法完全控制碳奈米管中固

摩爾定律，晶片上每隔幾年就擠進

有的奈米級缺陷和可變性，阻礙了

更多更小的電晶體，以應對更複雜

碼晶片架構的CNFET微處理器能夠

其在超大規模整合系統中的應用。

的運算。但是，終有一天矽電晶

準確地執行全套指令，甚至還執行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

體將無法再縮小，並變得越來越

了修訂版的經典「Hello，World！」

員最近在《Nature》雜誌上發表了

低效。研究顯示，相較於矽電晶

程式，列印出這樣一條資訊：

70多頁的論文，概述了他們如何克

體，CNFET具有10倍的能效且速

「Hello, World！I am RV16XNano,

服這些限制，研發出全由CNFET

率更高，但當大規模製造時，電晶

made from CNTs.」(你好，世界！我

建構的超矽微處理器。他們的研究

體經常會出現許多會影響性能的缺

是 RV16XNano，由碳奈米管製成。)

得到了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

陷，因此仍然未能實際被應用。

一個完整RV16X-NANO裸片的顯微圖像。
處理器核心位於裸片中央，測試電路環繞在
週邊。
(圖片來源：Nature)

「這是迄今為止由新興奈米技

(DARPA)、ADI、美國國家科學基金

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發明

術製造的最先進晶片，可望用於高

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

了一種新技術，利用傳統矽晶片製

性能和高能效的運算領域。」上述

空軍研究實驗室(Air Force Research

造製程，極大地控制了碳奈米管的

論文的作者之一Max M. Shulaker

Laboratory)的支持。

固有缺陷，而且實現了CNFET的完

表示，他是電氣工程和電腦科學系

整功能控制。基於RISC-V開放原始

(EECS)Emanuel E Landsman職業

這款16位元微處理器基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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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助理教授，也是微系統技術實

純度要求放寬了大約四個數量級，

大的束狀物(就像義大利麵條纏黏

驗室(Microsystems Technology

即降低了10,000倍，這意味著只需

成的小球一樣)，從而在晶片上形

Laboratories；MTL)的成員。他

要純度約為99.99%的碳奈米管，而

成大顆粒污染。

說，「矽有局限性，如果我們想繼

這是目前可實現的。

為了清除這種污染，研究人員

續在運算領域取得進展，碳奈米管

電路設計本質上是利用電晶

們發明了RINSE方法(意指透過選擇

是最有希望克服這些限制的方法之

體構成的不同邏輯閘所組成的庫，

性剝離方式移除凝聚的碳奈米管)。

一。這篇論文徹底改變了我們採用

對這些庫進行組合即可建構各種邏

首先用一種試劑對晶圓進行預處

碳奈米管製造晶片的方式。」

輯單元，比如加法器和乘法器等，

理，以促進碳奈米管的黏附，然

就好像組合字母來創建單詞一樣。

後，將某種聚合物塗覆在晶圓上並

購買現成的碳奈米管並放在
晶圓上建構電路

研究人員發現金屬碳奈米管對邏輯

把它浸入特殊溶劑中。溶劑洗刷掉

閘的不同組合產生不同的影響。例

了聚合物，也帶走了那些碳奈米管

這款新的碳奈米微處理器是在之前

如，邏輯閘A中的單個金屬碳奈米

束狀物，而單個碳奈米管仍然黏在

的反覆運算設計基礎之上開發。6

管可能會破壞A與B之間的連接，但

晶圓上。與類似方法相比，這種技

年前，Shulaker和其他一些研究

是邏輯閘B中的多個金屬碳奈米管可

術可以使晶片上的顆粒密度降低約

人員就設計了一款微處理器，由

能不會影響A與B之間的任何連接。

250倍。

178個CNFET組成並運作在1位元

在晶片設計中，電路上實現程

最後，研究人員還解決了

資料上。從那時起，Shulaker和他

式碼的方法有很多。研究人員們透

CNFET常見的功能性問題。二進

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們解決了生產

過類比發現，所有的不同邏輯閘組

位運算需要兩種類型的電晶體：

上的三個具體難題：材料缺陷、製

合，不同的組合對金屬碳奈米管或

「N」型電晶體，導通為1，截止

造缺陷和功能問題。

具有強健性，或不具有強健性。然

為0；「P」型電晶體與之相反。採

多年來，碳奈米管的固有

後，他們定制晶片設計程式，自動

用傳統技術以碳奈米管製造這兩種

缺陷一直是「該領域的禍根」，

學習最不可能受金屬碳奈米管影響

類型的電晶體比較困難，通常會產

Shulaker說。理想情況下，

的組合。在設計一顆新的晶片時，

生性能各異的電晶體。為解決這個

CNFET需要半導體特性來控制其開

該程式將僅採用具強健性的組合，

問題，研究人員開發出一種稱為金

和關的導電性，對應於位元1和位

同時忽略易受影響的組合。

屬表面工程與靜電摻雜交叉(Metal

元0。不可避免地，一小部分碳奈

Shulaker說：「DREAM是一個

interface engineering crossed with

米管將呈現金屬特性，這將減慢或

很有意義的雙關語，因為它就是夢

electrostatic doping；MIXED)的技

阻止電晶體開關，為了在這種情況

想的解決方案。它使我們可以購買

術，該技術可精確調整並最佳化電

下保持強健性(Robust)，高階電路

現成的碳奈米管，將它們放到晶圓

晶體功能。

將需要純度約為99.999999%的碳

上，然後如常建構我們的電路，不

奈米管，而這在今天幾乎不可能生

需要做任何特殊的處理」

採用這種技術，可以將特定
金屬(如鉑或鈦)附著在每個電晶體
上，從而將電晶體固定為P型或N

產出來。

剝離與調整

型。然後，透過原子層沉積技術將

DREAM(Designing Resiliency

CNFET的製造始於將溶液中的碳

氧化物塗覆在CNFET表面，以此來

Against Metallic CNTs)的技術，該

奈米管沉積到預先設計好電晶體架

調整電晶體特性使之適用於特定的

技術以不會干擾運算的方式對金屬

構的晶圓上。但是，一些碳奈米管

應用。

碳奈米管進行定位，從而將嚴格的

會不可避免地隨機黏在一起，形成

研究人員提出了一種名為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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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審慎樂觀的NB-IoT部署
Ariel Hershkovitz，CEVA產品行銷總監

大多數人認為群雄並起的低功率

段或對其部署低

廣域網路(LPWA)，並非「贏家通

調進行。

吃」，而是免授權和授權(即蜂巢)

進展緩慢的

解決方案的混合。LoRa這類免授

原因可能不同。

權解決方案雖在區域型區隔市場已

在升級方面，

佔有一席之地，但蜂巢型授權技術

多數著眼於2G

在全國和國際性部署仍具有優勢。
特別是對於大規模物聯網(IoT)而

對於大規模物聯網(IoT)而言，高度最佳化的NB-IoT蜂巢標準可能會佔
最大銷售量。
來源：CEVA

型工業物聯網
(IIoT)的安裝，

言，高度最佳化的NB-IoT蜂巢標準可能會佔最大銷

後者非常便宜，因此在支持結束前可能缺乏足夠的切換

售量，原因非常明顯：它可以在2G、3G和4G頻段

誘因。美國的MNO可能在明年停止對2G網路的支援，

運作、不需閘道器、可提供良好的室內覆蓋、功耗

但歐洲的同行在這方面目前仍不明朗。亞洲大部分地區

低且成本效益極佳。

的2G不是已經消失，就是即將消失，但中國的情況則較

事實上，最初的官方標準第13版(Rel.13)，並不像
以前那樣節能，使用低通訊速度來最小化功率。第14版
(Rel.14)採用「快速運作後停止」的方法，以更低的能
耗獲得更高的速度，使NB-IoT的優勢更加明確。
此說如果屬實，NB-IoT的活動—從晶片製造商
到模組製造商—為什麼沒有起飛？由於這個市場到

為複雜，中國聯通已經逐步淘汰2G，但中國移動在3G
逐步淘汰後，預計仍將繼續支持主要的2G手機用戶。
如前述功率也是問題之一(NB-IoT Rel.13的功率比
2G更高)，但Rel.14可解決這個問題。網路端只需進行
軟體升級即可完成版本更新，用戶端是否可以比照，
取決於所使用的無線IP解決方案。

2025年預計將達60億美元的規模，可以想見至少這個

成本是使用多個IP解決方案的真正重點。人們習慣

價值鏈的早期參與者已經蓄勢待發。某些廠商確實如

購買需要的各種配件—例如無線、主流CPU和GNSS

此，例如Nurlink正在與中國移動合作，且示範了第一通

位置—但其隱含的邊際成本累計很容易使單位成本失

無線NB-IoT通話。不出所料，華為已經開始大量出貨，

去競爭力。克服這一問題的產品有賴於單一IP的一體化

因為中國預計將在公共事業和其他領域積極推動IoT的

解決方案，在無線使用的同一平台上提供足夠的CPU容

應用。即使如此，許多晶片業者(包括中國的業者)仍然

量，以及內建的GNSS支援(畢竟NB-IoT應用程式通常不

舉棋不定，他們雖然大談標準且宣稱已經蓄勢待發，

需要大量的運算能力)，OEM業者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

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開始，部分原因是除了在中國的

來適應這種新的思維方式。

華為和RDA(UniSoc)之外，沒有其他廠商在生產出貨。

更進一步來說，對於基礎設施和資產追蹤方面的

在歐洲，19個國家中的100多家電信業者現在正為

許多新市場，會因大量新業者的出現而進一步分散。

NB-IoT提供支援，但是有關大規模部署的資料似乎難以

這說明NB-IoT採用的另一個挑戰可能是蜂巢認證，通

見到(例如挪威的試點專案)。北美的情況如出一轍，行

常比其他標準更複雜，最終OEM必須證明其產品已通

動網路營運商(MNO)雖然宣稱提供支援，但實際部署的

過認證。

資料仍然少見，任何該標準的使用者似乎仍處於摸索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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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精英訪談

三代目」社長領軍
60歲ROHM衝刺世界第一
Judith Cheng，EE Times Taiwan

1983年，即將滿三十歲的日本青年

位才剛上任一年多的ROHM新社長

的需求、協助他們解決問題」；當

藤原忠信(Tadanobu Fujiwara)偶然

首度訪台視察業務，並罕見接受了

我自己無法滿足客戶在技術上的疑

在《日本經濟新聞》報紙上看到羅

媒體專訪，分享了他的職涯心得以

問時，我會充分了解客戶的要求並

姆(ROHM)株式會社所刊登的徵人

及將如何率領這家跨越60年歷史、

找到最懂客戶所需解決方案的技術

啟事上標註「無經驗可」，於是自

擁有將近2萬3,000名員工的老牌日

部門同事一起合作，提供能讓客戶

大學畢業就從事水泥工程相關業務

本半導體大廠在全球市場再續風華。

最感到滿意的服務。業務人員的專

的他，決定大膽嘗試轉進一個全新

業應該是能快速精準地辨識出潛在

的產業領域—半導體。其實文科

EE Times：您並非理工科系背景(編

客戶與決策者，這也是業務工作最

生出身的藤原忠信並不了解半導體

按：藤原社長畢業於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文學

有意思的地方。

技術，但他從一些報章雜誌文章中

部)，初入半導體企業擔任業務人員

得知這個產業將在未來擁有龐大成

時是否曾遭遇到什麼困難？

EE Times：您平時是如何克服在工

長性與競爭力。

藤原：一開始不懂技術確實是會有

作上遇到的挑戰與壓力？

事實證明，藤原忠信的選擇

點困難，但畢竟我的工作並不是產

藤原：我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若

是正確的；他在1983年9月順利通

品研發，而是能將從外表看來沒有

是遇到煩惱的事情，就抬頭看看天

過ROHM面試成為該公司業務部門

什麼特色的半導體元件銷售出去，

空、想像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上只

的一員，也找到了讓自己發光發熱

扮演客戶與技術開發人員之間的溝

是渺小的一點，而近期困擾自己的

的舞台。2018年6月，入社35年來

通橋樑，因此在這方面並不是太大

小事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根本都微

從普通社員一步步往更高階職位邁

的問題。我在剛入社的第三年就有

不足道…如此會頓感壓力全消，很

進的藤原忠信，登上了大多數日本

機會見到ROHM創辦人(第一代社

多問題也就能很快想通。擔任社長

「上班族」(salaryman)可望卻不可

長)佐藤研一郎(Kenichiro Sato)先

一職，忘記壓力是很重要的；其實

及的職場巔峰，接棒成為ROHM第

生並向他請教，他對我說，我最重

我真的沒想過要當社長，但這是一

三代社長。就在2019年10月初，這

要的任務就是「誠心誠意聆聽客戶

份有趣的工作，既然坐在這個位置
上，我就會努力做好。
EE Times：以您的觀察與經驗，
日本半導體產業目前正面臨哪些挑
戰？ROHM的對策為何？
藤原：日本半導體產業曾經在世界
舉足輕重，可惜以往太專注並滿足
於供應擁有1.2億人口的日本內需市

藤原忠信
羅姆半導體社長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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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過去20年來在國際化經營策略

EE Times：目前ROHM與台灣本地

等工程人力較充足的海外其他地

上缺乏考量，導致目前在全球市場

客戶著重於哪些設計項目？最看好

方；當然將海外人才引進日本亦是

上的競爭力較低；這是包括ROHM

那些應用？

考量選項。

在內之日本半導體業者的弱點所在。

藤原：台灣的電子廠商比較擅長

而日本半導體業者的產品往往較為單

PC、伺服器與消費性電子等等數

EE Times：ROHM舉辦「Open

一化，無法迎合歐、美等地客戶的需

位化產品設計，數位技術雖然不是

Hack Challenge」這樣鼓勵創新的

求；且因為網際網路資訊的發達，這

ROHM的強項，我們能在類比/電

設計競賽，也是為了吸引更多年輕

些國際客戶以及越來越多本地客戶，

源技術上為本地客戶提供支援；而

人加入這個產業嗎？

已經對單純的產品規格介紹不再感興

台灣也有像是台達電子(Delta)、友

藤原：我們舉辦這樣的競賽還有

趣，會希望半導體供應商能提出「解

達(AUO)等專注在能源設備開發的

其他以日本各地大學生為對象的

決方案」。

大廠，我們對於這類客戶能提供更

活動，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將

為此ROHM在總社成立了系

切合其需求的解決方案。而ROHM

ROHM的知名度從日本關西地區推

統解決方案開發(System Solution

也期待能與更多台灣廠商交流、合

展到東京等其他地區的大學院校，

Engineering)部門，與海外的8個設

作，一起在國際市場上發揮共乘

這對於公司的人才招募是有幫助

計中心協同作戰，改變技術團隊過

效應。

的；另外也希望能扭轉年輕世代對
於半導體產業的看法。大多數日本

去較偏向被動支援的作法，更積極
提出為客戶解決問題的配套性方案，

EE Times：日本與台灣社會都面臨

人對於電子或半導體產業的刻板印

主動出擊。

少子化、高齡化的趨勢，對於新一

象都是工作內容非常枯燥、辛苦，

代產業人才的培育，ROHM的對策

有一些家長(特別是媽媽們)就不希

EE Times：ROHM在台灣市場的經

為何？

望子女朝這類職業發展；我們希望

營已經超過30年，與本地半導體產

藤原：其實我認為ROHM過去對人

藉由這樣的活動讓社會大眾知道，

業的合作情況如何？

才的投資力道不夠，需要再進一步

半導體行業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

藤原：ROHM與大多數日本半導體

加強。目前ROHM在人才培育上，

樣、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業者一樣，仍是採取整合元件製造

除了針對年輕新進社員實施在職訓

商(IDM)經營型態，這對於供應全球

練(OJT)與職外訓練(OFT)並重的

EE Times：展望未來，ROHM將著

市場較容易出現彈性不足的缺點。

策略，在提供公司內部的培訓課

重於哪些技術與市場的推展？

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垂直分工方

程之餘也鼓勵他們回學校研究所進

藤原：在技術方面，ROHM還是會

面向來做得比較好，製造品質也值

修；對於高階技術人員，我們還特

以SiC元件、IGBT、驅動IC、功率

得信賴，ROHM一直與本地的封裝

別著重於培養他們的國際視野，定

MOSFET等等電源相關的強項為主

測試代工業者(OSAT)密切合作，

期甄選入社3年左右、30歲上下的

打，拓展如電動車等高利潤的應用市

在我們需要額外產能時，這些夥

20~30名技術團隊成員派駐海外一

場。目前ROHM在全球市場上有不少

伴隨時能提供支援；目前ROHM

段時間。

強大的競爭對手，必須以更積極的態

對OSAT的利用率已達到30%左

此外我們也積極改善公司人

度來應對；以SiC元件生產為例，我

右。而不只是在後段封測流程的合

事制度，讓通才與專才員工都有順

們的製造部門原本把自己定位在爭

作，我們也希望能在前段的生產製

暢的升遷管道。以更長期的眼光來

取全世界排名第三，但我認為應該

程上與台灣的半導體業者有更多的

看，ROHM也不排除將例如IC設計

要把眼光放得更高，以第一名為目標

經驗交流。

或前段製造的一些工作外包至印度

才能讓自己保持在領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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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挾MCU開發經驗
ST發佈首款MPU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在通用微控制器(MCU)市場中，意

理器運算與圖形處理，以及需要高

域，還能利於提升能源效率。不僅

法半導體以(STMicroelectronics)

效能即時控制和高度整合的應用領

如此，新產品更嵌入了3D GPU，

Arm Cortex-M系列核心成功在32位

域。而STM32微控制器已構築了一

以支援人機介面(HMI)顯示器，讓

元微控制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隨

個強大且成熟的生態系統，以及完

終端上的顯示器呈現出細緻的畫面

著市場對更高效能微處理器(MPU)

整的軟硬體開發套件，這些成功經

及順暢的動畫效果，有助於提升工

的需求增溫，意法半導體也利用長

驗也將延續到新的STM32MP1微處

業控制面板等設備的使用者體驗。

年開發基於Cortex-M微控制器的

理器系列。目前意法半導體已推出

此外，為最佳化新微處理器

經驗，順勢推出多核心微處理器

STM32MP1軟硬體工具，以及維基

的功耗，意法半導體並為其配置了

STM32MP1，以期透過此新的微處

百科使用指南，協助客戶進行新應

一顆專用電源管理IC。Raynaud說

理器產品，協助簡化工業製造、消

用產品開發。

明，STPMIC1本是意法半導體標

費性電子、智慧家庭與醫療應用等

準電源管理IC產品，已針對新微處

彈性架構推升功耗表現

理器的各項功能與工作模式進行調

新的STM32MP1系列整合兩顆

整，因此不僅能夠最佳化微處理器

STM32+Linux激出新火花

Arm Cortex-A7與1顆Cortex-M4核

在各種模式下的功耗表現，還能節

意法半導體微控制器部門STM32

心，Sylvain Raynaud指出，兩顆

省物料清單(BOM)成本。雖然並未

微處理器產品行銷經理Sylvain

Arm Cortex-A7負責高速介面、無線

將該電源IC整合進微處理器中，但

Raynaud表示，STM32微控制器

通訊與處理...等的工作；Cortex-M4

未來是否有機會採用其他供應商的

已可涵蓋處理效能和資源要求高的

核心則執行與即時控制相關的工

電源IC，則須視該IC能否與微處理

應用領域。但在更高階處理、對作

作，如馬達控制、感測器與低功耗

器做最好的搭配，否則將無法協助

業系統、大型開放原始碼軟體有需

擷取等，而此種多核心的彈性架

微處理器達到最佳的功耗表現。

求的應用，微控制器無法有發揮

構，使新產品可適用於各種應用領

高效能解決方案的開發。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空間，因此意法半導體以過去開發
STM32微控制器累積的技術與龐大
生態系統，結合Linux作業系統，進
一步開發出微處理器系列。
現有的STM32微控制器在即
時且功耗限制的應用上已能解決客
戶的要求，結合Linux後，將可進
一步將STM32系列從即時任務和
功耗限制的應用，擴大至需要微處

STM32MP1架構。

(資料來源：意法半導體)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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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

自駕車「行不行」？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自動駕駛成為車廠與半導體產業下

的是，業者們對於自駕車的宣傳

衰退。然而2019年受到中美貿易

一個鎖定的目標市場，已經過幾

「打造更安全的行駛環境，降低事

戰的影響，車市更加嚴峻，中國汽

年的時間。在這幾年的時間中，

故的發生」，也因自駕車事故頻傳

車市場更出現20年來的首度萎縮。

對於美國汽車工程師學會(SAE

而被打臉，種種原因使得自動駕駛

為因應車市逐漸萎縮甚至負

International)定義的自駕車各級

車這個夯翻天的議題，似乎有逐漸

成長，過去幾年傳統汽車大廠開

安全的討論與相關技術的研發持

降溫的情況。

始紛紛「找出路」，例如車輛電

續不斷，且人工智慧(AI)、機器學

究竟，自動駕駛車該如何發

氣化，投入更多資源在電動車、自

習(ML)也開始被納入自駕車系統

展，或是該納入何種新技術或半

動駕駛車的開發。其中，自駕車被

中，以期可更為提升自駕車的安

導體元件才能真正駛向康莊大道？

視為車廠的「救星」，帶動半導體

全性與更讓人們信任。

人因的問題如何解決？如何讓駕駛

產業對自駕車亦懷抱希望，車廠在

然而，即使業者們都有共識

真正可信任自駕系統？以及回歸最

2016~2017年甚至喊出，未來2~3

要直接跳過需「人類駕駛介入」

初車輛的發展來看，「自駕」對使

年後全自駕車款即可上市。

的Level 3階段，以免駕駛遭遇突

用者而言真的是必要的功能嗎？車

但近期傳統車廠已延後推出

發狀況接手時卻反應不及，仍造成

輛中，哪些功能才是人們真正「必

全自駕車的時程，除了汽車市場

遺憾，因此要讓反應更快、更智慧

需」的功能？

委靡不振、「人因」等因素，還包

的自駕系統直接全面接管整個駕駛

括了法規、責任歸屬的「道德性」

過程，但「人因(human factor)」

自駕車發展難如登天

問題，以及現有半導體元件技術尚

仍是目前自駕車發展最大的門檻與

曾經被視為第四個「C」，並被產

未能真正解決全自駕車開發將遭遇

關鍵問題。除了人類駕駛在自駕系

業界寄予厚望的汽車產業近期可

到的困境。

統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而須立即

以說有點「慘」，裁員、關廠、高

馬上接手所造成的驚慌難以克服；

階主管辭職，以及車廠紛紛調降營

美國駕駛對於能夠掌握「方向盤」

收、出貨量不如預期…等，起因皆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為了實

而感受到的「天賦人權」的自由意

為全球車市自2017年起成長開始

現自駕車，半導體業者紛紛端出

識也不是那麼容易被打破；更重要

趨緩，2018年呈現近5年來首次

各式先進車用感測器、雷達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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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Lidar)…等元件，並搭配運算能

子(Renesas Electronics)車用事業

場迎來了一股投資熱潮，但是主

力更強的處理器與人工智慧(AI)、

部業務暨技術部副理黃源旗坦言，

要集中在發展自駕車相關技術的新

機器學習演算法的輔助，但自駕

目前對自駕車仍存疑的駕駛或是用

創公司，以及固定園區、物流車、

車發展似乎仍遇到瓶頸。英飛凌

路者還是佔多數，除了一些願意嘗

自動駕駛卡車等有機會最先落實的

(Infineon)汽車系統工程部資深總

鮮新科技的使用者外，因此如何讓

專案上。

工程師陳添寶表示，目前汽車產

人們「信任」自駕車，是傳統車廠

由上述可見，種種因素使得

業研究自駕車時，碰到相當多的難

正在努力的目標；在法規方面，自

傳統車廠的自駕車款將延後上路，

題，這是由於車輛行駛的環境遠較

駕車事故責任歸屬仍「喬不攏」，

「車廠放慢自駕車腳步是對的做

航空或其他產業還要更複雜，目前

例如自駕車發生事故時，車廠是否

法。」陳添寶指出。

自駕應用發展尚未能解決複雜行駛

應該或願意負責，這也影響著自駕

環境會遭遇到的問題與突發狀況，

車能否為消費者所接受。有鑑於

因此看清「現況」的車廠們開始放

此，目前傳統車廠轉向「保守」

若是將「車」進一步劃分，

慢自駕車發展的腳步。

規劃自駕車問世時間，並透過大量

可分為一般客車，以及商業、工

自駕車興起的宗旨是為所有人

且持續不斷的測試，希望自駕車能

業或特定用途車輛，前述提到的自

提供更安全的道路與減少壅塞的行

達到車廠或消費者能認可的可靠度

駕車困境主要都是指一般客車、房

車環境。Nvidia汽車部門資深總監

後，在推出自駕車款。

車，而非商用或特定應用車輛。事

商用/特用自駕車「跑得快」

Danny Shapiro表示，雖然目前自

恩智浦半導體(NXP)汽車電子

實上，業者一致認為商業、工業或

駕車產業仍在發展階段，但仍然保

事業部系統架構師王明達認為，

特定用途的自動駕駛車發展步調，

持著強勁的發展態勢。透過處理器

由於自駕車研發與一般路測的不順

會比傳統車廠推出的一般乘用自駕

技術的不斷演進，以及模擬各種行

利，現階段車廠或是相關元件廠商

車快上許多。

駛的狀況，相信將可協助業者克服

對自動駕駛商業應用前景時間表的

行競科技聯合創始人暨執行

諸多挑戰。

判斷已更為客觀，因此將量產乘用

長洪裕鈞表示，由於目前傳統車

前述提到的「人因」與法規也

車的焦點先放在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廠仍將自駕車定義為傳統客車，

大大影響著自駕車的發展。瑞薩電

(ADAS)；且自駕車的發展雖為市

試圖將自駕車打造為如同現今在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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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隨處可見的一般房車、休旅
車… 等，因此遭遇了許多開發上
的困難。事實上，若是將自駕車視
為一種載具，而非「車輛」，工業
用無人搬運車(Automatic Guided
Vehicle；AGV)、各式農用車、港
口用搬運車...等商用或非道路、城
用的車輛，都會比傳統客車更易於
發展自駕功能。
原因在於，上述這些商用、
特用或工業用「載具」都行駛在固
定區域及路線。台灣智慧駕駛執行

Robomart無人車販售On-Demand生鮮與雜貨購物服務車。

(圖片來源：Robomart)

董事劉宜鑫說明，相較之下，商用

機器人、遊樂園區遊園車，以及

上送貨。

或特用車的行駛路線封閉且單純，

大眾運輸工具，甚至掃地機器人，

據Navigant Research預測，

在固定地點及路線運行，人身事故

這些一般人較易忽略的「車輛」都

全球城市交通營收將從2018年111

發生機率極低、風險也小，不會像

可以視為自動駕駛載具的範疇，而

億美元增長至2027年398億美元，

一般道路上會發生許多突發狀況，

且這類自駕載具不僅市場需求已浮

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15.3%。

例如突然跑出來的行人或動物，因

現，更可看見有越來越多實際應用

全球智慧城市交通市場隨著自動

此在相關演算法、模擬或是技術上

正在發生。舉例來說，目前台灣智

駕駛、電動車、5G網路等技術

相對簡單，現階段也可看見許多實

慧駕駛的自駕車已實際在桃園農業

發展，衍生的公共運輸行動服務

際應用。

博覽會、台中麗寶樂園與桃園機場

(Mobility as a Service；MaaS)、

1996年3月28日通車的台北

捷運A17領航站旁的桃園捷運公司

出行共享等應用服務，將帶來龐大

捷運木柵線(已更名為文湖線)即為

腹地內運行，供遊客與捷運公司員

市場商機與社會效益，其中，車

無人自動駕駛車應用的實例之一。

工搭乘。

聯網與自動駕駛車皆將扮演重要

洪裕鈞進一步舉例，日本高齡化社

劉宜鑫並透露，台灣智慧駕

角色。這裡所指的自動駕駛車，

會來臨，為因應老年人無法走遠路

駛也和台灣某縣市政府合作，未

即為大眾運輸工具或是特定應用

到鄰近的超市購買日用品或生鮮蔬

來幾個月內可望看到行駛在公車

自駕車輛。

果，目前已有無人駕駛生鮮蔬果販

專用道(半開放路段)內的自駕公車

ADI汽車電子事業部大中華區

售車，固定運行在某些地區，服務

上路。Shapiro補充，全自動駕駛

汽車行銷經理崔正昊則認為，商用

老人家更容易購得新鮮食物。

車輛的推出仍將持續分階段進行；

或特定應用自駕車發展的越成功，

美國雜貨店品牌Stop&Shop

目前特定應用這種相當有限的自駕

也能反過來讓人們更能接受一般乘

在今年1月宣佈與生鮮運送無人

應用也將在未來幾年內繼續發展，

用自駕車。他表示，隨著自動駕駛

車新創公司Robomart合作，利

例如港口和礦山等受控環境中工作

在工業和智慧農業或其他領域的廣

用Robomart的無人車販售On-

的專用車輛，在相對較小的圍欄區

泛應用，例如礦場的自卸卡車、農

Demand生鮮與雜貨購物服務。

域中運行的低速客運班車或叫車服

田中的自動駕駛拖拉機及無人機自

劉宜鑫認為，舉凡工廠搬運車、

務，以及人行道運輸機器人，甚至

動澆灌等，相信大眾對自動駕駛技

掃街車、農用車、物流車、搬運

也可開始看到長途卡車在高速公路

術的恐懼與不信任會逐漸消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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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認可新技術為出行帶來安全和

體技術層面上協助自駕車更能「眼

範。黃源旗認為，ISO 26262是相

便利、提升社會效率，不需要太久

觀四面，耳聽八方」。但自駕車安

當嚴謹的規範，因為該規範目標是

的時間，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將樂

全性、可靠度，需要透過相關法規

要讓一般乘用車或自駕車「不存在

於接受並踴躍嘗試自動駕駛技術。

「量化」，不僅讓業者有明確的方

任何可能的風險」，也因此車用元

向可依循，也能進一步讓消費者了

件商與車廠在發展自駕車時，皆以

解自駕車究竟有多安全。

遵循ISO 26262為準則，而產品若

從技術層面解決人因問題
如前所述，傳統車廠戮力研發的一

現階段與自駕車安全相關的規

般乘用自駕車受挫於「人因」此一

範除了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所定義

關鍵問題，而將步調放緩。今年初

的自動駕駛能力等級之外，還包括

另一方面，網路安全(cyber

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ES)、巴塞隆

ISO 26262、ISO 21448、UL 4600

security)也需要重視，相關汽車

納全球行動通訊大會(MWC)中，業

和IEEE的其他倡議，以及各國針對

網路安全法規如以SAE J3061為基

者們有志一同認為應跳過美國汽車

其自駕車發展所擬定的相關規範，

礎的ISO 21434，業者亦須了解。

工程師協會所定義的自動駕駛能力

例如美國AV 3.0、德國《道路交

由於自駕車內部與外部的連接皆需

層級中的Level 3——當自駕車遭

通法規修正案(RTA) 》、日本SIP-

仰賴各式無線連網技術，提供駭客

遇緊急狀況時，系統得要求由人

adus…等，台灣也發佈了《無人載

許多入侵的機會。王明達表示，相

類駕駛接手的階段——強化現階段

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較於現今一般客車，自駕車需要更

已可達到的Level 2的增強版Level

能符合ISO 26262規範，亦可證明
其具備一定的可靠度。

其中，ISO 26262標準以

多的保護，然而現在攻擊方法越來

功能安全管理(Management of

越便宜，使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更

業者們有這樣的共識，關鍵

functional safety)、汽車產品設

加負擔得起且可能有利可圖，因此

就在於駕駛在遭遇突發狀況需從

計開發的安全生命週期(Safety

汽車安全也必須不斷發展。這意味

自駕系統接手時，可能無法立即

lifecycle)及分析定義車輛安全

著汽車製造商必須支援車輛內外及

反應，反而更容易造成事故。崔

完整性等級(Automotive Safety

其供應商的可更新和可升級的未來

正昊指出，由於Level 4/5不再需

Integrity Level；ASIL)為主要規

安全性，例如韌體/軟體空中更新

各種新技術與電子元件推助全自駕車上路。

(圖片來源：英飛凌科技)

2+或是發展Level 4、Level 5。

要駕駛，有助於自動駕駛車的設
計更加靈活。黃源旗則表示，人
類反應速度再如何快都不會快過機
器，這也是自動駕駛概念發生在一
般客車時的主要訴求——透過反應
速度快、更安全、智慧的自駕系統
來減少人類駕駛造成的事故率。不
過，若是車廠與相關業者要直接發
展Level 4、Level 5階段，則需要
有更先進的技術，以及相關安全法
規的協助。

安全規範確保可靠性
半導體電子元件的進展在硬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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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A/SOTA)。也因此，汽車供

全控制器時可支援高達Level 5等

可靠地檢測形狀更小、移動速度更

應鏈中的所有公司都必須準備好

級，而在作為感測器融合(Sensor

快、距離更遠的物體，如摩托車、

不斷投資於網路安全解決方案，

Fusion)和安全(Safety)功能時，則

行人、動物等，在自動駕駛汽車周

以便始終領先隨時間發展的威脅。

可支援至 Level 2+等級。

圍打造一道360度保護屏障，全方

自駕車產業面臨的難題之一在

位保護汽車和乘客安全。值得注意

於自駕車需要相當龐大且複雜的運

的是，不依賴於外部資訊、也不向

無論是一般客車或是特定應

算，因此自駕車必須要有能夠即使

外部輻射能量且不受外界天氣狀況

用自駕車，處理器、感測器與微控

處理數據的高效能AI超級電腦，這

等影響的慣性導航系統，則是目前

制器會是率先被提到的三個主要電

對於實現更高的自駕車安全等級至

最有可能在車輛發生緊急狀況時幫

子元件。黃源旗表示，自駕車系統

關重要。Shapiro指出，由於自駕

助將車停到安全位置的技術。

運作可從三個步驟來看，首先是感

車第一要務是安全，為了讓大眾信

Autotalks亞太區業務發展暨

測器與由遠而近的無線技術，再者

任自駕車，產業界必須以「安全」

行銷副總裁Ram Shallom表示，

是分析感測器資料的處理器大腦，

做為開發自駕車的唯一重點，因此

人因的問題當然可以用更先進的

最後是協助車輛做出反應的微控制

從開發支援AI的硬體和軟體系統到

技術來解決。人類對自駕車最大的

器。每一種元件都必須要能符合

培訓、測試和驗證自駕車，都需要

恐懼是不能明確了解自動駕駛車的

ASIL要求；其中系統單晶片(SoC)

環繞著「安全」此一關鍵進行。有

動作，例如，我是否可以相信自動

處理器因設計架構的關係，無法

鑑於此，Nvidia發佈DRIVE平台，

駕駛汽車正在觀察注意我並給予我

做冗餘(redundancy)，加上IP複

該平台是可擴展的AI平台，可提供

通行權？而與人類駕駛相反，自駕

雜，現階段很難達到ASIL C、D

自動駕駛所需的運算能力，並結合

車無法看到另一位駕駛的眼睛，也

等級，若是業者可投注更多資源

深度學習、感測器融合和環繞視覺

無法理解其意圖，因此溝通是自駕

與更長時間，未來也許會出現符合

技術，以提供安全的駕駛體驗。

車讓人們獲得信心和信任的唯一途

半導體電子元件成助力

ASIL C、D等級的SoC處理器。另

在感測器方面，目前半導體

一方面，自駕車除了分析該如何應

元件供應商針對自駕車感測器，

況且自動駕駛汽車的事故率

對行駛狀況外，最重要的是要讓車

提出了包括光達、雷射與攝影機

應遠低於駕駛。Shallom進一步強

輛能針對分析結果「有所反應與動

影像感測器…等產品。即使光達可

調，所有感測器都有弱點，有些不

作」，因此，可預見未來自駕車內

能因價格因素無法滿足車廠成本要

能在夜間工作，有些不能在惡劣的

會需要內建更多滿足ASIL D要求的

求而可能不被採用，但包括車輛內

天氣下工作，並且沒有「視線」就

微控制器。

部使用的60GHz、專注車外偵測的

不能工作。

徑，為此需要V2X技術。

陳添寶亦認為，現有運算能力

24~77GHz雷射感測器、毫米波雷

因此，有V2X在所有條件下都

高強的繪圖處理器(GPU)或是中央

達，以及監測駕駛狀態的飛行時間

能提供可靠的感測，這對於安全駕

處理器(CPU)有耗電量大的缺點，

(ToF)感測器...等，都會是助力實

駛至關重要。因此自駕車的技術發

因此改而採用能力較不強大的微控

現自駕車的重要感測器。

展需不僅只在車輛本身，而是道路

制器是目前主要趨勢，不過，在不

崔正昊補充，先進的振動感測

周邊的基礎建設也需一起建置到

同的應用情境下，微控制器較難符

和演算法技術，可在車輛出現安全

位，才能讓自駕車實現降低事故

合Level 5全自駕的要求，需要業

風險之前檢測出車輛的潛在問題。

率的承諾。

者們再接再厲研發新產品。目前英

另外，融合毫米波雷達、光達和慣

飛凌車用微控制器在作為主機及安

性測量單元(IMU)等元件的系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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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至關重要

自動駕駛
一般乘用自駕車要在現今的道

模擬，模擬好的模型在匯入自駕系

車廠亦加入戰局，且比傳統車廠

路上行駛，系統需要通盤了解目前

統實際試運行，並從試運行中讓自

更快推出自駕車款，如特斯拉

道路上會出現的「馬路三寶」或是

駕系統「學習」，再進行試運行驗

(Tesla)。洪裕鈞認為，包括如DD

其他問題，這需要實際進行路測才

證。這樣反覆的過程中，可提升自

出行、Uber等業者推出共乘服

能讓自駕系統進一步學習到各種可

駕車實際行駛在道路上的安全性，

務，企圖建立將個人化交通轉變為

能發生的行駛狀況。然而不是進行

進一步降低風險。

人們不再需要擁有一輛車的概念，

了幾百公里或是無數次路測就能全
面掌握所有可能發生的道路行駛問
題，且所需成本也相當高昂。

驅動了自駕車的發展。

高精準地圖不可或缺
自駕車在行進過程中需要仰

創新將是王道

Shapiro認為，儘管許多開發

賴高精準地圖，以作為判斷行駛

現有許多新創公司已跳脫出目

駕車的業者已在全球各地的道路

路線或是各種交通狀況的依據。

前傳統車廠乘用車的設計框架，推

上行駛著自駕車測試車隊，記錄著

劉宜鑫表示，高精準度地圖可減

出不同以往的特定用自駕車，並試

數以千計的真實經驗，但這些測試

輕自駕車運算負擔，讓自駕車行駛

著將車輛打造為未來的「個人行動

不可能涵蓋無人自駕車可能遇到的

當下可以不用做那麼多的感測或判

空間」，而不再是傳統的四輪乘用

每種情況，也無法在多種條件下重

斷。因此台灣智慧駕駛自駕車系統

車。洪裕鈞指出，一般乘用車導入

複這些情況，以確保自駕車系統真

中，已將許多資訊內建於高精準度

自駕功能只是一個過渡期，未來勢

的可以處理。因此，業界已經意識

地圖，即可讓自駕車先規劃好大致

必會發展到「mobile car」時代，

到，模擬是部署安全自動駕駛汽車

的行駛路徑。

車輛不再是一般車輛，而是一種載

的關鍵要素。

具，讓人們在此載具中可做許多

自駕車改變既有車市面貌？

事，如行動辦公室、行動繪畫教

永無止盡的，因此在自駕車上路

觀察自駕車產業可以發現，傳統

室… 等，甚至或「飛行車(flying

前，可針對不同行駛環境需求進行

車廠以外，有許多新創公司與新

car」也可望出現。

劉宜鑫強調，自駕車路測是

自駕系統運作架構。

(資料來源：台灣智慧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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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人們「開車」這

汽車、BMW+戴姆勒(Daimler)、

現預計可減少90%以上的事故。隨

個動作會成為一種休閒活動。洪裕

Waymo+Magna、百度Apollo合作

著「智慧駕駛」甚至「自動駕駛」

鈞強調，在此世代中，具備創新思

平台等，王明達表示，驅動企業攜

概念由噱頭、加分功能，逐漸變成

維的新創業者或是意想不到的玩家

手合作的因素是業者對整個產業的

標準配備，可想見自駕車的發展是

將是扮演自駕車發展的主要推手，

認識和在產業鏈上的定位更加清

對的方向，並為傳統車廠與汽車半

若是傳統車廠無法跳脫傳統車輛設

晰，這對於日後自駕車的發展也有

導體廠商打開另外一扇門提升自身

計與使用情境思維，很可能會成為

助益。

的附加價值。

此外，對於自駕車供應鏈廠

Shapiro強調，自動駕駛不是

劉宜鑫則表示，未來自駕車

商而言，同樣的如何能正確的定

市場口號，這項技術帶來的優勢非

會是一種行動的空間，只要基本

位，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聯合

常真實。太多人由於與車輛有關的

的運行沒有問題，自駕車可以化

產業鏈上其他的夥伴把市場做大，

碰撞而喪生，根據統計，每年全球

身為各種創新應用，如郵政車、

進而實現共贏，亦是需要認真考慮

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數超

餐車… 等，衍生的市場規模也不

的大哉問。

過130萬人，其中94%是由於駕駛

自駕車市場的追隨者。

不僅產業間的合縱連橫，政府

失誤造成，而自動駕駛技術可以提

對此，陳添寶認為，未來自

的推動力也對自駕車的發展有相當

供補救，大幅度減少這些事故的發

駕車市場「傳統車廠仍是老大」。

大的助益。例如，韓國總統文在寅

生，並使道路更加安全。

原因在於，消費者在購車時，除了

宣佈將投入500億美元，力拚在10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自駕車

少數對於新科技與新車型抱持興趣

年內推動南韓成為全球第一大綠能

上路之前，車廠與元件商全力發

的買家，還是會考慮到產品的可靠

車製造國、第一個開放自駕車商業

展的ADAS相關技術，將是消費者

性、售後服務與價格…等因素，傳

營運的國家。台灣政府也鬆綁法規

最需要的功能。黃源旗表示，目前

統車廠在新車款或自駕車的設計上

力促自駕車整體產業與應用的發

Level 2/3定義的一些安全輔助駕駛

對安全的考量仍較為全面，亦累積

展；中國武漢日前向百度、海梁

功能，如A柱視線補強是可以被期

了一定的顧客忠誠度。相較新興車

科技、深蘭科技共3家公司，釋出

待也是易於被消費者接受的功能。

廠為了搶市，加快開發速度，未做

無人車商用牌照。不可諱言，官方

陳天寶進一步說明，停車輔

完全的測試就將自駕車推向市場，

政府的支持，以及釋出的特定應用

助、自動停車等現階段較易實

導致相關事故頻仍，反而造成人們

自駕車標案與計畫補助，將可協助

現的自動駕駛功能，以及透過雷

對自駕車的不信任。

自駕車發展步入軌道。

達、ToF感測器實現的駕駛狀態檢

容小覷。

測，亦為現階段提升道路行車安

自駕車是值得追尋的
「夢想」

全重要且必須的功能。

讓汽車產業中的玩家「撞上」了諸

即使一般乘用全自駕車預計要到

有捷徑可言，尤其是一般乘用車。

多挑戰，但也進一步促使各企業

2025~2035年後才可能出現，但

從封閉到半開放到一般開放道路，

間更緊密的合作。例如通用汽車

自駕車相關業者皆認同「自駕車」

要做的工作大同小異，更好的AI模

(GM)+Cruise+本田汽車(Honda)+

是汽車產業必經之路。

型、模擬測試、更先進的電子元

合作比單打獨鬥強
值得注意的是，自駕車雖然

綜上所述，發展自動駕駛沒

軟銀(Softbank)、福特(Ford)+Argo+

崔正昊援引麥肯錫近期報告

件，以及現有ADAS技術研發所累

福斯汽車(Volkswagen)、

指出，2030年一般乘用自駕車將

積的經驗，都可望讓自動駕駛車

博世(Bosch)+Conti+Nvidia+福斯

達約800萬輛，自動駕駛技術的實

駛向更明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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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人機介面系統的功能安全
Kishore Kumar Sukumar、Martin Oberkönig、Sivaguru Noopuran，賽普拉斯(Cypress)

如今，汽車產業正飛速發展，汽車

廣泛的應用與產業。如今我們愈發

後就會消失。任何系統都可能在某

的先進性、自動化程度及舒適度日

依賴於透過系統來執行日常任務，

一時刻發生故障，需要採取措施來

益提升。汽車應用中的處理器、感

反過來，這些系統也需要利用提供

檢測或控制此類故障，以防止系統

測器、記憶體及其他電子元件的數

安全性及可靠性來贏得信任。

危及人身安全。

降。縱然這些汽車子系統可以利用

功能安全

標準

連線性和自動駕駛技術來提高駕駛

當我們對系統的正常運作存在依賴

功能安全的標準因領域而異。這些

的安全性，但這必須以其可靠性及

時，就需要對功能安全格外關注，

標準提供了指南，可對不同系統予

可預測性為前提。

並將故障對人員造成的風險降至最

以比較。

量與日俱增，乘駕危險係數不斷下

汽車座艙內的人機介面(HMI)
隨著新功能和資訊娛樂系統的日益

低。而為了保證功能安全，就必須
著手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

IEC 61508標準於1998年首次
發佈，是電氣、電子和可程式設計

發展而不斷改善。電容式感應按鈕

預防：預防措施能夠避免或至

電子安全相關系統(E/E/PE)的核心

和觸控式螢幕已非常普遍，例如，

少能夠減少系統開發階段的系統故

標準。該標準可以被看作是基本標

播放/暫停歌曲或選擇AM/FM頻道

障。如果規定、設計或執行出錯，

準，其他用於大量特定應用的標準

收聽廣播。此外，它們也越來越

那麼系統就可能會出現故障。預防

均由其衍生而來。這些標準已經發

多地被應用於安全關鍵型功能，如

措施落實得越到位，系統發生故障

佈，並提供了特定應用領域功能安

引擎啟動/停止按鈕和巡航控制。

的風險就越低。

全問題的解決指南。

除汽車產業以外，還有許多

檢測：第二類故障是隨機硬體

ISO 26262標準是專為道路

應用領域都無法承受任何可能導致

故障。這類故障發生於系統執行期

車輛電氣和/或電子系統(E/E)應

人身傷害和/或財產損失故障的發

間，且只有在生產及品質檢驗之後

用領域而設計的國際功能安全標

生。核電廠、某些工業機械和飛機

才能被察覺到。例如，隨機硬體故

準，適用於最大毛重(G.W.)不超

的關鍵系統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障的源頭可能是溫度、壓力、振

過3,500kg的量產型乘用車上的

即便是像微波爐或洗衣機這樣的日

動、輻射、污染或老化等環境因

安全相關電氣和電子系統。ISO

常家用電器，在發生故障時也可能

素。這類故障可能是永久性的，只

26262標準於2011年首次發佈，

對人造成傷害。有可能對人造成傷

能透過維修或更換設備來解決；也

第二版於2018年發佈，是適用於

害的系統都需要傷害緩解措施，且

可能是暫時性的，像記憶體位元反

汽車HMI系統的標準。

任何功能安全設計的目的，都是將

轉(bit flip)這類故障，過一段時間

人身傷害、財產損失及責任因素的
風險降至最低。
本文將對功能安全的作用進行
探討。功能安全的概念不僅涉及到
汽車HMI系統，還適用於範圍更加

目標
單點故障指標
潛在故障指標
隨機硬體失效指標

ASIL B
≥ 90%
≥ 60%
< 10-7 / h
(< 100FIT)

系統需要達到「何種安全程
ASIL C
≥ 97%
≥ 80%
< 10-7 / h
(< 100FIT)

ASIL D
≥ 99%
≥ 90%
< 10-8 / h
(< 10FIT)

表1：ASIL不同等級標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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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車窗的觸控。

度」取決於車輛安全完整性等級

些情況下甚至達到ASIL C。最嚴格

(ASIL)。該ASIL等級利用危險分析和

的ASIL D等級主要適用於與車輛行

4. 引擎啟動/停止按鈕：通常需

風險評估來確定，並需要考慮危險

為直接相關的系統，如轉向、引擎

要達到ASIL B等級。故障模

狀況的嚴重性、常見性及可控性。

控制和變速箱。

式：檢測到意外啟動引擎的

ISO 26262提供了三個關鍵

需要功能安全的典型HMI應用

觸控。

(圖2)，其安全相關故障模式包括：

5. 變速器擋位蓋板按鈕的故障模

1. 單點故障指標(SPFM)：單個

1. 方向盤觸控按鈕：一些用於巡

式：檢測到意外的換檔觸控。

故障直接導致違反安全目標。

航控制的按鈕或小觸控板，需

圖3為此類系統的詳細示意

例如：噴油線圈故障可能會直

達到ASIL B/C等級。故障模

圖。就配備了電容式觸控按鈕的

接阻塞引擎並致使汽車熄火，

式：檢測到意外提高巡航控制

HMI應用而言，可以將功能性概括

從而對駕駛造成嚴重傷害；

速度的觸控。

為兩大安全功能：

指標：

1. 確保觸控事件確實由手指觸控

2. 潛在故障指標(LFM)：由獨立故

2. 方向盤握力檢測：自動駕駛功

障組合引起的多點故障，這類

能，須可靠地檢測手的存在/

故障安全機制檢測不到，駕駛

不存在，通常需達到ASIL B等

在多點故障檢測間隔內也察覺

級。故障模式：禁用駕駛協助

事件。

不到。例如：單個近光燈/遠光

工具時未檢測到觸控。

第一項功能，要求必須對所有

2. 確 保 檢 測 系 統 能 夠 辨 識 觸 控

燈不亮，不會對駕駛造成危險

3. 天窗控制/車窗控制模組按鈕/

潛在觸控事件進行評估，以確定其

情況，因為作為安全機制，失

滑塊的故障模式：檢測到意外

究竟是屬於主動性觸控，還是由故

效燈可以由正常工作燈替換。但
是，如果近光燈/遠光燈都停止
工作，則可能會導致重大事故。
3. 隨機硬體失效指標(PMHF)：
以給定時間內的故障次數(FIT)
表示硬體故障概率，FIT是每
運作10億小時內的故障次數。
圖1為不同ASIL等級的ISO
26262指標。

汽車HMI系統與安全
隨著電容式HMI系統與關鍵功能的
整合度日益提高，可靠的功能性

圖1：ASIL和殘餘風險。

(或安全操作)已成為必需，且不能
對駕駛/乘客的健康造成影響。因
此，汽車製造商們開始紛紛對電
容式HMI系統提出功能安全要求。
對於大多數HMI系統而言，安
全完整性等級將達到ASIL B，在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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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典型HMI應用。

自動駕駛
障或環境條件而引發。事件的觸發
原因有多種，例如：感測器上的水
滴、電磁干擾雜訊、溫度驟變、感
測器/電容/電線/焊接損壞，以及高能
粒子導致儲存單元發生位元反轉。
這裡進一步說明雜訊源對性
能所產生的影響。電容式感測技
術可透過將感測器(按鈕)電容轉換
為數位或原始計數值來檢測觸控
事件。原始計數值可理解為感測
器的「觸控」或「非觸控」兩種
狀態。電容式HMI系統可能有多

圖3：採用了HMI控制器的典型HMI系統框架圖。

個雜訊源(如前所述)，這些雜訊源

色。就電容式感應觸控控制器

· 負責驅動外部感測器及運作

可能會因此類故障而導致觸控性

而言，安全關鍵型元件包括：

計數器(對應於感測器+寄生

能不可靠。基於大量有關電容式

·電 容 式 感 測 硬 體 核 心 、

電容)的電容式感測硬體模

感測應用的實驗與專業知識，賽

IDAC、Analog Mux總線路

普拉斯建議最小的訊噪比(SNR)為

由和GPIO；

5:1，確保雜訊和訊號之間存在足

· 記憶體：快閃記憶體(程式

夠的裕度，以便進行可靠的開/關

碼儲存)和SRAM(配置寄存

操作，並確保觸控事件確實是由

器、資料結構、變數)；

手指觸控而引發(圖4)。

設計可滿足功能安全需求的
汽車HMI系統
設計具備功能安全的電容式感測
HMI系統時，建議遵循故障模式失

組可能會發生故障；
·感 測 器 電 容 充 、 放 電 所 需
的IDAC可能會產生錯誤的
電流輸出；
· Analog Mux總線路由可能

· 系統資源：電源控制、睡眠

存在短路或開路，從而將外

控制、時脈產生器、參考電

部電容及感測器與內部硬體

壓產生器與CPU。

模組相連接；

以下是控制器的外部元件，對
系統安全至關重要：
· 將感測器及其他外部電容路

·外 部 電 容 和 感 測 器 可 能 對
Vdd、接地及其他GPIO短
路，也可能開路；

效分析(FMEA)流程，以確定特定

由至控制器的佈線；

安全等級所需的故障模式與安全機

·控制器的電源和接地。

制。以電容式HMI系統為例，典型

3. 確 定 並 歸 檔 每 個 安 全 關 鍵 型

FMEA流程中應遵循的步驟如下：

模組的潛在故障模式及其原

內部時脈可能偏離其配置頻

1. 定義HMI系統的安全目標；

因與影響：可歸類為系統級

率。負責保存配置設置及臨時掃

2. 為實現安全目標，則需要確定

故障模式或晶片級或硬體/韌

描狀態的資料結構和變數可能會

並歸檔系統與晶片的所有安全

體級故障。在這項操作中，需

損壞，儲存於快閃記憶體中的API

關鍵型元件(SCE)。圖5為電

要為每個潛在故障模式分配一

可能會損壞；

容式感測應用(賽普拉斯PSoC

個嚴重性、發生率和檢測等級

4)的晶片架構示意圖，所有安

(遵循典型的FMEA指南)。以

全關鍵型元件均已標記為藍

下為故障模式示例：

·能 隙 基 準 電 壓 可 能 會 卡 在
Vdd、接地或其他一些意
外電壓上；

· CPU可能卡在某個未知的快
閃記憶體位置；
· 溫度、濕度等外部環境可能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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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脈衝。

發生劇烈變化，從而導致寄

配置寄存器是否損壞。其

生電容發生巨大變化。

中有些位元錯誤可以透過

·冗 餘 ： 與 多 項 檢 測 類 似 ，

大多數系統都擁有一個能夠降

使用迴圈冗餘校驗(CRC)

在同一晶片上安裝第二套

低此類風險、記錄潛在原因並分配

計算輕鬆地檢測並糾正；

感測硬體也有助於確認觸

檢測等級的既定流程。
1. 確定並歸檔檢測及報告(或檢

控狀態。

d. 檢測保存配置設置及運作

在確定並歸檔車輛HMI系統的

時按鈕觸控狀態的資料結
構與變數是否損壞。

安全目標、安全關鍵型要素、潛在

· 自動校準：檢測環境與原始

故障模式及安全機制之後，就可以

校準環境之間是否存在顯著

根據這些功能安全的要求來設計與

a. 檢 測 感 測 器 和 其 他 外 部

差異。自動校準有助於根據

開發系統。為進一步支援功能安

元件是否對Vdd或接地

特定寄生電容及特定環境來

全，賽普拉斯等晶片製造商能夠

短路；

調整系統，從而校正變化。

提供諸多資源，例如安全觸控按

b. 檢測通過Analog Mux匯

·多 項 檢 測 ： 可 以 將 按 鈕 架

鈕系統應用筆記、設計FMEA、安

流排或GPIO的類比路由

構成兩個不同的感測器，

全手冊、故障模式、影響及診斷

是否對Vdd/Gnd短路或

並由兩個不同的韌體進行掃

分析(FMEDA)，以及指導OEM為

開路；

描，採取「雙管齊下」的確

汽車應用開發安全HMI系統的培

認方式，進而成功地抑制雜

訓服務。

測、糾正/克服故障及報告)的
安全機制。例如：
·內建自我測試(BIST)：

c. 檢測快閃記憶體中儲存的

在車聯網時代實施安全解決方案
王灝，儒卓力(Rutronik)微控制器產品銷售經理

未來，車輛到基礎設施(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V2I)

到駭客入侵，則可能導致財產損失，如果當時汽車正

和車輛到車輛(vehicle to vehicle；V2V)通訊將與車輛

在行駛中，甚至可能會危及人員的生命。2015年兩

到一切(vehicle to everything；V2X)通訊結合，這是一

名安全研究人員利用建基於Linux資訊娛樂系統中的

個規模達10億美元的市場，也吸引越來越多消費者的

一個弱點，成功地從遠端駭入一輛Jeep Cherokee的

關注。V2X通訊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憑藉交換資訊來減少

CAN匯流排，使得他們能夠操控車輛。一年後，這兩

交通事故的數量。一份對2004~2008年美國道路交通事

位研究人員利用筆記型電腦連接到車輛的OBD埠，再

故的分析報告指出，美國運輸部(USDOT)發現使用V2X

次成功地操控駕駛這輛Jeep Cherokee。

系統可以預防450萬起事故發生，佔所有事故的81%。

在幾十年前開發CAN技術時，加密安全性尚未受到
足夠的重視。因此，CAN並未保證資料的機密性，並且

威脅

訊號是在廣播模式的情況下進行傳輸。現今的汽車透過

到目前為止，V2X還不是很流行。其中一個原因是對

CAN匯流排交換訊息，例如打開車門和啟動引擎。訊息

於V2X通訊的安全性有很多負面的看法，最大的威脅

在車輛內的ECU和電子鑰匙之間進行交換，如果這個系

可能是網路攻擊。如果車輛的電腦系統或手機系統遭

統被入侵，竊賊便很容易可以偷走這部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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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用於電子郵件、SMS、視訊串流、視訊呼

為符合EVITA標準，越來越多的半導體供應商正在

叫等行動網際網路功能的藍牙、GPRS或UMTS等無線

其微控制器(MCU)/微處理器中實施所謂的「安全區域

通訊標準為駭客提供了更大範圍的「目標區」。這使

(secure zone)」，也稱為「信任錨(trust anchor)」。

得駭客不僅能夠控制車輛而且還能夠安裝惡意軟體以

例如，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已在其建基於電

竊取車輛資料，例如車輛位置、常用的駕駛路線，以

源架構的SPC5 MCU和它的Arm核心處理器兩者中整合

及遠端完成呼叫。由於現在所謂的遠端資訊處理控制

了HSM，例如STA1385遠端資訊處理控制單元(TCU)。

單元(T-BOX)負責處理上述所有通訊功能，因此安全性

這些內建HSM的IC可以全面防範網路威脅。HSM

是重中之重。

是一個獨立的子系統，具有自己的安全處理器核
心、RAM和快閃記憶體(用於程式碼和資料)。此

解決方案

外，HSM還具有用於加密的硬體加速器。意法半導體

硬體架構必須具備哪些功能以確保ECU可以滿足最高

旗下的這類元件是C3加密加速器，它還包含一個真正

安全要求，並且防止發生非法的篡改、未經授權的安

的亂數產生器(TRNG)，資料和中斷要求透過硬體介面

裝、惡意軟體的上傳、特洛伊木馬和偽造的升級？資

在HSM和應用處理器之間進行交換。

料加密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可確保車輛網路內部通訊

HSM不僅要承擔存取控制，還可以產生用於加

匯流排內的資料完整性、可用性和機密性，因而加密

密鑰匙的實際亂數，並利用整合的TRNG執行所有其

方法可以防止網路攻擊。

他的加密功能。如前所述，CAN匯流排無法提供高等

近年來，業界已經成立了各式各樣的工作小組，

級的安全性，因此無法保證所傳輸資料的機密性和完

針對抵禦駭客攻擊和操縱，提供相應的系統設計和

整性。但是，若能夠配合已加密的資料，CAN匯流排

驗證準則。

也可用於安全資料傳輸。具有雜湊(HASH)功能、訊

這方面的一個主要例子是歐盟所資助的EVITA研究

息鑑別碼(MAC)或CMAC的非對稱和對稱加密演算

專案，其中包括BMW、德國馬牌集團(Continental)、

法，可以實現資料的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數

富士通(Fujitsu)、英飛凌(Infineon)和博世(Bosch)等數

位簽章和資料鑑別。所有的編碼和解碼功能都在硬

家企業。EVITA專案提出了許多指導原則，詳細描述

體中實現，以確保主CPU不會發生超載。

了各種汽車ECU安全架構的設計、驗證和原型設計。
此外，EVITA規定所有關鍵的ECU都需要配備晶片，

典型應用

其中不僅要包含專用硬體安全模組(HSM)，還要包含

安 全 啟 動：安 全 啟 動 功 能 驗 證 啟 動 載 入 器 ( b o o t

CPU；並且為HSM定義了三種不同要求的配置：全型

loader)的完整性。為此，MCU的HSM首先透過匯

(Full)、中型(medium)和小型(light)，這些模組可對在

流排主控器從快閃記憶體載入啟動載入器。使用商定

ECU之間交換的所有資訊進行加密和解密。

的密鑰，HSM可以計算出所接收訊息的MAC；如果

內建EVITA的架構。

(圖片來源：EVITA專案)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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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出的MAC符合儲存中的啟動MAC，則資料的完

兩個專門負責保護記憶體的模組：TDM強制軟體在篡

整性便受到保護，MCU即可使用這個啟動載入器。

改檢測區域(TDR)中刪除一個或多個區塊之前，必須

安全通訊：HSM還可以實現安全通訊，以下範例

先在特定快閃記憶體區域寫入資料集。另一方面，

顯示其工作原理：中央ECU與感測器ECU進行通訊。

在寫入或刪除快閃記憶體之前，PASS模組要先執行

如前所述，每個HSM都有一個TRNG和一個硬體加密

密碼比較操作。

引擎。中央ECU產生亂數並將它發送到感測器ECU，

系統安全配置：為確保在重置後可安全地執行系

感測器接收到亂數，平行測量其資料和啟動其HSM，

統啟動，在重新啟動之前要先檢查所有儲存設備配

再以ECU亂數來對測量資料(measurement data)進行

置格式(DCF)的完整性，從而防止未經授權的干預和

加密。感測器ECU將加密資料發送回中央ECU，中央

更改。此外，還可以檢查多項安全功能。這可以確保

ECU使用自己的亂數來對資料解密，然後對所傳送的

阻止使用多種攻擊方法更改特定位置的內容，或者在

亂數與所接收到的亂數進行比較，以驗證資料的完整

啟動時載入惡意韌體的攻擊。

性和真實性，TRNG可以防止重播攻擊(replay attack)
和加密以防「竊聽」。

結論

快閃記憶體保護：由於密碼和密鑰等韌體和安全

車輛中的IT安全措施是至關重要的，使用具有整合

配置資料儲存在控制器的快閃記憶體中，因此保護快

式HSM的最先進半導體方案有助於提高安全性和實

閃記憶體也很重要。意法半導體SPC5 MCU就配備了

施效率。

全型EVITA硬體安全模組。

中型EVITA安全模組。

小型EVITA安全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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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增加並隔離信任根以實現晶片
設計更高安全性
Joel Wittenauer，Rambus密碼產品部門嵌入式軟體產品架構師

在聽說了很多硬體漏洞比如Spectre、

擬信任根，無需信任其他實體即可

Meltdown和Foreshadow之後，可能

執行安全功能。

二進位映射將在安全矽IP內執行。
在運作時，當應用程式載入

很多SoC和系統設計人員們都在思考

信任根為可信運算環境的安全

到安全矽IP中時，簽名、虛擬根公

如何在不犧牲安全性的前提下保持

性奠定了基礎。為了支持多個根，

開金鑰和其他中繼資料都附加在應

應用的處理效率。很多設計人員正

安全矽IP必須能夠辨識當前根(即

用程式映射中。安全矽IP使用附加

在研究如何透過RISC-V的開放式指

每個根必須具有處理器已知的唯

到映射的公開金鑰來確定該公開金

令集架構(ISA)設計安全引擎，一種

一辨識碼)。

鑰的散列摘要是否與儲存在處理器

一旦信任根被辨識，安全矽IP

NVM中的虛擬根ID匹配，如果找

在主CPU管理併發執行多個

就必須應用該根的特定策略。該策

到匹配的ID，則使用公開金鑰來

進程的主要工作負載時，這些安

略利用一組在硬體中強制執行的許

驗證應用本身的散列摘要簽名，一

全引擎充當輔助處理器。然而，設

可權來實現，這些許可權描述了根

旦驗證了映射的簽名，則安全處理

計人員意識到這其中許多應用都需

對加密處理器中可用的安全與非安

器將應用的根許可權應用於硬體。

要安全矽IP來隔離不同應用之間的

全資產的訪問能力。創建許可權的

請注意，創建應用程式的實

安全資產。

原則為：給定根對資產的存取權限

體擁有私密金鑰。安全矽IP永遠看

如果一個SoC上運作多個需要

與其他根完全隔離，當然如果非常

不到這個金鑰，它由實體安全地保

訪問安全資產的應用程式，那麼這

必要，也可以允許兩個根訪問同一

存，永遠不會被暴露。

些應用程式最好不能訪問彼此的資

組資產。

從源頭開始就被保護的安全引擎。

KDF在應用隔離中的作用

產。舉個例子，人們肯定不希望他
們的銀行應用程式能夠訪問他們的

創建信任根

安全矽IP內部的硬體金鑰匯出函數

數位版權管理(DRM)視訊重播金

要創建信任根，安全矽IP應用開

(KDF)對於進一步隔離虛擬根不可

鑰，反之亦然。這樣做的另一個好

發人員需要創建包括公開金鑰與

或缺(圖1)。KDF應當基於一個標

處在於，一個應用程式中的安全性

私密金鑰的金鑰對。橢圓曲線加

準，例如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

漏洞無法洩漏另一個應用程式使用

密(ECC)或RSA金鑰對在這裡是比

究院(NIST)SP 800-108。KDF可

的安全資產。

較合適的選擇。要計算出公開金鑰

以有多個用於匯出金鑰的輸入。為

要滿足這些需求，安全處理

的唯一加密值(稱為散列摘要)，並

實現根之間的隔離，唯一根辨識字

器，如Rambus的CryptoManager

將此散列摘要用作根的唯一辨識

是KDF的其中一個輸入。

Root of Trust(CMRT)必須支援多

碼。公開金鑰的散列摘要必須安全

當應用程式載入到安全矽IP中

個硬體信任根(RoT)，這些信任根

地提供給安全矽IP的非揮發性記憶

時，根辨識字被程式設計到KDF

在安全矽IP自身中要被彼此隔離。

體(NVM)，而私密金鑰則用於運算

中。這意味著由兩個不同的根私

簡而言之，每個實體都有自己的虛

應用的二進位映射的數位簽章，該

密金鑰簽名的兩個不同的應用程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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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誤訪其他人的資產，這些資產受
virtual_root_id
key_path

硬體保護。一旦在硬體中為基本金

KDF

derived_key

鑰、NVM、安全金鑰目標和其他關
聯資產設置許可權後，應用程式就
無法修改這些許可權，因為它們被
設置在硬體中，不能被重寫。

base_key

圖1：安全矽IP內部的金鑰匯出函數對於進一步隔離不同的虛擬根非常必要。
(資料來源：Rambus)

式不會匯出相同的金鑰集，即使

如，應用程式通常不會共用NVM

提供對多個信任根支持的安
全矽IP解決方案

KDF的所有其他輸入參數都相同

區域。另外，一般會希望限制對

在前文，已經討論了系統和SoC設

也不可以。因此，在安全矽IP內執

安全矽IP的通用輸入輸出(GPIO)

計人員如何在其應用程式中增加多

行的應用程式可以使用KDF來匯出

的訪問，而應用給定虛擬根許可

個安全矽IP信任根並隔離它們以實

它自己唯一的應用程式對稱金鑰或

權策略可以實現對此類資產的嚴

現超高安全性。

ECC金鑰對。

格存取控制。

這種安全矽IP的解決方案是

使用KDF匯出應用程式金鑰的

還有一些應用程式要求安全矽

提供對多個信任根的支持，就像

另一個好處在於無需將金鑰儲存在

IP將匯出的金鑰或從NVM讀出的金

Rambus的CryptoManager信任

NVM中，而儲存在記憶體中的金鑰

鑰透過安全匯流排傳送到外部處理

根。安全矽IP產品的每個根都可

通常易受攻擊。當下一次應用程式

單元。這個外部處理單元可能由於

為安全矽IP內的多個信任根提供

需要使用特定金鑰時，應用程式將

某些特定原因或出於對性能的考慮

支援，安全矽IP內的每個根都有自

執行與先前相同的金鑰匯出過程。

而被使用。此時必須設置虛擬根的

己的辨識字和許可權集，用於建立

使用KDF還有一個優點是可以

許可權，以便只有那些應該將金鑰

對執行所需資產的存取權限。載入

重複匯出相同的對稱金鑰或ECC公

傳遞給外部處理單元的應用程式才

應用程式時，其請求的許可權被程

開金鑰和私密金鑰對。它們通常透

能這樣做，而其他不需要將金鑰傳

式設計到硬體寄存器中，使得該應

過動態加密法(on-the-fly)匯出。一

遞給外部處理單元的應用程式則不

用程式只能訪問它指定的資產。根

旦應用程式使用完金鑰，金鑰就被

能訪問安全匯流排。

據硬體中應用的其他應用程式的許

系統刪除。
簡而言之，兩個不同的虛擬
根不能創建相同的金鑰。因為透

保證安全矽IP內的所有應用程

可權，可以限制在安全矽IP內執行

式都彼此隔離可以增加我們對系統

的其他應用程式訪問原始應用程式

安全性的信心。

的資產。

過KDF能夠匯出的金鑰使用了根

擁有了如此安全的保護傘，為

如果攻擊者想要在安全矽IP上

辨識字作為資料的一部分來匯出。

安全矽IP開發應用程式的實體得以

運作應用程式，則必須能夠訪問其

這就是應用程式之間實現加密隔離

維護其特定的虛擬根私密金鑰。其

虛擬根私密金鑰。即使攻擊者可以

的方式。

他實體無法訪問這些匯出的金鑰、

訪問另一個應用程式的虛擬根私密

特定金鑰匯流排、NVM記憶體位

金鑰，他們的應用程式也無法訪問

其他資產的隔離

址範圍、GPIO接腳或任何其他相

原始應用的資產。

除了透過匯出的金鑰隔離，安全矽

關資料，同時也阻止了其他人嘗

對於系統或SoC設計人員來

IP還可以進一步擴展給定虛擬根環

試攻擊或意外地匯出這些關鍵資

說，要實現此功能就必須選擇具

境之下執行的應用程式的隔離。例

料，例如，開發人員的錯誤不會導

有多個硬體信任根的安全矽IP，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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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Manager Root of Trust
DRM

Bank

Secure Comm.

Feature
Set A

Feature
Set B

Feature
Set C

Without Multiple Roots of Trust
DRM

Bank

Secure Comm.

Feature
Sets
圖2：應用程式實體可以是DRM、銀行業務或安全通訊應用，每個實體都完全相互隔
離。
(資料來源：Rambus)

每個信任根在安全矽IP內部都被隔

客戶應用程式。一些可能的應用

離。這意味著每個實體都依賴於自

包括視訊流、銀行業務和安全通

己的虛擬信任根來執行安全功能，

訊的DRM，每種應用程式對安全

而無需信任其他虛擬信任根。

性和對安全矽IP資產的訪問都有
不同的要求。

應用示例

DRM應用：DRM應用需要將安

以下是基於此類安全矽IP應用的一

全矽IP匯出的金鑰輸出到可以解密

些具體示例。如圖2所示，示例中

和解碼視訊流的外部引擎。在這種

的實體可以是DRM、銀行業務或

情況下，可以使用安全矽IP提供的

安全通訊應用。

許可權模型來確保只有DRM應用

如圖2所示，每個應用程式在

程式可以匯出解密視訊流所需的

彼此完全隔離的情況下執行。另

金鑰。此外，還可以根據安全矽

一種不太安全的替代方案是所有

IP的許可權設置僅允許DRM應用

三個實體共用同一組資產(下方框

程式將金鑰傳遞給視訊解碼模組。

架圖)。

圖3詳細圖解了安全矽IP在

如前所述，系統和SoC設計

DRM應用中的使用，NVM保存

人員需要考慮其設備支援的潛在

了多個應用程式基本金鑰。根據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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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安全矽IP用於DRM應用。

(資料來源：Ram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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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安全矽IP用於用戶銀行憑證。

(資料來源：Rambus)

DRM應用程式的虛擬根許可權設

基本金鑰KD，而無法訪問其他被

置，它唯一可訪問的金鑰是DRM

遮蔽的金鑰(KB和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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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GRAPHIC
PROCESSOR

VIRTUAL ROOT ID
KP

PK ENGINE
HASH
DIGEST

KDF

1110001
0101000

SIG

HASH
ENGINE

KC

1001010
1010010

PARAMS

KD
SIG

KB
CPU

KC
CERT

CERT

PARAMS

1001010
1010010

CERT

NVM

圖5：安全矽IP用於安全通訊應用。

(資料來源：Rambus)

KV。該應用程式還要求將KV直接

程式隨後請求AES引擎解密儲存在

密金鑰KP，然後再使用KP匯出相

輸出到金鑰傳輸(Key Transport)

系統外部檔案系統中的加密銀行憑

應的公開金鑰KU，KU隨後在證書

模組，以防止DRM應用程式中潛

證，一旦憑證被解密，它們就被傳

簽名請求過程中從設備匯出。

在的軟體漏洞洩漏KV。金鑰傳輸

送到安全矽IP的SRAM，以供在主

憑證授權(CA)根據證書簽名

模組透過安全匯流排將KV傳送到

CPU上執行的銀行應用程式使用。

請求生成由CA私密金鑰簽名的數

視訊解密和解碼模組，該模組隨之

即使攻擊者意圖對安全矽IP內

位憑證(CERT)。該數位憑證隨後

對需要播放給使用者的視訊流進行

執行的銀行應用程式執行反向工

被導入安全矽IP中，儲存在NVM

解密和解碼。

程，也無法獲取銀行憑證解密金

中只能由安全通訊應用程式訪問

銀行憑證應用：圖4詳細說明了

鑰KA。而且，如果攻擊者可以訪

的位置。

安全矽IP的第二種應用可能——保

問另一個虛擬根私密金鑰來簽署他

在與另一方建立安全會話的初

護用戶的銀行憑證。與上述DRM

們自己的銀行應用程式版本，該應

始階段，安全通訊應用程式從NVM

應用程式一樣，銀行應用程式也

用程式也無法匯出合適的KA，其

中讀取CERT。安全通訊應用程式

僅具有NVM中基本金鑰KB的唯一

匯出的金鑰KA無法用於解密用戶

還會請求KDF使用KC重新匯出私

存取權限，同樣無法訪問NVM中

銀行憑證。

密金鑰KP，並將KP傳遞給公開金

的其他基本金鑰。

安全通訊應用：第三個示例為

鑰引擎。隨後，應用程式使用安全

應用程式可以請求KDF使用

安全通訊應用，如圖5所示。安全

矽IP的散列引擎計算出安全通訊參

KB來匯出解密金鑰KA。KA被直接

通訊應用程式在使用前需要進行一

數的散列摘要，也將其傳遞給公開

發送到進階加密標準(AES)引擎，

些設置，安全矽IP需要首先使用其

金鑰引擎。

這樣CPU就不會讀取其值。應用

安全通訊基本金鑰KC匯出ECC私

安全通訊應用程式請求公開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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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引擎根據KP和安全通訊參數

全矽IP被用於與另一方建立機密資

如何在應用程式之間建立完善的資

的散列摘要生成數位簽章，並放

料共用。安全矽IP的AES引擎(或

產隔離。此外，在這種保護機制之

置在SRAM中，安全處理器CPU

其他對稱加密演算法)利用這些共

下，即使某個應用程式被攻擊者執

上執行的安全通訊應用程式將可

用機密資料加密或解密來自/傳遞

行了反向工程也沒有什麼價值，因

以訪問它。最後，安全通訊應用

到另一方的資料塊。

為獲取應用程式的虛擬根私密金鑰

程式匯出CERT、安全通訊參數和

才是關鍵。而且即使攻擊者可以訪

數位簽章，並發送到建立了安全

結論

問另一個應用程式的虛擬根私密金

通道的另一方。

應用程式保持最高等級的安全性

鑰，也無法訪問要攻擊的應用程式

至關重要，本文描述的示例演示了

資產。

隨著安全通訊協定的發展，安

超低功耗可穿戴醫療設備四種能量
採集方法
M. Di Paolo Emilio，EE Times特約作者

電池供電連網設備的主要挑戰之一

度、呼吸速率)，以報告某些關鍵

分析，2020年全球醫療領域的可

是自主性。更大的電池容量、更長

指標的臨界超標狀況。根據Frost

穿戴設備市場將達189億美元。

的電池壽命，而電池體積卻不能增

& Sullivan發表的「臨床和消費者

能量收集解決方案已被設計為

加，諸如此類的需求越來越多。例

健康中的可穿戴技術」一文中的

電池的輔助電源，或作為不受能耗

如有一些可穿戴設備可能是醫療植
入物，這種設備不可能採用笨重的

A

電池，促使電池技術正透過利用能

L

量收集來滿足越來越多的需求。
對於具有較小外形尺寸的設

TENG

UT

UAB

D1

C

UO

備，例如暴增的物聯網(IoT)設備，
能量收集具有令人難以想像的優

B

勢。這些小型設備通常只需要很
小的電流，從各種來源收集能量
可能是一個極具價值的設計要點。

可穿戴醫療解決方案
用於醫療用途的可穿戴設備通常用
於檢測、儲存和傳輸即時測量的人
體重要參數(例如心率、血氧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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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TENG調節電路；t1表示開關閉合時(能量由LC單元儲存)，t2表示開關打開時(能
量由LC單元釋放)。

設計筆記

穿戴式裝置的無線鋰離子充電器解決
方案包括整合式降壓 DC-DC 轉換器
電源產品應用工程師 Wenwei Li

高效無線輸入功率控制器
穿戴式裝置越來越傾向於使用無線電池充電，其無需
使用電纜或外露連接器，因此可達到更佳的使用者體
驗。LTC4126 充電器、DC-DC 轉換器具有一個無線功率
控制器，使其能夠從發射線圈產生的交流磁場無線接
收功率 (如 LTC6990 解決方案)。無線功率控制器將接
收器端諧振電路的交流電壓整流成 VCC 針腳的直流電
壓。此直流電壓饋入線性充電器，線性充電器再調節對
電池的充電。
如果 LTC4126 接收的能量超出所需能量，無線功率控制
器透過將接收器諧振電路分流接地來調節線性充電器
的輸入 VCC。如此，線性充電器將高效率地運行，因為
其輸入正好保持在電池電壓 VBAT 之上。接合分流電路
時，諧振電路也會接收較少的功率，因為諧振頻率與發
射器頻率失調。
VCC

全功能線性電池充電器
LTC4126 中的整合式恒流 (CC) / 恒壓 (CV) 線性鋰離子
電池充電器可透過一組完整的保護功能確保充電週期正
常運行，包括安全計時器的自動再充電和自動終止、不
良電池檢測和超出溫度範圍充電暫停功能等。LTC4126
並具備可傳遞至系統微控制器的充電器狀態和電池電
壓位準訊號。

無電感低雜訊 DC-DC 轉換器
LTC4126 包括一個整體式無電感充電泵 DC-DC 轉換器，
其透過電池調節系統負載輸出。LTC4126 的 DC-DC 轉換
器可透過其 EN 針腳來開關，因此允許經由微處理器進行
控制。EN 針腳也可與 LTC4126 的 PBEN 針腳配合使用以
進行按鈕控制，無需額外的去抖電路。
充電泵 DC-DC 轉換器具有三種操作模式，具體則取決於
電池電壓，以此提高整體效率。
100
90
80
70
Efficiency (%)

LTC4126 是具備 1.2 V 無電感 DC-DC 轉換器的全功能
7.5 mA 無線鋰離子 (Li-Ion) 電池充電器，主要針對助聽
器、無線耳機和其他需要無線充電的空間受限之穿戴
式產品而設計。LTC4126 可與基於 LTC6990 的 ZVS 單
電晶體發射器組合搭配使用，以建立完整的無線充電
解決方案。

60
Mode 1

50
40
30

2 V/div
VBAT

Mode 2

20

2 V/div

10
0
3.0

VACIN
2 V/div

Mode 1
3.3

3.6
3.9
Battery Voltage (V)

圖 2：最大理論轉換器效率和電池電壓。

40 µs/div

圖 1：交流輸入整流和直流軌電壓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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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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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

OUT

2.2 µF

圖 3：具有整合式 DC-DC 轉換器和充電器狀態輸出的完整 6 mm 直徑無線電池充電器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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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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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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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具有單電晶體 ZVS 發射器和 LTC4126 接收器的完整無線充電解決方案。

微型 PCB 板的完整應用電路
由於 LTC4126 的高度整合式設計，只需幾個外部元件
即可創建完整的無線充電器接收器解決方案。在直徑
為 6 mm 的應用板上，可將整個設計安裝在助聽器或
耳塞的內部。

ZVS 單電晶體發射器組合可輕鬆實現完整的無線充電解
決方案。基於這些裝置的完整解決方案更具有低功耗和
低成本之優勢。

單電晶體 ZVS 諧振無線功率發射器
圖 4 中所示的單晶體管發射器是使用 LTC6990 作為振
盪器來驅動低功率電晶體的簡單諧振電路。為實現 ZVS
操作，發射器諧振迴路頻率設定為振盪頻率的 1.29 倍。
透過這種方式可大幅減少開關損耗，並提高了整體無
線充電效率。此發射器只需幾個元件，並可安裝在小
型外殼中。

VDS_M1
5 V/div

VGS_M1
2 V/div

2 µs/div

結論
LTC4126 是受到良好保護、高度整合、極其精小的無線
充電器接收器解決方案，為穿戴式裝置的理想選擇。將
LTC4126 (穿戴式裝置端) 與基於 LTC6990 (充電站端) 的

圖 5：fTX_TANK = 1.29 × fDRIVE 時的 ZVS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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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可穿戴設備永久使用的獨立

誘發的熱流產生電壓和電流。PN

的頻率分佈並找到其諧振頻率。對

電源。但能量收集同時被認為是不

接面是熱電發電機(TEG)的基本元

於諸如馬達這類應用，振動特性和

可靠的能量來源，因為根據環境條

件，它由P型和N型的單一結構熱

諧振頻率是眾所周知的。對於其他

件的變化，能量的可用性會隨著時

電材料組成，多個PN接面串聯起

應用，要充分理解就需要採用加速

間的推移而顯著變化。因此，可以

來構成TEG。

度計測量物體的振動，並透過快速

將諸如振動、熱或太陽能等能量收
集源與可充電電池結合使用。

如果將多個PN電、熱學並聯，

傅立葉轉換(FFT)獲得的資料分析

可以構建典型的TEG模組，產生與

其頻率特性，從而找到諧振頻率。

熱梯度成比例的電壓。熱電或TEG

摩擦電效應

發電模組已經用於多項應用中，例

射頻能量

摩擦生電是兩種不同材料在接觸和

如太空船，它們收集由放射性物質

射頻無線能量收集可以為可攜式裝

分離時產生表面電荷的過程。在其

衰變所釋放的熱能。

置提供更長的電池壽命。電磁波來

接觸過程中，每種材料都會產生一

可穿戴醫療電子產品這個新

自各種源頭，如衛星站、GSM和

種極性相反的電荷。近年來，在開

興領域也在透過體溫加熱裝置提

無線網際網路。射頻能量收集系統

發摩擦電能量收集系統方面已經取

供熱電，從而為能量收集提供了

可以擷取電磁能量並將其轉換為可

得了進展，比如摩擦電奈米發電機

巨大潛力。

用的CC電壓，其主要佈局由天線

(TENG)。這些系統需要的最基本

和整流器電路組成，整流器電路用

零件包括：至少兩層摩擦電材料、

振動能量

於將射頻功率或交流電(CA)轉換為

它們之間的物理隔離、用於收集電

振動能量收集，是利用旋轉機器

CC訊號，另外阻抗匹配網路(IMN)

能的電極，以及用來最大化收集效

(例如馬達)或人體運動產生的相關

用來確保射頻源和負載之間的最大

率的調節電路(圖1)。

自然低電平電源，它們可以產生數

功率傳輸。

如圖1所示，TENG中傳統

百微瓦或1毫瓦的能量。

電源管理

DC-DC降壓轉換器與AC-DC降壓

振動能量收集所使用的壓電感

轉換電路耦合。在開關和負載電阻

測器是一種不對稱晶體。這種材料

電源管理在小型和可穿戴整合系統

R之間，依次添加二極體D 1、串聯

的晶格單元具有不對稱性，可以建

中尤為重要，例如醫療監控設備、

電感L和電容C。開關不僅用於最

立這樣一種機制，即透過使晶體變

物件追蹤系統，以及其他需要低配

大化能量傳輸，還用於將輸入降壓

形而造成小電位差。

置且經濟高效的行動運算解決方案

發送到電路，該開關可以透過帶有

但是，為了「調整」壓電感測

的應用。目前的趨勢仍然是使用超

MOSFET的微功率電壓比較器來實

器的特性，必須充分瞭解振動物體

級電容，它提供一種基於奈米技術

現，以整合自我管理機制。

的儲存能量新方法。與電池不同，
超級電容可在幾秒鐘內充電，並可

熱能

承受近乎無限的充電週期。超級電

熱能收集是指擷取環境中隨處可得

容的能量密度高於標準電容，但

的熱量，或收集引擎、人體和其他

低於物聯網系統中使用的標準電

來源排出的廢能並重新投入使用的

池(圖2)。

過程。利用塞貝克效應(Seebeck
Effect)可以實現將熱能直接轉換
成電能，透過適當設計的熱電裝置

LTC3109是一款高度整合的
圖2：BestCap BZ系列超級電容。
(資料來源：AVX)

DC/DC轉換器，非常適用於淺輸
入電壓源的能量收集，如TEG和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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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電堆。無論極性如何，它允許

MAX17710是一款完整的能量

免於超載。提供目標應用的輸出

輸入電壓高達30mV。當輸入電壓

充電系統，能夠處理調節不良的訊

電壓由一個可調線性穩壓器調節，

源不可用時，也可以對儲存電容

號源，範圍從1μW~100mW。該元

其低壓差(LDO)可調，可選電壓為

(或電池)充電以供電，其淺靜態電

件還包括一個升壓調節器電路，可

3.3V、2.3V或1.8V(圖4)。

流和高效率最大化了應用中可用

從0.75V(頂端)開始為電池充電，

SPV1050是意法半導體的一

的能量收集(圖3)。

另有一個內部穩壓器可保護電池

款IC，可以為任何電池充電，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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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Peas Semiconductors)

括薄膜電池。其電源管理同時適用

它涵蓋了75mV~18V的輸入電壓範

於太陽能電池和TEG採集源，因為

圍，確保了降壓-升壓和升壓配置

的高效率(圖5)。
AEM40940是一個能量管理子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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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它與整流器整合，從環境射

了一個超低功耗整流器和一個升

電，從而可以充當負載的恆定能量

頻波中提取交流電，同時將能量儲

壓轉換器。其配置接腳透過設置

源。但是，交流或直流電壓可用的

存到可充電元件和供電系統中，該

記憶元件的預置條件來確定各種

能量收集必須轉換為類比和數位元

系統具有兩個獨立的穩壓電壓。採

操作模式。

件的適當直流電平。電子設計人員

用該元件，設計人員可以延長各種

面臨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可用儲能技

結論

術的選擇有限，微電子能源收集正

AEM40940可收集高達

從各種來源收集的能量將用於為

在開闢新的應用領域，將對物聯網

10dBm的可用輸入功率，並整合

超級電容和/或可充電/薄膜電池充

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可穿戴設備的使用壽命(圖6)。

複合放大器如何實現高精準度的
高輸出驅動能力？
Jino Loquinario，ADI產品應用工程師

要開發的應用似乎不存在解決方案
是很正常的，甚至幾乎是情理之中

Input
+
AMP1
_

的。為了滿足應用要求，需要想出
一種超出市場上現有產品性能的解

+
AMP2
_

Output

決方案。例如，應用可能需要具有
高速、高電壓、高輸出驅動能力的
放大器，同時還可能要求出色的直
流精準度、低雜訊、低失真等。
滿足速度和輸出電壓/電流要

圖1：簡單複合放大器配置。

求的放大器，以及具有出色直流

是採用複合放大器，本文將說明它

要求。在這種配置中，具有所需輸

精準度的放大器在市場上很容易

如何實現。

出規格的放大器(AMP2)放置在具
有所需輸入規格的放大器(AMP1)

獲得，事實上很多都是如此，但
是，所有這些要求可能無法透過

複合放大器

的回饋環路中，以下將討論這種

單個放大器來滿足。當遇到這樣

複合放大器由兩個獨立的放大器組

配置涉及的一些技術及其益處。

的問題時，有些人會認為不可能滿

成，其配置方式使得人們既能實現

足此類應用的要求，必須滿足於平

每個放大器的優點，又能削弱每個

設置增益

庸的解決方案，要不選用精密放大

放大器的缺點。

初遇複合放大器時，第一個問題可

器，要不就選高速放大器，可能得

參考圖1，AMP1具有應用所

能是如何設置增益。為了解決這個

犧牲一些需求。幸運的是，這並非

需的出色直流精準度，以及雜訊

問題，將複合放大器視為包含在大

全然正確，對此，有一種解決方案

和失真性能，AMP2滿足輸出驅動

三角形內的單個同相運算放大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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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的，如圖2所示。想像大三
角形是黑色，無法看清裡面的東
西，那麼同相運算放大器的增益

,QSXW

就是1+R1/R2。揭開大三角形內
部的複合配置並沒有改變任何東

,Q


$03 B

西，整個電路的增益仍然由R1和
R2的比例控制。

2XWSXW

2XW


B
5

5

,Q

在這種配置中，人們很容易

$03

認為利用R3和R4改變AMP2的增
益會影響AMP2的輸出電平，並使

5

複合增益發生變化，但事實並非
如此。透過R3和R4提高AMP2周
圍的增益只會降低AMP1的有效增
益和輸出電平，而複合輸出(AMP2
輸出)保持不變。或者，降低AMP2

5

圖2：複合放大器被視為單個放大器。
,QSXW



$03

周圍的增益將會提高AMP1的有效

B

2XWSXW

$03
B

增益，因此，複合放大器的增益
一般僅取決於R1和R2。
本文將討論實現複合放大器配

*%:3 0+]

置的主要優點和設計考慮因素，並
*%:3 0+]

重點說明其對頻寬、直流精準度、
雜訊和失真的影響。

圖3：單位增益複合放大器。


頻寬擴展



與配置為相同增益的單個放大器



相比，實現複合放大器的主要優



4，假設有兩個獨立的放大器，每
個放大器的增益頻寬積(GBWP)為
100MHz。將它們組合成一個複合
配置，整個組合的有效GBWP將會
增加。在單位增益時，複合放大器
的-3dB頻寬高出約27%，儘管有
少量峰化，在更高增益下，這種
優勢變得越明顯。

*DLQ G%

點之一是頻寬更寬。參考圖3和圖

6LQJOH$PSOLILHU
&RPSRVLWH$PSOLILHU
G%/LQH



Ȼ%:







N

N

N
0
0
)UHTXHQF\ +]

0

*

*

圖4：單位增益時的-3dB頻寬改善情況。

圖5顯示了增益為10的複合放

和R2設置為10。AMP2周圍的增

效增益與此相同，在兩個放大器

大器。請注意，複合增益透過R1

益設置為約3.16，迫使AMP1的有

之間平均分配增益可以產生最大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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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頻寬。
圖6比較了增益為10的單個放

(IIHFWLYH$03*DLQ 

,QSXW

大器頻率回應與配置為同樣增益的

$03

複合放大器頻率回應。在這種情況


B

2XWSXW



$03

B

下，複合放大器的-3dB頻寬高出
約300%，這怎麼可能？
有關具體示例，請參閱圖7和

5

5

Ω

NΩ
$03*DLQ 

圖8。本文要求系統增益為40dB，

5

5

使用兩個相同的放大器，每個放大

Ω

Ω

器的開環增益為80dB，GBWP為

&RPSRVLWH*DLQ 

100MHz。

圖5：複合放大器的增益配置為10。

為使組合實現最高可能頻寬，


6LQJOH$PS *DLQ 
6LQJOH$PS *DLQ 
&RPSRVLWH$PS *DLQ 
&RPSRVLWH$PS *DLQ 

本文將在兩個放大器之間平均分配


所需的系統增益，每個放大器需提



閉環增益設置為20dB會迫使AMP1



的有效閉環增益同樣達到20dB。
採用這種增益配置，兩個放大器

*DLQ G%

高20dB的增益。因此，將AMP2的



在開環曲線上的工作點均低於任



何一個在40dB增益時的工作點，



因此，與同樣增益的單個放大器解



決方案相比，複合放大器在增益為
40dB時將具有更高的頻寬。




N

N

N
0
0
)UHTXHQF\ +]

雖然看似相對簡單且易於實
現，但在設計複合放大器時應採取
適當的措施來獲得盡可能高的頻寬，

0

*

*

圖6：增益為10時的-3dB頻寬改善情況。

,QSXW

同時不能犧牲組合的穩定性。在實際

5HTXLUHG6\VWHP*DLQ  G%
$03

應用中，放大器有非理想特性，而且


B

可能不完全相同，這就要求使用適當
的增益配置來保持穩定性。另外應注

$03

2XWSXW


B

5

5

Ω

Ω

意，複合增益將以-40dB十倍頻程的
速度滾降，因此在兩級之間分配增益
時必須小心。

5

5

Ω

NΩ

在某些情況下，平均分配增
益可能無法做到。就此而言，要

圖7：分配增益以獲得最大頻寬。

在兩個放大器之間均等分配增

於或等於AMP1的GBWP，否則將

穩定。在AMP1 GBWP必須大於

益，AMP2的GBWP必須始終大

導致峰化，並且可能導致電路不

AMP2 GBWP的情況下，在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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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之間重新分配增益通常可以
校正不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降



低AMP2的增益會導致AMP1的有
效增益提高。結果是AMP1閉環頻



寬降低，因為其在開環曲線上的


高，因為其在開環曲線上的工作
點降低，如果充分應用AMP1的減
速和AMP2的加速，複合放大器的

*DLQ G%

工作點提高，而AMP2閉環頻寬提





穩定性就會恢復。
本文選用AD8397作為輸出
級(AMP2)，與各種精準度的放大
器AMP1連接以展示複合放大器的
優勢。

$03
$03
6LQJOH$PS5HVSRQVH
$03DQG$032SHQ/RRS*DLQ
&RPSRVLWH$PS






N

一部分會被回饋到反相輸入。輸出


$03 B

926
µ9

饋因數(β)，然後予以扣除，這有
環增益(A)的保真度。
對於複合放大器，放大器A2

0

*

*

926
$03

2XWSXW


B

5/
1kΩ

端存在的誤差(環路中產生)乘以回
助於保持輸出相對於輸入乘以閉

N
0
0
)UHTXHQF\ +]

圖8：單個放大器的預期回應。

保持直流精準度
在典型運算放大器電路中，輸出的

N

5

5

Ω

Ω

5

5

Ω

NΩ

圖11：失調誤差貢獻。

有自己的回饋環路，但A2及其

從0mV掃描到100mV時，輸出失

輸出雜訊來說明這一點；同時應理

回饋環路都在A1的較大回饋環路

調不受AMP2貢獻的誤差(失調)幅

解，失真消除方式大致相同。

內。輸出現在包含A2引起的較大

度的影響。相反，輸出失調僅與

參考圖13所示電路，只要第

誤差，這些誤差被回饋到A1並進

AMP1的誤差(50μV乘以複合增益

一級(AMP1)有足夠的頻寬，它

行校正，較大的校正訊號導致A1

100)成比例，並且無論V OS 2的值

就會校正第二級(AMP2)的較大雜

的精準度得以保留。

是多少，它都保持在5mV，如果

訊。當AMP1的頻寬開始耗盡時，

沒有複合環路，預計輸出誤差會

來自AMP2的雜訊將開始佔主導地

高達500mV。

位，但是，如果AMP1頻寬過多，

在圖11所示電路和圖12所示
結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該複合回饋
環路的影響。圖11顯示了一個由兩

並且頻率回應中存在峰化，那麼

個理想運算放大器組成的複合放大

雜訊和失真

器，複合增益為100，AMP2增益

複合放大器的輸出雜訊和諧波失真

對於此例，圖13中的電阻R5

設置為5。V OS1表示AMP1的50μV

與直流誤差類似的方式進行校正，

和R6分別代表AMP1和AMP2的固

失調電壓，而V OS2表示AMP2的可

但對於交流參數，兩級的頻寬也會

有雜訊源。圖14的上方曲線顯示

變失調電壓。圖12顯示，當V OS 2

起作用。本文將舉一個例子，使用

了各種AMP1頻寬的頻率回應，以

在相同頻率處將產生雜訊峰值。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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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單一固定頻寬AMP2的頻率回
應。回憶增益分配部分，若複合



增益為100(40dB)，AMP2增益為



5(14dB)，則AMP1的有效增益將



為20(26dB)。



圖14下方曲線顯示了每種情
時，輸出雜訊密度以AMP1為主


9287 P9

況的寬頻輸出雜訊密度。在低頻
(1nV/√Hz乘以100的複合增益等



夠的頻寬來補償AMP2，這種情況



就會持續下去。



若AMP1頻寬小於AMP2頻
訊密度將開始由AMP2主導。這可




於100nV/√Hz)，只要AMP1有足

寬，當AMP1頻寬開始滾降時，雜









Q9+]

訊上升至200nV/√Hz(40nV/√Hz

5

乘以AMP2的增益5)。最後，若

Ω



926 P9









Q9+]

$03 B


B

5

2XWSXW


$03 B

NΩ

9

5/
1kΩ

寬，導致頻率回應出現峰化，則複

5

合放大器將在相同頻率處呈現雜訊

5

Ω9 
26

峰值，如圖14所示。由於頻率響應
5

峰化引起過大增益，雜訊峰值的幅

Ω

度也會更高。
表3和表4分別顯示了使用不同



圖12：複合輸出失調與VOS2的關係。

以在圖14的兩條跡線中看到，雜

AMP1具有比AMP2大得多的頻



Ω

5
NΩ

圖13：複合放大器的雜訊源。

結論

精密放大器作為第一級與AD8397

AMP1可以是任何具有配置所

形成複合放大器時的有效雜訊降低

需直流精準度的精密放大器。在此

兩個放大器結合成複合放大器，可

情況和THD+n改善情況。

應用中，各種前端精密放大器都

實現最佳規格，同時彌補各自的局

在此示例中，DAC輸出緩衝

能與AD8397(以及其他高輸出電

限性。具有高輸出驅動能力的放大

器應用的目標是為低阻抗探針提供

流放大器)配合使用，以實現應用

器與精密前端放大器結合，可為非

10V p-p的輸出，電流為500mAp-p，

所需的出色直流精準度和高輸出

常棘手的應用提供解決方案，設計

要求低雜訊、低失真、出色的直

驅動能力。

時務必考慮穩定性、雜訊峰化、頻

流精準度，以及盡可能高的頻

此配置不限於AD8397和

寬和壓擺率，以獲得最佳性能。有

寬。DAC輸出的4mA ~ 20mA電流

AD8599，其他放大器組合也是可

許多可能的方案來滿足各種應用需

將透過TIA轉換為電壓，然後轉

行，只要滿足輸出驅動要求並提供

求，正確的實施和組合可以實現應

換為複合放大器的輸入以進一步

出色的直流精準度即可，表6和表7

用的恰當平衡。

放大。

中的放大器也適合此應用。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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