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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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設計師需要瞭解的 DDR5 和 LPDDR5
12 月 5 日 上午 10:00 - 11:30
通過參加本此網路研討會，與會者將學習如何使用 DDR5 和 LPDDR5 DRAM 解決當今的
記憶體需求；瞭解最新記憶體標準與前幾代產品相比的優勢；如何使用優質 IP 為 AI、汽
車、移動 SoC 提供正確的記憶體解決方案。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工業4.0 — 工業乙太網路及邁向時間敏感網路的轉型
在本線上研討會中，我們將討論 PROFINET、乙太網路/IP 和 EtherCAT 等主要工業乙太網路
協定以及 TSN 的新特性，並探討隨著越來越多的系統走向工業 4.0，未來將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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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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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業如何推動嵌入式資料儲存
技術發展
運輸技術已今非昔比，它利用了處理
器、網路和資料儲存技術方面的最新
進展，越來越依賴先進技術來收集、
處理和儲存關鍵資料，且要保障這些
資料的安全。

思維與觀點

新版Geekbench 5改進測試卻同時
帶來偏差
Geekbench 5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做了
一些重大改進，但新版本比以前少了
一些系統級性能基準測試，甚至還額
外產生了以前版本中沒有的偏差。

邊緣AI戰鼓剛敲響

創新天地

過 去兩年來，人工智慧(AI)已經從學 08
術 奇 蹟 演 變為全 球 重 大 趨 勢，導 致
一場邊 緣 A I大戰 正悄悄展開… 每 一
家 處 理器供 應 商都將 機 器學習視 為
「金雞母」，積極 地調整自家公司策
略，競 相 為 這 個 具有 最 大 商 機 的 領 09
域— 邊 緣 AI提供 加速特定工作負
載的解決方案…

完全運算為裝置實現機器學習
Arm日前提出以客製化SoC為核心的
「完全運算」(Total Compute)，期望
在其強大的安全基礎下，協助開發人
員實現從雲端、邊緣到終端的新世代
運算效能。

設計揭密
拆解：藍牙增強型LED燈泡
當收 到 關於 沃爾 瑪 ( Walm ar t) 推 出
Google+GE綁定銷售套件的郵件時，
我無法抗拒這個誘惑，想要去拆解利
用藍牙控制的無線智慧燈泡。

網站內容
科學家們的終極
散熱大法…

AI為大學工程教育帶來
什麼衝擊？

電力的產生和使用總是伴隨著熱

理論上，諸如深度學習、臉部辨識、

而來，但這又必須加以排除。目前

先 進 繪 圖處 理等 等 新 學 科，對於 希

有許多有趣的創新研究致力於尋

望更新其STEM課程的各大專院校電

找 如何擺脫多餘的 熱，或是讓敏

腦科學(CS)與電子工程(EE)系所來

感元件遠離熱的

說，似乎是非常容易

方法，哪些散熱降

拿來利用。但如何能

溫研究最具有發

讓學生們了解這種最

展潛力？

新技術？

目錄Contents
12

聚焦：智慧製造AI化

的催化劑，有助於促進e-Mobility的
普及。

智慧製造傾力邁向AI殿堂
今 年 漢 諾威 工 業 展 主 題 為「工 業 智
慧」，意指人類透過人工智慧(AI)系
統教導機器採取有邏輯、目的性的行
動，以滿足生產線與客戶端的需求。
可見AI已成為實現工業4.0或智慧製
造的關鍵，但真正的「工業智慧」該如
何實現？

軟性混合電子元件製造的新結構性
塑膠
已有令人驚訝的小範圍聚合物材料，
能滿足微電子領域多年的結構性塑膠
需求。
儲存與運輸EUV倍縮光罩的挑戰
要以7奈米以下如此精細的尺寸穩定
製作圖案，需 要 使 用超 潔 淨 倍 縮光
罩。

智慧製造帶頭 機器人擴張應用範疇
當智慧製造這些能提升產能的概念大
行其道，不僅刺激相關機器人市場的
發展，也讓機器人應用市場從工業拓
展至其他領域。
機械手臂終端工具的GPS：感測技術
的能耐與重要性
雖然靈活的夾取技術已大幅改善物件
的取放，但感測技術能幫助機械手臂
控制力量，更精準地放置物件。

23

七個確保物聯網成功的最重要決策
新的構想只不過是邁向成功物聯網計
畫的第一步，後續仍需要做出幾項重
要的決策…

38

設計新技術
電動車高效電源管理
電動車的創新充電 技術可成 為變革

測試與測量
利用SR鎖存器實現SPDT開關消除
抖動電路
SR鎖存器(latch，又稱為閂鎖)常常被
用來實現SPDT開關消除抖動，但在
奈秒(ns)時域中它是如何實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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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業如何推動嵌入式
資料儲存技術發展
Scott Phillips，Virtium固態儲存與記憶體市場行銷副總裁

運輸技術已是今非昔比，它利用了

決方案。在這種情況下，4 ~ 16GB

這些類型的工業固態硬碟可在

處理器、網路和資料儲存技術方面

小容量固態硬碟會利用高度相容的

運輸應用中增強驅動的完整性，而

的最新進展。對於在鐵路和公路運

USB、SATA，甚至PATA介面為系

這通常部署在惡劣的環境中。

輸中部署的嵌入式系統而言尤其

統設計者提供每一可用GB最低成

固態硬碟的耐久性和壽命是嵌

如此，這些系統越來越依賴先進

本解決方案，而其他許多消費者

入式系統(特別是在運輸領域中)的

技術來收集、處理和儲存關鍵資

和企業固態硬碟通常只提供SATA

基本屬性，但它們只能說明部分情

料，並且要保障這些資料

況，硬碟儲存的資料只有

的安全。

在受到保護並依需求讀取

這些以運輸為中心、

時才能稱之為有用資料。

資料密集型的嵌入式

安全選項，例如美國政府

系統(屬於「智慧交通」範

實際安全標準—進階加

疇)，涵蓋了廣泛的應用領

密標準(AES)— 可確保

域，如車載運算、車隊追

資料保護和隨時存取。例

蹤、遠端資訊處理、控制

如，AES256的256位金

單元、運動感測和檢測、

鑰長度提供了1.1×1,077

設備監控、視訊監控，以
及交通、停車和票務管理

個可能性組合。此外，高
交通運輸業推升高耐久性工業級SSD的需求。

階認證和其他資料讀取保

系統。它們通常被遠端部署在惡劣

和NVMe，容量為240GB或更高。

護機制(如寫入保護和安全擦除)能

環境中。在這些環境裡，衝擊、振

如今，設計製造工業固態硬碟

夠為關鍵資料和系統的多層安全

動和極端溫度是常態，因而推動了

就是為了應對上述挑戰。理想情況

性原則提供支援。因此，即使儲存

高耐久性工業級固態硬碟(SSD)的

下，工業固態硬碟將具備適用於工

有關鍵運輸資料的固態硬碟不知何

需求，這類硬碟為系統本身及其儲

業應用的介面和外形設計，能夠承

故落入壞人之手，他們也無法獲取

存的資料提供必要的保護。此外，

受高達20Gs的振動和高達3,000Gs

這些資料。

由於該類固態硬碟需要不斷收集、

的衝擊，並包括電源故障保護和

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使用高度

儲存和更新資料，因此其生命週期

其他耐久性選項，如加固保形塗

耐用工業固態硬碟設計的嵌入式系

必須遠遠超過現成的消費級固態

層。對於聲稱提供真正工業溫度

統在運輸領域的應用。

硬碟。

(I-temp)支援的固態硬碟，還需要

越來越多的公司需要基於USB

而在儲存容量需求的另一端

測試硬碟在-40°C ~ 85°C溫度範圍

固態儲存的工業級解決方案，這些

是為作業系統引導和/或用於系統

內的可持續操作性，其設計、製造

解決方案能夠儲存相當於長達40年

監視和記錄的小型應用設計的解

和測試流程需要較長的生命週期。

的運輸資料，並能不受電源故障的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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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像Virtium的USB固態硬碟

但該技術並非其唯一推動力。市場

結合，協助市政當局改善現有基礎

系列等高階驅動器可以滿足這類

資料顯示市場前景是光明的：據

設施。這些系統的目標很明確：最

嚴格的使用壽命和技術要求；電

Grand View Research估計，到

大限度地利用資源、提高效率，確

源故障保護機制，如內建於高度耐

2024年，全球智慧交通運輸市場

保行人、司機和乘客的安全。以資

用Virtium StorFly系列固態硬碟中

規模將達2,850億美元，年複合成

料為中心的交通運輸系統可能不再

的vtGuard，可滿足日益增長的需

長率為22.5%。毫無疑問，智慧

是過去的樣子—換句話說，它不

求，即提供能夠處理電源損耗的更

交通增長最快的地區是亞太地區。

再是上一代的老技術。搭載了高度

智慧交通與智慧城市的穩步

耐用且安全的固態儲存之後，新

工業級固態儲存技術推動了

崛起密不可分。感測器、攝影機、

的系統必將物盡其用，真正發揮

以運輸為主的嵌入式系統的發展，

處理器和耐用、安全的資料儲存相

價值。

強大的固態硬碟解決方案。

新版Geekbench 5改進測試
卻同時帶來偏差
Jim McGregor，Tirias Research負責人

處理器設計社區離不開基準測試

與舊版Geekbench 4相比，

Tirias Research一致堅持認

(benchmark)，但兩者的關係可

新版本所做的重大變革導致平台性

為，沒有一個基準測試結果可以完

謂是愛恨交織。作為一種跨平台

能跑分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一般

美展現每個應用程式或工作負載的

的基準測試，Geekbench在眾多

新版本的改動都是為了解決了上一

性能。所以，一般建議用多個基準

可用產品中最受歡迎，它使用類似

代版本的缺陷，並通常可以使之成

測試來評估一個運算平台，無論是

於常見應用程式的類比工作負載來

為更完善的系統級基準測試。然

智慧型手機、PC還是伺服器。要

測試單核心和多核心CPU性能。最

而，Tirias Research分析發現新版本

開發出一個完美的基準測試平台非

近，Primate Labs發佈了其最新版

的一些變化讓人摸不著頭腦，並令

常困難，因為每家公司都想得最高

本：Geekbench 5。

人質疑其中一些改動的價值所在。

分，這促使他們在測試規則上玩弄

Device

Class

Geekbench 4
Geekbench 5
Score Change
Operating
system
Single-core Multi-core Single-core Multi-core Single-core Multi-core

Samsung Galaxy Note 10+
Qualcomm Qualcomm 1785MHz (8 cores)

Smartphone

Android

3520

10946

464

2157

-86.8%

-80.3%

iPhone XR
(Apple A12 Bionic 2490MHz - 6 cores)

Smartphone

iOS

4819

11186

1108

2421

-77.0%

-78.4%

MSI MS-7816
(Intel Core i7-4790K 3999MHz - 4 cores)

PC

Windows

5104

16997

1084

4369

-78.8%

-74.3%

iMac18.3
(Intel Core i7-8700K 3697MHz - 6 cores)

PC

macOS

5810

26368

1284

8161

-77.9%

-69.0%

Gigabyte Technology X570 AORUS MASTER
(AMD Ryzen 9 3900X 3800MHz - 12 cores)

PC

Windows

6142

48365

124

12942

-98.0%

-73.2%

表1：Geekbench 4和Geekbench 5對相同處理器平台的測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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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技術支援零差錯應用
我們在雷達、通訊和航空電子領域覆蓋全頻段的 RF 專業知
識獲得了全球航空航太和防務機構的信賴。保障空域安全

A N A LOG.C OM/A DEF

的感測技術正廣泛應用於為全球創造一個更安全的未來。
һε༟ৃሗᓭᚎjANALOG.COM/ADEF

ADI Ҧஔ˕౪

關注 ADI 台灣 Facebook

瀏覽官網瞭解 RF 技術

е˹൬ཥ༑j886-2-2650-2888
ཥɿඉjcic.asia@ana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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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招。一些公司從中尋找可以被利
用的規則，或想辦法最佳化平台來
獲取更高的分數，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發現有公司因為操縱測試平台
作弊。當然，希望隨著時間的推
移，基準測試會變得越來越完善。
Geekbench 5的一些增強功
能包括：對新Vulkan圖形API的支
援、對單個任務進行多執行緒處理
(而不是處理多個單獨的任務)、機
器學習測試、擴增實境(AR)、運算

新版Geekbench 5測試畫面。

(圖片來源：Geekbench官網)

攝影學等，以及其他一些新興的測

更常見的精準度級別，例如用於推

處理器益處更大，而其中的主要原

試負載，用於更好地衡量現代CPU

理的8位元或16位元整數、16或32

因可能是因為取消了有利於AMD

和GPU的功能特性。另外還增加了

位元浮點、或者較新的用於訓練的

處理器和Android作業系統的記憶

一些針對Apple的更改，例如支持

bfloat16。實際上，這種改變與保

體與電池測試。

macOS中的Dark Mode，以及對

持高度準確率的同時降低精準度的

PC Perspective也做了一個類

iOS未來版本的支援等。

趨勢背道而馳，還會對行動平台的

似的比較，用兩個版本分別對英特

機器學習解決方案產生不利影響。

爾處理器PC和AMD處理器PC進行

不幸的是，從一個版本到另一

基準測試，其差異也相當大——基

但是，新版本取消了一些系統級測

個版本，性能測試資料之間並沒有

於英特爾處理器的平台性能遠高於

試，包括記憶體和電池測試。記

相關性，而且由於基線(baseline)

基於AMD處理器的平台。

憶體性能對整體系統性能至關重

處理器的變化，所有平台上的測

儘管Geekbench 5確實有一些

要，而電池壽命對行動應用性能

試得分都明顯降低。例如，透過

明顯的改進，但似乎比之前的版本

也是十分重要。對於具有較大快

Geekbench 4對英特爾Core i7-

少了些系統級基準測試，甚至還產

取(cache)的處理器來說，記憶體

6600U雙核心/四執行緒Skylake處

生了一些之前沒有的偏差。Tirias

測試的確存在問題，因為整個測試

理器進行基線測試，得4,000分。而

Research建議仍然將其作為一整套

可以在不訪問外部DRAM儲存的情

利用Geekbench 5測試英特爾Core

基準測試中的一部分，但我們對新

況下進行，但這似乎並不該成為將

i3-8100四核心/四執行緒Coffee

基準測試的整體有效性心存疑慮，

整個記憶體測試全部取消的理由，

Lake處理器，僅得1,000分。

如果有人僅僅引用Geekbench 5

記憶體和電池測試被取消？

用更大的測試負載即可解決這個問

分別利用Geekbench 4和

評分來說嘴，這是很令人質疑的。

題。Primate Labs指出，新的應用

Geekbench 5對相同的平台進行

除了CPU性能，Geekbench

可以更好地衡量記憶體和整體系統

測試，可以發現Android OS和

一般還涵蓋圖形、記憶體、電池壽

性能，但Tirias Research對於這種

AMD處理器的性能資料變化，大

命和其他系統功能的測試。雖然其

說法表示懷疑。

於Apple作業系統或英特爾處理器

設計適用於任何運算平台，但通常

除了上述變化之外，新版本採

的變化(參看表1中的資料)。可以

被用作行動設備的關鍵基準測試之

用了非常精確的32位元(雙精準度)

想見，新版本基準測試規則的變

一，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

浮點來進行機器學習測試，而不是

化似乎對Apple作業系統和英特爾

行動PC(mobile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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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邊緣AI戰鼓剛敲響
Sally Ward-Foxton，EE Times特派記者

過去兩年來，人工智慧(AI)已經從學術奇蹟演變為全

邏輯與其他運算類型結合在一起，為新的工作負載客製

球重大趨勢了。以某種形式呈現的機器學習(machine

化資料串流。同時，萊迪思半導體(Lattice)則瞄準在低

learning)即將徹底改變幾乎所有領域—從消費者、

功耗裝置中進行影像處理。

汽車、工業到電子產業的每一個領域，並且正以未知
的方式影響整個社會和我們的生活。

還有許多新創公司的新架構成功達陣，從記
憶體處理器(processor-in-memory；PIM)技術(如

事實上，對於產業來說，這表示每一家處理器供

Mythic、Syntiant、Gyrfalcon)到近記憶體運算(near-

應商都將機器學習視為「金雞母」。這一場戰爭已經

memory computing，如Hailo)；從可編程邏輯(Flex

開打，他們正積極調整自家公司策略，競相為具有最

Logix)到RISC-V核心(Esperanto、GreenWaves)；

大潛力的領域—資料中心以外的機器學習，或是邊

以及從極其微小(Eta

緣AI(AI at the edge)—提供可加速特定工作負載的

(Cerebras、Graphcore)等領域。這些新創公司大多數

理想解決方案。

都在為邊緣打造AI。但是，當他們開始與Nvidia和Intel

邊緣AI擁有巨大的光明前景，因為它幾乎適用於每
一種電子裝置，從無人駕駛車可在行駛中「看到」路上

Compute)到超大規模

等巨擘正面競爭時，是否還會有足夠的利基市場足以
支持他們？時間會說明一切。

行人，到能夠接收並回應語音命令的咖啡機等。需要在

此外，還有許多新創公司從另一個方向著手解決這

低延遲、資料隱私、低功耗和低成本之間任意組合的應

個問題：調整AI工作負載以便在微控制器(MCU)等傳統

用最終都將轉移到邊緣執行AI推論。

硬體上更有效地執行。諸如PicoVoice和Xnor等公司正

值得注意的是，從Gartner提供的新興技術發展週

在尋找新方法來利用現有裝置的指令集。

期報告(Hype Cycle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 2019)

結合Google在TensorFlow Lite上的成果—一款

來看，邊緣AI只不過是發展還不到5年時間的一個點。

可將機器學習模型縮小到適合MCU的編譯器—毫無

AI推論的工作負載是特定的：它們需要對大量低精

疑問地，這將為不需要連接網際網路即可進行推論任

度資料進行大規模平行處理，而記憶體存取正成為一項
瓶頸。大部份的處理器類型都在試圖適應這些要求。

務的語音啟動裝置等應用開啟大門。
嵌入式開發人員在面對這些新型加速器晶片組

目前主要的技術是GPU—實際上應該說是當今

時，必須學習如何使用它們。軟體是這一挑戰的重要

一家公司的細分市場。很幸運地，GPU的單指令多資

組成部份，更傳統的CPU、MPU和MCU顯然在此具有

料(SIMD)架構本來是為了加速電腦繪圖而開發，如今

領先優勢。

也順勢演變成為極其適用於AI工作負載。Nvidia正乘

儘管要打造一個圍繞著新軟體平台的開發社群並非

著這一波浪潮前進，致力於開發AI超級電腦，用於資

不可能，但這畢竟並不容易實現的。Nvidia花了十年的

料中心、自動駕駛等，以及甚至是小型的邊緣裝置。

時間打造其GPU軟體平台—CUDA，才實現當今的成

其他業者也想在這個市場分一杯羹。長久以來習於

果。任何想要進入這一領域的業者都需要打造工具庫與

加速數學演算法的FPGA供應商開始完善其產品組合，

工具，以及透過會議與論壇來教育開發人員，但這些都

以因應邊緣AI處理的需求。賽靈思(Xilinx)採用特定領域

可能讓新創業者的有限資源更加吃緊。

架構(domain-specific-architecture)的概念，將可編程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https://bit.ly/2Qbaiiu)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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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完全運算為裝置實現機器學習
Susan Hong，EE Times Taiwan

著眼於5G、物聯網(IoT)、人工智慧

期望為邊緣到終端裝置的運算賦予

效能的優點，而N37則滿足更具成

(AI)和機器學習(ML)等技術帶來數據

機器學習能力。

本考量的裝置需求。」

驅動的全新運算需求，Arm在日前

基於機器學習的處理能力正逐

雖然針對不同市場區隔，但該

於台北舉辦的2019 Arm科技論壇中

漸普及於各類裝置，這對於設計方

NPU系列的優點在於採用了相同的

提出以客製化SoC為核心的「完全

面帶來的主要挑戰就在於如何因應

資料管理架構。Laudick說，機器

運算」(Total Compute)，期望在其

不同市場對於機器學習的處理要求。

學習主要目的就在於「解決資料管

強大的安全基礎下，協助開發人員

Arm機器學習事業群商業與行

理的問題，它取決於有多少頻寬可

實現從雲端、邊緣到終端的新世代

銷副總裁Dennis Laudick說他經常

用，而這又涉及處理器的效能。」

運算效能。

被問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哪一種

他說，NPU系列在最差效能情況下

根據Arm預測，到了2035年，

處理器最適合機器學習？」當然，

的頻率也至少達到1GHz，並已針對

全球將有1兆個連網裝置，屆時結

對於Arm而言，這是沒有單一答案

INT8/INT16資料類型實現最佳化。

合5G網路以及AI與ML的運算效

的。Laudick說，Arm期望透過廣

最新的Mali-G57 GPU也針對

能，可望為裝置用戶帶來沉浸式體

泛多元的選擇，讓客戶根據應用需

INT8實現了最佳化。Arm運算事業

驗。Arm為此發表一系列專為主流

求選擇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群行銷總監Ian Hutchinson介紹，

市場而設計的產品與解決方案，包

繼去年推出首款ML產品

這有助於G57可在裝置實現的機器

括加速ML部署的神經網路(NN)開

Ethos-N77後，Arm不久前於北京的

學習效能較G52提高了60%，能源

源架構、均衡ML效能與功耗效率

論壇中發表N57和N37系列，進一步

效率與效能密度更高30%，讓開發

的Ethos-N57以及關注成本效益的

延伸產品線至中階市場。Laudick介

人員能夠開發出更高效能的裝置，

Ethos-N37 NPU系列、首款基於

紹，如今其NPU系列更能滿足不同

為裝置用戶提供最佳體驗，十分適

Valhal架構的Mali-G57 GPU以及單

市場對於機器學習的需求，「N77

於《要塞英雄》(Fortnite)和《絕地

位面積效率最高的Mali-D37 DPU，

瞄準高效能應用，N57兼具成本與

求生》(PUBG)等高階遊戲應用。
針對DPU設計，Arm為主流市場
發表採用Komeda架構的小型D37。
「D37採用16nm製程技術，支援2K
與Full HD，體積雖然還不到<1mm2，
但由於把原本在GPU執行的工作
負載移至DPU處理，使其可節能達
30%。」
Hutchinson說，當G57和D37
搭配使用時，可望為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以及智慧音箱等裝置用戶

Arm提供多種AI平台，為各種裝置上日益增加的機器學習負載帶來多種IP選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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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Arm)

帶來沉浸式體驗。

設計揭密

拆解：藍牙增強型LED燈泡
Brian Dipert，EDN資深部落客

迄今為止，拆解LED燈泡一直是

多麼複雜的電源開關步驟。

我所做的最受歡迎的拆解之一。

言歸正傳。接下來，讓我們

例如，最初我對傳統的A19進行了

開始吧，首先，拆開整個套裝裡

拆解，隨後又剖析了它的其他「智

Home Mini-bulb部分的收縮包裝，

慧」同胞們，這些同胞們可以透過

以下是一些拆開包裝後的圖片。

Zigbee和Wi-Fi連接網路。因此，

打開包裝盒，可以看到裡面的

當我收到關於沃爾瑪(Walmart)推

幾個設備包裝，通常情況下，會在

出Google+GE綁定銷售套件的郵

明顯的地方貼有「不能單獨銷售」

件時，我無法抗拒這個誘惑，想

的標籤。

要去拆解利用藍牙控制的無線智
慧燈泡。
具體而言，我花了79美元買
了以下套裝產品：
· Google Nest Hub(建議零售
價149美元)；

這就是我們今天拆解的燈泡。

· Google Home Mini(建議零售
價49美元)；
· GE C-Life智慧燈泡(兩顆約
25美元)
我家採用的智慧家居系統是
以Amazon Echo為中心的生態系
統，因此Nest Hub很可能會出現
在未來的拆解文章中，但之前我已
經拆解過Home Mini了，所以最終
它可能出現在某個人的聖誕禮物堆
中。只剩C-Life LED燈泡了，它就
是今天拆解的主角。不過，在動手
之前，來點幽默感吧(至少對我來
說是這樣)：在我購買這個套件的
那段時間，這種智慧燈泡在媒體上

打開盒子，首先會看到一張

飽受詬病，只因為廠商提供的一段

很小的紙片，背面有同樣很小字

影片描述了要實現燈泡的重置需要

的說明。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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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揭密
用熱風槍是徒勞的，所以我立即拿

膏用來黏著金屬底盤。

來一把鋼鋸，準備對付這個塑膠燈
罩。這個選擇沒錯，經過最初鋸切
引起的一陣震顫之後，燈罩從底座
上被轉下來。

這張小紙片的下方就是我們今
天的「幸運兒」燈泡。下圖所示為
燈泡的兩端。
如果下面這個燈板你覺得似
曾相識，這可以理解。在之前的
Wi-Fi智慧燈泡拆解文章中我們已
經見過，它的頂端有一根天線伸

如何拆下底盤……根據以往的

出來。需要注意的是，那裡還有兩

經驗，我知道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

個奇特的引腳伸出來，一個在標記

找到接縫。

測試點的左側(測試點有兩個，是
LED下方來自主機板的供電口)，
另一個在藍牙天線的右上角(這部
分稍後再詳述)。

只需一把平頭螺絲起子，一個
Black and Decker工作台，再用錘
相信應該不只是我吧？要看

子敲打幾下，就可以拆下底盤(這

清燈泡側面的MAC位址標記需要

次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沒受傷！)。

花些時間。

根據以往的經驗，我覺得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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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兩顆螺釘，燈板會彈出。

這一次，燈板背面並沒有導熱

有趣的是，這次主機板周圍並

設計揭密
沒有絕緣黑色橡膠。

]

以下是主機板的一些特寫。

實際上，PCB馬上滑出來(請
注意主機板兩側的安裝「托架」，
用於將PCB固定在適當的位置)。

在我過去對LED燈泡的拆解
中，PCB和底座之間靠兩條脆弱的
電線連接，而這次則是用一個更堅
固的公母連接器對，以及一個靠張
力壓緊的側邊端子連接。
現在回顧前面提到的兩個「奇特的引腳」，請注意它們不僅是機械
插腳，還在PCB上被明確標記為第三測試點和接地點，因此他們具有電
氣功能。而且請注意，與早期的Wi-Fi設計一樣，「藍牙天線」是焊接到
主PCB板的完整無線模組。相信這種實現方式，意在使基本設計既能夠
服務於標準的LED燈泡，又服務於各種網路連接的「智慧」升級，後者
的實作需要在製造過程中添加適當的模組。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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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AI化

智慧製造傾力邁向AI殿堂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今年漢諾威工業展主題為「工業智

控中心傳至雲端分析，再回傳到機

力，不只可以節省成本，還可解決

慧」，意指人類透過人工智慧(AI)

器端執行，這就是所謂的工業智慧

人工速度較慢和其他問題。然而這

系統教導機器採取有邏輯、目的性

或是智慧製造的呈現。不過，「紙

並不是指工廠完全不需要作業員，

的行動，並能具備預測的能力，以

上談兵」畢竟容易得多，但這樣的

而是進一步提升人力的價值及人工

滿足生產線與客戶端的需求。可見

做法究竟能真正協助企業，還是會

的效率。簡榮富認為，若是人類作

AI已成為實現工業4.0(Industry 4.0)

帶來新的挑戰？

業員消失在工廠中，則智慧工廠將

或智慧製造下一步重要的關鍵，但

皮托科技執行長簡榮富表示，

失去其意義，因為人類需在智慧工

真正的「工業智慧」該如何實現？

首先要弄清楚何謂智慧製造、工業

廠擔任監控多台機台、決策與訓練

業者如何透過AI系統，以及進一步

4.0，這些談了幾年的概念最終目標

機器及AI的角色。

融合工廠內外部技術，如感測器、

並不是打造無人工廠，將人力完全

換句話說，現有的生產設備

巨量資料(big data)、工業物聯網

削減。而是實現人機協作、分工，

仍很難擁有人類「五感」，比如衣

(IIoT)及5G通訊...等，並讓工廠中

各司其職地使整個工廠具備高度自

料質感的檢驗、汽車烤漆均勻度等

的系統與機器間能無縫溝通，將是

動化，並將過去製程批量訂單「單

較依賴人力的工作，機器尚無法

實現工業智慧前將面臨的新挑戰。

一化」狀況轉變為高度客製化，以

達到人工的品質，因此需要作業員

因應市場少量多樣的訂單需求，進

「教導」，如此一來，機器才得以

何謂「真正」的工業智慧？

而提升產能、創造更豐沛的營收，

真正智慧化。不僅如此，人類可以

目前在工業4.0、智慧製造… 等火

這才是真正的「工業智慧」。

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多關聯性的

熱議題的帶動下，已行之有年的

工業智慧不僅是產線自動化

思考以綜觀全局，這是機器或AI仍

工 廠 自 動 化 ， 逐 漸 改 變— 納 入

生產工具的AI智慧化，更重要的是

缺乏的特質，因此人員如何與機器

AI、機器學習、各種自動化生產設

「人」的管理，例如現場作業員是

協作、無縫溝通，彼此「深入了

備…等，以期進一步打造可降低人

否依照標準操作程序(SOP)、身心

解」並由經驗老到的「師傅」傳承

力成本、同時提升生產效率的現代

狀況，或是作業出現問題以至於產

經驗給機器，也是實現「工廠智

化工廠。

線發生塞車…等。事實上，工廠中

慧」的重要議題之一。

因此有心想轉型為智慧工廠的

最重要的資產且花費最高成本的是

另一方面，業者除了解工業4.0

業者們，大多認為，似乎只要在機

作業員，因此工業4.0或智慧製造強

或智慧製造的意涵外，也需要檢視

器上裝上感測器、收集了資料由中

調透過自動化的生產設備，取代人

目前市場趨勢，以及自家工廠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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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AI化
況，探索要如何利用及導入工業4.0

及處理。四零四(Moxa)亞太區事

作業員溝通，亦為一大挑戰。因此

概念，而不是一味的「人云亦云」。

業處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處市場開

光是資料可視化這一點，就讓許多

凌華科技(ADLINK)設備聯網事業產

發經理林昌翰表示，直到目前，仍

想轉型為智慧工廠的企業「一個頭

品中心經理楊家瑋認為，目前製造

有工廠使用人工手抄機器顯示的數

好幾個大」。

業面臨的挑戰包括市場碎片化、業

據，這樣的數據可能會不夠準確，

主僅關心投資報酬率(ROI)，以及不

進而無法正確判斷何時該維修機器

知痛點在何處。市場碎片化即需讓

設備，甚至導致停工。因此實現工

資料可視化之後，才能為AI、

產線具備彈性、模組化，並可在最短

業智慧最基本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資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系統打下基

的時間內調整現有設備，生產下一種

料，讓機器或人員的訊息可以被看

礎，換句話說，資料若是無法透明

產品；而若企業不了解現有工廠的痛

見，也就是可視化，後續才能利用

化，導入AI與機器學習等技術，對

點，亦即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貿然進

這些巨量資料進行分析，或是利用

於提升生產效率的作用不大。簡榮

行工廠的翻新、引入AI/機器學習系

AI/機器學習預防及預測機器損壞。

富解釋，AI需要透過機器學習演算

統…等以達到智慧工廠的目標，將很

宇瞻科技(Apacer)垂直市場應

法，例如卷積神經網路(CNN)、深

容易落入ROI陷阱，反而浪費許多成

用事業處台灣事業部經理曾元鴻進

度學習的輔助才能建立好的資料模

本，悖離工廠智慧目標。

一步說明，工業4.0宗旨之一是利用

型，而機器學習需要精確的資料，

事實上，現階段真正打造出智

可視化資訊降低物料的浪費、提升

才能協助AI精準建立模型。因此收

慧工廠的企業為數不多，尤其對於

產能，同時節能。資料可視化也讓

集來自各種不同設備、電腦數值控

台灣許多的中小企業而言，要將現

人與機器之間能有共通的語言，並

制(CNC)工具機、機械手臂、感測

有的廠房搖身變為想像中美好的智

藉由傳輸介面送到戰情室或邊緣平

器，甚至手抄…等異質資訊，才能

慧製造工廠，成本與相關人才首先

台，或是雲端做出及時分析回饋，

建置AI模型。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再者，如何

讓機器連動改善問題。

AI/機器學習基礎

更重要的是，若是「塞」了

將資訊科技(IT)技術融入現有的操作

資料可視化簡單說即是數位

一堆雜亂且無用的資訊給機器學習

科技(OT)，也是一門極大的工程。

化，整個工廠若是無法數位化，

與AI系統，這樣「囫圇吞棗」的結

可以想見，要實現工業智慧，不僅

並利用數位雙胞胎(digital twins)的

果將是成本的浪費。因此龐大的異

是一件難事，還是不知道該從何開

概念將收集到的資訊透明化，則AI

質資料需要進一步「萃取」及前

始的大挑戰。然而業者們究竟該如

或機器學習系統會如同一個無法理

處理，AI分析的結果才做出有效的

何達成工業4.0組織擘劃的以自動化

解的「黑盒子」，系統作出的即時

決策，而AI也才能肩負起智慧工廠

方式作決策，利用AI技術實現工業

決定，可能會有問題。不過，資料

「大腦」的角色。

智慧，進而打造智慧工廠的願景？

可視化並不是將工廠設備裝上感測

超恩亞太區業務主管蕭世杰

以下將試著歸納幾個要點。

器、或是利用攝影機監控整個廠區

表示，AI/機器學習的應用，主要

這麼簡單，這中間牽涉到傳統的

目的不僅是減少人力重覆性或在危

實現「真」智慧第一步：
資料可視化

OT設備如何與IT產品融合。更何

險環境工作，還包括透過大數據、

況，目前新型的生產設備可能都還

雲端去整合跨界的資源，以實現工

眾所周知，智慧工廠最前端的機

沒100%數位化，現有的舊設備也

業智慧。另一方面，擁有AI與機器

器設備與作業員的狀況，需透過

不可能因未數位化就淘汰，再加上

學習技術後，並不表示就不再需要

各式感測器或攝影機，收集相關的

OT與IT之間「隔行如隔山」，即使

「師傅」，人類的智慧可再思考如

資料，再到中控中心或是雲端分析

招聘新的IT人員，其如何與懂OT的

何進行產業知識(domain know-how)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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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AI化
結合雲端、大數據創造新型態應用
服務。

實現「真」智慧第二步：
無縫溝通
數位化資訊是實現智慧工廠的基
礎，亦為「工業智慧」的重要關鍵
之一，但是，收集不同來源的異質
資訊時，這些資訊人類如何能懂？
機器與作業員之間如何無縫溝通？
工廠設備與AI/機器學習系統如何
「交心」？隨即衍生新挑戰。
該如何讓工廠內部的人機與系

智慧工廠戰情室與工廠端相關設備架構圖。

(圖片來源：Apacer)

統無縫溝通，著實是個「大哉問」。

為達成智慧製造，工廠資訊得

式，因此可透過智慧IoT閘道器作

起因在於，各家廠商皆想「獨霸一

先一切透明化、數位化，然而，面

方」，導致各家產品說著自己的語

對這麼多種的通訊介面，蕭世杰指

艾訊則提出，應制定一個以網

言；另外，AI模型的開發者必定都

出，可透過工業電腦(IPC)統整不同

路為架構或以網際網路為基礎，讓

是IT背景，因此在告知機器該做什

的「語言」。他進一步解釋，導入

跨產業、跨廠牌、不同的裝置之間，

麼事，例如怎麼告訴攝影機取得所需

智慧工廠常會面臨的問題是相容性

可以通訊與控制的標準。現階段這種

的影像，供AI模型進行分析，若無共

問題，因為不同的硬體可能使用不

「各自為政」的複雜溝通情況，才有

通的語言，得花許多心思弄懂該如何

同的平台或資料庫，必需透過工業

可能解決，進而協助企業順利打造智

和機器溝通，否則很難成功「使喚」

電腦內建的軟體整併機器間與人類

慧工廠，目前也有一些企業或是組織

機器，何況是有點年紀的老設備。

共享資訊的協作。如此一來，工廠

在推動工業統一性標準。

為溝通橋樑。

從新到舊來看目前機器設備

數位化所產生的大量數據，透過AI

艾訊並表示，現階段機器間

內建的通訊介面，林昌翰說明，

資料分析，及時診斷產線狀態，即

的通訊有可能會成為未來統一性

現今最新的工廠機台多內建乙太網

可提供最佳化的產品製程路徑；最

標準的是OPC UA。另外，諾基亞

路，以及明年將可看到支援時效性

後，管理者透過這些資訊進行改善

(Nokia)制定 Future X for industries

網路(TSN)的設備；中期或是近期

製程環節，提高品質產能。

的策略架構，嘗試讓跨產業的機

較新的設備採用串列介面為主，以

瀚達認為，要建構工業4.0環

器、設備等之間互連。蕭世杰認

RS232/485佔多數，但目前有業者

境，實現人機無縫溝通的工業智

為，智慧工廠勢必會透過行動裝置

計畫從RS485轉為乙太網路，擴展

慧，勢必要有智慧物聯網閘道器(IoT

控制，因此整合行動裝置，如平

資料傳輸距離；至於最老舊的機器

Gateway)，成為廠在地(OT)跟雲在

板、手機、筆電等可以直接控制前

則是透過Remote IO與數位IO(DIO)

天(IT)之間的橋樑。由於製造現場

端動作，達到端到端(end-to-end)

作為介面，有些甚至沒有建置通訊

的設備種類非常多樣，有些感測器

應用；而機器間的通訊協議主要有

介面，因此需另加感測器將利用三

所產生的數據非常複雜，但也有感

MTConnect及OPC UA兩項開放性

色燈顯示狀態的機台，轉為數位化

測器只會產生電流輸出之類的簡單

標準。

的資訊。

數據，加上還要考慮不同的通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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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昌翰指出，除上述機器間的

智慧製造AI化
通訊協議外，連接雲端、並基於ISO

智慧工廠很難出現單一標準，畢竟

業領域，對於處理器的運算力需求

標準協議的MQTT，近期在工業市場

「群雄爭霸」，誰也不願意分享自

高漲，但運算能力越高的處理器相

上也相當火熱；但若是考慮到成本，

家know-how，因此短時間內，很難

對需要更多的能源，促使邊緣運算

亦負責機器間通訊的M-Bus，也因成

有最後的勝利者。

概念的興起。楊正廉表示，為分擔
處理器的運算負載，在邊緣端的裝

本較低，仍獲得許多廠商青睞。

置若可以先對資料進行篩選，勢必

(MCU)元件的溝通，目前也有

實現「真」智慧第三步：
電子元件、軟硬體配合

出現新的介面。意法半導體

智慧工廠或智慧製造架構中，生產

處理器的運算負擔。因此，目前微

(STMicroelectronics；ST)亞太區

工具資料的收集需要感測器；資

控制器內部也開始整合較為簡單的

資深行銷經理陳建成表示，現階段

料分析處理得仰賴處理器；節能

AI模型，執行資料預分析、處理的

感測器與微控制器或處理器間傳輸

方面則需電源管理IC…等電子元件

工作，以及達成預防提醒的功能，

資料的介面是SPI或是I C，但隨著

協助。艾訊表示，工業智慧並不是

使工廠設備能夠提升其壽命與安全

資料量越來越大，SPI和I2C的傳輸

單一存在的技術或應用，而是有預

性。但微控制器內建的簡單AI模型

速度逐漸捉襟見肘。因此在智慧型

期目的性的整套系統設備，包含自

並不具備學習的能力，若要執行機

手機處理器已內建的I 3 C，其高於

動控制機器、各種感測器、運算加

器學習或是更龐大的AI模型，仍需

SPI速度的特性，可望在手機處理

速裝置、資料儲存設備、互連網

藉由處理器的能力。

器供應商如高通(Qualcomm)、聯

路、資料分析軟體、資料庫管理軟

楊家瑋表示，由於AI需要較高

發科(MTK)等開發出針對工業應用

體…等。因此要實現工廠智慧，相

的運算能力，因此GPU、CPU及

的處理器，並待I 3 C介面價格更加

關元件與周邊設備的搭配、協助，

FPGA需要具備較強的處理效能，

合理後，有機會將應用領域延伸到

也不可忽略。

以建構滿足AI運算需求的工業電腦

另外，感測器與微控制器

2

智慧工業市場。

· 微 控 制 器 /處 理 器：舉 凡 工 廠

能減輕中央控制中心或雲端伺服器

或是雲端資料中心伺服器。

不僅如此，意法半導體也與

前端生產機具的馬達控制到閘

· 感測器：負責收集資訊的感測

其他合作夥伴攜手推動感測器和

道器這一段，微控制器在其中

器，在構築工業智慧中，不僅

致動器標準化輸入輸出通訊技術

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意法半

只是收集、傳遞資訊，還需要

IO-Link(IEC 61131-9)，該介面並

導體亞太區資深產品行銷經理

具備其他特性。陳建成指出，

非現場總線(Fieldbus)技術，對於

楊正廉說明，工廠作業機台、

工業環境中的感測器需具備穩

線材亦無額外要求，因此可能被選

機械手臂…等各式各樣裝置內

固性與低功耗特性，更重要

為工業4.0標準通訊介面。陳建成

部，皆需透過微控制器執行該

的是高準確度。由於感測器要

透露，IO-Link為感測器與PLC控制

做的動作或是整合感測器收集

負責「監控」機器設備的工作

器間資料傳輸的介面，在歐洲的接

到的訊息；不僅如此，工廠生

狀況，以免發生停機風險，因

受度已很高，但由於成本較高，在

產設備間或是與閘道器間的溝

此感測器解析度越高、可偵測

亞太區仍未廣泛被採用。

通，無論採用有線乙太網路/

範圍越廣，就越能鉅細靡遺、

由此看來，為實現工廠內部

CAT，或是無線技術，如Wi-

更真實的感測到機器的各種樣

無縫溝通的目標，眾多標準似有

Fi、LoRa、Zigbee…等或正在

貌，協助後端分析平台更正確

漸漸收斂的狀況。但最後哪項標準

起飛的NB-IoT，也都需要微控

地判斷生產設備的健康狀況。

能成為業界唯一，則仍需時間觀

制器的協助。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邊緣運

察。Maxim資深FAE高義達表示，

近期AI與機器學習技術進入工

算的影響，感測器亦開始導入簡單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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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I能力。陳建成認為，具備簡單
AI的感測器可先行過濾「垃圾」訊
息，以作為後端AI運算輔助，也能
減輕網路傳輸龐大資料的負擔，還
能進一步節能。
· 儲存裝置：若以人體來比喻，AI
如同大腦、生產設備就像四
肢、通訊介面有如神經…而儲
存裝置就如大腦中的記憶、
回憶區，需要各個時間點的資
訊時，就必須到儲存裝置中尋
找；而有更新或是最新的資料
時，也需儲存以供AI/機器學習

2012~2019年全球智慧製造市場規模與預估。

裝置。

(資料來源：資策MIC)

節點更接近終端裝置，可減少網路
的延遲，降低雲端運算負載，因此

系統取用。

也被導入工業智慧的框架中。高義

生產設備的狀況利用感測器擷取，

實現「真」智慧第四步：
漫步雲端

相關資料傳送到基於PC的控制中

資料可視化、傳輸介面及電子元

的資訊外，目前工業應用中AI與機

心處理分析後的資訊，再成為指令

件、周邊裝置搭配等問題一一解決

器學習最主要的工作是透過大量的

回傳到微控制器讓機器動作，此一

並逐漸到位後，接下來的重點即是

影像，實現更精確的機器視覺，

循環內所產生的各種有用資料都需

將資料送到雲端進行AI分析與機器

或是利用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

要被儲存。因此工業用儲存裝置，

學習，少了雲端這一段，「工業智

(VR)進行遠端作業。此時，大量的

如固態硬碟(SSD)，需要有快速寫

慧」將缺少一大片拼圖。目前許多

影像資料若是都送往雲端分析，將

入與讀取、較長的使用壽命、能在

網際網路大廠如Google、亞馬遜

會「卡住」，這時就需要邊緣運算

嚴苛的工業環境中使用、符合工規

(Amazon)、微軟(Microsoft)或工業

協助。

寬溫範圍運作需求，以及具備高儲

電腦相關業者…等，都架設了雲端

而這也是促使工業終端裝置內

存容量。

管理平台與AI/機器學習平台，供智

部的微控制器、感測器或是電源解

而為配合基於PC的控制台或

慧工廠業者建構符合所需的系統。

決方案開始逐漸添加簡單AI運算功

工業電腦、伺服器外型的限制，工

不過，若是將所有的資料都上傳雲

能的契機。

業用儲存裝置也已走向輕薄、無風

端處理，對於雲端資料中心伺服器

扇及模組化。甚至為了不因儲存

來說將是很大的負擔，因此邊緣運

裝置出問題而使工廠停工、降低不

算概念被提出。

曾元鴻表示，前端機械手臂與

5G可望成為重要戰力
對雲端資料中心、伺服器來
說，資料的傳輸速度越快，越能夠

必要的成本投資，因此透過軟體、
韌體，使用者能掌握工業應用端即

達表示，除了機器與作業現場大量

邊緣運算輔助

實現大範圍管理，甚至統籌分散在

時資料讀寫活動與系統運作狀態，

如同上述，透過邊緣運算可

各地的工廠，而5G技術的高傳輸速

更精準分析使用行為與環境應用需

將應用程式、數據資料與服務的運

率與低延遲，正巧符合智慧製造相

求，協助使用者最佳化系統資源配

算，由網路中心節點，移往網路邏

關應用的需求。蕭世杰表示，5G提

置，進而挑選最適合的工業級儲存

輯上的邊緣節點處理；且由於邊緣

供快更的連線速度、更大的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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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的延遲，且傳輸速度比4G快

業；再加上成本考量，因此，智慧

力，挑戰在於如何快速的選取適

100倍。在工業上應用，尤其是智

製造相關業者皆認為，目前工廠仍

當的零件與機器，以利於縮短軟

慧工廠來說，未來面對大量機台設

是以4G為主，5G技術需要一段時

體、AI演算法及應用程式…等開發

備及感測器所產生的數據資料，透

間之後才可能進駐。

時程。

過5G可更快速的進行數據採集，低

楊正廉指出，對智慧造業者而

楊家瑋強調，面對未來使用者

延遲的進行資訊傳達、回饋，以提

言，目前5G可謂「牛刀」，因為工

需求多樣的碎片化市場，每一家智

升製造效率，降低維運成本。

廠傳輸的感測資料仍算「小量」，

慧工廠要做的事情完全不同，不可

瀚達指出，由於用戶需求改

若是工廠有更多涉及影像的應用，

能用一套標準通用架構就能完全滿

變，產品規格將從標準化批量製

則業者可以既有的無線傳輸基礎，

足需求。無論是智慧工廠企業主或

造，走到「多樣化、個性化小量生

加上5G技術，以達成本與經濟上

是意欲進軍智慧製造市場的業者，

產」的新規模，而工廠也需要更彈

的平衡。陳建成則認為，未來智慧

都需要尋找垂直市場的夥伴，才有

性的因應模式。

工廠必定朝透過可攜式裝置控制的

可能成功。

因此，未來工廠也需要新反

趨勢發展，因此5G要全面進入工業

因此，單打獨鬥絕對不是最佳

應速度與新型態網路，其中工廠

市場，需待5G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的方式，眾志成城、結合眾多不同

低延遲的部分可由5G網路取代實

腦…等行動裝置普及。

領域合作夥伴的經驗及技術，將可
縮短實現工業智慧的道路。

體訊號線，使機器人與人力之間
網，5G可補充運用，讓遠地頻寬

實現「真」智慧第五步：
團體戰

和本地達到相近的效率，實現時

要進入工業智慧AI殿堂，確實不是

步步到位
實現工廠「真」智慧

間與空間的無接縫整合。

件簡單的事，光是上述提到的四項

若是上述幾個步驟都能一一戮力實

雖然5G可成為建構工業智慧的

步驟所衍生的各種挑戰，就可能讓

踐，最後，再將智慧工廠連網安全

新戰力，但由於目前全球5G基礎建

業者卻步。艾訊認為，要建置具工

性進一步補齊、強化，AI工業智慧

設部署正開始，僅小量商用，而台

業智慧的工廠需要龐大完整的整合

將不會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智慧製

灣5G頻譜第一波競標將於2019年

能力，除軟硬體整合、機電整合，

造邁向AI殿堂的道路也將不再困難

12月開始，2020年1月完成釋照作

還需要網路整合與資料管理…等能

重重。

更流暢的協作。除4G網路實現連

智慧製造帶頭 機器人擴張應用範疇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提到智慧製造、智慧工廠或工業4.0(Industry 4.0)

員協同合作，以創造最大的生產效率。因此當智慧製

時，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實現自動化生產、提升產

造這些能提升進一步產能的概念大行其道，也刺激工

能與減少人力成本。要達到自動化生產，最基本的關

業機器人市場的發展，相關業者也紛紛「升級」其產

鍵組成即是建置在工廠生產線，或是散佈在工廠各處

品，以滿足市場所需。

的各種機械手臂、自動導引車(AGV)…等與現有作業

在今年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中，放眼望去，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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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型機器人、機械手臂、AGV、自動化生產線…等

收。更重要的是，Universal Robots協作型機器人在

成為主要的展場焦點，各式各樣最新的大型、小型機

經過安全評估後無須利用安全護欄與作業員隔離，因

械手臂「滿場揮舞」、「揮汗工作」，機器人市場火

此未來可望看到更多工廠，導入更多協作型機器人並

熱與戰況激烈的程度可見一斑。富士經濟(Fuji Keizai)

「拿掉」安全圍籬。

統計資料指出，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2018年已接

Interact Analysis預估，協作型機器人市場規模

近105億美元，預計2019年將可達116億美元； 2025年

至2027年將成長逾10倍，達到75億美元。而為協助

可望上看267億美元。細分各類機器人來看，協作型機

工業以外其他領域企業導入協作型機器人，Universal

器人較其他類型機器人的市場規模將大幅成長，富士經

Robots亦透過建立全球第一個由第三方末端夾治具

濟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協作型機器人市場規模預估為

(即機械手臂終端工具或EOAT解決方案)與其他協作

7.28億美元，較2018年增長30%。

型機器人配件製造商組成的生態系統UR+，為各領
域與不同規模的企業創造附加價值。蘇璧凱認為，未

協作型機器人商機興

來各行各業都會逐漸導入協作型機器人，將人力成本

專注於協作型機器人研發的Universal Robots(UR)大

放到更需要的地方，例如，目前台灣已有一家手搖飲

中華區總經理蘇璧凱(Adam Sobieski)表示，過去，

料店以協作型機器人製作茶飲或咖啡，店員只需全心

在工業3.0時代，工廠內部各式工具機最大的應用是

接待、滿足客人的各項要求。而各種領域對於自動化

加工，但為了安全起見，這些自動化工具都在圍欄

解決方案的需求皆不同，因此協作型機器人若能具備

中，與現場作業員隔離，以提升安全。

更多彈性、創新與易於滿足各種不同需求，相信會讓

然而，這就與工業4.0人機協作(HRC)的定義有
些不同。工業4.0中提到的人機協作意指，作業員與
協作型機器人在工廠各區域及產線攜手分
工合作，並且相互取長補短，以提升作業
效率。在圍欄中的機械手臂，不須與
現場作業員配合，出
問題需停機時才由
作業員介入，
這對於產能
的提升有
限，因此
業者即投
入協作型機器
人的開發。
蘇璧凱指出，協
作型機器人具備設定快速、安裝位
置靈活且能在較小空間中作業，並獨具
各關節正負360度旋轉能力，近距離與人
協作等特性，可為企業的生產應用增加更多彈性，
協助企業快速適應自動化生產流程，進而加速成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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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企業接受協作型機器人，而這些也是Universal
Robots致力完備UR+生態系統的目的。
庫卡(KUKA)也同樣看準人機協作為機械
手臂帶來的商機。該公司亞太區銷售總監梁
信裕表示，事實上，各家機器人製造商對
協作型機器人的認知不太相同，但是對
於人機協作的看法
是一致的— 工

智慧製造AI化
廠工作台需要機械手臂與作業員一起工作，不僅可

一環—AGV/自主移動式機器人(AMR)，也在台北國

達到少量多樣生產，對於空間節省也有助益。更重

際自動化工業大展中展現在工廠中與作業員搭配工作

要的是，因應許多地區邁入高齡化時代，缺乏年輕新

的順暢狀況。明基/佳世達即與ABB合作，展示自動化

血加入，協作型機器人亦可輔助年紀較大的作業員。

物流及智慧倉儲應用中，AGV如何取代無效率的搬運

因此，KUKA也針對不同應用領域推出相關協作

人力，提高物料到現線的準時性；AMR則是結合AGV

型機器人，並通過認證確保產品安全性。梁信裕強

與機器人，在移動式工作站協助節省人力及空間。

調，人機協作最重要的關鍵即是安全性，所以協作型
機器人勢必需要經過一貫的認證程序，目前台灣政府

簡化開發流程

推升機器人普及度

對於這一塊也逐步在規劃相關認證法規中。

有鑑於機器人已開始延伸工業以外的應用領域，「客

對傳統或大型的機械手臂而言，是否無法如新型

製化」將成為未來機器人開發的課題，然而如何快速

的協作型機器人實現人機協作？梁信裕認為，觸覺皮

開發所需的機器人？對不熟悉機器人領域的業者而

膚可解決此問題。目前已有許多機器人廠家利用在機

言，將是一大挑戰。創博總經理沈倩怡表示，工業以

械手臂外側安裝觸覺皮膚，讓現有的器械與生產工具

外領域的機器人需求已開啟，帶來包括快速整合機器

也能夠感測人員的接近，進一步提升安全性，同時也

人系統、各類機器人控制、AI應用加值、針對各垂直

無須為了實現人機協作，購買新的協作型機器人，可

領域功能開發的新機會與挑戰。

以較低的佈建成本落實智慧工廠。

為了協助業者跨越上述挑戰，並利用完全符合所
需的機器人迎接新商機，創博和AWS合作，在創博的

多軸機械手臂大勢所趨？

機器人教室中，透過AWS的RoboMaker平台，教導

現階段的協作型機器人或是一般機械手臂多為4~6

並協助各行各業工程師快速自行研發滿足其應用需求

軸、7軸的設計，即可做到撿拾/分類物品、鎖緊/轉

的機器人，以及統整、管理現有不同的機器人設備。

開螺絲、焊接… 等作業。ABB台灣機器人及離散自

創博智慧機械產品處處長陳維庭指出，機器人可在各

動化事業部副總經理蔡景淳表示，要讓機械手臂做

行各業協助企業提升工作效率，與節省人力成本，不

出越精細的動作，機械手臂上的「關節」，也就是

過各應用領域目前多使用工業用機械手臂，規畫、實

軸數就要越多。

現其所需的功能，可能無法100%滿足所需；然而也

蘇璧凱認為，目前具備6軸的多關節機器人，已

不是每個企業的工程師都能理解如何開發機器人，

可涵蓋90%工業應用的需求，要增加更多軸數，將衍

因此AWS RoboMaker讓工程師能輕鬆大規模建立機

生高成本的問題。梁信裕則指出，12軸或16軸及其以

器人應用程式，可利用雲端服務來擴充機器人作業系

上的多軸機器人研發已是成熟技術，究竟要用幾軸的

統 (ROS)架構，亦提供機器人應用程式開發環境及機

機械手臂，端看客戶應用的需求來增減。

器人模擬服務，以加速應用程式測試；RoboMaker

ABB透過控制器同時控制兩台工業機器人，達到
十二軸連動精密焊接的目標，使兩者皆能又快又精準

還提供機群管理服務，讓使用者可在遠端部署和管
理應用程式。

地精密焊接，實現焊接製程對於精確度、速度、循環

陳維庭強調，RoboMaker平台的服務，可協助

時間，以及外軸設備同步能力的需求。而Universal

工程師快速設計並實際做出所需的機器人與進一步管

Robots則是在現有的六軸協作型機器人上，以外接

理，讓企業所需的機器人能真正「落地」，而非停留

隨插即用的第七軸滑軌，擴大協作型機器人的工作範

在設計階段。如此一來，相信可讓各行各業更有意願

圍，提升生產效率。

導入機器人，如同Tractica所預測，至2025年，非工

除了機械手臂及大型器械設備，人機協作的另

業用機器人將創造近250億美元產值。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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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手臂終端工具的GPS：
感測技術的能耐與重要性
James Taylor，OnRobot亞太區總經理

末端執行器，或稱機械手臂終端工

械手臂以合適的力道找出物件的正

針對特定的生產應用找到最合適

具(End-of-Arm Tooling；EOAT)，

確擺放方向。

的機械手臂終端工具組合，例如，

是現代工業自動化最重要的元件之

妥善運用不同的機械手臂終端

比起只用一個機械手臂終端工具打

一。雖然靈活的夾取技術已大幅改

工具是企業致勝的關鍵，因為這些

天下，使用快速夾爪更換器能迅速

善物件的取放，但感測技術能幫助

工具，包括夾爪、感測器、工具快

針對不同需求切換各式夾爪；感測

機械手臂控制力量，更精準地放置

換裝置、視覺控制等工具的組合能

器則扮演幫助夾爪找到安全移動路

物件。先進的力矩感測器與近距離

替工業自動化創造重要價值。

徑的角色，確保物件不會因更換工

感測器中的力量感測功能，可讓機

RG2-FT智慧夾爪在六個軸上的裝載能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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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感測器能幫助製造商

具而產生碰撞損害，讓作業效益得

雙場次攜手

重磅巨獻！

5G開啟智慧製造/城市新商機

智慧工業市場暨技術發展研討會
2019 年 12 月 12 日 • 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

前進智慧工業未來新世代

智慧製造暨趨勢發展研討會
2019 年12月 19 日 • 台北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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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研討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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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AI化
變數。由於感測器所扮演的重要角

HEX力矩感測器適用於需要高

色，它已被廣泛應用於各種工業自

耐受度的應用情境，特別是與汽車

感測器讓協作型自動化成為
可能

動化領域中，其功能性更是與日俱

零件相關的生產流程，例如將針腳

增。企業可以依據不同的任務性質

插入馬達時，需要非常高的作業精

大多數的協作應用在處理物件時都

選用各種類型的感測器，例如溫度

確度以確保方位正確；此外，在拋

需要複雜的操作流程，包括正確擺

感測器、壓力感測器、MEMS感測

光與磨光等應用流程中，則需要能

放對應物體的位置、確保在無碰撞

器、力矩感測器、定位與近距離感

夠維持固定的表面施力，因此若在

的路徑上作業、控制夾取力道的同

測器、發光感測器…等。

家具、船隻與飛機製造等應用中使

以加倍。

用可設定力矩的感測器，將能大幅

時管理機器人與周遭環境間的複雜

這些創新的感測技術讓原本

互動等。近距離感測器與力矩感測

無法實現的應用得以成真。例

器中的最新感測技術，可避免夾爪

如，OnRobot的Gecko夾爪使用仿

在操控過程中碰撞或損壞物件，並

生物的顯微感測器，相較於使用靜

感測器如何帶動業務成長

能以適當的力道抓住物體。

電感測器的夾爪，Gecko夾爪將能

在部署自動化的協作型應用時，感

更確實地抓取平滑物體。

測器能為企業提供更高的可靠性與

感測器就像機械手臂終端工具

提升工作效率。

的GPS一樣，可以在現代化的協作

由於感測器攸關機器人在不

應用靈活性，而智慧型的感測技術

型應用中引導自動化作業的進行。

同應用中的效能，例如判別正確

能讓企業將分散在各系統中的資料

時至今日，許多工業系統中都可以

與不正確的移動，或是提供資訊給

彙整成可用於執行的資訊，以實現

看到感測器的蹤跡，感測器在物體

夾爪以做出適當反應，因此感測器

更即時的最佳化自動化作業。

與周遭環境間扮演著介接角色，能

的運作不容有絲毫差錯。OnRobot

透過感測器為機器人提升觸

根據任務執行結果提供反饋。不論

RG2-FT智慧夾爪裝載了六軸力矩

覺，將可協助企業避免因作業錯誤

是生產力、品質、穩定性和安全性

感測器與近距離感測器，即使未

而導致重工，進而省下人力，並降

都與機械手臂終端工具感測器的效

事先編程參數，此夾爪仍然能夠控

低自動化與生產成本。

能息息相關，以OnRobot的感測器

制自身與機器人以實現操作員的要

機械手臂終端工具的開發者持

來說，其配備了力量控制套件，能

求，讓機器人與人類員工得以實現

續提升這些工具的感測功能，例如

藉由相輔相成的軟硬體來實現部署

真正的協同作業。

使用認知軟體擷取攝影機的影像，

六軸力矩感測器可在六個軸

以告知機器人夾爪如何以最佳方式

隨著產業應用日趨廣泛，人

上進行準確的力量與力矩量測，讓

來處理物件。隨著這些創新功能日

們對感測器的設計與技術創新需

組裝、拋光、磨光等艱難的協作型

趨成熟，包括感測在內的各項技術

求也迅速攀升。根據Persistence

應用獲得精準的控制力。此外，這

將能協助機器人從觀察中學習與反

Market Research的研究報告，截

項感測器配備具特殊功能的HEX軟

應，未來這些功能都會內建於機械

至2017年底為止，全球近距離感測

體，能簡化整合流程。

手臂終端工具中，而且只需一個按

流程簡化並降低成本。

器每年可創造120萬美元的營收。

透過此種力矩感測器，機器人

鍵就能執行。

得以遵循各種複雜的路徑與曲線進

儘管感測技術會持續發展，

先進感測器為現代工業自動
化帶來變革

行作業，讓表面處理等要求細節的

而企業自動化流程也將被繼續最佳

工作變得輕而易舉，且能實現更臻

化。以現階段而言，智慧夾爪與感

感測器可偵測光線、溫度與碰撞點

完善的品質，而這類協作型應用是

測技術已經證明了機械技術的長足

等讓自動化作業能順利進行的重要

以往傳統機器人無法辦到的。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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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高效電源管理
Maurizio Di Paolo Emilio，EE Times Europe編輯、EEWeb主編

因為品質、功能簡單，以及最重要

推陳出新的電氣技術還能實現能源

的節能等環保特點，電動車(EV)正

再生。

闊的前景。
電動車的自主性直接反映了其

變得越來越受歡迎。與燃油車相

電力提供了很大的靈活性，包

動力系統和能源管理系統的效率。

比，電動馬達結構較為簡單，同時

括使用各種形式的能量收集，有助

此外，必要的基礎設施，如現已達

電動車在能源效益方面有突出優

於為電池充電，從而延長電動車本

到幾百kW功率的強大快速充電系

勢：燃油車的能源效益為16%，而

身的執行時間。因此，能量收集技

統，也必須嚴格遵守預先設定的

電動車的能源效益為85%，不斷

術在電動車的研究和開發中具有廣

尺寸和效率限制。碳化矽(silicon
carbide；SiC)以其獨特的物理特
性有效應對這些新興市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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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的電力系統是DC/DC升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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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動力車(HEV)和電動車
轉換器和DC/AC逆變器。針對電動
交通運輸(e-Mobility)而開發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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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SCT3XHR的熱特性。

體元件。

(資料來源：Rohm)

強大的SiC元件
如今，自主性和充電時間極大地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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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需要更高功率的電源，以便在
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充電。由於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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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有限，電池充電系統必須具備
高功率密度；只有這樣，才能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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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到車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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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中心，我們都能看到一個高壓
電池(200~450V直流電)及其充電
系統。得益於車載充電器(OBC)，

&$1EXV

$QDORJ /RJLF
,&V

圖2：電動車電力系統框架圖。

任何電動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

(資料來源：意法半導體)

電池可以透過家用交流電源或公共
或私人充電站插座充電。從3.6kW
的三相大功率轉換器到22kW的單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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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轉換器，當今的車載充電器必須
具有極高的效率和可靠性，以確保

9*8QLW
*ULG

快速充電，滿足有限的空間和重量

$&'&

要求。

+9EDWWHU\

所有快速充電系統都需要設計

&RQWURO
XQLW

緊湊高效的充電站，且目前的SiC
電源模組可以創建具有所需功率密

圖3：V2G技術。

度和效率的系統。為了實現功率密
&RPPXQLFDWLRQOLQN

度和系統效率的偉大目標，有必要

9HKLFOH

&DSDFLWRUEDQN
DQGUHJXODWRU

使用SiC電晶體和二極體。

(QHUJ\6WRUDJH
6\VWHP

高硬度SiC基板優越的電場強
度，可以使用較薄的基底結構。這

2QERDUGFRLO
8WLOLW\
LQWHUIDFH

0RWRU

3RZHULQYHUWHU
DQGFRQWUROOHU

使得其厚度只有矽外延層的十分之
一。今後電池的容量會日益增加，

2IIERDUGFRLO

而這一特性與縮短充電時間有關，
這就需要具有高功率和高效率(如

圖4：電動車無線充電框架圖。

11kW和22kW)特性的車載充電器。

座、企業或公共充電站接入網路

(micro-loading)版本，可以將長負

隨著SCT3xHR系列的推

時，其電池的智慧化管理變得非常

載板和公共道路整合在一起，從而

出，Rohm現在能提供符合

有吸引力。汽車電池可以用來為電

即使在行駛中也能為電動車/混合動

AEC-Q101標準的SiC MOSFET領

網供電，也可以用來取電，這取決

力車充電，但這取決於國家和地方

域中最廣泛的產品線，從而保證了

於吸收電能的迫切需要。

行政管理層會為該類開發造成的阻

車載充電器和汽車應用DC/DC轉換

該系統可以將車內積聚的能量

器所需的高可靠性(圖1)。意法半導

歸還至充電站，或透過網路(對電池)

為使V2G技術能夠不間斷地運

體(STMicroelectronics)也擁有符合

遙控提取能量。實現該系統的關鍵

作，提供網路穩定性優勢，並讓車

AEC-Q101標準的多種MOSFET、

技術是一個雙向電源逆變器，該逆

輛充當發電機和資料來源，無線充

矽和SiC二極體元件，以及32位元

變器直接耦合在汽車側的高壓電池

電技術不僅必須融入車輛本身，還

SPC5汽車微控制器，以便為這些

(300~500V)和低壓網路側(圖3)。

必須融入到為車輛充電的家庭和城

高要求的轉換器提供可擴展、經濟
高效且節能的解決方案(圖2)。

V2G技術有可能實現更加平衡
和高效的電網。電力供需平衡將是
電力需求增長的關鍵。

車輛到電網(V2G)

礙程度。

市基礎設施中。唯有如此，車輛才
能及時滿足大眾需求。
基於電磁共振技術的無線充
電能夠讓各類型號的電動車透過在

未來10年，預計將有數百萬輛電池

無線充電

電源墊上放置軟性線圈，使用混凝

驅動的電動車上路，這對電網構成

電動車的無線充電是一個令人興奮

土和瀝青等材料，實現自動安全充

了重大挑戰。隨著不可程式設計的

的領域，這得益於位於車庫或公共

電。借助無線電源，車輛可以自動

可再生能源生產的普及，平衡電力

停車場的充電站，且充電點不一

充電並實現V2G技術，在不需要人

網路的要求也在不斷增加。

定要與車下的接收器精確對準。

工干預的情況下不斷進行激勵和衰

今後廠商將嘗試開發一種微負載

減迴圈(圖4)。

當汽車電池透過家用牆上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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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充電技術可以成為變革的催化劑，

動車強度和功率密度，以及高電

在數位網路能力支援下，寬能隙半

有助於促進e-Mobility的普及，並

壓、高功率的大功率應用，從而

導體技術和快速充電站將有助於加

為實現減少碳排放的目標做出很多

極大地提升系統性能和長期可靠

快電動車的普及。隨著全球對電動

貢獻。

性。SiC MOSFET和SiC蕭特基二

車需求不斷增長，充電基礎設施的

電動車的動力系統採用SiC

支持需求也將增加。電動車的創新

功率元件能提升系統的能效、電

極體(SBD)確保在高頻具有最高的
轉換效率。

軟性混合電子元件製造的
新結構性塑膠
Tony D. Flaim、Jennifer See，Brewer Science

已有令人驚訝的小範圍聚合物材

結在一起，但在分子鏈之間沒有永

可固化塑膠，是用於半導體封裝

料，能滿足微電子領域多年的結

久的化學鍵聯，即交聯。因此，熱

的主要形式。這些材料通常以低分

構性塑膠需求。常見的名單包括

塑性塑膠可以逆轉軟化，方法是將

子量樹脂的形式施加和加工，當以

環氧樹脂(填充和未填充)、聚

亞

其加熱到一個溫度，在該溫度下，

≥200°C加熱固化時，其會反應而

胺、有機矽、BCB和BT樹脂。在

鏈內有足夠的鏈段運動，使其能在

形成多分支的超高分子量網路。緊

很大的程度上會選擇這些聚合物

剪切力的作用下流動。

密交聯的結構導致高勁度和剛性，

化學物質，以與矽的剛性和低熱膨

此行為是便捷的熱成型過程的

脹特性及傳統封裝製造中常用的高

基礎，例如熱熔擠出和射出成型。

可固化塑膠因其對其他材料

加工溫度搭配。然而，主要透過低

無交聯結構和典型高聚合物分子量

的出色黏合性而聞名，環氧樹脂就

溫添加劑加工技術製造的軟性混合

的熱塑性塑膠可帶來許多所需要的

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但一如預期的

電子元件的出現，使塑膠封裝材料

性質，例如良好的機械強度、延展

是，大多數的可固化塑膠展現出極

需要具有更大的柔韌性和伸長率，

性、伸長率和韌性。另一方面，黏

低的伸長率、可能很脆而且在重複

且在200℃以上或最好是在150℃

性聚合物鏈可能不容易與接觸表面

的熱循環下容易開裂，使其不太適

以上的溫度時，不需要太長的固

相容，故當熱塑性塑膠塗覆或黏合

合軟性電子元件應用。

化時間。

到另一種材料上時，會導致較差的

以及強健的熱穩定性。

黏合性。同時，缺少交聯會使塑膠

新型聚合物材料—PCT

塑膠的基本種類

容易受到有機加工溶劑的侵蝕，例

Brewer Science設想出一種新的

聚合物材料可分為兩大類，熱塑性

如當溶液在熱塑性基材上塗覆形成

聚合物材料，其結合了所需要的熱

塑膠和可固化塑膠，它們具有非常

另一個塗層時。同樣的，熱塑性塑

塑性塑膠和可固化塑膠特性，以更

不同的分子結構。熱塑性聚合物材

膠的可逆軟化特性，可能不利於高

好地實現軟性混合電路的生產。在

料主要由長的、無分支鏈的分子鏈

溫製程。

我們的概念中，聚合物材料像熱塑

組成，這些分子鏈盤繞且實際上糾

第二類主要的聚合物材料是

性塑膠一樣提供高強度、伸長率和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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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TGA)掃描影像如圖1所示。該
組合物

重量平均分子量

PCT 1
PCT 2

50,010
34,559

數目平均分子量 多分散性
12,938
12,466

材料顯示出優異的穩定性，直到

T g (°C)

3.87
2.77

超過360℃才發生重量損失。組合

74
84

物PCT 2表現相似，展現出348℃
的瞬間分解溫度。

表1：新PCT聚合物的分子量特徵和玻璃化轉變溫度。

韌性，且能像可固化塑膠一樣提供

成狹小的加工範圍。

P CT 材 料光 固化 前 後的 機 械

高化學耐受性和熱流耐受性。更具

性質

體地說，Brewer Science開發出

PCT材料與性質

新的光固化熱塑性塑膠(PCT)，其

三種新的PCT組合物實例，可證明

是真正的熱塑性塑膠，且具有良好

可在塗覆和成型後曝露於紫外線

其獨特的化學、機械、熱和加工性

的可撓性和強度。表2所示的組合

(UV)下形成交聯，新PCT材料的整

質組合。新的聚合物組合物在此稱

物PCT 1和PCT 2薄膜的機械性質

體設計目標包含以下內容：

為PCT 1、PCT 2和PCT 3。其玻

資料，顯示其在室溫下為玻璃狀且

· 高聚合物分子量具有適度的後

璃化轉變溫度(T g )和分子量(MW)

中等硬度的材料。但其具軟性，且

固化交聯密度，以保持良好的

特徵列於表1中。透過固體聚合物

可以反覆彎曲而不會破斷。請注

機械強度、可撓性和韌性；

樣品的差示掃描量熱分析法測定

意，所示為在降伏點而非破斷點時

· 本身具有光敏性，無需光酸產

T g值 ， 同 時 借 助 凝 膠 滲 透 色 譜 法

的拉伸應力值。推測在破斷點時的

生劑、光引發劑、增效劑、交

(相對於聚苯乙烯標準)測定所製備

拉伸應力即抗拉強度會更高。分別

聯劑等添加劑；

聚合物溶液的分子量性質。

藉由動態機械分析(DMA)和熱機械

處於預固化狀態的PCT聚合物

· 使用適合晶圓廠的溶劑成分，

分析(TMA)決定機械性質和熱膨脹

進行塗覆和澆膜；

PCT材料的熱穩定性

· 對半導體材料和其他塑膠有很

係數(CTE)。

組合物PCT 1的梯度熱重量分

透過光固化將化學交聯引入

強的黏著力；
· 在光固化之前，能夠在200℃
120

以下進行熱成型(模塑、壓
印、擠出等)；

100

· 在300℃以上時保持熱穩定

363.84˚C

性；
快速、乾淨的雷射鑽孔。
可在施加和最終成型後對熱塑

80

重量(%)

· 高脈衝UV雷射敏感度，便於

60

性材料進行光固化的能力，讓使用
者能在固化前先利用其可逆轉的軟

40

化特性，再經由固化將材料轉化為
抗流狀態。與熱固化相反，使用光
固化的能力可避免因同時發生的熱
誘發軟化和交聯之間的競爭，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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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組合物PCT 1在氮氣下速度為10℃/分時的梯度TGA掃描。

6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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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固化亦大幅改變了PCT材
組合物
PCT 1
PCT 2

薄膜厚度( μ m) 拉伸模數(GPa) 降伏點的拉伸應力 (MPa) CTE (ppm/°C)
70
1.25
35
68
50
1.85
44
69

料的熱軟化性能。圖4中的影像顯
示以100℃加熱30分鐘後，第三種
組合物PCT 3照射和未照射膜帶的
行為。組合物PCT 3具有接近室溫

表2：鑄態PCT薄膜的室溫機械性質(無光固化)。

的Tg，且具有非常高的彈性和伸長

PCT膜有利於提高化學耐受性和

射引起明顯的薄膜顏色變化，但

率，是柔軟的材料。當一條膜帶曝

減少熱流(參見後續章節)。但其不

於此同時，其變得完全不受二甲

露在實驗室UV燈下幾分鐘後，將

會引起脆化，而是會在猛烈彎曲時

基亞

(DMSO，一種強力聚合物

其折疊使膜帶末端與膜帶的中心

提高韌性和抗裂性。組合物PCT 1

溶劑)的侵蝕，而未固化(未照射)

部分接觸後再加熱時，接觸的區域

的薄膜仍非常柔韌，且在650瓦的

薄膜的樣品在置於相同溶劑中後

不會流動且會黏合在一起，因其為

實驗室UV燈下光固化5分鐘後仍可

不到1分鐘內溶解。在圖3b中的

透過曝光過程交聯。另一方面，未

縐摺和折疊。

兩個樣品小瓶影像可清楚地辨別

曝光膜帶的接觸區域容易流動並黏

溶解度的根本變化，後續研究顯

合在一起，基本上變成固體狀態。

PCT材料的黏著性質

示，只需30秒的UV燈照射，即可

PCT聚合物顯示出對許多材

觀察到類似的溶解度變化。

PCT材料壓印

料(包括其他聚合物)的黏著性。例
如，將組合物PCT 1的溶液旋轉塗
佈在矽和玻璃晶片上，再置於高溫
板上以120℃烘烤10分鐘，隨後在
烘箱中以130℃烘烤30分鐘，去除
溶劑並留下乾燥的薄膜。再使用最
高黏著強度的3M測試帶，對有刻
痕的薄膜進行標準交叉陰影帶拉
伸測試。圖2中的測試基材影像，
基材都沒有畫素特徵消除的情況，
表示PCT材料對矽和玻璃具有優異
的黏著性。

圖2：組合物PCT 1塗覆在矽和玻璃基材上的交叉影線膠帶拉伸測試結果。

光固化對PCT 材料溶劑溶解度
和流動性的影響
由於聚合物結構內的光誘發
交聯，曝露於中度UV下會大幅改
變新PCT材料的溶解度和熔融流
動性質。圖3a顯示用650瓦實驗室
UV燈照射5分鐘之前和之後，組合
物PCT 2薄膜樣品的影像。UV照

圖3：a(左)照射前後組合物PCT 2的薄膜外觀。b(右)在DMSO中浸漬20分鐘後照射和
未照射的薄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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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的特徵有流動且變得不明顯，如
圖6a和b中的對比顯微照片所示。
PCT材料的光學性質
新的PCT材料設計上本身即
有對中度UV的感光性。意即光
固化涉及功能部位(functional
moieties)在聚合物結構內的直接
反應，且不需要添加任何類型的光
圖4：以100℃加熱30分鐘後，組合物PCT 3 UV照射和未照射膜帶的外觀。

引發劑或增效劑，例如自由基固化
的丙烯酸樹脂或陽離子固化的環氧
塗料。這些相同的功能部位具有非
常強的UV吸收力，表3所示組合物
PCT 1中度UV波長的高光學消光係
數(k)即為明證(k值為0.1的材料通
常即視為具有高吸收力)。透過塗
覆在矽晶片上聚合物薄膜的可變

圖5：在170℃下在薄膜組合物PCT 2壓印圓圈和線條特徵的顯微影像。顯微照片中的
數字為特徵尺寸，以μm為單位。

角度掃描橢圓偏光術，測定表2中
的折射率和消光係數值。
PCT材料的雷射蝕刻
PCT材料在光譜上中UV光
段的強吸光度，使其對通常在
308~355nm波長下工作的脈衝
雷射蝕刻系統非常敏感。藉由使

圖6：a(左)光固化後加熱至180℃的壓印特徵的顯微照片。b(右)相同的壓印特徵，但
在加熱前未進行光固化。

用以355nm操作的定製皮秒脈
衝雷射系統，利用雷射光技術

為證明PCT材料可以200℃

溫，並以機械方式將壓模從壓印薄

(Herman；MO)，在矽晶片上塗

以下熱成型，將已旋轉塗佈到

膜上剝離，PCT薄膜中壓印特徵的

覆一層10~15μm厚的PCT 1近似變

200mm晶片上厚度5.8μm的未固

顯微影像如圖5所示。

異體的焊盤(200×200µm)及通孔

化組合物PCT 2薄膜壓在第二個

假設對壓紋進行光固化可使

矽晶片上形成的聚矽氧烷壓模上，

其穩定，而不會在加熱至高溫時

產生壓紋。壓製步驟以標準晶片

回流。將一個壓印的晶片基材遮蓋

接合工具(EVGroup Model 510)

一半，一面以實驗室UV燈照射5分

進行，晶片在4000N的作用力下

鐘，而另一面未照射。當將晶片加

· 平均雷射功率：0.825mW；

加熱至170℃，持續5分鐘(壓力

熱至180℃並持續5分鐘後，光固

· 峰值雷射功率：22kW；

=~18.5psi)。再將組件冷卻至室

化側的特徵完整保存，而未固化

· 脈衝長度：<15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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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μm直徑)特徵圖案。其他相關
的雷射操作參數如下：
· 雷射脈衝能量：0.33μJ/脈
衝；

設計新技術

波長(nm)
308
343
355
365

折射率(n)
1.8109
1.8737
1.8794
1.8810

消光係數(k)
0.363
0.268
0.279
0.281

表3：PCT 1薄膜的折射率和光學消光係數。

圖7：利用皮秒雷射蝕刻系統，在與PCT 1密切相關的結構變異體中形成之焊盤和通孔
特徵圖案的顯微影像。

· 雷射重複率：2,500Hz。

結合。此外，人們可以利用傳統加

圖7顯示在去離子水中經音波

工流程中材料的熱塑性和可固化特

振動清潔幾分鐘後，樣品上焊盤和

性，因為起始熱塑成型的固化仰賴

通孔特徵的顯微影像(PCT材料為黃

UV輻照，而非可固化塑膠通常需

綠色，而以雷射輕微蝕刻並照射後

要的加熱至高溫。

的矽，具有粗糙的金屬外觀)。可

可預見PCT材料的強大物理特

以看出，蝕刻過程產生很少的碳質

性和獨特的加工可能性，在各種軟

殘留物，且特徵邊緣尖銳而鬆脆。

性混合電路應用中的價值。顯然，

值得注意的是，蝕刻是在<1mW的

其良好的可撓性和伸長率，以及遠

平均雷射功率下進行，更高的功率

高於室溫的良好剛度，表示可將其

設置會導致PCT材料焦化，因其能

作為基礎基底材料。也許更有趣的

非常有效地吸收雷射光。

是，可以想像一種基材，其中有以
圖案光固化形成的較剛性區域，以

PCT材料總結和潛在應用

及留在熱塑性(未固化)狀態的較軟

光固化熱塑性聚合物代表結構性

性區域。不難想像這些新材料的

塑膠的新設計典範。其將高分子

其他用途，本文向讀者發出挑戰，

量熱塑性塑膠的理想機械性質與可

思考如何在微電子應用中使用PCT

固化塑膠的耐熱性和化學耐受性相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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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與運輸EUV倍縮光罩的挑戰
英特格(Entegris)供稿

隨著半導體業界持續挑戰不斷縮減

特點。無論是製程中的應有零件

技術的NXE機台需採用雙層傳送盒

的設計尺寸，極紫外光(EUV)微影

(例如晶圓廠的機械手臂)，或是預

配置：內側的金屬傳送盒需處於真

技術也於大量生產時擴大應用。

期外的污染物(例如人體毛髮)，只

空狀態，外側傳送盒則會接觸周圍

針對7奈米以下的先進節點，EUV

要有任何物件觸碰到倍縮光罩，

環境。只有當傳送盒位於機台內部

微影技術有助於簡化圖案成形製

都有可能造成損壞。

時，內側傳送盒才會開啟。

程。要以如此精細的尺寸穩定製作

浸潤式微影技術需要使用光

鑑於雙層傳送盒配置已成為

圖案，需要使用超潔淨倍縮光罩。

罩防塵薄膜做為「防塵罩」，以防

EUV微影技術的標準措施，而市面

如同所有倍縮光罩一樣，運

倍縮光罩於圖案曝光期間受到粉塵

上也出現多款此類傳送盒。然而，

用在EUV微影技術上的倍縮光罩

污染。光罩防塵薄膜需要具備光透

這並不表示此類傳送盒足以稱為

也須仰賴倍縮光罩傳送盒，以利

性，而在EUV微影技術應用上，則

「商業成品」。畢竟，EUV傳送

安全存放，並於微影圖案成形、

需讓光線得以穿透波長約13.5奈米

盒的設計(圖2)必須持續進化，才

檢查、清潔與修復期間發揮保護作

的EUV光譜。多數現有的光罩防塵

能滿足效能需求與微影技術產能。

用。具備保護功能的傳送盒不僅應

薄膜材質都會吸收EUV光線，但半

儘管雙層傳送盒配置可發揮

長年耐用，還要防止不必要的污染

導體業界正著手推行EUV專用的光

保護作用，發生污染的可能性依

或實體損傷。

罩防塵薄膜(圖1)。

舊不容小覷。基於此一原因，設

專為193奈米浸潤式微影技術

在光罩防塵薄膜成為EUV微影

計EUV傳送盒時，需要將污染風險

所設計的傳送盒，仍不足以保護

技術的標準配備之前，業界仍需使

納入考量。尤其是如果倍縮光罩不

EUV倍縮光罩。由於EUV微影技

用EUV傳送盒來保護不含光罩防塵

含光罩防塵薄膜，內側傳送盒將同

術具有獨特要求，相應的傳送盒

薄膜的倍縮光罩。適用於EUV微影

時成為主要保護方式與潛在污染的

也應滿足額外的限制與需求，正
因如此，EUV倍縮光罩傳送盒也成
為講求高度專業且配備多項重要元
件的設備。

EUV倍縮光罩
13.5奈米

多重反射層
倍縮光罩

本文將說明EUV微影傳送盒所
面臨的設計挑戰，同時提供解決方

吸收層圖案

案，以協助更多晶圓廠於旗下設施
推行先進微影技術節點。

光罩防塵
薄膜

保護EUV倍縮光罩

粉塵(µm大小)

微影圖案越精細，倍縮光罩污染的
風險也越高。舉凡外來粉塵與化學

反射照明

殘留物，都是潛在的污染來源。倍
縮光罩塗層具有精細與易於損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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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將光罩防塵薄膜整合於EUV倍縮光罩中。

(資料來源：Carmen Zoldesi 9048-581)

設計新技術

圖2：EUV 微影技術的雙層傳送盒配置，左側為外側傳送盒，右側為內側傳送盒。

主要來源。

透過空運或陸運等方式，從光罩製

傳送盒的設計考量，應涵蓋

作廠運送至整合元件製造商(IDM)的

內外側傳送盒的幾何體， 以及各

運送過程中，傳送盒都需安全地包

自採用的材質。

覆倍縮光罩。此一保護機制，需要
在「保護傳送盒內的倍縮光罩」，

材質潔淨度

以及「盡可能避免過大的接觸力道

接觸或包圍倍縮光罩的所有表面

造成機械性損害」間取得巧妙平

(包括傳送盒的表面)，都必須保持

衡。如果抑制力過低，倍縮光罩將

超潔淨狀態，以免導入不必要污

無法承受運輸期間的機械性加速與

染物，例如粉塵或藉由空氣傳播

振動，並產生損傷。

的化學氣體。

然而，若觸針的抑制力過大，

揮發氣體的聚合物會產生不

則會在倍縮光罩上形成過度接觸的

必要的化學品污染，並沉積於倍

痕跡。當倍縮光罩邊緣的玻璃被刮

縮光罩表面上。因此，傳送盒應當

下時，玻璃粉塵將形成污染物，且

使用適當的材質，盡可能避免氣體

可能造成微影瑕疵。從粉塵產生的

揮發時所造成的影響。內側傳送盒

觀點來看，接觸力道應越低越好。

會以金屬材質製成，不會揮發任何

在傳送盒能有效固定倍縮光

氣體。然而，外側傳送盒則如同非

罩，使其維持穩定的前提下，只要

UV微影技術所使用的單一倍縮光

接觸點越少，傳送盒造成粉塵污染

罩傳送盒一樣，會以聚合物為主。

的機率也會隨之降低。此外，接觸

由於設計尺寸不斷縮減，打造

點大小也十分重要。當傳送盒關閉

零污染環境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

時，較大的接觸區域將產生較小的

畢竟，即使微不足道的污染粉塵，

接觸壓力。

都有可能影響到圖案移轉的準確
度，並造成良率損失。

若要盡可能減少接觸痕跡，
選用的傳送盒材質也是一大關鍵。
在倍縮光罩就定位與傳送盒開關期

確保機械性防護能力

間，理想的傳送盒材質可望發揮防

在晶圓廠內部或是設施之間，例如

刮效果。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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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盒吹淨
倍縮光罩非作用區

如需去除內部濕氣，並讓倍縮光罩

倍縮光罩作用區

維持潔淨、乾燥，就必須定期吹淨
外側傳送盒。無論所使用的吹淨
氣體為超潔淨乾空氣(XCDA)還是
氮氣，都會透過進氣口進入外側
最小間隙，~0.2mm

傳送盒內。
雖然吹淨期間的多數氣體交
換會發生在外側傳送盒內，在NXE
機台內進行吹淨或真空抽氣與排氣
時，部分氣體也會流入或流出內側
傳送盒。內側傳送盒配備整合式過
濾器，可交換氣體分子，並盡可能

EUV內側傳送盒基板
圖3：粉塵落於倍縮光罩與內側傳送盒基板之間的間隙內。

減少侵入內側傳送盒的粉塵。當內
側傳送盒關上時，需要進行密封，

多的傳送盒尺寸誤差。除了尺寸誤

款可容納光罩防塵薄膜的版本，以

以透過過濾器(而非密封處的任何

差空間不大，傳送盒也要與標準的

及一款不含光罩防塵薄膜的版本。

空隙)進行所有氣體交換。

機械介面相容。由於傳送盒的使用

如此一來，即可在符合傳送盒整

壽命為7~10年，新的設備需要向

體大小與重量需求的情況下，透

下相容既有的傳送盒。

過加入光罩防塵薄膜套來改良內

如果設計得當，過濾器的傳導
性(用來測量氣體流經過濾器的能
力)應遠大於密封的傳導性。如此

在預期使用壽命較長的情況

一來，進入內側傳送盒的90%以上

下，意味著傳送盒需要於多年內

設計出相容於光罩防塵薄膜

氣體都會經由過濾器導入。

承受數千次的開關週期。若能使

的傳送盒，需仰賴傳送盒廠商、光

內側傳送盒內的過濾器必須要

用抗磨損材質，不僅能將粉塵污

罩防塵薄膜供應商與微影機製造商

有足夠的透氣性，以導入足夠的氣

染降至最低，還可延長傳送盒的

的密切合作。自動化設備僅能承受

流，同時也得具備足以承受清潔程

使用壽命。

有限範圍的內側傳送盒重量，這表

側傳送盒。

序的耐用度。唯有仔細挑選過濾器

倍縮光罩傳送盒的光學視窗，

示，為容納光罩防塵薄膜套而減少

材質與幾何體，才能在兩者之間取

必須與自動化設備相容。微影機的

的材質的重量，必須加諸於傳送盒

得適當平衡。當粉塵穿越上蓋與基

攝影機需要檢視傳送盒內部，才能

中的其他處。安排內側傳送盒中的

板之間的密封處進入倍縮光罩時，

適當偵測倍縮光罩，正因如此，傳

接觸點與視窗時，也應考量光罩防

倍縮光罩與基板之間的間隙尺寸越

送盒視窗的反射率與平坦度須符合

塵薄膜的幾何體。

小，越有可能確保粉塵停留在倍縮

嚴格的要求。

光罩防塵薄膜相當脆弱。微影
作業期間的真空抽氣與排氣，都會

光罩的外側邊緣，而非轉移至可能

容納光罩防塵薄膜

於內側傳送盒中造成壓力變化。此

在預期使用壽命較長的情況下，倍

一壓差必須控制在特定閥值之內，

設備相容性

縮光罩傳送盒需滿足現行與未來的

以防光罩防塵薄膜因過度偏差而損

微影製程多已自動化，而負責處理

EUV微影技術需求。正因如此，目

壞。在相容於光罩防塵薄膜的內側

傳送盒的機械手臂，往往不容許過

前的傳送盒設計人員，應當規劃一

傳送盒內適當配置視窗，有助於提

造成良率損失的作用區中(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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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 的 RF 前端系列實現精小 5G
大規模 MIMO 網路無線電
Bilge Bayrakci

這樣做意味著：
通道越多，基地台內外的射頻功率就越高，如此將加
劇相互無干擾的通道間隔離問題。
為了在高功率訊號下保持可靠性，接收器前端元件必
須提高動態範圍性能。

化設計。該全新系列元件透過矽製程整合高功率切換
開關及 GaAs 製程整合高性能低雜訊放大器，兼具高射
頻功率處理能力和高整合度而無需犧牲任何一方，可
謂兩全其美。

雙通道架構
M-MIMO RF 前端設計的 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應用框圖如圖 1 所示。該元件通道整合了高
功率切換開關和兩級 LNA。在收發器以接收模式運行期
間，切換開關將輸入訊號路由至 LNA 輸入。在發射模
式期間，輸入路由至 50 Ω 端電極，以確保與天線介面
正確匹配，並將 LNA 與天線的任何反射功率隔離。整合
式雙通道架構允許設計人員輕鬆擴展 MIMO，使其超過
傳統設備 8 × 8 (8 發射器 × 8 接收器) 配置的限制，達
到 16 × 16、32 × 32、64 × 64，甚至更高。
ANT 1

解決方案的尺寸非常重要。

TX 1

為了尋求更高的資料速率來支援各種無線服務和不同的
傳輸方案，系統設計人員面臨著電路更複雜、同時必須
滿足類似的尺寸、功率和成本預算的情況。在基地台塔
台中增加更多收發通道可以獲得更高的傳輸量，但在更
高的射頻功率等級上實現每個通道，與將系統的複雜度
和成本保持在可接受的水準一樣重要。為了實現更高的
射頻功率，硬體設計人員在射頻前端設計中沒有太多選
擇，而是依賴需要高偏置功率和複雜周邊電路的傳統解
決方案來實現，而這使得實現設計目標時更加困難。
ADI 最近推出適合分時雙工 (TDD) 系統的多晶片模組，
其中整合低雜訊放大器 (LNA) 和高功率切換開關。
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系列涵蓋 1.8 GHz
至 5.3 GHz 蜂巢頻段，針對 M-MIMO 天線介面進行了優

請瀏覽：analog.com

PA
50 Ω

Integrated Transceiver

隨著電子設備和發射器功率不斷增加，必須解決熱管
理問題。

Amp

ADRF5545A
ADRF5547
ADRF5549
RX 1

M-MIMO Antenna Array

4G LTE 蜂巢式基地台後期部署中，目前普遍採用著大
規模多路輸入、多路輸出 (MIMO) 無線電技術，特別是
在密集的城市地區，小型蜂巢能有效地填補蜂巢區覆蓋
的空白，同時提高資料服務速度。此架構的成功清楚印
證了其價值。基於此種架構本身具備所需的頻譜效率和
傳輸可靠性，它將成為新興的 5G 網路無線電的首選架
構。促使 5G 成為現實的挑戰，在於設計人員必須大幅
增加同時在多個頻段運作之收發器通道的數量，以及將
所有必要的硬體壓縮整合到與前一代設備同樣大小、甚
或更小的空間中。

LNA

RX 2

LNA
ANT 2
50 Ω

TX 2

Amp

PA

圖 1：M-MIMO 射頻前端框圖。

寬廣操作頻寬
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的增益特性及其頻
率覆蓋範圍如圖 2 所示。各元件針對常用的蜂巢頻段進
行了優化，並與同一設計中所使用的其他調諧元件 (例
如功率放大器和濾波器) 保持一致。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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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F5547
ADRF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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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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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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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3.0

3.5

4.0

4.5

5.0

5.5

Frequency (GHz)

低雜訊係數
兩級 LNA 透過 GaAs 製程進行設計，採用 5 V 單電源供
電，無需採用任何外部偏置電感器。增益在頻率範圍內
具有平坦特性，在高增益模式和低增益模式下可分別編
程至 32 dB 和 16 dB。該元件並具備低功耗模式以節省
偏置電源，其中 LNA 可以在傳輸操作期間關閉電源。
該元件的雜訊係數為 1.45 dB (包括切換開關的插入損
耗)，非常適合用於高功率和低功率 M-MIMO 系統。
圖 4 顯示 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在指定頻
段的雜訊係數性能。
2.5

圖 2：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增益特性。

ADRF5545A
ADRF5547
ADRF5549

2.2

該元件內含透過矽製程設計的高功率切換開關，不需要
採用任何外部元件來產生偏置。此切換開關基於 5 V 單
電源運行，電流消耗僅為 10 mA，可直接與標準數位微
控制器連接，而無需採用任何負電壓或電平轉換器。
相較於採用基於 PIN 二極體切換開關的實現方案，矽
開關可以為使用者節省約 80% 的偏置功率和 90% 的
電路板空間。
該切換開關在連續運行時可處理峰均比 (PAR) 為 9 dB
的 10 W 平均射頻訊號，在故障情況下可承受兩倍額定
功率。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是市場上首
批具備 10 W 功率處理能力的產品，因此特別適用於高
功率 M-MIMO 設計。如果每個天線元件可以傳輸更多
的功率，那麼就可以減少傳輸通道的數量，並從基地
台中獲取相同的射頻功率。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架構如圖 3 所示，從中可以看出，兩個通道
的高功率切換開關都由同一元件針腳供電和控制。LNA
則擁有自己的電源和控制訊號設計。
Termination

VDD

ESD

VDD

ESD

Noise Figure (dB)

高功率保護切換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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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雜訊係數。

小尺寸，外部零組件數最少
除了電源針腳上的初級解耦電容和射頻訊號針腳上的隔
直電容外，該元件不需要任何調諧或匹配元件。射頻輸
入和輸出在 50 Ω 匹配。LNA 設計中整合了匹配和偏置
電感。這可減少昂貴零組件 (如電感) 的材料成本，也
簡化了相鄰收發器之間的通道間串擾的硬體設計。此元
件採用 6 mm × 6 mm 表面黏著封裝，具有散熱增強底
板。該元件在 –40°C 到 +105°C 的額定機殼溫度範圍內
工作。所有三個晶片都具有相同的封裝，採用相同的針
腳排列配置，並可在同一個電路板上互換使用。圖 5 顯
示該元件如何安裝在其評估板上。相關評估板可以直接
從 ADI 或透過經銷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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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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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VDD

ESD

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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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

RFIN_C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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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

Termination

V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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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D

圖 3：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電路架構。

圖 5：ADRF5545A / ADRF5547 / ADRF5549 評估板。

如需獲取詳細的技術資訊、產品資料手冊和其他支援檔
案，請瀏覽 analog.com 中的產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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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供能見度，繼而讓微影機偵測到光
罩防塵薄膜損壞。

EUV倍縮光罩傳送盒不僅為高
度專業的設備，更於EUV微影技術

EUV機台必須有能力處理包含

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它們必

或不含光罩防塵薄膜的倍縮光罩，

須在使用、存放與運輸期間發揮保

並識別兩種類型。如果不小心將含

護倍縮光罩的作用，同時防止額外

有光罩防塵薄膜的倍縮光罩置入不

的污染或損傷。傳送盒必須與微影

含光罩防塵薄膜套的傳送盒中，將

設備相容，並讓倍縮光罩保持在潔

對光罩防塵薄膜造成永久的損壞。

淨、乾燥的環境。而精心設計的雙

內側傳送盒應整合各項設計功能，

層傳送盒配置，能同時讓包含與不

讓EUV機台內部的攝影機能進行掃

含光罩防塵薄膜的倍縮光罩達成上

描，以透過光學技術判斷傳送盒類

述目標，以跟上未來的EUV微影技

型，從而降低誤判傳送盒的風險。

術發展腳步。

七個確保物聯網成功的
最重要決策
Arm供稿

新的構想只不過是邁向成功物聯網

不想因為硬體限制而移除能讓產品

計畫的第一步。後續仍需要做出幾

脫穎而出的功能。

項重要的決策，將有助於確定功

請避免選擇遠超出需求的硬體

能、成本和上市時間。這些決策不

功能。因為這只會徒增產品成本、

容小覷，因為它們有可能左右整個

無謂地耗用電力，並且讓產品市場

專案的成敗。

競爭力降低。以下硬體功能是在選

建構物聯網應用時，需考慮

擇時，應考量的重要項目。

相關所需工具清單，以下將一一
說明。

能源與電力管理
有三種電源能驅動大多數物

決策1：軟硬體選項

聯網裝置：電源線、電池和能量

選擇的硬體對於系統的功能有著關

採集器(太陽能)。不同於智慧型手

鍵性的影響。如果選擇的硬體無法

機需要每天充電，物聯網裝置可能

滿足對於目前與未來功能的基本需

需要以同一個電池在遠端地點運作

求，之後可能得做出妥協與折衷。

多年。在架構設計階段，請考量預

即使某些妥協或許還可接受，但絕

期的使用者習慣，以及裝置的目標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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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製作出以節能為優先考量的

儲存裝置結合在單一晶片中。

態系統，以協助建置物聯網裝

能源剖析圖。
硬體安全
在選擇硬體時，請選用分層式
安全方法。例如，在SoC處理器內

許多企業組織充分利用廠商生

硬體選項

置，此舉有助於將訂製晶片設

以功能、成本、能源需求和安

計相關風險降至最低；

全為首要考量的情況下，請從以下
四種主要硬體選項中進行選擇：

· 系統模組的用途則是將功能新
增到現有裝置，可發現這些系

建以硬體為基礎的安全性，能建立

· 單板電腦(SBC)是相對低價且

統模組能提供所需的所有其他

信任根(Root of trust)並防止裝置

立即可用的內嵌硬體平台，配

功能。例如，只增加藍牙啟用

遭到入侵。

備精心設計的系統介面與功

模組，即能將獨立感測裝置變

能，並且具備可用於新增功能

成連線物聯網裝置。也可使用

的擴充插槽。單板電腦可輕鬆

模組來增強效能、針對特定市

訂製，因此能為建置物聯網產

場量身設計功能、減少成本，

大多數物聯網裝置是透過感測

品提供最簡單的方法。單板電

以及引進新功能。主要優點是

器或致動器收集資訊。在選擇感測

腦結合廣泛多樣的功能、效能

公司不必設計全新裝置，即能

器時，請牢記感測器必須與微控制

與低耗電；

獲得上述優點。

感 測 器、處 理 器 與 記 憶 體 儲
存裝置

器(MCU)相接，因此需要有放大器

· 市售現成晶片產品是廠商多
年來累積經驗與知識的具體

物聯網作業系統(OS)

所選擇的處理器類型應該會大

成果，能滿足不同產業開發

專為物聯網設計的作業系統已

幅取決於目標應用程式所需要的感

者的多樣需求。為了達到真正

將關鍵要素納入考量，例如耗電、

測類型。有些裝置會對濕度等資料

的裝置擴充性，市售現成產品

連線和安全性。應用程式開發人員

集進行有限處理，而較複雜的系統

設計需要使用大量立即可用的

能專注於提升終端使用者經驗，而

則能處理高解析度視訊資料流。

綜合產品。隨著資料的價值提

不是處理低階程式碼，還可能創造

在比較記憶體選項時，請確

高，物聯網裝置需要提升運算

更多商業價值，並且能從遠端解決

定裝置優先考量。請考量成本、

能力。為了滿足這些新需求，

功能缺失。有效的作業系統還能確

尺寸、耗電量和啟動時間。選項

需要取得多種效能選項，並且

保裝置因應現場出現的安全威脅。

包括：

能整合其他IP，如數位訊號處

標準物聯網RTOS平台支援物

理器(DSP)，以便將所有感測

聯網解決方案開發，能透過不同通

器連接在一起。

訊協定進行通訊，開發者無需從多

或類比數位轉換器。

· 傳統外部快閃記憶體：經濟實
惠、可靠且有彈性，提供高密
度，而且無需使用過多電力即
能執行；

· 訂製系統單晶片(SoC)能運用
先前既有的技術(預先驗證的

個來源手動封裝功能，即可輕鬆建
立應用程式。

· 內嵌快閃記憶體：由於具備高

建構元件)，簡化開發流程並

階效能與密度，因此普遍用於

大幅減少成本。只需有限的

軟體的電池需求

應用程式會儲存關鍵資料和程

初始投資，即能用訂製晶片

軟體更新可能會耗盡電池電

式碼的物聯網裝置中。支援大

生產更好的產品、讓產品從競

力。目前遠端無線傳輸式軟體更

多數微控制器應用程式；

爭產品中脫穎而出、節省成本

新是散發和安裝必要軟體變更最

· 多晶片封裝記憶體：將

(尤其在量產時)、縮減物料清

有效率的方式。另一個考量是裝置

CPU、GPU、記憶體和快閃

單、減少耗電，並防止盜版。

與雲端的軟體通訊量，以及此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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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對電池壽命的影響。例如，當網

式或衛星。如果需要長距離傳輸

路停擺時，裝置是否還會繼續輪詢

相對小量資料，可以透過LPWAN

(poll)網路？這也是另一個應納入

傳輸，不但可節能，還能充分延

考量的電池電力消耗因素。隨著物

長電池壽命。

聯網裝置的使用壽命延長，需要進
行更多的軟體更新和維護。

透過網路傳輸資料可能所費不
貲。許多物聯網應用程式會收集大
量資料，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重

安全的物聯網軟體解決方案

要資料。在此情況下，本地演算法

內建安全性是影響軟體決定的

能限制可傳輸的資料，進而減少成

另一個因素，而目前企業組織試圖

本高昂的能源與資料傳輸的消耗。

建置從晶片涵蓋到雲端的安全性。

此外，與其透過網路傳輸大量待處

除了內嵌安全性之外，正確的雲端

理資料，可以選擇改在閘道器或裝

平台也能在維持物聯網裝置安全上

置上處理資料。

扮演關鍵角色。
選用的物聯網軟體技術解決

連接管理

方案應著重安全性，並提供生命

關於連接管理，尤其是擴充

週期系統方法，以及專為物聯網解

性，務必要牢記的重點是裝置可

決方案建置的低耗電作業系統。最

能位於多種環境中，也可能橫跨

好還隨附一項提供連線、配置和無

許多地區，並且使用不同的通訊

線傳輸式更新的雲端服務，此服務

協定。在這樣的情況下，支援廣泛

可以是公有雲代管或內部部署(On-

多樣的通訊技術和通訊協定，才能

premises)。

保持連線。
考慮採用的物聯網裝置管理

決策2：連接與裝置管理

平台應能管理每個裝置的連線，

有多種裝置與網路連線的選項，

無論裝置是位於何處或使用何種

包括蜂巢式、衛星、Wi-Fi、藍

網路。無所不在的連線涵蓋所有主

牙、RFID、NFC、低功耗廣域網

要通訊協定並跨越所有地區界限，

路(LPWAN)和乙太網路等。如果

這代表資料持續可存取且維持在最

裝置需要長距離傳輸大量資料，

低成本。單一解決方案即能允許部

會需要使用大量電力。此情況的

署物聯網裝置、找到網路、自行驗

最佳連線選項是蜂巢式(有基地台)

證、自動部署並連線到成本最低的

或衛星(無基地台)。

管道，進一步支援擴充性，同時加

如果只需短距離傳輸大量資

快上市時間、降低成本和複雜度。

料，可以選擇藍牙、Wi-Fi或乙太
網路等無線連線選項，可將耗電

決策3：系統級的安全

量降至最低。以上三種選項全都

利用易受攻擊的物聯網裝置進行網

提供高頻寬，且耗電量低於蜂巢

路攻擊可能會極具破壞性。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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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Mirai殭屍網路攻擊便是利用不

常狀況。擷取資料應該要符合以下

畫，以部署應用程式更新和安全性

安全的物聯網裝置，藉由掃描網

三項條件：

修補，並從遠端管理數千個裝置的

際網路找出開放式連接埠，並使

運作和維護作業。
必須在一開始便採用適當的硬

用預設密碼登入這些裝置。形成

資料整合與可存取性

的殭屍網路大軍發動分散式阻斷

有效資料管理的關鍵在於資料

體和軟體，以確保裝置的長期復原

服務(DDoS)攻擊，導致許多網際

容易存取且完全整合。必須讓企業

能力和實用性。要達到真正的延展

網路無法存取。

組織能輕鬆獲得洞見，進而找出新

性，必須全面性思考。如果想避免

商機、提高效率，並做出關鍵的資

未來不同地區發生使用許多不同裝

料導向商業決策。

置的棘手問題，那麼將當地網路持

由於物聯網裝置缺乏安全性，
才會讓Mirai殭屍網路攻擊有機可

續性支援納入計畫，會有助於確保

乘。阻止潛在駭客攻擊的最佳方法

地區擴充性。

是採用系統級的方法，涵蓋範圍包

不同的資料集必須統一

括實體裝置和網路。物聯網裝置開

要收集並統一來自多個異質

設計一個能成長並增加容量

發者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

裝置，以及企業資料和第三方來

的基礎架構，有助於確保專案成

護裝置、裝置連線的網路，以及裝

源的不同資料集，必須結合超彈

功。建置一個支援架構，其中包

置共用的資料。

性應用程式開發與一套延伸的資

含可擴充的雲端服務。此外，務必

料整合系統。

在初期考量幾個要點，包括隨著解

物聯網安全性絕不可事後才

決方案的擴充性，手動流程會如何

追加補強。必須從設計最初階段即
開始規劃，並納入開發、部署和管

資料必須獲得保護和信任

增加，以及自動化如何有助於減少

理流程的每個步驟。為了協助業

無論是靜態或傳輸中資料，

手動介入。

界，Arm將平台安全架構(PSA)建立

都必須使用適當等級的加密來保護

建置任何網路都需要具備設計

為新連線裝置的安全起點。PSA提

資料。必須藉由身分識別與存取管

彈性，以便未來擴充。不論有沒有

供一組全業界最佳實務說明文件、

理解決方案的方式，對資料存取進

適當的工程資源，都要在一開始就

威脅模式和開放式原始碼韌體，用

行控制和監控。而且平台必須具備

考量擴充性，從裝置類型到最適合

於保護物聯網裝置和對應服務，以

ISO/IEC認證的完全備援。

的特殊用途網路設計。

免出現任何一種類型的弱點。

選用的資料管理平台應能協助
彙總和轉譯數量龐大的分散型資訊

邊緣運算

決策4：資料擷取與管理

孤島式資料(無論是來自物聯網裝

隨著物聯網裝置不斷增加，資

未來將會有數十億個物聯網裝

置或客戶關係管理、電子商務系

料和運算資源也隨之增加。在物聯

置透過眾多網路收集並傳輸數

統和第三方資料等來源)，以降低

網基礎架構設計初期考量此點，有

Zettabytes的資料。訣竅就在於

複雜性，並獲得有意義且可行的

助於在需要時成功擴充營運。

如何收集正確資料並有效運用這

洞悉見解。

要設計擴充性更高的基礎架
構，請考慮邊緣運算，這是指運

些資料。由於許多企業組織只是收
集資料，並無計畫或特定目的，所

決策5：可彈性擴充

算工作在邊緣或網際網路閘道內

以大多數物聯網資料寶庫尚未被利

許多企業組織未能充分運用數位化

進行，而不是在伺服器或雲端服

用。物聯網產生的資料必須能充分

轉型，因而無法獲得物聯網的完整

務中央叢集完成。當邊緣有多出

發揮其價值，而不只是供企業組織

效益，規模龐大時更是如此。制定

的運算資源時，就能在邊緣處理

用於剖析消費者行為，以及偵測異

涵蓋所有相關分部與職能團隊的計

更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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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6：雲端、內部部署或
兩者兼具

出現新產品、軟體和技術。業界標

在選擇物聯網解決方案方面，有些

因應這樣的情況，需要一家合作夥

公司偏好雲端，有些則偏好內部部

伴協助順應瞬息萬變的環境，進而

署解決方案，兩種選項各有利弊。

以快速、具成本效益且風險最低的

運用雲端可以將某些功能移得

方式提供有彈性、功能強大且可擴

更靠近客戶的邊緣網路，以提供運

準和政府法規經常不斷改變。為了

充的物聯網解決方案。

算、儲存和網路資源，進而提供成

選用的廠商應讓你能取得涵

功部署物聯網所需的穩健架構，雲

蓋整個業界的合作夥伴生態系統，

端則提供幾乎無限的擴充性。但是

能與你合作讓物聯網軟體開發和裝

有些企業組織，例如公用事業和政

置生命週期管理變得更容易且更

府機構，甚至是在其他方面使用雲

快速，並提供一系列解決方案以

端解決方案的機構組織，則選擇使

滿足需求。

用內部部署物聯網解決方案，以完

此生態系統應著重於主動確

全掌控裝置管理系統，以及或許更

保與系統中其他技術保持全球互

重要的資料。許多公司擔心從舊版

通性、改善通訊並提供有效的安

系統轉換為雲端，會有暴露寶貴資

全選項。能運用這樣一個經實證

料的風險。

的生態系統，除了可獲得彈性和

為了保護在舊版系統上執行的
敏感資料，請考慮能在防火牆內提

選擇，還有助於進一步驗證物聯
網解決方案。

供管理與監控功能的內部部署解決
方案。但請切記，此方法需要高額

結語：準備注意事項

前期投資。雖然擁有完全掌控力、

大家都知道重點式準備的重要性，

並能建立更高層級的安全性，但是

但還是再次強調，尤其是在面臨持

仍須管理自己的資料中心，並確保

續壓力，必須提供新產品和服務

其持續可用性。

時，更需要重點式準備。請切記，

選擇將解決方案放在內部部署

在最初準備越充分，物聯網專案越

環境或雲端，基本上取決於風險/

可能成功。因此，請花時間擬定周

成本分析，該分析會將業務、資料

詳計畫，找出並寫下產品有哪些特

性質、擴充性與可用性的重要性納

定需求。花時間徹底了解需求，能

入考量。在評估物聯網解決方案合

協助在功能、成本和安全性之間找

作夥伴時，試著選擇一家能同時支

出平衡點。

援內部部署和雲端的合作夥伴。

此外，請注意，有許多可用資
源能協助在一連串應用程式上以任

決策7：合適的合作夥伴及
適當的合作夥伴生態系統
物聯網市場正迅速發展，每天都會

何規模建置幾乎任何類型的物聯網
解決方案。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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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R鎖存器實現SPDT
開關消除抖動電路
David Ashton，EEWeb

讀者們可能還記得，前段時間
我寫了一篇關於開關抖動的文章

5V

Start with both
1k, then 10k

《Switch Bouncing Around》，
1

其中比較了各種開關的抖動程度。
這個話題由我們尊敬的編輯Max

NO

1

A1
A2

NAND
&

0

QA

Maxfield推動，他一直試圖找出應
該在消除抖動軟體中使用多長的等

NC

候狀態才能可靠地消除一般的開關

新的示波器，因為我現有的設備沒

B1

1

B2

&

1

QB

NAND
7400

抖動(甚至最嚴重的抖動)。
不幸的是，我需要購買一台

1

圖1：74x00消除抖動電路。

(資料來源：Clive Maxfield/David Ashton)

圖2：QA和QB的輸出疊加。

(資料來源：David Ashton)

有一個能提供單次觸發模式，而單
次觸發對於擷取開關抖動波形是非
常必要的，特別是如果你想保存它
或用相機拍下來(我在另一個《On
Upgrading Oscilloscopes》專
欄中有講這個問題)。雖然我的新
示波器只有兩個60MHz通道，但
已經證明它可以很好地完成在我
購買後給它的所有任務。
當然，很難讓Max開心(這
也許是件好事，因為他的Happy
Dance真的不忍卒睹)。他打算寫
一個關於硬體和軟體消除抖動技術

則QB應該為邏輯值1，A2也是邏

著QA將變為1，B1也將變為1，此

的迷你系列，作為其中的一部分，

輯值1。QA因此將為0，B1也會

時，B2將被拉高到1，雙穩態電路

他要求我使用我的新示波器來研究

變為0。當切換開關時，NC觸點

因此改變狀態，QB將變為0，A2

圖1的硬體消除抖動電路。

從地面斷開的瞬間，B2變為1；

也將為0。A1產生的任何抖動都不

圖1這個電路非常簡單，在圖

然而，B2為0，則QB將仍然保持

會影響輸出QA，一直持續到下一

中所示的狀態中，A1上拉至邏輯

1。之後不久，常開(NO)觸點接

次開關操作，整潔而簡單。我選擇

值1(5V)，B2接地(即邏輯值0)。

地的瞬間，A1將變為0，這意味

了一個抖動量很大的開關，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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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電路的消除抖動性能。
讀者們會發現雙穩態電路有
兩個輸入，以及兩個輸出。如果
可能的話，可以同時監控這四個
點，以驗證消除抖動確實發生，
並展現QA和QB輸出是單一、乾淨
的轉換。但我只有一台雙通道示波
器，該怎麼辦？
我工作的地方也只有一台雙
通道示波器。我考慮過購買一台
四通道的，倒是有幾個價格稍合
理的。Hantek是我新購買的雙通
道示波器的製造商，他們還有一
款四通道、70MHz PC示波器(但不

圖3：消除抖動電路的相對時序。第一次NO接通切換了雙穩態。

(資料來源：David Ashton)

像我現在的示波器有內建螢幕)，
價格約為200美元。Picoscope是
一家以製造PC示波器而聞名的製
造商，倒是有一款示波器稍微貴
一點，但頻率只有10MHz；如果
想要100MHz示波器，那可能要花
費1,000美元以上，而且如果還要
內建螢幕的話，價格更會高很多。
當然理想狀況下，示波器最
好配有大量記憶體，這樣才可以
放大或縮小擷取的波形(我的示
波器雖然也可以，但範圍非常有

圖4：打開和關閉時的開關抖動。

(資料來源：David Ashton)

限)。但我和Max目前都沒有這
麼多資金，Max曾嘗試爭取一個

通道的示波器做到最好。當然，很

到1)的轉換時間也有輕微延遲，這

免費的示波器供我使用，但沒找

容易同時顯示NO開關極和其中一

與資料手冊中這些參數的值非常吻

到任何對此有興趣的廠家。開

個Q輸出(當NO輸入拉低時，QA

合。這確實引起了我和Max之間關

始的時候我用的產品甚至都不是

將變高，QB將變低)。然而，一時

於傳播延遲特性的一些討論，但是

來自「真正的」示波器廠商，如

興起，我將探針連接到QA和QB，

我離題了，無論如何這給我另一篇

Tektronix、Keysight等，其實這

並以非常高的速度掃描以便可以

文章提供了足夠的素材，所以耐心

些廠商的示波器才是我喜歡的，但

看到輸出的轉換，圖2就是所得到

等待吧，親愛的讀者！

它們遠超出我的預算，當然除非我

的結果。

贏了彩券。
因此我開始著手利用現有的雙

然後我發現，這些轉換通常

我使用的是74HCT00 IC，轉

在幾奈秒(ns)內就緊密對齊，而開

換之間有輕微延遲，從1到0(或從0

關轉換時間和抖動持續時間以毫秒
www.eettaiwan.com | 2019年1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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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為單位測量，時間級相差近百

個divisions，或3.75ms。

萬倍，我可以觸發任何一個Q轉換

最終，我擷取了一系列螢幕截

並擷取開關操作與開關引起抖動的

圖(圖5)，顯示出NO觸點接通和時

相對時序。我可以查看一個輸入和

序為200μs/division時QA輸出的切

輸出，然後再查看另一個輸入與輸

換，此時顯示了開關觸點的完全

出，然後將顯示結果拼接在一起。

(幾乎長達2ms)抖動；再按前一個

透過在同一點觸發，開關打

掃描寬度1/10步長逐步降低時序

開和關閉的相對時序可以正確顯

到20ns/division，顯示其轉換瞬

示。當然，不會有相同的事件顯

間和相對時序(這裡閘道擴散延遲

示出來，但由於開關抖動，無論如

變得明顯)。

何也不會有兩個完全相同的操作。

請記住，在大多數情況下，

我擷取了一些波形顯示，保留那些

相鄰的截圖具有不同的開關操作，

具有「最佳」開關抖動的顯示，採

但只有在仔細檢查時才會注意到這

用MS Paint工具將它們拼在一起

一點。

展示(MS Paint對於處理這類工作

所有這些測試都是使用開關觸

格外地有用)，最後得到的結果如

點上帶有10K電阻的74HC00 IC進

圖3所示。

行(這是一個常見的上拉電阻值)。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結

我還將示波器探頭設置為10×顯示

果。儘管它是兩個獨立切換操作得

(其他截圖均使用1×)，這極大地改

到的兩個單獨螢幕擷取組成，但我

善了轉換的顯示效果，但也顯示出

認為它與真正的四通道示波器顯示

開關觸點上的一些振鈴，這可能是

沒有太大的差別。

由於移除了1x示波器探頭的電容所

讀者們怎麼想？這是作弊嗎？

致。Max給我的其中一部分工作(他

鑒於我的觸點在整個方案中都保持

可是一個嚴格的任務負責人)，就是

一樣，這是一種有效的技術嗎？

嘗試不同的電阻和IC類型。

或者我應該使用適當的四通道示
波器？

這實際上是一個設計非常小
巧的消除抖動電路。轉換開關很

為了確保它的正確性，我擷取

常見，因此將一些轉換開關建構

了一個同時看到兩個開關觸點的波

到麵包板中對於測試會非常有用。

形圖，而且如圖4所示保持相同的

要實現按鈕開關(它們通常只

示波器設置，這證實了我在圖3拼

是單極)的消除抖動也很容易，也

接的多波形圖中顯示的相對時序

許可以用可重複觸發的單穩態電

是正確的。

路做點什麼…

圖5：NO和QA轉換的漸進式螢幕截圖。
(資料來源：David Ashton)

顯示器上的位置略有不同，

…但Max迫不及待地要編寫這

阻值和IC類型(LS、CMOS)將得到

但是斷開(下方，在該實例下僅有

個關於開關抖動和消除抖動技術的

的結果，所以，我最好還是先搞定

少許抖動)和接通(上方，有很多抖

系列文章，而且急於要我提供上述

這些吧。與此同時，歡迎大家的評

動)之間的時間與上面相同，約5.5

討論的測試電路中若採用不同的電

論和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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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分享同事
的雜誌嗎？

您也可以免費訂閱！
如果您已訂閱，
請儘快續訂以確保繼續收到雜誌。

立即掃描訂閱
備註：僅符合條件的業內人士可獲得免費贈閱，出版方保留最終決定權。

只需發郵件至：
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註明「雜誌續訂」及您的讀者編號。

強大優質的產業社群
提供精准高效推廣平臺
2020 ASPENCORE 行業及技術活動
技術活動名稱

地點

日期

EDA/IP 技術論壇 + Workshop

上海

3 月 19 日

2020 年度中國 IC 領袖峰會
暨中國 IC 設計成就獎頒獎典禮

上海

3 月 20 日

智慧物聯論壇

臺北

3月

車聯網技術應用研討會

臺北

4 月 15 日

電動車未來趨勢研討會

臺北

4 月 17 日

測試測量技術論壇

西安

4 月 23 日

2020國際電子產業鏈資源對接大會

深圳

6月4日

物聯網尖端技術研討會

臺北

6 月 16 日

電機驅動與控制論壇

上海

6 月 18 日

工業物聯網技術論壇

成都

7 月 16 日

2020 全球 MCU 技術與應用峰會

上海

8 月 13 日

全球 MCU 論壇

臺北

8月

第 21 屆電源管理技術論壇 - 高能效解決方案

深圳

9 月 11 日

高效電源與功率研討會

臺北

10 月 22 日

ASPENCORE 全球雙峰會

深圳

11 月 5-6 日

汽車電子論壇—智能網聯

上海

11 月 26 日

工業 4.0 與智慧製造研討會

臺北

12 月 10 日

高性能被動器件發展論壇

上海

12 月 18 日

您推廣技術及產品的最佳平台，
為您提供：
• 專業、精準的電子工程社群
• 會前多方位宣傳管道及會後優質媒
體報導
• 直接接觸目標工程師和決策者
• 深入交流互動，建立緊密夥伴關係

掃碼瞭解更多信息

更多定制化活動，請聯絡客戶經理或發郵件至 Marketing.Success@AspenCo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