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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霍爾效應感測器控制馬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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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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設計師需要瞭解的 DDR5 和 LPDD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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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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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Contents
0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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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元件和LoRaWAN協議創建美
好生活
LoRa元件和LoRaWN協議已知使用
案例多達600多個，它們正透過大量
物聯網垂直應用來創造商業效率，改
善世界各地的生活。
超越Optane之外—PCRAM還是
潛力股嗎？
PCRAM曾經被譽為值得關注的三大
新型記憶體之一，主要原因來自於英
特爾Optane 3D Xpoint的加持。但
PCRAM還有什麼潛力嗎？

思維與觀點

打開心胸、放寬眼界
期待下一個精彩十年
2 0 2 0 年 來了… 站 在 2 0 2 0 年代 的 起
點，我 們 對 未 來 仍 然 可 以有 無 限 期
待，卻 也 面 臨 眾 多 挑 戰 …「 單 打 獨
鬥」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打群架」才
會是能 以 最低風 險 在 市場立 於 不敗
之 地的聰明策略，而EE Times也會
繼續和你一起迎接嶄新的年代！

使用多個推理晶片進行設計的優勢與
挑戰
每隔一周都會有 新公司推出新的 推
理 晶 片 最佳 化 方 案。但 問 題 在 於 大
多數公司都 不知道 如何使 用各種 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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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巧用光線 ToF感測器延伸應用觸角
隨著手機以外的應用市場對於3D感
測技術的需求逐漸升溫，ToF感測器也
開始在其他應用領域攻城略地。

網站內容
EERAM免電池備
援也能「不失憶」

歡迎來到科技打造的
後真相時代

EER A M就像 是 與MR A M一樣的

今日的智慧型手機相機使用者非常喜

「不失憶」記憶體，它不僅無需電

愛可以直接在手機上即時編輯、改變

池備援，小容量就能以較MR AM

所擷取影像的功能，只要簡單一個按

更具成本效益且更可靠的方式滿

鈕，就能創造出「另類」的現實，提供

足AI、HD視訊、產

及時行樂的快感…

線與智慧電表等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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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展望2020年

基頻視訊中插入Logo的設計方法
本文討論在基頻視訊中插入靜態台標
的各種機制及其優缺點。

以人為本 滿懷希望的2020
現在各式各樣的 新 舊技術都是要 與
人們進一步連結，才能穩健發展，開
創出新的一片商機。也因此面對2020
年，整個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半導
體電子產業，也需要「以人為本」，進
而在充滿不確定的2019年結束後，迎
來2020年嶄新的商機。

提高智慧電錶全生命週期的隱私性與
安全性
公共事業單位如何確保智慧電錶資
料安全與隱私？
數位介面中系統級雜訊如何導致串列
快閃記憶體虛假報錯
微控制器設計目標是以最少的配置
提供可靠的操作，但可能會導致…

高層觀點—
半導體產業前景曙光現
2020年即將迎來5G起飛年，加上人
工智慧(AI)、機器學習(ML)也越發成
熟，物聯網智慧終端、工業4.0等應用
商機勢必仍為帶動整體半導體產業展
的主要動力。另外，2019年中美貿易
戰將延續到2020年，半導體整體產業
將帶來何種影響？

21

智動化電子零件資料數位化技術
運用智動數位化技術，將電子零件資
料轉換為數位資料，盼能解決…
寬能隙生態系統：快速開關和顛覆性
的模擬環境
寬能隙材料實現了較當前矽基技術的
飛躍。

設計新技術
使用霍爾效應感測器控制馬達速度
霍爾效應元件被用作接近感測器，用
於檢測定位、速度和電流，廣泛應用
於馬達控制系統中。

37

測試與測量
5G毫米波OTA測試挑戰與解決之道
本文將從測試角度探討毫米波晶片帶
來的挑戰及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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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元件和LoRaWAN協議
創造美好生活
Marc Pegulu，Semtech無線和感測產品部物聯網副總裁

LoRa元件和LoRaWAN協議不是

內應用。

且在這一運輸過程中，氣候和溫度

對未來潛力的承諾。準確的說，

LoRa元件和LoRaWAN協議

會在途經不同地點時發生變化。

它有別於其他顛覆性技術，正在

正透過大量物聯網垂直應用來創造

運輸過程需要用到冷藏車、溫控

發揮其全球影響力。LoRa元件

商業效率，改善世界各地的生活。

倉庫等更多的設備，才能最終到

和LoRaWN協議已知使用案例多

以下將探討不同的市場如何利用

達貨架。

達600多個，在全球總共部署了

LoRa資源，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利用將LoRa元件和LoRaWAN
協議整合到其智慧製冷解決方案

8,700萬台設備，它正在協助各行
各業認識到物聯網(IoT)現在和未

智慧電錶

中，Axino Solutions可以即時追蹤

來應用的潛力。

LoRa元件和LoRaWAN協議打造的

食品溫度，最終減少產品浪費，提

該技術為物聯網應用帶來了

智慧計量基礎設施能夠提升公共事

高超市客戶的投資報酬率，確保食

許多引人注目的功能，包括遠端、

業單位資料搜集的效率，從而使更

品在上架時的安全性。基於LoRa

低功耗和安全的資料傳輸。該技術

智慧、更可持續的解決方案部署變

的Axino溫度感測器可以透過磁鐵

可用於公共、私有或混合網路，

得更為簡單。

快速導入製冷基礎設施中，而無需

與蜂巢網路相比，它能夠覆蓋更

例如，Birdz部署了一個基於

利用外部電纜連線。該感測器即時

廣闊的物理範圍，且LoRa元件和

LoRaWAN協議的新網路，以方便

監測核心溫度資料，精準度高達攝

LoRaWAN協議可以很容易地接入

其從基於LoRaWAN的智慧型儀錶

氏1度。該感測器可以預先程式設

現有基礎設施，實現低成本電池供

中自動和遠端收集水錶資料。該

計，用以調節各個冷卻單元的溫

電的物聯網應用。

公司在法國已經部署了逾300萬個

度，由此確保一致的溫度和食品安

當連接到非蜂巢式LoRaWAN

LoRa智慧水錶，已經將抄表成功

全。即時資料分析和自動製冷調節

網路時，LoRa元件透過傳輸包含

率提高到98%以上。Birdz希望借

有助於避免人為錯誤、延長食品保

重要資訊的資料封包來適應各種

助這個新網路擴大其覆蓋範圍，

存期，以及節省客戶成本。

物聯網應用。LoRaWAN填補了蜂

將另外300萬個水錶都納入其連接

巢網路和基於Wi-Fi/BLE的網路的

範圍。

技術空白，這些網路不是需要高

智慧建築
物聯網解決方案滲透密集建築材料

頻寬，就是需要高功率，要不範

智慧製冷/資產追蹤

的能力，對於智慧家居和建築空間

圍有限，或者無法深入室內環境。

在食品零售產業，必須對食品進行

來說是當務之急。智慧家居和建築

實際上，LoRa元件和LoRaWAN協

仔細監控，以確保最大限度地延長

應用中的感測器可以探測危險、最

議可以靈活適用於智慧城市、智慧

食品的保存期，使消費者能夠安全

佳化公共設施使用等，並且還可提

家居和建築、智慧農業、智慧計量

食用食品。將食品從工廠運送至超

高日常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和智慧供應鏈及物流中的農村或室

市貨架通常需要花費很長時間，而

Capgemini創建了一系列基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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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LoRa的物聯網解決方案，可

借助LoRa元件和LoRaWAN協議將

用於智慧建築應用。借助這一方

這些資料傳輸出去，確保所有人員

案，Capgemini可以精準地監控其

都正常接收指令並安全地完成各自

結論

400個辦公室，並改變公司管理資源

的工作。

應用案例已經證明簡易感測器解決

的方式，以創建更可持續、更高效

記錄讀數。

方案的必要性。從水資源保護、能

的建築。易於部署的物聯網解決方

智慧監控

源可持續性到停車管理，新的應用

案將會議室缺席情況減少了30%，

LoRa設備和LoRaWAN協議能夠根

案例不斷出現。

為員工提供即時的環境資訊，從而

據從數百個電池供電的感測器收集

Semtech的LoRa元件和

節省了數百萬歐元的支出。

的資料做出快速回應，並透過基於

LoRaWAN協議已經成為首選的靈

雲端的伺服器進行即時分析。在過

活可擴展物聯網平台，隨著物聯網

智慧安防

去，傳統建築管理系統所辨識的問

的發展，LoRa元件和LoRaWAN協

對於消防員、急救人員和員警等人

題都是利用人工處理，現在這一低

議將繼續在業界發揮重要作用，並

員來說，能夠使用物聯網設備和連

效高成本的人工處理模式可以被上

透過其遠端、低成本解決方案實現

接解決方案，以即時追蹤所有安保

述技術所取代了。

世界的廣泛互連。

大 都 會 警 犬 訓 練 機 構

透過利用現有的基礎設施，

最近，來自Fraunhofer FIT的

(Metropolitan Police Dog Training

LoRa元件和LoRaWAN協議解決

研究小組開發了一種追蹤系統，

Establishment)正尋求能夠監測有

了易於部署且具有長距離、低功

能夠將急救人員的位置傳送到中央

關犬隻選育和寄養設施的有效法

耗功能和多年電池壽命的物聯網平

指揮中心——非常適合像萊茵河大

規。在這一過程中，該部門採用了

台的市場和技術差距。未來，網路

火這樣的大型事故。現場急救人員

LoRaWAN閘道來監控其合規性，

營運商有更多機會開發連接以外的

從口袋中的追蹤設備擷取資料，並

因而無需安排工作人員進行檢查與

服務。

人員的位置非常重要。

超越Optane之外—
PCRAM還是潛力股嗎？
Gary Hilson，EE Times特約編輯

相變記憶體(PCRAM)曾經是今年初

Coughlin Associates聯合發表的最

PCRAM。然而，除了英特爾和美光

被譽為值得觀察的三大新型記憶體

新年度報告《Emerging Memories

科技(Micron Technology)共同開發

之一，這有很大一部份原因來自於

Ramp Up》預測，受惠於價格低於

的3D Xpoint技術之外，目前也有一

英特爾(Intel)的Optane SSD和DIMM

DRAM的帶動，Optane形式的3D

些正進行中的研究致力於發掘並實

持續普及。但是，除了3D Xpoint以

XPoint營收將在2029年以前成長至

現PCRAM的潛力。

外的PCRAM呢？

160億美元。儘管從未有人明確表

PCRAM雖然是一種新型記憶

示，但普遍都知道3D Xpoint就是

體技術，但已經發展很長一段時間

根據Objective Analysis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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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全頻段的RF專業
未來充滿無法預料的挑戰，而超低延遲的通訊技術可
協助您克服最棘手的難題。ADI公司在RF、微波和毫米
波技術領域的系統級專業知識，有助於開啟整個無線
頻譜的潛能，並掌握隨之而來的機遇。
更多資訊請瀏覽：analog.com/RF

關注 ADI 台灣 Facebook

瀏覽官網瞭解 RF 技術

ADI 技術支援
免付費電話：886-2-2650-2888
電子郵件：cic.asia@ana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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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也一直到最近十年才開始受
到研究界的重視。Object Analysis
分析師Jim Handy表示，該技術之所
以前景持續被看好，是因為它的交
叉點記憶體單元(crosspoint cell)非
常小，而且具有可被堆疊的能力。
例如，英特爾目前為其產品堆疊了
2層，但最近透露已能增加到4層堆
疊。他說：「他們打算透過增加層
數來降低成本。」
儘管業界還有許多相關的研
發活動，但除了3D Xpoint技術之

至今唯一商業化的PCRAM是英特爾Optane DIMM和SSD，該公司將其定位於儲存階層結
構中在3D NAND SSD之上、DRAM之下的另一層。
(資料來源：英特爾)

外，Handy並不確定是否還有其他
產品商業化。美光最近發表了X100

進一步掌握採用更快元件的好處，

提出一種得以取代現有技術(特別

NVMe SSD，這是該公司首款基於

該研究也試著在英特爾Optane SSD

是快閃記憶體Flash)的更經濟論

3D XPoint技術的新型高效能記憶體

上執行工作負載。他說，隨著期待

據。PCM如今更有本錢能夠和Flash

解決方案系列產品。

已久的DIMM發佈，以這種非揮發

競爭了—藉由將更多記憶體單元

Handy說，就像所有的新型記

性記憶體類型儲存整個資料庫的可

相互疊加，同時在每個單元中塞進

憶體各自有其強項一樣，PCRAM也

行性引發了業界的興趣。「如果可

更多的位元。他說，從材料的角度

不例外。但是，如果與看好MRAM

以設計出明確利用持久性記憶體功

來看，PCRAM如今正處於更好的

的人討論，當然會說MRAM適於各

能的檔案系統，那麼可以獲得的性

位置，就像3D Xpoint展現的商業

種用途，而PCRAM則否，但反之

能優勢將會非常顯著。」

可行性。

亦然。「問題是針對某一種技術，

Pozidis說，相較於已實現更

Leti先進記憶體實驗室

是否有足夠的發展空間使其得以創

多商業化的MRAM，PCRAM得以

(Advanced Memory Lab)負責人

造出自己的市場？大致上來說，目

擴展的潛力是其最吸引人的特性之

Etienne Nowak說，與PCRAM有

前還不太可能實現。」例如，他

一。「MRAM中記憶體單元的面積

關的材料可以追溯到50年前，這意

說，PCRAM可望實現的領域之一是

大約是PCRAM記憶體單元面積的10

味著即使過去十年來才陸續展開相

建構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s)，不

倍。以相同的位元大小來看，這表

關研究，但已有助於善加理解這些

過，諸如ReRAM等其他技術也正在

示MRAM記憶體單元數更少得多，

材料。PCRAM通常由硫族元素的

朝此方向進展。

因此，MRAM的可擴展性極其令人

典型玻璃狀材料組成，例如硫、硒

IBM Research正在研究

質疑。」同樣地，他認為ReRAM雖

和碲。從高度非晶材料排列到晶體

PCRAM的發展潛力。蘇黎世IBM

然具有可擴展性，但其成熟度還遠

排列，這些相變材料均使用熱作為

Research雲端儲存和分析小組負責

不及PCRAM。因此，儘管ReRAM

編程機制。材料堆疊的順序決定了

人Haris Pozidis說，過去幾年來，該

將繼續吸引更多投資，但PCM的好

電阻水平，而且也必須正確地沉積

機構的研究重點一直擺在實現多位

處更直接。

材料，因為晶圓的中央與邊緣的成

元儲存，這是在每單元中儲存更多

Pozidis說，PCRAM仍然像其

位元以降低成本的唯一方法。為了

他新型記憶體一樣面臨障礙—

6

電子工程專輯 | 2020年1月 | www.eettaiwan.com

分必須均勻，才能避免影響相變記
憶體。

業界趨勢
Nowak表示，除了熟悉這些材

要。Littau說，「當英特爾推出

料，未來也還有更多進步的空間。

Optane時，大家真的都很興奮，

「實體方面，我們仍然無法突破這

因為英特爾和美光顯然覺得已經解

種材料的限制。」而從製造面來

決這些問題了，因而能夠發表可行

看，更小的尺寸也造成了挑戰，因

的商用化產品。但至於它究竟能多
與英特爾共同開發3D Xpoint技術的美光最
近發表其X100 NVMe SSD，這是該公司
首款基於3D XPoint技術的新型高性能記憶
體解決方案系列產品。
(資料來源：美光)

麼成功地符合需求，就只能由時間

續擴展。但從理論上來看，尺寸當

它必須逐層搭建，每一層都必須採

的論據，而且也還不清楚它是否具

然是越小越好。」

用其關鍵的微影技術和蝕刻步驟。

有足夠的經濟規模。

為所涉及的材料都有其獨特的沉積
問題。他說：「我們認為目前的挑
戰是如何在不影響性能的情況下繼

來證明一切。」Littau說，從它所
展現的基本性能很難提出任何有力

德國默克(Merck KGaA)旗下的

這表示4層PCRAM元件的成本大約

Littau表示，在推出自家產

功能材料業務—Intermolecular，

是2層PCRAM元件的2倍，因此，儘

品之前，許多製造商都將持續關

是一家在美國和加拿大經營其EMD

管Optane已經出現了，但究竟哪一

注Optane究竟能在市場上展現多

高性能材料的公司，並與全球各地

種版本的非揮發性記憶體將會是最

大的成就。對於一項新技術(例如

的半導體製造商合作，協助他們解

後的贏家，目前還不明朗。「你當

Optane)而言，學習曲線總會是整

決一部份的材料挑戰。該公司技術

然不可能製造出128層元件，而且

個過程的一部份，而且在早期階段

長Karl Littau表示，PCRAM仍然無

還比現有技術更具成本競爭力！」

的製造成本也是相當昂貴的。「但

法擴展，同樣地，垂直3D NAND的

為了製造性能良好且可經濟

製造技術也存在這樣的限制，因為

生產的元件，材料的角色至關重

究竟要到學習曲線的哪個階段才能
攤平，目前尚不清楚。」

使用多個推理晶片進行設計的優勢與挑戰
Geoff Tate，Flex Logix執行長

過去兩年是推理晶片產業最繁忙的

大多數供應商提供的某些性能

推理晶片性能時，最關鍵的是(1)高

兩年。甚至有段時間，每隔一周都

指標通常都是有利於其晶片表現的

MAC利用率、(2)低功耗、(3)保持

會有新公司推出新的最佳化方案。

基準。一些供應商在討論TOPS和

小尺寸。

儘管這些創新都是偉大的，但問題

TOPS/Watt時沒有指定模型、批量

在於大多數公司都不知道如何使用

大小或製程/電壓/溫度條件。其他

知道如何評測——接下來呢？

各種解決方案，因為他們無法確定

供應商使用ResNet-50基準，這一模

在我們熟知推理晶片之間的性能評測

哪個解決方案的性能優於另一個解

型相當簡單，遠低於人們的需求，

比對方法之後，公司們開始提出在同

決方案。在這個新市場上，由於沒

因此它在評估推理選項方面的價值

一設計中同時使用多個推理晶片的優

有一套既定的基準，各家公司不是

令人懷疑。

點(或缺點)的問題。簡而答之，只要

必須儘快熟知推理晶片，就是必須
相信各個供應商提供的性能資料。

我們在這條漫長道路上探索了

推理晶片設計正確，使用多個推理晶

很久。眾多公司逐漸發現，在評測

片可以實現性能的線性提高，當考慮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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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使用多個推理晶片時，可以拿高速公

做出決定，它是在編譯時完成的。

積MAC操作——此時，從一個晶

路打比方，你想要一條單行道公路還

有了神經網路模型，一切都是完全

片到另一個晶片的啟動值是1MB

是一條四線道公路？

可預測，因此可以分析並找出如何

或2MB。在4個晶片之間分割，削

準確地拆分模型，以及它是否能在

減量大約為25%、50%和75%；注

兩個晶片上良好地運行。

意，啟動值在開始時最大，所以在

顯然，每家公司都想要一條四
線道的高速公路，所以現在的問題
變成了「如何在不造成交通堵塞的

為了確保該模型可以在兩個

情況下成功打造這條四線道高速公

或更多晶片上執行，必須逐層查看

路？」答案在於選擇正確的推理晶

MAC的啟動值大小和數量。通常

片。為解釋這一點，讓我們先瞭解

情況下，最大的啟動值出現在第一

性能工具

神經網路模型。

層，這意味著啟動值大小隨著層數

幸運的是，現在可以使用性能工具

的遞增而緩慢下降。

來確保高傳輸量。事實上，類比單

神經網路被分解成多層，像

25%的削減點時，有4或8MB的啟
動要傳輸。

ResNet-50有50層，YOLOv3有100

查看MAC的數量，以及每週期

個晶片性能的工具可以推廣到類比

多層，並且每層都會跟進上一層的

MAC完成數量也很重要。在大多數

兩個晶片的性能。雖然任何給定層

啟動。因此，在第N層中，其輸出

模型中，每個週期中完成的MAC數

的性能完全相同，但問題在於資料

是進入N+1層的啟動值。它等待該

量通常與啟動值大小相關。這很重

傳輸如何影響性能，建模工具需要

層的進入，運算完成後，輸出是進

要，因為如果有兩個晶片，並且希

考慮這一點，因為如果所需的頻寬

入n+2層的啟動值，這會一直持續

望以最大頻率運作，則需要為每個

不夠，那麼該頻寬將限制輸送量。

到最後一層，直到算出結果為止。

晶片分配相同的工作負載。如果一

如果需要處理4個晶片，則將需

請記住，此示例的初始輸入是影像

個晶片完成了模型的大部分工作，

更大的頻寬，因為模型第一個1/4部

或模型正在處理的任何資料集。

而另一個晶片只完成了模型的一小

分的啟動值遠大於後面部分的啟動

部分工作，那麼將受到第一個晶片

值。因此，可以借助投入的通訊資

的傳輸量的限制。

源將大量晶片連接在一起，但所有

多個晶片何時發揮作用？
事實是，即便晶片具有一定的性能

如何在兩個晶片之間分割模

晶片，包括獨立晶片在內，也會因

水準，總會有客戶希望獲得兩倍或

型也很重要。這需要查看MAC的

四倍的性能。但在某些情況下，如

數量，因為這決定了工作負載的分

果分析神經網路模型，這是有可能

配，還必須查看晶片之間傳遞的

結論

實現的，你只需要關注如何將模型

資訊。在某些情況下，需要分割模

使用多個推理晶片可以顯著提高性

分成兩個晶片或四個晶片。

型，並使其能夠傳遞最小啟動值，

能，但前提是必須按照上述方法正

多年來，這一直是平行處理面

以使所需通訊頻寬量和傳輸延遲最

確設計神經網路。使用錯誤的晶片

臨的問題，因為對於正在進行的處

小化。若分割的模型導致啟動值非

和神經網路模型很有可能會增加通

理，人們很難找出劃分方式並確保

常大，則啟動值的傳輸會成為瓶

訊量；請謹記，最重要的是傳輸

所有處理都會疊加，而不是造成性

頸，並限制雙晶片方案的性能。

量，而不是TOPS或Res-Net50基

此承擔間接成本。

圖1顯示了YOLOv3/Winograd/

準。一旦選擇了正確的推理晶片，

與平行處理和通用運算不同，

2 Megapixel影像的啟動輸出大小

就可以設計一個同樣強大的神經網

使用推理晶片的好處在於，客戶通

和累積的MAC逐層操作(繪製出卷

路模型，為你的應用需求提供最佳

常提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使用兩個

積層)。為了平衡兩個晶片之間的

的性能。

晶片，這樣編譯器就不必在運作中

工作量，該模型將削減約50%的累

能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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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E Times Taiwan網站)

思維與觀點

打開心胸、放寬眼界
期待下一個精彩十年
Judith Cheng，EE Times Taiwan

2020年來了…這是21世紀第三個10年(decade)的

個位數字奈米節點演進，中小型IC業者能否頂著龐

開始。

大的成本風險投入先進設計？當所謂的「FANG」超

2000年代，我們見證了因為網際網路普及化而

大規模業者顛覆了產業生態，在新秩序建立之前的渾

興起的社交平台一個個冒出頭(YouTube、Twitter、

沌時期，傳統半導體/電子業者如何站穩腳步繼續生存

Facebook…)，半導體製程進入奈米時代，我們「接

茁壯？物聯網、人工智慧成為顯學，意味著產業界需

生」了第一支iPhone、迎來其後Android陣營的觸控

要的人才不只需要具備軟硬體整合、系統化設計思維

螢幕智慧型手機大軍，還有3G行動通訊時代。在那

等知識，還需要因應各種跨學科領域的新應用與商業

十年間，我們還眼看著LCD平面電視佔領家家戶戶

模式，此時工程師該如何掌握來自四面八方的訊息、

的客廳中央位置、數位相機的普及化讓「底片」幾

與時俱進，以提升自我價值？

乎成為歷史名詞，也見證了以iPod為首的所謂MP3

無論挑戰如何艱難，首先必須保持開放的心胸，

音樂播放器從當紅到沒落…儘管各種天災人禍(網路

並將眼界放寬。舉例來說，如今的半導體領域業者會

泡沫化、美國911事件、美伊戰爭、SARS、金融風

需要與產業鏈更下游的系統整合、電子整機製造等廠

暴…)帶來些許陰霾，數位科技仍持續擴大勢力、深

商有更緊密的聯繫，還會與以往距離較遠的軟體/應

入人類的日常生活。

用程式開發、網際網路服務等更廣泛的科技領域公司

2010年代，第一款iPad的誕生為這個科技突飛

有更多的合作，甚至需要直接面對汽車、醫療、農業

猛進的十年揭開序幕。不知不覺之間，我們每天睜

與各種工業的跨領域客戶需求。而這些無論是在半導

開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手機，而生活中的食衣住

體/電子領域內或是外部其他跨產業領域的不同廠商遍

行、購物娛樂，樣樣少不了手機應用程式與行動寬頻

布世界各地，得突破語言和文化的藩籬彼此交流且互

上網；各大社交平台與手機即時通訊軟體成為人們通

通有無，最終才能讓合作催生的科技成果被全球市場

訊交流、展現自我甚至是發展個人事業的主要工具，

的消費者採用，同時也因此讓所有人類能享受更高品

許多原本只在想像中的科技成為現實(智慧眼鏡、AR/

質、便利的日常生活。

VR技術、全電動車、自動駕駛、量子電腦…)。網際

「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打群架」才

網路對這個世界的全面覆蓋、4G行動通訊的普及、雲

會是能以最低風險在市場立於不敗之地的聰明策略。

端運算、大數據分析、物聯網、人工智慧、5G…無所

在維繫現有生態系統夥伴關係的同時，跨出同溫層、

不在的連網與種種所謂「智慧化」方案的崛起，讓人

擴大交流圈，朝以往從未涉獵的領域勇敢探索，說不

們享受到其中便利，卻也衍生出諸如隱私權保護、網

定就能創造下一個藍海商機。此外，一個全球性的資

路安全、科技vs.道德倫理…等等爭議，如何讓智慧機

訊平台也能為你節省大量時間，讓你快速精準掌握技

器成為人類的幫手而非威脅，成為一大課題。

術脈動與市場趨勢，在判斷發展方向與做決策的時刻

站在2020年代的起點，我們對未來仍然可以有
無限期待，卻也面臨眾多挑戰：隨著半導體製程朝

帶來有價值的參考──這正是EE Times一直以來扮演
的角色，我們也會繼續和你一起迎接嶄新的年代！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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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巧用光線
ToF感測器延伸應用觸角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飛行時間(ToF)感測器是利用LED

掃地機器人測距、白色家電偵測使

著自身擁有的特有前端晶圓與後

或是雷射發出的紅外線光，照射

用者的靠近...等等，促使ToF感測

段封裝技術，以及採用單光子雪

到物體表面反射後的時間，進一

器越來越受消費性電子市場的歡

崩二極體(SPAD)感測技術，所打

步算出物體不同位置的距離。事實

迎。不僅如此，ToF感測器不僅可

造出來的ToF晶片內含意法半導體

上，ToF技術問世已有一段時間，

以增加人類消費者對各種裝置的

專有的FlightSense測距技術，使

而讓ToF聲名大噪的原因是，3D

使用體驗，還能為寵物增加樂趣。

產品具備非提供模擬值的實距測

感測技術獲得蘋果(Apple)智慧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ToF的主

量、測量速度快、低功耗，以及採

手機採用，進一步提升人臉辨識

要功能，也讓正夯的智慧工廠、

用940奈米(nm)不可見光等特色。

的精確度，一時之間，各家智慧

工業4.0(Industry 4.0)相關應用注

而第四代ToF產品除具備上

型手機製造商群起效尤，促使ToF

意到ToF感測器。包括機械手臂、

述特性之外，還將偵測視野(FOV)

感測器在智慧型手機市場滲透率

自動導引車(AGV)、生產線輸送

由27度擴展至61度。張程怡說

不斷提升。不過，隨著手機以外

帶…等，都已開始借重ToF感測器

明，61度的偵測視野，可以讓ToF

的應用市場對於3D感測技術的需

做到偵測人員的接近、避開障礙物

感測器協助業者打造更多新應用。

求逐漸升溫，ToF感測器也開始在

或人類、製作工廠簡易地圖…等，

舉例來說，新的ToF產品可做多區

其他應用領域攻城略地。

為實現智慧工廠、產線自動化而做

塊圖，在手機應用中可作為手勢

由於智慧型手機的導入，ToF

出努力。張程怡指出，不只工業方

辨識、追蹤手部移動的基礎，而在

最大應用市場儼然為手機。而如同

面的應用，包括商用、教育用的筆

非手機、大型螢幕中的應用，則可

其他技術的發展歷程，ToF在手機

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也都開始導

以讓裝置更準確的感測使用者的靠

市場的成功，以及其所創造出來

入ToF感測器，以為裝置打造更先

近、提升相機拍照的景深效果、強

的全新應用體驗，也讓該技術獲得

進的安全防護功能，以及把關學

化可攜式投影機的投影品質…等。

其他應用市場的青睞。意法半導體

童使用教育平板裝置時，若是過

隨著新產品的推出，張程怡認

(STMicroelectronics)影像產品部

於靠顯示器，將對視力造成不良

為，即使目前意法半導體ToF產品

技術行銷經理張程怡表示，ToF感

影響的示警。

最大宗應用市場—智慧型手機的

測器的功能包括測距、接近感測、

市場成長態勢出現停滯，但包括有

存在偵測、環境光感測、反射率感

新一代ToF產品穩固市場地位

更多手機導入ToF技術，以及非手機

測、多區域感測，以及3D感測，

為全面掌握市場商機，意法半導體

應用市場的採用，累積了一定的口

蘋果iPhone的人臉辨識功能即是

也即將於2020年推出第四代ToF

碑，加上工業市場的佈局與推廣，

利用ToF 3D感測的能力。而其他

產品。

意法半導體可望仍能在ToF市場保

消費性電子對於ToF感測器所能衍

張程怡表示，意法半導體一

生出來的新功能及產品價值，如供

直是ToF感測器市場的先鋒，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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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領先，穩坐全球第一大ToF感測
器供應商寶座。

展望2020年

以人為本
滿懷希望的2020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多年前Nokia手機廣告主打的一句

人性才是主導科技發展的關鍵

礎架構。不僅是看科技，還要著重

話「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強

針對企業在2020年的發展重點，

在科技怎麼進入到實際日常生活、

調科技的發展要貼近人們的使用習

Gartner 2020年十大策略科技趨

怎麼使用跟體驗，以及提升企業的

慣，但事實上，當時智慧型手機的

勢預測中即指出「以人為本的智

業務效果，因此Gartner才會以人

各種功能設計，多是智慧型手機業

慧空間將持續推動科技發展」。

為中心來看2020年的科技發展趨

者「給」消費者什麼，消費者就照

也就是說，以人為本是當今科技發

勢，並整理出十大企業發展策略，

單全收。直到智慧型手機市場競爭

展最重要的面向之一，從思考科技

以提供企業在2020年相關策略與技

開始激烈了起來，為吸引消費者青

對顧客、員工、商業夥伴、社會與

術發展的建議。

睞，智慧型手機業者才真正從使用

其他重要利益關係人會產生何種

Gartner從以人為本的核心基

者所需為出發點，設計開發出能打

影響，企業採取的所有策略及行

礎，所提出的十大策略包括：超級

中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動，都是為了直接或間接影響個

自動化(hyperautomation)、多重

人與群體。

體驗、專業知識的全民化、增進人

事實上，不僅智慧型手機，
現在各式各樣的新舊技術都是要與

Gartner大中華區資深合夥人龔

類賦能(human augmentation)、

人們進一步連結，才能穩健發展，

培元表示，以人為本看周遭環境如

透明化與可追溯性、更強大的邊

開創出新的一片商機。也因此，面

何進行支援，再研究人們如何使用

緣運算、分散式雲端、自動化物

對2020年，整個資訊及通訊科技

邊緣裝置和不同的體驗，以帶出科

件、實用性區塊鏈，以及人工智慧

(ICT)、半導體電子產業，也需要

技最大的價值；第二步是觀察目前

(AI)安全性。龔培元指出，冷硬的

「以人為本」，進而在充滿不確定

使用的服務跟解決方案，並帶入體

科技已不是Gartner談論的2020年

的2019年結束後，迎來2020年嶄

驗；第三步則是分析應該運用哪種

重點，而是當AI已深入到各解決方

新的商機。

平台提供這些體驗，最後才看到基

案、生活或工作的環節時，必須從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11

展望2020年
人、人物誌(persona)與顧客體驗

這些驅動力也衍生出IDC針對2020

趨勢中，各市調單位絕不遺漏的

(customer journey)...等方面，探

年台灣ICT市場的十大趨勢— 融

重點技術即為5G，未來5G將勢必

討AI與數位化科技如何融入人類社

合式AI(Fusion AI)時代來臨、AI運

翻轉各行各業現狀。另一方面，中

會，並進一步將人與物理世界、企

算走向端雲共生(Edge/Cloud AI

美貿易戰發展詭譎，難以預測何時

業流程，以及企業所帶進來的各方

Mutualism)、混合/多雲架構成企業

即將結束，雖然為2020年半導體

結果善加利用。

創新關鍵、自動化與IPA加速企業轉

產業帶來些許不確定性，但也為台

NTT日前發表的《顛覆未來：

型、5G改變市場競爭規則、中小企

灣業者帶來不少新契機。

2020科技趨勢報告》亦強調，以

業加速轉型、地緣政治風險加劇，

消費者為中心，思考各式新技術如

持續驅動資安在地化、穿戴裝置邁

何為消費者帶來更多便利性與讓消

向新紀元、Omni-Platform顛覆遊戲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費者感到窩心，將是企業在2020

產業，以及一切皆服務(Anything as

針對2020年通路通訊產業提出的

年的重要策略。NTT台灣執行長廖

a Service；XaaS)。

十大趨勢中，有七項趨勢直接或間

宇指出，根據使用者、消費者或群

5G為網通產業首要關注焦點

接與5G技術相關。MIC資深產業分
析師李建勳說明，七大趨勢中，5G

應用服務，才能促使消費者願意

以人為本開啟2020年半導
體產業新希望

「付出」更多，以取得或是持續使

各種以人為本所延伸出來的的策

構，將扮演智慧製造、智慧醫療、

用服務或裝置。

略與企業數位轉型新世代中，圍

智慧交通等新應用進一步實現的關

繞著一些關鍵技術，如AI/機器學

鍵角色，並促使電信營運商思考新

企業進入「轉型2.0世代」

習(ML)、5G通訊、智慧車輛/自駕

的5G新收費模式；智慧型手機也將

企業須以人為本去思考與觀察

車、智慧裝置、邊緣運算…等等，

因支援5G而迎來換機潮；免執照的

2020年的發展趨勢，而企業本

而這些技術也成為推動2020年半

6GHz頻段不僅可助力5G克服訊號

身也須持續進行數位轉型的工

導體產業發展的新契機。值得注

覆蓋弱勢，還吸引IEEE關注，納入

作，才能更從人的角度去思索該

意的是，這些2020年的重要技術

Wi-Fi下世代規格中。

體的使用經驗延伸、發展的各種新

獨立式(Standalone；SA)組網NR架

進行什麼樣的數位轉型策略。對
此，IDC預測，2020年全球數位轉
型將進入「轉型2.0世代」。IDC
台灣總經理江芳韻說明，企業的
數位轉型將從過去專注「數位技
術(Digital-led)」進入「數據驅動
(Data-driven)」階段，這也表示企
業必須轉變為「未來企業(Future
Enterprise)」。
企業進入數位轉型2.0世代的關
鍵驅動力為「微經濟」大量出現、
終端裝置資料量爆量、新產品/服務
的出現速度更為快速、擴散轉型規
模化，以及安全仍是重中之重。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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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受惠5G技術迎來高成長的元件包括射頻前端、核心處理晶片、天線與散熱元件。
(資料來源：工研院)

展望2020年
除上述之外，固網與行動融合
(FMC)將助攻5G建設，且FMC亦
被納入5G Rel.16規範；PON也因
5G將引爆的龐大數據流量而有新
市場機會，更進一步驅動400G乙
太網路交換器的出貨；而為與5G
技術競合，IEEE也將制定支援無線
光傳輸的802.11bb與可精確定位
的802.11az Wi-Fi新規範…在在顯
示5G技術在2020年將是半導體產業
或資通訊產業必須關切的大重點。
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

圖1：邊緣AI將加速各種終端產品的演進。

(資料來源：IDC)

所則整理了5G技術將對通訊及半

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

加速投資，並透過直接入股，對IC

導體產業帶來的變化與商機。該單

展所分析師林松耀則針對5G毫米

產業鏈企業提供財政支持或協助中

位經理林澤民表示，2019年為5G

波關鍵零組件發展趨勢分析，他認

國業者購併國際大廠，投資領域包

商用元年，帶動了第一波5G基地

為，Sub-6G毫米波可讓5G通訊實現

括IC設計、製造、記憶體、封裝測

台、網路設備、手機及無線射頻前

更高傳輸速度、更低延遲的特性，

試、設備材料等產業鏈，預計將逐

端等零組件市場商機，2020年由於

因此備受關注，也將在2020年帶動

漸對台灣IC設計、製造與封測等次

5G商用網路佈建越來越廣，相關手

射頻前端模組零組件的需求。工研

產業構成威脅。

機製造商也將推出更多支援5G技術

院預測，全球手機射頻前端零組件

然而為因應貿易戰衍生的影

的機種以迎接新一波換機潮，使5G

的市場規模將從2017年約150億美

響，資訊或其他業者配合客戶要

智慧型手機成為PCB、天線、散熱

元的規模，成長至2023年的350億美

求，或分散風險而移轉生產或組裝

元件與射頻前端零組件廠商成長的

元，其中濾波器與PA為整體射頻前

基地，在諸多因素考量下，選擇將

動力來源。

端零組件產值成長的最大驅動力。

產品移回台灣、東南亞、美國等地

不僅如此，5G智慧型手機還
衍生包含天線封裝(AiP)載板、天線

生產。楊中傑強調，台灣業者的技
貿易戰提升台廠關鍵地位

術實力，以及過往因兩岸政治因

Feedline軟板、射頻元件模組電路

中美貿易戰的發展不甚明朗，

素，直接強化台廠在資安方面的技

板的新興需求。工研院產業科技國

一方面促使中國半導體自給率逐漸

術能力，皆為台廠提升市場關鍵地

際策略發展所分析師董忠明表示，

提升，可能影響台灣廠商市場地

位的要素。

由於射頻模組內部元件數量增加，

位；但一方面也讓台灣業者受益。

不僅上述兩項技術與市場發展

將促使射頻模組SiP載板的整合度

根據MIC的觀察，2020年總體環

態勢，下一篇高層觀點將談到包括

更高；5G手機也將需要更多功率放

境須關注中國十四五佈局與半導體

智慧車輛、AI、邊緣運算、智慧醫

大器(PA)，勢必提高PA載板的需求

大基金二期加速投資，將逐漸對台

療、智慧城市與工業4.0…等應用領

量。因此工研院預估，2020年在5G

灣半導體次產業形成威脅，以及貿

域及技術，也可望在2020年成為推

應用帶動下，可望掀起一波5G電路

易戰帶來台廠關鍵地位提升的契

升半導體產業及相關元件市場成長

板商機，市場產值預期可成長3%，

機。MIC產業顧問楊中傑說明，中

的驅動力，相關業者也應持續關注

達新台幣6,723億元。

國官方提出的半導體大基金二期將

及投入。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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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觀點—
半導體產業前景曙光現
2019年中美貿易戰開打，加劇整體半導體產業的變動，對2020年的半導體整體產業將帶來何種影響？半
導體相關業者該如何應對？另外，2020年也將迎來5G起飛年，商用標準也將定案，加上人工智慧(AI)、
機器學習(ML)也越發成熟，物聯網(IoT)智慧終端、工業4.0等應用商機勢必仍為帶動整體半導體產業展
的主要動力。

2020年：過渡到完全互連的未來
2020年將是轉型的重要一年，許

並累加結果。整個過程會需要較高

多可望改變人類生活的科技與產

的功耗，因而也使成本增加。

品都即將成為現實，並開始帶來

今天，人們正利用各種方案

影響。2020年，將看到5G技術的

來解決此問題。一種方式是，利

部署，這將為工業4.0、自駕車，

用可從多家供應商取得的現成微控

邊緣人工智慧(edge AI)，以及各

制器(MCU)，在某些情況下，這是

種要求更高速度與頻寬的新產品

一項不錯的選擇。透過把權重儲存

重，由於把權重帶進SoC的過程會

和服務奠定基礎。

在快速的外部記憶體中，通常是八

消耗功率，此問題還是存在的。

Gideon Intrater
技術長
Adesto Technologies

業界正持續開發各種創新的半

進位快閃記憶體，例如Adesto的

展望未來，演算法的複雜性

導體解決方案，以實現完全互連的

EcoXiP非揮發性記憶體(NVM)，因

將持續成長，這將使邊緣裝置的

未來。其中一項重要創新是，使邊

此能夠非常快速地取得它們。在此

AI推論硬體到達極限。為了解決這

緣裝置的AI推論成為切實可行，且

傳統的運算模型中，資料需透過單

個問題，數位推論架構正在演進，

可擴展的商機。然而挑戰在於，AI

一的匯流排傳輸，而典型的解決方

現已超越了採用具專用推論引擎的

推論需要強大的處理能力，且其功

案最高可達到每瓦0.1TeraOp。但

MCU和SoC，朝利用深次微米製

耗往往是邊緣裝置無法承擔的。矩

對於難度更高的推論演算法，則需

程和近記憶體(near-memory)處理

陣乘法(matrix multiplication)是AI

要採用專用硬體。

等新架構發展。

處理的核心，它的第一個層級是先

的確，目前市場上已有多家供

透過把記憶體和AI硬體加速

從包含數百萬個運算元(即權重)的

應商提供了許多不錯的SoC，其中

器整合在相同的晶粒上，近記憶

運算開始，並且隨著運算的進行，

有專用的AI加速硬體。結合先進製

體處理能以更低的功耗，實現更

矩陣會變小。每次運算都需要重複

程節點，以及專用硬體，可使這些

高的效能。目前，市場上已有商

多次的向量點積運算：從記憶體中

設計達到不錯的效率。但是，這樣

業化的解決方案，宣稱效能可達

讀取兩個運算元，把運算元相乘，

的設計仍需要從外部記憶體取得權

到每瓦9.6TeraOps。這是透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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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體和執行單元之間的較高頻寬

處理(運算資源和記憶體位於同一

型可以實現功率效率和可擴展性

所實現，同時也因為不需要到晶片

位置)，我們看到了未來AI邊緣推

的絕佳組合。

外部去取得權重。但是，權重的數

論引擎的光明前景。在此典範中，

記憶體內類比處理當然會面臨

量會受到矽晶元件中可建置的數量

深度神經網路(DNN)矩陣成為非揮

挑戰，而且不會在2020年實現這

限制，因此效率和可擴展性無法完

發性記憶體單元陣列，而矩陣的權

項技術。但是，我們相信，今年業

全兼顧。此外，為了限制功耗，需

重成為非揮發性記憶體單元的電導

界將會在此領域取得進展。類比解

採用先進製程，但在先進製程節點

(conductance)。透過輸入電壓與

決方案正在迎頭趕上，利用單一電

中，具面積與功率效率的非揮發性

非揮發性記憶體單元電導的類比相

晶體儲存和原地(in-place)運算，

記憶體單元並不存在，需採用昂貴

乘來完成乘法運算。這些運算在所

可免除昂貴的硬體乘法器。當我們

的SRAM陣列。

有向量元素上所產生的電流，以類

邁向完全互連的未來時，結合類比

進一步的創新是有必要的，

比方式相加，以產生MAC結果。

和數位運算，可能是因應邊緣裝置

透過記憶體內(in-memory)的類比

由於不需要移動權重，因此該模

AI推論挑戰的唯一方法。

高效能邊緣運算助力AI更上層樓
在AI的風潮方興未艾之際，日趨

心無疑是最有效率的解決方案。

成熟的IoT亦朝向AI的應用靠攏，

所謂的AI簡單來說是就是藉

原本AI所強調的巨量資料(Big

由終端感測、網路連接和中心運算

Date)已成基本配備，機器學習

沈士傑
總經理
力旺電子

也是必然的進程，而如何活用及
有效精煉這些大數據則成為新的
重要議題。

商機。

做一連串的數位轉換，儘管雲端中
心運算能力已達難以想像的境界，
高速發展的5G也不斷地提升其能
力、穩定度與降低遲延，但終端裝

近期，我們觀察到IoT或AI

透過廣泛且大量的學習，並將

的未來發展脈絡，都不約而同地

其學習經驗反饋到大數據中心是精

往邊緣運算聚焦，5G的崛起更

進AI本體的必要條件，但是當每一

為了減輕雲端運算的負荷，

是為邊緣運算在全方位AI應用的

個刺激與反應都是在動態變化的情

同時提高雲端運算的效能，具備

佈局上錦上添花。從2019下半年

況下，如何即時紀錄及反饋有用的

邊緣運算能力的智慧型終端裝置

起，我們已明顯感受到AI終端裝

資料並快速運算完成更新成為AI應

已成必然的趨勢，這一類型的智

置的商機正在醞釀，原本只需要

用中的關鍵。

慧型終端裝置主要有三個考量的

置的邊緣運算能力絕對是讓AI應用
更上層樓的重要因素。

簡單運算的終端裝置為了因應AI

將每筆資料傳回雲端運算處理

面向：(1)待機與運作時的功耗(2)

的市場需求，在成熟5G的相輔相

的方法顯然過於費時耗功，而強化

運算與回應的速度(3)資料傳輸的

成之下強制進階為高效能邊緣運

終端裝置的運作及資料處理能力將

安全性與隱私。

算，預期這個趨勢將在2020更為

資料作初步的運算，並配合快速的

因應此趨勢，已被廣泛應用的

顯著，引領新一波的半導體應用

網路回傳有效資料至雲端大數據中

力旺嵌入式記憶體也同步升級，除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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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本低功耗與高可靠度的特性，

使用授權…等目的，勢必得進一步

信任根，以達到晶片安全的目的。

還加入了更多安全性相關的設計，

延伸至終端元件，用更精簡、有

此外，隨著高效能終端元件

在提高資料儲存安全性的同時還

效的方式達到資料，以及使用安

的需求攀升，終端元件的相關設計

能提供晶片指紋的功能，以符合

全的目的。

勢必走向高整合性，以非揮發性記

智慧型終端裝置對資料安全與隱

藉由晶片與生俱來的特徵，

憶體為例，除了高可靠度與穩定度

也就是所謂的晶片指紋作為安全

的基本要求，整合安全性相關的功

當終端元件必須負擔更多的資

認證，甚至授權的基礎無疑是

能將成為新的趨勢。深耕嵌入式非

料處理與運算，其反饋至雲端中心

個理想的解決方案。無論是各類

揮發性記憶體多年的力旺電子不僅

的資料相對更形重要，對傳輸或資

型的SRAM PUF或力旺獨有的

致力於非揮發性記憶體的安全性升

料本身的安全性要求也就更高。換

NeoPUF，都是利用晶片生產過程

級，更進一步整合非揮發性記憶體

言之，在新一代AI的應用中，安全

中的微幅不一致性加以放大並得到

與晶片指紋(NeoFuse + NeoPUF)

性議題不能單靠雲端中心用複雜的

晶片專屬的亂數源，再以此亂數源

以因應各類終端元件在新一波AI應

演算法達到資料保護、身份認證、

作為晶片認證授權與資料加解密的

用的需求。

私的需求。

EDA邁向人工智慧新時代
深遠的影響。未來十年，AI及其許

好的設計工具是實現最佳AI/
機器學習設計基礎

多衍生技術(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大部分的AI都是從數學演算法開始

等)的應用將造成深刻的社會經濟變

工作。開發人員先在數學工具中開

革，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

發演算法，將其轉換為C程式碼，

都未曾見過的一場巨變。儘管AI對

然後在處理器上執行該演算法。

社會經濟造成的衝擊，以及道德與

在這一過程中，開發人員很可能會

對於特定應用的AI架構開發

不道德的使用等議題仍充滿爭議，

發現，有部分演算法可以很好地執

迫切需要EDA工具，協助業者以更

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AI仍處於發

行，但其他部分則執行緩慢。這也

高的抽象級來工作。針對那些為

展初期，透過有效地部署，已顯著

因此帶動了AI/機器學習加速器IP

其SoC設計開發AI加速器的業者來

改善並自動化了許多任務，包括數

和相關晶片開發的大幅成長(以及

說，我們已經看到Catapult HLS(高

據採集、通訊、機器人/工廠自動

來自創投業者和大型企業的後續投

階合成)技術需求開始增長。它能協

化、汽車…等，甚至對EDA產業來

資)。透過調整C程式碼，有些演算

助AI架構師開發自己的程式碼，將

說，晶片設計也受到了影響。這是

法能夠被強制在現有的AI特定標準

其轉換為C或SystemC，並且預先知

無法阻擋的趨勢發展，我們必須擁

產品(ASSP)上執行，但會犧牲效能

道哪些演算法應該建置在硬體中，

抱新時代的來臨。2020年，我們必

和功率，而其他的演算法(例如，行

哪些應以軟體執行。這樣的方式可

須看到AI晶片、系統設計，以及相

動裝置)則需要專用晶片才能獲得最

以融合成最佳的體系架構，然後再

關部署的指數成長。

佳執行效果。

向下移動到RTL級進行硬體設計。

AI技術的快速進展，將對人類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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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璇
台灣暨東南亞區副總裁兼總經理
Mentor, a Siemens Business

展望2020年
當架構師融合出理想的架構，

無用武之地。用來學習的數據越

鎮，台灣目前已經形成了相對完整

並選擇了最適合執行的硬體配置，

多，就越可以充分利用機器學習的

的產業鏈，環環相扣的發展模式帶

接下來，採用硬體模擬(emulation)

功能來分類，並從數據中找出有意

動著每一個環節的蓬勃發展。目前

平台，例如Mentor的Veloce硬體

義的結果。

在全球十大無晶圓廠IC設計公司

模擬平台，是到目前為止測試和完

對我們來說，EDA工具本身便

中，台灣公司佔據三席地位，而台

善該架構的最佳方法。設計團隊可

可以產生大量數據。製造流程會產

灣的無晶圓廠IC銷售額居全球第

以在硬體模擬系統上執行矽前(pre-

生大量數據，使用者也可以產生自

二，僅次於美國矽谷。悠久的半導

silicon)晶片設計，進而對硬體及軟

己的專有數據和要求(用於訓練)。

體產業發展歷史，眾多的頂尖人

體模擬進行微調。同時，硬體模擬

因此，理論上，數據並不短缺。那

才，以及本地下游生態系統合作夥

也可以在投入晶片之前測量AI系統

麼要讓EDA具備機器學習的能力，

伴的緊密合作造就了台灣市場無可

的功率和性能。

數據集應該如何有效地對應工具

比擬的競爭優勢。

有許多AI平台將更加需要高

功能？

隨著AI技術的不斷成熟與落

速連接，我們以此認為，大部分

到目前為止，我們有五款利

地，無疑會為台灣的IC產業帶來一

的機器學習SoC實際上都是混合訊

用機器學習增強功能的工具，其中

號SoC，這將需要能夠更有效銜

大多數都是在實體設計、驗證和製

根據IDC的預測指出，AI將開

接數位和類比領域的工具，例如

造領域：機器學習用於單元庫特徵

始朝向融合式發展，該融合將發生

Symphony AMS模擬解決方案，這

化和模擬、光學鄰近校正、蝕刻模

在三個重要面向：數據資料、演算

是市場上首款不受限於供應商AMS

擬、CMP建模，以及良率分析，這

法與流程。IDC同時預測台灣AI採

環境的模擬解決方案。

些領域無疑是市場的起始點。

用率將在2021年達到43%，屆時大

股勢不可擋的推進力量。

由於資料中心和通訊基礎架構

在7奈米的關鍵層，客戶需使

中，有許多不可或缺的ASSP AI元

用多達8,000顆CPU，耗費12~24

件都要求最高的效能，因此未來我

小時才能完成一次的OPC運算執

未來將是智慧經濟為主導的時

們會看到更多將光子與矽晶相結合

行。透過使用機器學習，已能把時

代，2020年是我們邁向這個時代的

的矽光子元件，並且將會朝商業化

間縮短三分之一，而且即使是未來

重要一步。

的方向繼續發展。

的先進節點，所需的執行時間也不
會大幅增加。

部分ICT產業都將受到AI技術的積
極影響。

經歷了2019年全球經濟降溫和
國際貿易不確定性的影響，我們期

讓EDA工具擁抱增強機器學
習(ML-Enhanced)能力

台灣市場啟示錄

機等終端產品的復甦，以及 5G、AI

眾所周知，沒有數據，機器學習就

作為半導體設計與製造的兵家重

的進一步發展。

待在2020年看到伺服器與智慧型手

最佳化處理器架構提升終端差異化價值
在2019年，IC產業面對了種種外在

競爭及業內的整併等，緊跟著5G通

新的技術採用、及新的應用推展，

環境的變動與挑戰，例如全球貿易

訊應用的登場，我們對於未來各種

是充滿期待與信心的。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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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Kang
資深副總經理
SiFive

能MCU、一直到高性能運算的多

高達400Gbps的記憶體頻寬，於較

核心微處理器，除了在單位效能與

小的空間內達到更低功耗，並且擁

功耗上面更加進步之外，也藉由更

有更高頻寬，十分適合深度學習運

多新功能的引入，如向量指令集擴

算架構之所需。同時在Linley研討

充，以及高階除錯與追蹤…等，為

會上，SiFive也提出平台系統級的

RISC-V帶來更多的優勢。

SiFive Shield與WorldGuard技術方

從應用上來看，智慧物聯網

SiFive在10月下旬舉辦的Linley

(AIoT)與終端應用越來越契合且日

Fall Processor Conference中，已

漸成熟，正展現了科技與生活融

經公開了U8系列核心IP和經過最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晶片產

合、各種數據匯流的趨勢；AI與

佳化的HBM2E+解決方案。全新

品演化的法則，正因為市場需求、

機器學習方興未艾，從雲端到終

SiFive U8系列微架構的推出，對

網路新經濟與應用型態的快速改

端，更加廣泛的向製造、交通、

RISC-V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變，隨之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傳統

醫療保健、家居、消費、金融支

象徵著RISC-V開放式指令集架構

設計方法與流程，能夠循序漸進打

付等領域滲透，為各種應用帶來新

不只在微控制器領域可輕巧敏捷，

造出在運算效能與功耗上合身的晶

的面貌，也帶來更多的機會。因

更可適用於高效能運算。U8的超

片，而面對快速改變的市場趨勢，

應各種科技融合與數位匯流，以

純量(Superscalar)設計，具有可

要如何在符合BOM預算與專案期

及新應用、新標準的需求，藉由

擴展的亂序執行通道(Out-of-order

限的情況下，對晶片設計進行快速

RISC-V模組化，以及易於擴充指令

Pipeline)，以及可配置的選項，可

疊代、同時也把握住一閃即逝的

的特性，達成針對應用領域做最佳

供即時或應用處理器使用，滿足用

契機，這是我們所看到的機會與

化的處理器架構(Domain Specific

戶於汽車、資料中心和邊緣AI等應

挑戰。SiFive從訂製RISC-V核心出

Architecture；DSA)，於晶片上更

用領域，應對高效能運算產品的訂

發，整合DesignShare上各合作廠

可以達到提升效能與降低功耗的目

製需求。SiFive HBM2E+ IP適用於

商經過驗證的IP，讓客戶以platform

標，讓客戶更加專注於自己的優

高性能運算、資料中心和邊緣AI設

template為基礎做更快速的設計開

勢，實現更大的差異化價值。

備中的深度學習處理等運算密集類

發。期待在面對這麼多市場變動與

另一方面，SiFive提供的

的應用，可進一步最佳化CPU與記

不確定性的狀況下，SiFive的各項

RISC-V處理器核心產品線更加完

憶體間的頻寬。HBM2E+解決方案

產品與服務，能夠讓客戶的產品乘

整，由簡單低耗電的MCU、高效

已通過7nm先進製程驗證，可提供

勢而起，獲得更大的成功。

案，以因應各種場域與應用上的保
密與安全需求。

中國半導體市場越趨活躍
在過去的幾年中，隨著中國本地晶

SoC需求的上升不但是市場增長

測試市場增長的重要力量。儘管

片製造商建立並且擴大其設計和生

點，也是Teradyne業務增長最快

我們預計測試設備市場將持續出

產能力，SoC和記憶體測試系統的

的部分；NAND快閃記憶體測試

現短期的需求波動，但是5G和記

市場也不斷的增長。2019年，5G

需求則是另一個推動2019年中國

憶體將推動中國市場的長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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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估中國SoC測試市場在

每個設備上都有更多的功能需要驗

2019年增長約3~7億美元，而全球

證，因此測試變得更加嚴苛，這種

市場則增長31億。我們認為，增長

日益增加的複雜性是對測試設備的

的最大部分來自5G相關的半導體

主要要求。

Gregory Smith
半導體測試部門
總裁
Teradyne

測試支出，主要是使用於基地台

2020年我們將繼續側重在對

的晶片。展望2020，預計隨著5G

於客戶來說最重要的領域：性價比

手機的量產部署，與其相關的支

與上市時間。性價比是指製造能夠

軟體工具必須非常強大並能夠支援

出也將增加。

在最短時間內精確測試元件的測試

協作開發。我們的工具使這些團隊

新興技術對於包括測試設備在

設備。AI和5G等新技術需要更卓

能夠快速開發測試程式，然後從最

內的半導體產業至關重要。隨著半

越的測試儀性能，我們的工程師已

初的生產過渡到大批量生產時繼續

導體性能的提高，它們能夠為客戶

經非常成功地製造出可提供高性能

完善程式。

和社會提供更大的價值。例如，半

和高測試儀傳輸量(較短的測試時

除此之外，我們密切關注一些

導體技術的進步已使醫學影像技術

間)的新儀器，這對於產業領先的

重要的終端市場趨勢。首先是AI，

得到了顯著提升，從而改善了人類

性價比而言至關重要。

我們將其視為高性能運算市場的驅

的健康狀況；應用於電動車、公共

我們積極投資的另一個領域是

動力，並將衍生諸如自動駕駛和擴

汽車和火車上更好的大功率應用元

軟體，我們的客戶從半導體元件的

增實境(AR)等關鍵的新應用。另一

件減少了污染和溫室氣體的排放；

開發到大規模生產的視窗非常短。

個趨勢是向極高射頻頻率的發展，

當然，還有智慧型手機通訊、商務

測試工程團隊可能非常龐大，在某

即毫米波，重要應用於通訊、定位

和娛樂等更好的設備。這些設備的

些情況下，會由全球範圍內100多

和手勢辨識，這些技術的獨特要求

性能和複雜性不斷提高，意味著在

位工程師組成，因此他們使用的

正在推動技術路線圖。

三大趨勢推動產業變革
目前資訊技術產業中呈現三大技術

AlexNet誕生以來，深度學習類AI

趨勢：資料呈指數級增長、AI迅速

已取得長足發展並持續快速演進。

普及，以及自我調整運算興起。這

但是從AI推斷部署的角度來看，產

三種趨勢早在2019年之前就已經

Victor Peng
執行長
賽靈思

顯露，但在2019年呈加速發展態
勢，並將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推
動產業變革。

業仍處於起步階段。我們認為，用
於AI推斷應用的半導體數量預計將
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多數是非結構化資料，處理起來需

我們觀察到的第三大趨勢是自

首先，資料數量發生爆炸性

要更加複雜的運算。這一發展趨勢

我調整運算。Dennard縮放定律與

增長。互連的智慧世界意味著每

對傳統半導體架構的極限提出了更

摩爾定律的失效，加上阿姆達爾定

天要處理和儲存數十億設備產生

大的挑戰。

律(Amdahl's Law)設定的種種限

的海量新資料。這些新資料中大

第二大趨勢是AI。自2012年

制，嚴重阻礙了處理能力的進一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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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我們亟需新的特定領域

(Adaptable Compute Accelerat-

用於資料密集型應用(滿足高階AI

架構(DSA)來化解這些不利因素的

ion Platform；ACAP)，並於

的深度神經網路需求)。此外，AI

影響，保持運算功能的發展態勢。

2019年正式針對主要客戶發貨。

引擎也非常適合其他數位密集型應

然而，隨著製程精準度的提升，晶

ACAP是一個高度整合的多核心異

用，例如無線通訊處理。

片設計成本提高，製造時限嚴重拖

質運算平台，能根據各種應用與工

然而，硬體只是構成解決方

長。出於成本和時間原因，每次開

作負載的需求從硬體層對其進行靈

案的一部分。自我調整元件需要方

發新的晶片元件都使用新DSA的做

活修改。ACAP可在工作過程中進

便各種軟體發展者和AI開發者的使

法已不再可行。自我調整運算是一

行動態調節的自我調整能力，實

用，為此，我們在今年推出了Vitis

種解決方案，因為它不必使用新的

現CPU與GPU所無法企及的性能

統一軟體平台，可以使眾多新開發

晶片就能構建DSA，支援以最低

與性能功耗比。

者能夠從DSA和自我調整運算的強

一次性工程費用(Non-recurring

每個ACAP都內建先進的

大功能中獲益，因為它支援開發者

engineering；NRE)實現快速開

FPGA架構，用於實現DSA和其他

使用軟體直接對自我調整元件進行

發與部署。

資料處理功能。針對控制應用，

程式設計。儘管軟體發展者仍然需

2018年，賽靈思推出世界

每個ACAP也內建CPU核心。部分

要瞭解有關平行的基礎知識，正如

上首款並且是最先進的半導體

ACAP還內建第三種類型的引擎，

他們對GPU所做的那樣，但他們無

元件— 自我調整運算加速平台

也就是所謂的AI引擎，因為它適

需成為硬體專家。

工業4.0持續發酵
工業4.0的浪潮正在迎來工業變

的設備才有可能實現智慧分析與控

革的新時代。借助邊緣到雲端運

制。但工業網路標準眾多、新舊設

算、AI、軟體可配置系統等方面

備或不同連接標準的設備之間實現

的重大技術進步，工業4.0將極大

連網經常遇到困難，工業系統之間

地提高工業生產的生產力、靈活性

的相容性差距是實現工業4.0的一

和安全性。以工業中獲得廣泛應用

大障礙，同時工業4.0要求高度的

的工業狀態監控為例，ADI團隊在

協同能力對網路傳輸延遲亦帶來

1Gbps的TSN技術，以滿足工業

過去20年裡一直致力於理解人類

苛刻的要求。

應用中巨量資料場景下的即時性

趙軼苗
系統解決方案
事業部總經理
ADI

是如何解讀聲音和振動，從而建立

ADI針對工業互連的解決方案

需求。TSN是下一代工業物聯網，

一個系統來學習、解譯設備的聲音

是Fido，可透過一顆晶片可以支援

能夠提供高準確度的工業物聯網技

和振動的含義，以檢測異常行為並

不同的工業網路標準，實現不同

術，現在ADI也會在這個產業中率

進行診斷。隨著AI技術的導入，這

架構之間設備的連接，該系列產

先推出這個技術，透過與TSN特性

種願望已經變成現實。

品也將支援下一代工業網際網路

相結合，ADI在工業網路邊緣已經

此外，工業4.0的大潮將帶動

標準。Fido還支援100Mbps的時

實現了最先進的現場設備通訊解決

工業設備的連網趨勢，只有連網

間敏感型網路(TSN)，並計畫開發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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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霍爾效應感測器控制
馬達速度
作者：Maurizio Di Paolo Emilio，EE Times Europe編輯、EEWeb主編

霍爾效應感測器(Hall-effect

向，表示為：

多裝置都將感測器晶片和高增益放

sensor)根據磁場改變其輸出電
壓。霍爾效應元件被用作鄰近感測

大器電路整合在一個封裝中。
Vh =

JRhBz

設計任何霍爾效應檢測設備，

w

器，用於檢測定位、速度和電流，

都需要一個能夠回應透過電子輸入

它們廣泛應用於馬達控制系統中。

其中J是電流密度，Bz是沿z方

介面檢測到的物理參數磁性系統。

因為機械零件不會隨時間而磨損，

向的磁場，w是如圖1所示的外形

霍爾效應感測器檢測到磁場，並根

所以霍爾效應感測器是長期的解決

尺寸，Rh是霍爾常數，若大多數載

據電子系統的要求，適當地將類比

方案，整合的封裝還可以減少系統

流子是電子，霍爾常數為負；若大

或數位訊號轉換成標準訊號。圖2

尺寸、降低實施的相對複雜性。隨

多數載流子是空穴，則霍爾常數為

所示的檢測裝置由四個模組構成，

著各種各樣的技術解決方案可用於

正。載流速度為統計測量的結果，

設計階段的目標是定義其中每一個

計算位置、速度和電流感測，設計

且磁場的非線性效應可以改變實驗

模組。

師可以選擇最佳的解決方案來實現

結果。因此，常數中包含一個修正

他們的目標。設計決策中的關鍵要

項rh，rh的值通常在1~1.5之間。

素包括成本、解析度、精確度、可
靠性和上市時間的要求。

在單一封裝中，最新的技術
中進一步增加了一種類比數位轉換

霍爾效應的一個基本特徵是，
在一個方向上移動的正電荷與在相

器，以及用於直接連接到微控制器
I/O的I2C通訊協定。

反方向上移動的負電荷之間存在壓

霍爾效應檢測

差。霍爾效應元件會產生一個淺訊

元件與應用

霍爾效應是當流過導體或半導體的

號電平，因此需要放大級數，而許

在包括液位測量和馬達控制的各種

電流受到磁場影響時所產生的可
測量電壓。在這些條件下，由於
Lorentz(電磁)和電力的平衡，產

%

]
\

生垂直於施加電流的橫向電壓，
磁場會影響導體(或半導體)內部流

[

動的電荷。圖1顯示了在磁場中，

QW\SH


到磁力作用，在另一例留下一個
淨正電荷，這種電荷分離產生了
霍爾電壓。
霍 爾 電 壓 ( V h) 垂 直 於 電 流 流

9+

)
,

B

T

9

Z

穿過半導體的電荷所發生的變化。
運動中的電子(q)在導體的一側受

G

-



B

圖1：n型方型封裝(尺寸為wxw)的霍爾效應。

(圖片來源：Allegro Microsystems)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21

設計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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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APS12626框架圖。

(圖片來源：Allegro Microsystems)

VDD

VCC
DRV5057

Controller

VCC
OUT

圖2：霍爾效應感測器設計佈局。

GPIO

GND

應用中，霍爾效應技術取代了許多
傳統的探測技術，如何選擇適當的
元件取決於精準度水準和所需的檢
查指標。

圖4：DRV5057應用電路。

3.3或5伏特的電源供電。若沒有磁

滑。在乾燥和光滑的路面，ABS通

對於高精確度應用，線性元

場，輸出則會產生一個工作週期為

常能讓駕駛更好地控制車輛，縮小

件可以與處理器結合使用。線性元

50%的時脈，而且會檢測到垂直於

停車距離。ABS的主要輸入是車速

件提供絕對類比位置，作為磁場隨

封裝頂部的磁通量。這兩個封裝選

度感測器介面，利用比較輪速感測

霍爾元件變化的函數，而微處理

項提供了不同的感測方向(圖4)。

器的輸入，可以確定單個車輪是否

器的搜索演算法可解釋磁鐵的位

霍爾效應IC是一種用來監測馬

置。選擇哪種線性元件取決於所需

達電流的控制和保護(IC電流感測)

輪速感測器通常是霍爾效應元

的精確度，元件可能包括Allegro

方法，簡單有效。馬達的電流消耗

件，需要預先調節以產生數位脈衝

Microsystem可程式設計的A13x或

與所施加的馬達轉矩成正比，因

寬度調變(PWM)輸入，並由微控制

A138。

此，控制速度和施加到馬達上的力

器讀取。利用微控制器對車速感測

Allegro垂直霍爾效應技術

典型方法，就是測量微處理器中的

器資料進行比較，控制煞車油缸壓

(AVHT)與傳統平面霍爾效應技術

電流消耗。然後微處理器可以計算

力，還負責診斷、警報通知，以及

結合，創造出了可以在單個晶片上

出是否必須為馬達施加電流才能達

與其他感測器之間進行通訊。

感測二維空間的元件。Allegro的

到所需的速度，霍爾效應電流感測

為了有效調節馬達轉矩，基

A1262和APS12626輸出檢測到的

器的銅引線框架電阻非常低，因此

於微控制器的控制單元需要瞭解馬

正交訊號，以進行進一步處理，進

可以直接與馬達串聯。

達在每個控制週期的相電流暫態資

而確定目標的速度和方向(圖3)。

容易打滑。

防鎖死煞車系統(ABS)是一種

訊。這些電流，特別是扭矩值較高

德州儀器(TI)的DRV5057是一

車輛安全系統，能讓車輪繼續與路

的電流，可以達到甚至超過幾百安

款線性霍爾效應感測器，可以採用

面相互作用，避免車輪鎖定、打

培。因此，使用帶電流隔離的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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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將其放置在初級電路(在大

輸出電壓。

並聯電阻測量的替代方法可能會導

電流)和次級電路(電子電路)之間。

使用這種電流轉換器的優點

轉換器基於霍爾效應運作，並在次

是，這些轉換器可以放在電線外

級繞組上提供與測量電流成比例的

面，並且不會干擾訊號。使用基於

致過熱和損耗，而且在大電流的情
況下，測量結果會不準確。

基頻視訊中插入Logo的設計方法
Khader Shareef，EEWeb特約作者

在典型的最後一哩廣播分佈系統
中，有線營運商透過衛星接收來
自內容提供者的廣播節目，使用整

Video Input
Source

Front end Video
Receiver IC

BT.656

Video Encoder

合接收器/解碼器(IRD)對其進行解
碼，然後根據所需的解析度、位元
速率和壓縮標準對基頻視訊(在一

圖1：編碼器系統中的視訊介面。

(資料來源：Ittiam Systems)

個編碼器盒子中)進行重新編碼。

將前端視訊訊號解碼為基頻視訊訊

上述每種方法中都有各自的缺

最後，將多個視訊節目串流組合在

號。該ASIC/FPGA的輸出通常是採

點和局限性。如，方法1需要購買

一起以便最終分發給終端使用者。

用符合BT.656標準格式的平行埠數

和維護外部硬體，以進行台標影像

有些國家要求有線營運商在傳

位視訊匯流排，該匯流排連接到視

程式設計和配置。

輸給終端使用者的視訊中插入其台

訊編碼器以進行壓縮和持續傳輸。

標(logo)。本文討論了在基頻視訊

方法2需要使用業界領先製造
商提供的支援螢幕顯示(OSD)的視

中插入靜態台標的各種機制及其優

台標插入的設計方法

訊前端收發器ASIC。這帶來了其

缺點，此外，本文還描述實現低成

在編碼操作開始之前，台標影像需

自身局限性，包括台標大小、混

本解決方案的獨特設計方法。

要插入基頻視訊訊框(frame)中。

合能力、IC成本，以及每個視訊

有多種可能的方式可以實現靜態

輸入介面對外部記憶體(如DDR2)

台標的插入，如下所列：

的要求。此外，在收發器之後，還

視訊編碼器
視訊編碼器利用各種類比/數位介

1. 在視訊輸入源之後、前端接收

需要將資料呈現給視訊接收器，用

面接收視訊內容，例如S端子(S-

器IC之前，使用標準台標插入

以將資料解碼成數位BT.656格式，

Video)、色差分量介面(YPbPr)、

器插入台標；

從而與標準編碼器設備進行連接。

HDMI、DVI和3G-SDI等，這些介

2. 採 用 具 有 雙 重 功 能 的 前 端 視

方法3是一個較好的解決方

面通常與視訊前端IC相連，如圖1

訊接收器，在將視訊解碼為

案，其視訊編碼器基於軟體，可透

所示。

BT.656的同時實現台標插入；

過配置將台標影像作為框架緩衝區

視訊前端包括視訊接收器IC，

3. 使用Arm/GPU處理器上運作的

混合到DDR中儲存的原始視訊畫素

它可能是ASIC，也可能是透過程式

基於軟體的視訊編碼器系統，

中。但是，如果該視訊編碼器為沒

設計作為視訊接收器的FPGA，可

在原始擷取視訊中插入台標。

有提供台標插入功能的ASIC，則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23

設計新技術

Video Input
Source

Front end Video
Receiver IC

BT.656

FPGA
(Logo Blender)

BT.656

Video Encoder

圖2：在視訊編碼之前在數位視訊路徑中實現台標插入。

(資料來源：Ittiam Systems)

該方法不可用，必須選用方法1或

FPGA，FPGA可以根據配置在適當

寫入或緩衝到FPGA的FIFO模組中

方法2。在這種情況下，為實現輸

的位置讀取這些台標影像並混合到

(這也決定了FPGA設計中QPSI的

入視訊編碼器多通道系統的低成

輸入基頻視訊串流中。

工作頻率)。使用者可以在FPGA

本解決方案，Ittiam Systems採用

FPGA可以是低成本的，因為

中配置用於alpha混合演算法的透

了一種創新的方法，運用低成本

該設計僅使用了FPGA內部RAM、

明係數(α，或alpha)，這種演算

FPGA在視訊前端IC之後和ASIC

邏輯元件和常見的DSP乘法器硬體

法可透過FPGA實現，以執行台標

視訊編碼器之前混合台標影像，

模組來執行混合操作所需的畫素乘

插入操作。

如圖2所示。

法運算。

結論

該方法實現了低成本的多通

FPGA RTL IP被用來在QSPI

道解決方案，因為單個FPGA能夠

模式下配置SPI快閃記憶體，以

上述方法已成功應用於Ittiam

在多個視訊通道上執行台標混合操

滿足FIFO讀寫介面的資料速率要

Systems開發的硬體設計中，實現

作(為了便於說明，圖2僅顯示了一

求。QSPI介面速率足夠快，可以

了在基頻視訊中插入台標影像。其

個通道)。另有一個用於儲存台標

在BT.656畫素時脈讀取一行台標資

設計優勢在於最小的延遲，以及硬

影像的SPI快閃記憶體需要連接到

料進行混合操作之前，將一行台標

體解決方案總體成本的減少。

提高智慧電錶全生命週期的隱私性與安全性
Mohit Kedia，Arm物聯網服務事業群產品經理

物聯網(IoT)業務正以驚人的速度

到2023年將增加至130億美元。

如，駭客在2016年12月利用Crash

成長。預計到2035年全球將會有

相對地，取暖、照明與自來水等供

Override惡意軟體攻擊了烏克蘭的

1兆台IoT設備，遠端控制設備和

應公司都可以從中獲益，如自動讀

發電網，使30個變電站停機，造成

獲取有價值資料見解的能力，正在

取電錶、更精準的計費、遠端連線

基輔市大範圍停電，讓這座城市的

推動我們朝著這個目標前進，這將

與斷線等，所花費的資源都比之前

供電量降至原本的五分之一。

帶來比今天多幾個數量級的資料。

要少很多。

在智慧電錶的運作生命週期

智慧電錶產業是目前連網設備數大

但這種空前的成長為網路犯

中，安全威脅可能以多種形式出

幅成長的產業之一。IHS Market預

罪創造了一個持續擴大的攻擊面，

現。公共事業單位必須考慮許多

測，相比於2018年只有90億美元

他們攻擊這些連網基礎設施、入侵

因素，並針對不同的攻擊類型預先

的支出，智慧電錶基礎建設(AMI)

並從中竊取個人或企業資訊。例

準備，以確保客戶受到充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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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側通道攻擊(side-channel

的接入，以及靜態儲存與資料中

任。把憑證輸入單一的設備可以降

attack)透過相關功效分析(CPA)

轉的加密。

低此類風險，但如何把這個流程擴

來探測與分析資料的消耗，確定

大到數百萬設備的規模，這是在效
率與安全之間取得平衡的關鍵。考

供應商與OEM需要採取措施確保

IoT平台確保智慧電錶兼具
安全性和隱私性的六種方式

從設備到雲端的安全性，他們也

對智慧電錶安全性與資料隱私的保

商、常把生產外包給OEM後，如

必須能對韌體進行無線OTA更新，

護需要貫穿設備的整個生命週期，

何將信任轉交給工廠本身更值得關

以確保設備在生命週期中具有可靠

從製造、開始啟用到日常使用(圖

切。因此，要如何讓協力廠商的工

性。那麼，公共事業單位如何確保

1)。得益於Arm Pelion IoT平台，

廠變得可以信任？

他們的智慧電錶保障各方資料安全

設備生命週期內的必要支援已經與

透過管理與IoT平台，引導程

與隱私？

平台的設備管理與存取控制能力完

式和LwM2M伺服器進行交叉引

一種重要客戶資料是個人身

成整合。以下闡述了IoT平台應對

用的憑證授權(CA)來注入安全憑

份辨識資訊(PII)，它存於電錶內；

設備的生命週期內安全性需求的六

證。IoT平台供應商提供的工具為

這表示智慧電錶的安全性與個人隱

種方式，這對保護使用者隱私權來

CA的配置提供線性過程，可確保

私有直接關聯。公共事業單位可以

說至關重要。

只有擁有CA簽署的憑證與公開金

取得進入基礎設施的憑證。能源

利用這些資料預測能源的需求、配

慮到公共事業企業本身並非製造

鑰的電錶設備，才能在設備與設

置需求回應，並針對能源消耗提供

方式一：在工廠生產預配置階段為

建議。這些資料必須依據一定的規

大規模智慧電錶部署保證信任根

備管理平台間建立連接。
一旦CA完成組態配置並將其

範，如歐盟的GDPR，透過可靠的

負責製造智慧電錶的生產設施

連接到製造商的帳戶，工廠生產線

方式進行存取與管理。此類政策的

需要在可擴展性和彈性之間取得平

就可以批量配置設備了。這一程式

實施需要一個可信任資料的基礎，

衡，以確保設備值得信賴，從而為

包括五個階段：

並將安全性注入資料搜集、資料分

電錶的現場使用提供安全的基礎。

· 注入軟體映射；

析與設備本身中。這需要設備裡

信任根構成了安全域內一系列的功

· 產生設備金鑰(圖2)、憑證與

具備信任根(ROT)、以鑒別為基礎

能，且受到智慧電錶作業系統的信

Manufacturing

Factory
Provisioning

Bootstrap

Commissioning

Secure
Software
Update

Secure
Device
Access

On-boarding

Regular use

圖1：安全的設備生命週期範例。

配置參數；

External
CA

(圖片來源：Arm Pelion IoT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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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管理

連接
1. 安裝在工廠的
工具
010
101

2. 金鑰材料和憑證由OEM或Mbed工具
生成給工廠工具使用
010
101

工廠工具
(OEM或IoT平台)

OEM工廠CA

OEM工廠金鑰產成器
(OEM或IoT平台)

預置

引導程式

客戶應用

REST APIs &
門戶網站

更新

公共CA
憑證

010
101

3. 設備管理載入公共
認證授權

安全區域
圖2：安全工廠首次配置案例。

(圖片來源：Arm Pelion IoT平台)

· 在生產線上利用工廠工具在把

或者，有些廠家會選擇直接注入設

而使數百萬個電錶和使用者的資料

生成的金鑰、憑證與相關配置

備。儘管前者是比較有效率的方

暴露無遺。

參數注入設備；

式，但兩種方法同樣安全。

公開金鑰基礎架構(PKI)是種

· 利用設備內的金鑰配置管理器

由於OEM在製造時並不知道

更安全的方法。PKI被用作在設備

與工廠配置器用戶端(FCC)的

智慧電錶會部署於何處，也不知

與IoT平台間，並添加了一層非對

API進行資訊驗證；

道與電錶相關聯的帳戶，因此確保

稱密碼，它將加密過的簽名綁定到

· 完成首次配置程式並禁止生產

最後設備與電網的安全連線極為必

對電錶進行身份驗證的協力廠商。

影像中的FCC程式碼，以確保

要。因此，製造商與公共事業單位

使用此協力廠商是一種更安全的身

供應後無法再度存取。

會利用包含設備註冊名單的預先共

份驗證方式，因為憑據僅在設備本

用金鑰(PSKs)。此過程將驗證唯一

身上生成。

方式二：啟用時與供電網的可靠

ID，以將憑證與特定設備管理帳戶

任何優秀的IoT合作夥伴在

連接

中的註冊資訊進行匹配，然後將設

為OEM提供這一水準靈活性的同

如前所述，生產智慧電錶的

備分配給該帳戶。僅當設備ID與公

時，維持安全性是需要考慮的重

OEM離終端使用者的需求往往只

用事業供應商的IoT門戶中上載的

點，並在啟動程式階段確保唯一的

差一步，這意味著首次配置的過

ID匹配時，才會確認完成。

身份。互動是透過加密傳輸層安全

程常需要足夠的靈活性以滿足現有

PSK為設備和IoT平台提供了

性(TLS)通訊與引導伺服器進行的

的過程。例如，有些用戶選擇在將

一個公共金鑰，該金鑰已安全地

資料傳輸的一部分，這是一種防

其金鑰和憑證綁定到工廠配置器實

配置到設備中，構成了最基本的

止竊聽、篡改或偽造消息的方法。

用程式(FCU)之前，在內部創建它

安全等級。它之所以被認為是最

們。FCU位於工廠生產線內，與製

基本的，是因為製造過程中，存

造商的工廠工具一起使用，以配置

在製造過程中傳遞給智慧電錶的

AMI的推出可協助公共事業企

設備參數並為其注入憑證，而這些

憑據，以及儲存在伺服器上的憑據

業實現監控、計費、連接與斷線的

憑證會驗證智慧電錶的維運參數；

機密列表可能受到破壞的風險，從

自動化。它是智慧電錶、通訊網路

26

電子工程專輯 | 2020年1月 | www.eettaiwan.com

方式三：安全的通訊

設計新技術

IP連接設備

連接技術

設備管理

客戶應用與服務

IoT設備應用
Wi-Fi 蜂巢網 乙太網路
設備作業系統
管理用戶端
設備上的安全
信任根

非IP設備
低功耗廣域網路

藍牙與藍牙
低功耗

安全資產和
身份預置

TLS

高能效連接

管理網路
節點和閘道
設備管理

LPWAN

閘道連接

SDKs

伺服器儲存
規則引擎整合
網站分析與
客戶應用

韌體開發和
升級活動

多協定設備和
訪問管理
邊緣運算
TLS

Zigbee

REST
APls

閘道管理

節點和閘道
運算與訪問
管理

資料協定轉化

圖3：晶片到雲端的TLS加密案例。

(圖片來源：Arm Pelion IoT平台)

與資料管理系統的結晶，可實現供

當加密協議，而且消除了對繁瑣

新也是防止最新威脅或新發現漏洞

應商與客戶之間的雙向通訊。由低

和不安全密碼的需求。出示簽章憑

的有效手段，而無需在現場手動進

頻寬連接的低功率、遠端功能促進

證的行為為公用事業供應商的帳戶

行繁瑣的操作和付出高昂的代價。

了附加的通訊層，讓公共事業服務

提供了經過驗證的唯一設備ID，從

相反，如果未驗證更新本身，

供應商產生額外的風險。因此，設

而無需其他形式的身份驗證。透過

那麼更新設備以管理免受最新威

備與IoT平台之間的通訊，然後再到

使用設備語言消息規範(DLMS)，

脅的保護行為可能會帶來自身的

公用事業供應商的Web應用程式，

儀錶的通訊使用安全套件1的

風險。

都透過使用標準的TLS獲得保全。

DLMS進行，該套件基於PKI進行

在建議更新時，設備必須針對

TLS是一種加密協議，可在可

身份驗證和金鑰協商，並使用AES-

韌體作出重大的判斷。例如，更新

GCM-128進行身份驗證加密。

是否值得信賴，同時是否可適用於

能不受信任的網路上提供端到端的
通訊安全性，並廣泛用於IoT設備
與雲端的通訊(圖3)。使用TLS透

設備？要驗證韌體升級影像是否受
方式四：信任更新來源

到信任，其中的一種方式就是使用

過安全通訊通道進行通訊的基本步

在現場更新設備，是成功部

中繼資料(一般被稱為manifest清

驟，包括初始化SSL/TLS上下文、

署智慧電錶的關鍵，而其中某些

單檔)，對清單進行數位簽章，以

執行SSL/TLS交握，並在智慧電錶

設備可能會運作超過20年。在此

在執行任何操作之前驗證更新本身

與雲端之間建立安全連接、在智慧

期間，OTA更新可以為最終用戶

的完整性。韌體的作者擁有用於提

電錶與雲端間傳送/接收資料，以

和公共事業服務提供者的後期部署

供更新的端到端驗證的金鑰，韌體

及通知對端連線即將關閉。

提供額外的功能，包括修復漏洞，

清單的創作和簽名可確保僅將受信

以及延長設備的使用年限。遠端更

任的更新(具有可驗證的信任鏈更

這個業界標準的方法不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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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版本時，更新才能繼續進行。可

令(CSR)，並把CSR傳送至

創造清單檔最簡單的方式，

以降級到以前的電錶版本，但需要

Device Management平台；

是使用清單工具；該工具可以在

經過身份驗證的服務營運商授權。

· Device Management平台

新)應用於正確的設備。

將憑證CSR發送至協力廠商

PC創建、簽名和上載清單，並測
試整個端到端更新流程。

憑證授權機構(CA)進行憑證

方式六：現場憑證管理

簽署；

在某些場景下，公用事業單
位可能希望阻止已部署的智慧電錶

· 內部的設備管理CA簽署

正如OTA是保障設備生命週期

連接到雲端。例如，當智慧電錶的

LwM2M憑證，然後把它們送

安全性的關鍵，安全性本身則是成

完整性遭到破壞，並且憑證受到破

回至Device Management

功的OTA更新的關鍵。IoT平台部

壞，則公用事業單位暫停受破壞的

平台；

署的韌體安全更新會與傳輸協定分

設備對於確保更廣泛的AMI生態系

· 然後Device Management平

離，這意味著傳輸網路被視為不可

統的整體安全至關重要。公用事業

台將簽名的憑證發送回現場

信任。透過獲得更新檔封包，創建

供應商還希望確保可以為現場部署

的智慧電錶。

更新請求，然後將該更新安全地部

的智慧電錶續訂憑證，如果智慧電

公用事業單位正在利用智慧

署到連接的設備上，可以促進大規

錶的現有憑證即將過期，則需要續

電錶所帶來的效率和額外的收入

模的安全更新。

訂憑證，並且一旦過期，智慧電錶

機會，並透過IoT使之成為可能。

將無法線上連接服務。

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增長的速度

方式五：安全、機密的更新

設備管理終端等待更新的通
知，然後驗證安裝封包、應用更

設備憑證的更新過程涉及IoT

和規模為網路罪犯帶來了巨大的機

新，並在更新失敗時，將設備回復

設備管理平台，例如Pelion設備管

會，隨著每個設備的部署與每次更

到原始的狀態。此外，個別的設備

理平台及其設備管理用戶端。此五

新，設備的攻擊面都會變大。一個

在活動過程中，也可針對可疑的行

階段過程通常涉及以下內容：

有效的IoT設備管理平台可以協助

為進行監控。
回滾保護可防止儀錶被惡意回

· 從設備管理門戶或智慧電錶調
用設備管理API；

滾到較舊的、更易受攻擊的韌體版

· 智慧電錶產生新的金鑰，依

本，並且僅當關聯的韌體清單是更

據既有憑證生成憑證請求指

建立安全的基礎，穩固電錶的運作
生命，以便促進更簡便且易於擴展
的部署，並且確保公共事業單位及
其客戶都能受到保護。

數位介面中系統級雜訊如何導致
串列快閃記憶體虛假報錯
Paul Hill、Gordon MacNee，Adesto資深市場總監、北歐現場應用經理

在不懈追求更高系統性能的過程

面能夠在充滿挑戰的電子環境中高

以可靠且有效的方式將自不同供應

中，整合元件製造商(IDM)變得越

速運作。諸如SPI和I C之類的標準

商的設備連接起來，其他類型的介

來越精於開發數位介面，這些介

介面提供了一種相對簡單的方式，

面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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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想要使用「標準」技術快

操作時保存額外的中繼資料，用以

速構建複雜系統的開發人員來說，

允許檢測和糾正單個或多個位元錯

數位域無疑被視為避風港。的確，

誤，但是當雜訊破壞了通訊介面匯

嵌入式產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正

流排上的基本消息傳輸時，採用

常工作」的標準介面，因為它們提

ECC修復錯誤將於事無補。

供了可供創新的框架，但當它們不

SPI介面上的雜訊可能會被誤

能「正常工作」時，就可能導致混

讀為附加的時脈脈衝。由於SPI是

亂，尤其是當錯誤原因被誤判時。

時脈驅動介面，因此可能會產生一

當根據規範應用時，介面開發一般

些不良影響，例如命令被忽略、資

都穩健且可靠，因此任何混亂都可

料被誤讀、錯誤命令被使用等。但

理解，底層物理介面固定在晶片中

是，雜訊也攜帶能量，在某些情況

的事實也保證了這一點。

下，這種能量本身會在設備操作過
程中引入錯誤。

各種形式的系統雜訊
任何訊號失真都可解釋為雜訊，可

電荷泵和過衝

以合理地假設雜訊在通訊環境中最

大多數情況下，數位介面可以忽

明顯，收到的訊號已不是最初發送

略訊號中的某些過衝或欠衝。但

的訊號。這種直接相關性相對容易

是，不要忘記，曲線下的能量仍

發現，但在某些情況下，因果關係

然存在，在某些電路中這可能具

不太容易辨識。當故障間歇性出現

有破壞性。

時，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串列快閃

如今的微控制器(MCU)設計

記憶體中的電荷泵電路。如果SPI

目標是以最少的配置提供可靠的

匯流排訊號包含很大的雜訊，則該

操作。對序列介面來說，這可能

訊號中的能量可能會傳播到電荷泵

包括預先設置I/O引腳上的高驅動

並干擾其工作。

電流，用以應對較長的PCB走線

快閃記憶體中的電荷泵承擔著

或高容性負載的影響。在某些情況

一項關鍵任務，即提供用於改變儲

下，這可能會導致介面過度驅動，

存單元偏置並有效儲存邏輯1或邏

進而導致並被誤讀為錯誤或故障的

輯0所需的電源。寫/擦過程是快閃

衍生結果。

記憶體操作中的關鍵時刻，在此期

例如，串列快閃記憶體元件提

間電荷泵的任何中斷都可能導致寫

供了許多高階功能，以確保可靠的

入/擦除錯誤，儘管這種錯誤可能

操作並允許設備被詢問。這可能包

被檢測出來，但也有可能被隱藏。

括雜訊濾波器、高階自我調整程式

上述類型的錯誤很容易被誤解

設計，以及管理儲存單元裕度的擦

為快閃記憶體元件的故障。快閃記

除演算法。一些製造商還將ECC設

憶體應具有製造商保證的有限次數

計在儲存元素中，從而在每次寫入

的讀寫週期，對這一點，嵌入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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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做出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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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_invs_ckb

找出真正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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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儘管此故障表現為記憶體故
障，但根本原因並不在快閃記憶

10000

體元件。Adesto工程師透過探測

1000

SPI訊號，並辨識系統雜訊表徵發
現了這一點。雖然雜訊的產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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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CB跡線上存在阻抗不匹配，
但這還不是全部。

圖1：程式設計和擦除兩種情況下，良好的快閃記憶體儲存單元裕度數據。
(資料來源：Ad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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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訊源實際上是MCU介面，
其在電源啟動時默認為高驅動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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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錯誤。
在客戶設計中，MCU為其I/O

圖2：當SPI線上存在明顯雜訊時，糟糕的快閃記憶體儲存單元裕度數據。

介面提供可配置的驅動電流，啟

(資料來源：Adesto)

動時默認為HIGH。由於應用程式
計人員完全瞭解，但他們不太瞭解

例如工作頻率、訊號幅度、MCU

碼在初始化期間不修改此電平，因

的是，一個沒有太多過衝或欠衝的

驅動等級，以及雜訊尖峰中包含的

此在正常操作中它仍保持高電平。

簡潔介面有多麼重要。

能量；PCB設計，以及訊號間的串

對於SPI匯流排上的其他元

例如，圖1中的曲線顯示了六

擾也可能成為影響因素。

件，這種影響可能並不明顯，因為

個快閃記憶體元件的正常單元裕

圖2中的資料顯示了序列介面

數位介面通常設計地很穩健。而快

度。用代表邏輯1(2V~5V)和邏輯

上太多過衝和欠衝造成的影響，

閃記憶體的敏感特性，以及在高頻

0(>6V)的資料進行程式設計的儲

圖3則展示了實際應用中過衝會造

下運作的需求，特別是電荷泵的運

存單元之間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模

成何種結果。

作，使得該記憶體極易受到過衝/

式。相比之下，圖2中的曲線顯示

這種雜訊可能導致錯誤的設

欠衝的影響。這導致了錯誤的操

了三個快閃記憶體元件的儲存單元

備操作，表現為串列快閃記憶體

作，一開始就將其錯誤地理解為

裕度數據，這些快閃記憶體元件因

儲存值的錯誤。最初，錯誤的真正

快閃記憶體元件的故障。

為控制線路上的過衝和欠衝而導致

影響被忽略了，因為以較低頻率輪

資料損壞。

詢STATUS寄存器，報告的錯誤也

糾錯

少，從而導致設計人員對故障的根

降低流經韌體的驅動電流，可將過

有多種因素會影響雜訊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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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件的更換，但是透過客戶和供應
商，以及硬體和軟體工程團隊之間
的緊密合作，一定可以找到真正的
原因，進而採用正確的解決方案。
最終，設計得以完善，使得系統性
能更高、可靠性更高。

結論
在沒有明顯影響的情況下，系統雜
訊很容易被忽略。在最佳條件下很
難定位間歇性錯誤，但如果錯誤被
誤讀，情況會更加糟糕。
圖3：該跡線清楚表示SPI線上的過衝和欠衝，導致5.65V的峰-峰電壓值，該值超過了
快閃記憶體規範中提到的絕對最大值。
(資料來源：Adesto)

過衝可能是最不明顯的系統雜
訊形式，但是如上所述，其影響可
能是巨大的。快閃記憶體是一種可
靠的技術，但仍然取決於精心設計
的介面，序列介面上過多的雜訊有
可能傳播到電荷泵電路，可能損壞
程式設計和擦除電路操作。由此產
生的無法預料的特徵很容易被誤讀
為元件本身的故障，它表現為儲存
單元的故障，以及不一致或不可靠
的程式設計和擦除操作。
在這種情況下，更換快閃記
憶體以為問題已解決，可能會導致
產品在某一時刻進入市場失敗。反

圖4：在沒有明顯過衝的情況下，串列快閃記憶體的電荷泵能夠正確運行並提供可靠的功
能。
(資料來源：Adesto)

之，設計人員能夠將程式設計和擦

衝和欠衝有效地減少到零(圖4)，

多數情況下完全可接受的工作模

容錯能力從檢測到錯誤之前不可

進而實現快閃記憶體的無錯執行。

式。高驅動輸出和不完善PCB電

接受的約20K個週期，躍升到超過

故障特性表示，快閃記憶體

感的結合，為間歇性故障的產生

2.5M個週期，並且沒有錯誤，也不

元件正在盡一切努力補償錯誤造

創造了條件。一個簡單的韌體修

需要補充的錯誤檢測和糾正程式。

成的影響，即SPI介面上過多的系

改，減少MCU上的驅動輸出，即

統雜訊。

可解決該問題。

除一致性提高一個等級，使得有效

現代MCU提供的可配置水平
是把雙刃劍。在本文的示例中，驅

最重要的是，產生錯誤的原

真正的教訓在於：看起來確

動電流可配置也許是產生過衝的根

因實際上是MCU採用的一項設計

定的元件故障可能實際上是設計

本原因。不過，能夠減小驅動強度

功能，這項功能被預先設定為大

的疏忽。最初的誤判自然導致記憶

對於解決該問題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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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電子零件資料數位化技術
黃以建、陳怡婷，依序為富比庫創辦人暨董事長、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EDA產業發展幾十年以來，始終

AADT主要是將用以描述電子

路模型，一個健全的CNN架構

未能建立業界通用的電子零件標準

零件資料的規格書(PDF file)，轉

必須涵蓋：擷取特徵的卷積層

格式，使得電子電路工程設計者和

換為可相容於各種EDA軟體的數位

(Convolutional Layer)、降低維

工程師在前端作業時，常面臨繁瑣

資料，其技術架構如圖1所示，包

度的池化層(Pooling Layer)，以

冗雜、重複性高的工作模式，造成

含頁面辨識模組、文字偵測模組、

及整合特徵資訊的全連接層(Fully

耗時費力、出錯率高、資料管控困

封裝與視圖辨識模組、參數分析模

Connected Layer)。而FCN則是

難，且知識傳承不易。

組與格式轉換模組。運用機器學

由CNN變化而來，差異在於FCN

為解決上述產業痛點，富

習(Machine Learning；ML)領域

是將CNN後段的全連接層以卷積層

比庫(Footprintku)運用智動數位

中的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取代，提升對影像分類的精細度。

化技術(AI & Auto digitization

Network；ANN)演算法實現智動

此作法可將CNN僅能對影像進行單

technology；AADT)，將電子

化數位技術。

一物件分類任務擴展為影像中的畫

零件資料(PDF data)轉換為數位

類神經網路是一種由相當複

資料(Digital data)，並發展具學

雜的類神經元所構成的模型，

習能力的服務型機器人，為全球

透過模型的自適應學習規則，

頁面辨識模組

EDA Library領域AI技術應用的先

可賦予類神經網路相當程度的學

此一模組主要以CNN為基礎模型，

驅，目標建立全球電子資料中心

習能力。智動數位化技術採用

以輕量化形式(Mobile Net)使機器

(Global Electronics Data Hub)。

卷積神經網路模型(Convolution

能夠學習電子零件規則書中電子

此外，運用創新技術結合隨取即

Neural Network；CNN)進行基

零件外型的呈現方式，擷取描述

用和共享經濟的服務模式，首創

本的影像辨識，全卷積神經網路

電子零件上視圖(top view)、下視

電子零件資料數位轉換雲端服務

模型(Fully Convolutional Neural

圖(bottom view)與側視圖(side

平台Footprintku.com，實現無人

Network；FCN)則是負責分類影

view)的頁面。此模組所採用的

工作室(Autonomous studio)的概

像中更為精細的畫素。

Mobile Net分類方法是針對電子零

念，盼能解決電子產業資料數位
化之困境。

圖1：電子零件數位資料格式轉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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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點分類任務。

CNN是擷取影像特徵與影

件規格書中的頁面，透過特徵分析

像分類時最常被使用的神經網

的方式進行分類。實驗數據如圖2

設計筆記

雙埠雙極性電源
Victor Khasiev
雙通道架構

電路描述及功能

雙象限電源可為相同的輸出埠提供正電壓或負電壓，
而採用 LT8714 四象限控制器則可以輕鬆產生此種電
源。此處所示的雙象限電源涵蓋多種應用，從玻璃貼
膜 (更改極性會改變晶體分子的排列) 到測試測量設
備，應用相當廣泛。

圖 1 所示為雙象限電源 LT8714 的電路圖。動力系統由
NMOS QN1、NMOS QN2、PMOS QP1、PMOS QP2、
電感 L1、電感 L2、耦合電容 CC，以及輸入和輸出濾波
器組成。電感 L1 和 L2 是兩個分立式非耦合電感，其可
以降低變換器成本。

LT8714 產品手冊說明了雙象限電源在第一個象限 (正
輸入、正輸出) 和第三個象限 (正輸入、負輸出) 的工
作方式。請注意，在這兩個象限中，電源都提供源電
流，因此會產生電源，而非接收電源。第二象限和第
四現象則會產生接收電源。

要正確選擇主動和被動元件需要先瞭解各個象限存在的
電壓應力和電流位準。為此，請查看圖 2 所示的正輸出
功能拓撲。

0.004 Ω
CC
22 µF
×4

L1 10 µH

VIN
10 V to 14 V

22 µF
×4

QP1, 2

L2
10 µH
100 µ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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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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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8714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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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kΩ

ISN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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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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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1 FDD4141, QP2 SQJ457EP
L1, L2 XAL15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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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100 pF

IMON
GND

GND

68 nF

圖 1：基於 LT8714 的雙象限電源電路圖 ( VIN 12 V，VO ±5 V，6 A)。

請瀏覽：ANA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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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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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IN

+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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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驗證該設計，我們對展示電路 DC2240A 實施了改
造，與圖 1 所示的原理圖一致。對於這兩種情形，輸入
標稱電壓為 12 V，最大電流為 6 A 時，輸出電壓為 ±5 V。
該設計的測量效率如圖 3 所示。正輸出超過了負輸出，
這與理論計算的結果一致。在負輸出配置中，元件上
的電壓應力和電流都更高，這種配置會提高損耗，降
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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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變換器效率曲線：VIN 為 12 V，VOUT 为 +5 V 和 –5 V，
最大 I/O 為 6 A。

圖 4：輸出電壓 VOUT 與控制電壓 VCTRL 的關係圖。當 VCTRL
從 0.1 V 增加至 1 V 時，VOUT 從 –5 V 逐漸變化到 +5 V。

使用兩個 LTspice® 模型，我們可以分析 LT8714 的性能，
第一個模型顯示電源狀態良好，第二個模型使用非耦
合電感 。

結論
本文展示了一個使用 LT8714 的簡單雙象限電壓電源電
路。該設計經測試和驗證，證明採用 LT8714 控制器具
有卓越的線性度。

Victor Khasiev 是 ADI 的資深應用工程師，在
AC/DC 和 DC/DC 轉換的電力電子領域擁有豐富的
經驗。他擁有兩項專利並撰寫了多篇文章。這些
文章涉及 ADI 半導體元件在汽車和工業應用中的
使用，涵蓋升壓、降壓、SEPIC、正壓至負壓、負
壓至負壓、反馳式和正馳式轉換器、以及雙向備
份電源。他的專利與高效功率因數校正解決方案
和先進閘極驅動器相關。Victor 樂於為 ADI 客戶提
供技術支援並解答有關 ADI 公司產品、電源原理圖
設計和驗證、印刷電路板佈局、故障排查以及最終
系統測試的問題。聯繫方式：
victor.khasiev@analog.com。

圖 4 顯示輸出電壓與控制電壓 VCTRL 之間具有良好的線
性關係。對於這個配置，電路載入 1 Ω 電阻，控制電壓
範圍為 0.1 V 至 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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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圖2：視圖頁面辨識率及花費時間。

圖3：文字區域偵測結。

所示，此技術使用的Mobile Net能

區域偵測模型可選取圖片中所有文

從一份有上千頁面的電子零件規格

字的範圍，選取範圍的準確率已達

書中，找出描述電子零件視圖資訊

到基本標準，需再針對學習模式或

的頁面，正確率可達97%。

演算法參數的調整即可選取更精準
的文字區域。

文字偵測模組
本模組採用EAST模型選取圖片中

封裝與視圖辨識模組

文字出現的位置與區域進行範圍，

此模組主要是訓練機器自動辨識封

並以ICDAR提供的檢測方法進行

裝類型與視圖方向，將電子零件規

選取範圍正確性的評估。如圖3所

則書中的封裝圖形的描述作為訓練

示，以EAST模型訓練出來的文字

資料，結合Yolo模型進行多重物件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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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使機器具備同時辨識電子零
件封裝類型，以及視圖方向的能
力，此做法有助於後續進行參數關
聯性的分析能力。圖4(a)~(c)為三
種不同的USB Type的封裝與視圖
方向辨識結果。

參數分析模組
參數分析目的在於分析不同封裝類
型特徵上的差異，以統計或數學模
型的方式歸納出每一組參數的重要
性及代表性。此技術能確認參數的
完整性與正確性，建立參數之間的
關聯規則，並將經過分析所得到的

(a) USB Type A

參數提供給格式轉換模組。

格式轉換模組
富比庫定義一個可以相容於
不同EDA軟體的格式— FPK
Format。用於支援不同EDA軟體
資料格式的轉換，將參數分析結
果轉換為數位資料格式，包含長
度、寬度等尺寸。為了能實現EDA
資料格式轉換而不會出現資料缺漏
的情形，此技術從參數集合中挑選

(b) USB Type B

出所需的參數，結合電路板製程條
件與EDA軟體的檔案格式資訊，轉
換為FPK Format，再透過各EDA
軟體輸出為不同的檔案格式。圖
5(a)~(c)為USB連接器元件經由
FPK Format介接三套EDA軟體，
包含Allegro、Altium與PADS，所
輸出的檔案格式。
電子零件資料數位化是所有的
電子產品設計的第一道且必要的程
序。不論是主動元件、被動元件或
連接器元件，在未來全球市場的發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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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SB Type C

圖4：辨識與視圖方向辨識結果。

設計新技術

(a) Allegro format

(b) Altium format

(c) PADS format

圖5：Allegro、Altium與PADS檔案格式。

展與規模，都擁有高度的需求量且

電子零件數位資料的需求量不容小

為電子產業帶來巨大且無窮的發展

維持穩定的成長率。由此可預測，

覷，而這也代表了資料數位轉換將

潛能與商機。

寬能隙生態系統：
快速開關和顛覆性的模擬環境
安森美半導體(ON Semiconductor)供稿

寬能隙材料實現了較當前矽基技術

預測性離散建模可以進行系統

於缺乏可靠的SPICE模型，電力電

的飛躍。它們較大的能隙導致較高

級模擬，其中可以針對系統級性能

子CAD環境遠遠落後於IC產業。電

的介電擊穿，從而降低了導通電阻

指標(例如能效)而不只是元件級性能

力電子元件模型基於簡單的子電路

(RSP)，且更高的電子飽和速度支

指標(例如RDS(on))最佳化元件。 此

和複雜的非物理行為模型，使模擬

援高頻設計和工作，而降低的漏電

外，設計人員可以有信心地模擬資

結果最終將不可靠。

流和更好的導熱性有助於高溫下的

料表中未涵蓋的工作條件，例如開

簡單的子電路太基本，不足以

工作。

關應用的變化溫度、匯流排電壓、

充分利用所有元件性能。在圖1顯

負載電流和輸入閘極電阻。

示了一個CRSS圖，將典型的簡單

安森美半導體提供圍繞寬能隙
方案獨一無二的生態系統，從旨在

為了使所有這些正常工作，模

模型(藍色)與更先進的物理模型(綠

提高強固性和速度的碳化矽(SiC)二

型必須基於物理、直觀、可預測，

色)和測量資料(紅色)進行了比較。

極體、SiC MOSFET一直到驅動SiC

且最重要的是準確。

顯然，可看到簡單模型無法擷取非

MOSFET的高階IC閘極驅動器。

在IC產業中，追溯到幾十年

除了硬體外，還提供物理SPICE模

前，採用SPICE模型的支援CAD設

型，協助設計人員在模擬中實現其

計的環境，對IC設計人員準確預測

眾所周知，更準確、更複雜的

應用性能，而無需進行昂貴的測試

電路性能至關重要，透過首次正確

行為模型會導致收斂問題。此外，

週期。

設計縮短生產週期。迄今為止，由

此類模型通常以專有的模擬器行為

線性電容效應，最終導致動態開關
模擬不準確。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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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例如MAST)編寫，因此無法跨

外，它具有出色的速度，且廣泛用

的設計適用於快速開關，但每個區

多個模擬器平台。

於多個模擬平台都可提供收斂性。

域的RDS(on)也較高，因為閘極通
道會在主動區侵蝕掉。

通常，電力電子模型既不是基

接下來，需要涵蓋由EPI區域的

於製程技術和佈局，也不具有晶片

多晶矽重疊形成的閘極至汲極臨界

現在，談談模型驗證。圖5中顯

平面佈局的可擴展性。

電容CGD。該電容本質上是高度非

示輸出電流-電壓特性，該模型準確

本文以物理可擴展模型開發了

線性的金屬氧化物半導體(MOS)電

預測整個偏置範圍，包括高閘極處

一個適用於整個技術平台的模型。

容，該電容的耗盡區由摻雜剖面，

的漂移區和漏極偏差。圖中精確導

也就是說，它不是單個模型的庫，

以及外延層的厚度等製程參數複雜

通模擬突出模型的連續性，這對於

含經驗擬合參數，最終曲線適合所

的依賴性控制。採用SPICE「不可

強固的收斂性能很重要。除線性以

有產品。只需輸入給定產品的晶片

知行為(Agnostic，編按：亦可解讀

外，可經常查看對數刻度，以發現

平面佈局參數，透過晶片擴展，就

為所有可用)」方法，實施一種基

隱藏的不準確和不連續。

可以使技術迅速發展。

於物理的模型，將所有這些影響考

圖6顯示了在寬溫度範圍內的當

慮進去，稍後將討論什麼是SPICE

前電壓、RDS(on)和閾值電壓的結

Agnostic方法。

果。SiC MOSFET元件具有穩定的

在下一級，模型中基於物理
學的製程依賴性使我們能夠預測新
的虛擬技術變化的影響。顯然，早

從橫截面開始，本文想介紹晶

溫度性能，因此非常有吸引力，寬

期設計有助於從應用角度帶動技術

片平面圖可擴展性後面的一些概念

溫度範圍內的高精準度建模使設計

要求，並加快產品上市時間。一方

和結構，如圖4所示。灰色區域是

人員可以充分利用這品質。

面，製程和元件設計工程師使用限

主動區，藍色被動區與裸晶邊緣(die

前面介紹了對複雜元件電容

定的元件模擬，也稱為TCAD；另

edges)、閘極焊盤和閘極通道(gate

的物理建模，圖7是結果。在左

一方面，應用和系統級設計人員使

runners)相關。基於物理幾何的衍

側，CRSS(或CGD)模擬追蹤資料在

用基於SPICE的模擬環境，而基於

生確定了被動區和主動區之間的分

2個數量級以上的多次變化，僅在對

製程參數的SPICE模型有助於結合

佈，這是實現可擴展性所需的。本

數刻度上可見。

這兩方面。

文非常關注在主動和被動區之間的

開關結果具有精確建模的固有

邊界區域中形成的寄生電容。一旦

電容和元件佈局寄生效應，如圖8所

開始忽略佈局中的寄生電容，什麼

示，無需額外調整模型。這保真度

圖2顯示了典型的SiC MOSFET

時候停止？所有可忽略的電容最終

使應用設計人員有信心精確模擬元

橫截面；圖3顯示子電路模型的簡

累積起來成為一個問題，在這種情

件電路的相互影響，例如dV/dt、dI/

化版本。

況下，無法實現擴展，本文的理念

dt、開關損耗和EMI，可以研究和最

是不忽略任何電容。

佳化閘極驅動器和電源環路進一步

以下，本文將介紹SiC功率
MOSFET模型的某些方面。

現在介紹該模型的一些元素。

的相互影響。

首先，來談談關鍵通道區域。在這

SiC MOSFET支援非常快的dV/

裡，使用著名的柏克萊(Berkeley)

dt，大約每奈秒50~100伏特，而dI/

滿足客戶各種不同的模擬平

BSIM 3v3模型，只要有任何可能，

dts大約每奈秒3~6安培。元件固有

台要求非常重要。因此，SPICE

本文都努力不做重複工作。在這種

的閘極電阻很重要，可以用來抗電

Agostic方法至關重要。Agostic是

情況下，嘗試建模MOSFET通道，

磁干擾(EMI)。圖4右邊的設計具有

指使用產業標準模擬軟體中的最小

其非常適合用BSIM模型進行，該模

較少的閘極通道，因此RG較高，很

公分母結構，從而避免依賴於模擬

型是基於物理的，透過亞閾值、弱

好地限制了振鈴；圖4左邊的設計有

器的專有方案。

反演和強反演來準確擷取轉換。此

許多閘極通道，因此RG較低。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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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毫米波OTA測試挑戰與
解決之道
NI供稿

根據IHS預測，2020年5G智慧型

(mmWave)頻段齊頭並進，必須開

時期的一些技術，與之相關的射

手機全球出貨量可望超過2億支，

發新的測試設備才能跟上5G商用

頻(RF)元件產業鏈也相對成熟，但

5G手機的出現無疑為成長疲軟的

的節奏。對於5G測試而言，頻率

由於該頻段資源有限，業界將目

智慧型手機市場注入了一劑強心

的增加、天線數量增加，以及新的

光投向了資源相對豐富的毫米波頻

針。2019年是5G商用啟航之年，

封裝技術，將空中下載(Over The

段。毫米波頻段的優勢是具備大量

加快5G應用部署，已成為業界共同

Air；OTA)測試方法推向了舞台。

的可用頻譜頻寬、波束窄、方向性

努力的目標。中國工信部近日也印

好等，但這也將為未來5G終端及基
地台的測試帶來諸多挑戰。

路」512工程推進方案的通知》，

從Sub-6GHz到毫米波頻段
的過渡

明確指出到2022年，將突破一批針

從技術層面來講，目前全球採用兩

對工業網際網路特定需求的5G關鍵

種不同頻段部署5G網路，即3GPP

OTA是毫米波頻段測試重要
技術

技術，「5G+工業網際網路」的產

劃分的FR1頻段和FR2頻段。其中

毫米波晶片結構更加複雜，

業支撐能力顯著提升，加快垂直領

FR1頻段範圍為450MHz~6GHz，

涵蓋基頻、DAC/ADC、IF、

域「5G+工業網際網路」的先導應

被稱為Sub-6GHz頻段；FR2頻段

beamformer、不同的前端RF，

用等一系列5G商用的重要舉措。

範圍為24.25GHz~52.6GHz，被

以及天線。在2019年11月14~15

5G的廣闊前景需要大規模多重

稱為毫米波頻段。Sub-6GHz目前

日舉行的NI年度用戶大會NIDays

輸入多重輸出(Massive MIMO)、波

已經實現商用，毫米波頻段還有很

Asia的半導體測試分論壇上，NI全

束成形(beamforming)等技術的支

多待開發的空間，被業界視為5G時

球半導體測試市場開發總監章晨從

援，這也使得測試更加複雜化，尤

代的關鍵。

測試角度介紹了毫米波晶片帶來的

發了《關於印發「5G+工業網際網

其是現在Sub-6GHz頻段與毫米波

Sub-6GHz頻段可以沿用4G

挑戰：「毫米波晶片的架構中涉及
到了多種待測物裡的節點，以往在
這些待測點都是用RF傳導的方式透
過電纜的直接連接進行測試。但是

5G NR

現在有很多毫米波模組是把天線整

Unified design across diverse spectrum bands/types
5G NR Sub-6GHz
(e.g., 3.4~3.6GHz)

體封裝在一起，測試時無法直接接

5G NR mmWave
(e.g., 24.25~27.5GHz, 27.5~29.5GHz)
6GHz

24GHz

觸到模組裡的每一個元件，這就需
100GHz

要用OTA測試。」
隨著MIMO技術在5G中的應

圖1：5G兩大常用頻段：Sub-6GHz和毫米波頻段。

用，5G終端產品中的天線數量
相比於4G終端成倍增加，終端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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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 +
Duplexer

Beamformer
Transceiver

Baseband
to/from IF

IF to/from
RF

Antenna Array

ADC

Modem

DAC

ADC

DAC

圖2：毫米波5G無線電架構。

段需要使用特殊的連接器和電
纜，導致成本的增加；

IQ

IF

mmWave

OTA

FEM

Base band

DAC/ADC

IF to/from
Baseband
frequency
conversion

Beamformer
RF to/from IF
frequency
conversion

FEM

N-Channel split
w/phase and
amplitude control
FEM

· 測量的物理性質：某些參數
的測量，如檢測天線陣列形
成的波束方向，則必須依賴
OTA測量。
OTA可以類比產品的無線訊號

圖3：新5G架構元件的可能測試插入點。

在空氣中的傳輸場景。還可以將產
品內部輻射干擾、產品結構、天線

設備中天線數量可能是32個、64

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的因素、RF晶片收發演算法、甚至

個，在基地台中可能會達到512、

· 被 測 系 統 的 複 雜 性 ： 在毫米

人體影響等因素都考慮進去，是一

1,024個。天線封裝(antenna-in-

波頻段，大規模天線被廣泛

種在自由空間驗證無線產品空口性

package；AiP)技術逐漸受到重

使用；

能的綜合性測試方法，非常接近產

視，AiP是基於封裝材料與製程，

· 測試空間的局限性：毫米波設

將天線與晶片整合在封裝內，實

備由於天線和RF元件的增多，

此外，在2017年12月凍

現系統級無線功能的技術。AiP兼

如果用RF傳導測試，線纜連接

結的3GPP 5G新空中介面(new

顧了天線性能、成本及體積，是

的數量增多、複雜性提高，且

radio；NR)協議中已經寫入了關

近年來天線技術升級的重要方向。

天線模組的整體尺寸在毫米波

於5G基地台的所有RF性能指標的

在毫米波頻段，傳統的RF傳導

頻段下也很小，無法容納所有

OTA測試規範，這意味著5G基地

纜線連接器；

台天線一體化OTA測試將會成為5G

測試即直接用RF線纜將待測物的輸

品實際使用狀況。

出介面與測試儀器介面連接，以進

· 成本問題：在以前的RF傳導測

基地台硬體性能測試的主要方案。

行RF測試的方式不再適用，業界紛

試中，可以使用低成本的SMA

天線的OTA測試一般有近場

紛嘗試OTA測試，OTA測試的推行

連接器和電纜。但是毫米波頻

區和遠場區兩種測試方式，天線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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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測試的時候涉及到轉待測物或
轉天線的問題。所以NI採取了直轉

OTA for More Accurate Characterization
Far-field Measurement Challenges
Antenna
Array

待測物的方式，因為待測物相對來

f = 28GHz

Aperture
D=5cm

說比較小，待測物下方有兩軸的機
械臂，透過這個機械臂兩軸旋轉，

Reactive near-field

Radiating near-field

Radiating far-field
Distance(m)

可以直接在一個半圓的網格裡測試
到所需要的不同角度。

2D 2
λ
R ≈ 47cm

λ
2π
R ≈ 1.7mm

OTA測試的精準度受到多種因

R=

R=

素的影響，如暗室的大小和測試的
角度。判斷OTA測試的標準除了精

圖4：OTA遠場測試。

準度，還有不確定性。增加網格上
測試點的數量可以減少測量不確定

0HDVXUHPHQW
DQWHQQD

[

性，但是會增加測試時間；使用更
少的點可以加快測試速度，但是測
(OHYDWLRQɟURWDWLRQ

\

量誤差會增加。舉一個例子，測試
點數從200增加到6,000，精準度有
顯著提高，但測試時間從15分鐘增
加到7.5小時。依照終端對5G商用

]

的速度要求，必須儘量縮短產品從

$]LPXWK̋URWDWLRQ

實驗室到問世的時間。

圖5：在OTA測試中採取旋轉待測物的方法。

OTA驗證測試參考架構
OTA測試應該全面考慮測試環境

2!qpjou;!271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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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tqmbdfnf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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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911

23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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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11

41t

26!njovuft

1/85

的穩定性、測試精準度、測試效
率及測試成本的問題。如前文所
說，OTA測試是與RF傳導測試
相對應，主要是透過「over the
air」方式實現與測試儀器連接，

圖6：由於測試點數的增加，測試時間變長。

除了需要測試儀器，還需要有OTA
chamber，以及實現控制DUT和測

射近場、遠場的分界為：源天線發

而不同的測試方案會導致測試

射的球面波前端到達被測天線中心

結果的差異，遠場測試是最直接的

與此相對應，NI推出了高性能

和邊緣的波程差為λ/16。換算為

測試方式。以28GHz為例，如圖

的毫米波OTA驗證測試參考架構，

距離上的判斷依據為R=2D2/λ，

4所示為一個2×2的四根天線，對

可對5G毫米波波束成形AiP元件進

其中，R為探測點與被測天線的距

應的距離是47公分，就是半公尺左

行全面的特性分析和驗證，該參考

離，D為被測天線的口徑，λ為被

右的距離及以上，這是作為遠場。

架構由以下部分構成：

測天線所發射電磁波波長。

因為測試是在整個空間內進

試儀器的OTA系統軟體。

· NI毫米波VST：用於生成和測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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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mmWave OTA Validation Test Reference Architecture

OTA Software for configuration,
visualization, and recording

mmWave heads closely located
to RF ports to minimize losses
mmWave Vector Signal Transceiver
for CW and 5G NR waveform
generation and analysis
PXI Chassis for high data rate
transfers and tight
synchronization

Quiet RF anechoic
chamber for quality
measurements with
minimal reflections
NI Motion controller
for fast and smooth
spatial sweeping

Digital card for closedloop motion control

圖7：NI毫米波OTA參考架構。

Software

Test Execution
Sequencing

DUT Control

Sweeping
Measure

Position
Control

User Interface
Configure
Visualize
Post Process

OTA Chamber

Instruments

Switching and
Conditioning

Measurement
Antenna

Positioner

Hardware

DUT

mmWave
DUT Control
Position Control

Reference Antenna
圖8：NI毫米波OTA參考架構圖。

量寬頻RF訊號；

現互動使用和自動化。

儀器和運動元件之間的非確定性關

NI OTA參考解決方案實現了基

係。此外，NI毫米波OTA參考解決

於硬體的即時運動控制系統，可以

方案還能將即時運動控制與毫米波

· 隔離微波暗室，可在安靜的

更加快速地驅動待測物定位器，更

VST的寬頻功能、高隔離度電波暗

環境中進行真正的遠場輻射

加迅速地掃描空間網格，同時觸發

室、待測物定位器，以及RF透明

測試；

5G RF快速測量。這樣可縮短測試

熱主機殼(如果需要)整合，可用於

時間，提高可重複性，並減少測量

分析待測物的溫度特性。

· PXI儀器：用於實現可重複和
精確的運動控制；

· 毫米波OTA驗證測試軟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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