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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之島」
準備翻轉產業
走進一個個創新基地、
育成中心、加速器，還
有在台北市如雨後春筍
般冒出的共享辦公室，
就可以感受到台灣新創
社群的充沛活力。

精英訪談

李宗霖
聯發科
無線通訊事業部總經理

思維與觀點

大膽創新就對了！
創新天地

具備龐大IoT應用潛力的新型熱電材料

網站互動
加入EET Taiwan粉絲專頁
最新訊息不漏接！
https://www.facebook.com/
EEtimes.tw

設計新技術

進一步降低可穿戴裝置功耗的設計秘訣
電子工程專輯
與電子產業
共同創造未來

足不出戶，與技術
大咖互動交流！
不受時空束縛，線上！行動！
www.eettaiwan.com/webinars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關注在線研討會服務號
福利和資訊第一時間掌握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如何使用IP加速實現你的車用SoC功能安全合規性
如果你正要為安全相關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設計SoC，就不該錯過這場線上研
討會。這場線上研討會概述了設計人員在按照ISO
26262功能安全標準設計和測試車用
SoC時必須遵循的步驟，並闡述了如何克服符合SoC級功能安全合規性的挑戰。
穿戴式裝置和臨床生命體徵監測技術
生命體徵監測(VSM)已廣泛用於各種市場和用例中，每個市場和用例都有各自的挑戰和關
鍵要求。ADI公司正提供因應這些應用和市場的技術。在本線上研討會中，您將瞭解到這
些不同的技術以及如何將其應用於支援穿戴式裝置和臨床生命體徵監測市場的產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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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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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信任根擁抱開放源碼
一個新成立的產業組織要藉由更易取
得且透明化的安全方案，讓開發工程
師從系統的晶片層級就能設計可信任
安全性。
PCB製造業邁向工業4.0時代
朝 向 工 業 4 . 0 的 演 進 已是 現 在 進 行
式，PCB製造市場的最新趨勢就證明
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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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觀點

大膽創新就對了！
創建新典範的人若不是很年輕、就是
才進入該學科不久，這是因為這些人
往往能避開「當局者迷」的陷阱另闢
蹊徑，使得舊有的規則被打破。科技
產業領域正吹起的新創熱潮，就可能
催生那些新典範的創造者…

12

精英訪談
5G晶片台灣之光
聯發科「豈止領先」
憑藉傲人的5G SoC產品優勢與研發
技術，以 及陸 續 推出的 新5G晶片產
品，聯發科要成為5G領先者，並成為
5G晶片市場的台灣之光…

創新天地
具備龐大IoT應用潛力的新型熱電材料
歐洲研究人員開發出一種新型材料，
相較於之前的熱電材料，在將熱量轉
化為電能的表現上更好，可望成為物
聯網應用一大福音。
一隻手指不夠看
多手指指紋辨識訴求更高安全性
指紋辨識功能已經成為智慧型手機的
標準配備，但消費者需要更多技術來

網站內容
CES 2020有什麼
新奇的玩意兒？

F1新銳眼中的未來賽車
技術

2 0 2 0 年 國 際 消費 電子展 於 美 國

在今年的CES現場，我們有機會訪問

拉 斯維 加斯盛 大舉行，來自全球

到一位來自愛好駕駛陣營的一級方程

的新創公司和業界巨擘齊集今年

式新銳賽車手Lando Norris。Lando

的‘CES Unveiled’技術盛會，

Norris才二十來歲，目前屬於麥拉倫車

搶先亮相其創新的

隊(McLaren)，早在上

想法、吸睛的產品

學的年紀就強烈地愛

以及最新技術解決

上了駕車、賽車…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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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後盾…

安全地進行線上購物、銀行交易以及
帳單支付…
新處理IC讓個資不再「全都露」
隱私和安全可說是 贏得消費者信任
最重要的兩個原則，但從來不曾像在
CES 2020上一樣，成為被認真探討的
主題…

23

快速篩檢貓砂
貓咪腎病預防效果再加乘
貓咪是否罹患慢性腎病飼主很難觀察
出來，通常需定期上動物醫院檢查，
但一旦發現貓咪腎臟疑似病變，通常
為時已晚…

18

進一步降低可穿戴裝置功耗的設計
秘訣
研究顯示，可穿戴裝置中對電池電量
消耗量最大的就是顯示器，解決方法
之一是直接提高電池容量，但…
以高性能SiC MOSFET設計電力電子
碳化矽的性能潛力毋庸置疑，目前相
關技術的主要挑戰在於確定哪種設計
方法能在應用中取得最大成功…
五種不同場景的耳塞式光學心率量測
手腕上的心率檢測會受到動作雜訊的
限制而難以進行，相較之下，耳朵更
適合…

新創之島
孕育創新能量
「新創之島」準備翻轉產業
走進一個個創新基地、育成中心、加
速器，還有在台北市如雨後春筍般冒
出的共享辦公室，就可以感受到台灣
新創社群的充沛活力。儘管自21世紀
以來，本地電子/半導體產業界的新創
活動似乎感覺並不熱絡，但如今，這
波新掀起的科技新創浪潮焦點不再集
中於那些既有的「硬」技術，而是將之

設計新技術

37

測試與測量
使用示波器的訊號處理功能進行
Pass/Fail測試
Pass/Fail測試是示波器的一項分析功
能，可顯示波形是否符合所定義的標
準，這些標準由一個或多個合格條件
來定義，以判斷波形是否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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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晶片信任根擁抱開放源碼
Nitin Dahad，EE Times歐洲特派記者

隨著連網裝置普及，更大的攻擊面

片和ETH Zurich開發的RISC-V架

全啟動，從而確保硬體基礎架構以

使得系統更容易被駭客入侵，安全

構核心，該組織旨在提供一種更開

及在上面執行的軟體維持預期的可

性也變得越來越重要。硬體信任根

放、透明且品質更高的RoT，以鞏

信任狀態，並幫助確保伺服器或任

(root of trust，RoT)是最基本的安

固在關鍵系統元件中晶片等級的信

何裝置採用正確的韌體啟動，不會

全層級，儘管許多晶片業者都提供

任度。

被低層級的惡意軟體感染；而且它

硬體信任根，但因為專有解決方案

OpenTitan表示，他們的方案

還提供加密的獨有機器ID，讓操作

缺乏透明度而備受爭議；採用這些

將提供徹底的透明度，將一切設計

人員可以驗證伺服器或裝置是否為

專有解決方案進行設計的公司，不

開放到進入晶圓代工廠生產之前；

正版。它同時保護加密金鑰不被篡

得不盲目信任它們。

該組織成員夥伴工程師代表所組成

改，即使是那些需要藉由實際接觸

為此，一個新成立的產業組織

的團隊，目前正在打造透明的晶

產品(例如在運送過程中)進行的篡

OpenTitan，目標是藉由更易取得

片RoT邏輯設計，包括開放源碼

改；此外也提供授權的篡改證據審

且透明化的安全方案，讓開發工程

微處理器(lowRISC Ibex，由ETH

計記錄和其他運作時間安全服務。

師從系統的晶片層級就能設計可信

Zurich開發的RISC-V架構核心)、

Google雲端部門的OpenTitan

任安全性。OpenTitan專案將提供

加密協同處理器、硬體亂數產生

專案負責人Dominic Rizzo該專案

首個開放原始碼的晶片信任根，為

器、複雜的金鑰層級、揮發性和

發表會上表示：「系統完整性應該

可信任晶片透明度樹立新標竿。

非揮發性儲存的記憶體層次結構、

立基於晶片；在Google我們已經用

OpenTitan成員包括瑞士蘇黎

防禦機制、I/O周邊以及安全啟動

Titan系列晶片打造了自己的晶片級

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urich)、德

(secure boot)。OpenTitan將為

信任根，但這是Google的專有技

國行動安全技術供應商G+D Mobile

資料中心伺服器、儲存裝置、周邊

術，在將之整合到資料中心的過程

Security、Google、台灣IC設計業

和其他裝置提供高品質RoT設計和

中我們學到了很多經驗，例如透明

者新唐(Nuvoton Technology)和儲

整合指南。

整合和指令完整性的重要性。這對

存技術大廠Western Digital (WD)

開放性的晶片設計會有更透

客戶來說很棒，但與其他信任根一

在內的多家公司，由位於英國劍橋

明化、更值得信賴也更安全。晶

樣，是專有的。而OpenTitan就是

的獨立非營利性公司lowRISC CIC

片信任根可以驗證關鍵系統元件是

為開放和靈活性而設計的；」他補

負責管理。利用Google的Titan晶

否採用了經授權和可驗證的代碼安

充指出，藉由OpenTitan專案，設
計工程師「再也不必盲目信任。」

為什麼要開放？
在一個典型的實作中，RoT在實
體上介於系統的啟動處理器和內
含初始開機韌體的非揮發性ROM
OpenTitan的創始成員夥伴。

或快閃記憶體之間；因此，在系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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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RoT
Protocols

APIS

Open Titan
Protocols

APIS
Software

Firmware

Firmware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SoC Architecture

SoC Architecture

Digital IP
(RTL)
Foundry IP

RTL
Verification
Analog IP

Digital IP
(RTL)
Foundry IP

RTL
Verification
Analog IP

Physical Design Kit

Physical Design Kit

Chip Fabrication

Chip Fabrication

Chip Packaging

Chip Packaging

PCB Interface

PCB Interface

PCB Design
(Sch & Layout)

PCB Design
(Sch & Layout)

Proprietary

Silicon

Integration

Open

OpenTitan希望提供一種徹底的透明度，將進入晶圓代工廠生產之前的所有設計流程開放。

(圖片來源：OpenTitan)

統被允許啟動之前，RoT可以在啟

腦是在已知的可信任狀態下啟動。

證RoT晶片的架構、韌體或硬體設

動處理器讀取韌體之前驗證其完整

Google表示：「我們已經認

計的品質；這意味著終端使用者

性，如果潛伏的韌體bug可能產生

知到將信任根植於矽晶片的重要

只要使用了這些裝置就得信任其

某種威脅，RoT還可以提供復原路

性，我們希望與合作夥伴一同將可

RoT設計是正確的、沒有導入任

徑。RoT模組通常以獨立晶片或嵌

靠的晶片RoT優勢向我們的客戶和

何錯誤。」

入SoC的IP等形式出現。

整個產業宣傳。我們相信，實現這

OpenTitan提出的論點是，開

一目標的最佳方法就是開放源碼架

放源碼晶片RoT具備與開放源碼軟

構晶片。」

體類似的優勢，透過設計和實作透

晶片RoT可應用於伺服器主
機板、網卡、終端設備(如筆記型
電腦與手機)、消費性路由器和IoT

WD研發副總裁Richard New

明度來強化可信度和安全性，可以

裝置。Google憑藉其客製化RoT

則表示，目前業界使用的所有RoT

及早發現問題、降低對盲目信任的

晶片Titan，已經可以藉由驗證過

晶片都是專有方案，「由於實作是

需要。而在社群方面，藉由對開放

的程式碼，確保其資料中心的電

不透明的，終端使用者無法獨立驗

源碼設計的貢獻，可以實現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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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馴服

■
■
■
■
■
■
■

10 MHz 頻率基準 ...
... 還有更多 !

GPS/GNSS 馴服 10 MHz
TCXO, OCXO 或 Rb 時基
相對 GPS 和 UTC 時間標記
具 12 位元數/秒的頻率計數器
信號源︓正弦︐方形︐三角形 & IRIG-B
內置分配放大器
乙太網和RS-232介面

此 FS740 GPS 馴服 10 MHz 頻率參考以銫基
準的零頭價格提供與其相當的穩定性和相位
雜訊︒
其主要功能包括︓一個12位元/秒的頻率計數
器︑具有可調頻率和幅度的DDS合成源︑內
置分配放大器︑以及相對於UTC或GPS的事件
時間標記 ︒
可選的OCXO或銣鐘（PRS10）提供優於
-130 dBc / Hz 的相位雜訊︒

FS740 ... 3245 美元 (全球通價格)

Tel: (408) 744-9040 • www.thinkSRS.com
www.thinkSRS.com/products/FS740.htm
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2-2655-2200
傳真：886-2-2655-2233
Email：sales@te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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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儘管目前還沒有作為標準來

最安全的解決方案是以開放、可檢

基礎性安全技術，不應該是專有

推廣，OpenTitan可以提供一個通

閱的實作方案為基礎，同時結合了

的。OpenTitan專案是一個很好的

用的開放式參考設計，協助提供實

透明化策略和安全實踐。

示範，體現了開放源碼的發展如何

「具體來說，這意味著最佳安

鼓勵創新，以及藉由打造真正值得

全性架構應該是盡可能以最大程度

信任的晶片帶來更大的利益。從事

OpenTitan提出的方法植根於

對所有人開放、檢閱，這是在安全

電腦科學和硬體產業數十年，我很

三個關鍵原則：透明度、品質和

技術領域毫無爭議的觀點，可惜在

高興能看到產業界與學界、開放源

靈活性。任何人都可以檢查、評估

實際上並未被廣泛遵循；」New認

碼社群之間以更緊密、透明的方式

OpenTitan的設計和文件，並做出貢

為：「OpenTitan可望突破各自為政

彼此合作，在後摩爾定律時代繼續

獻，以協助建構透明、值得信賴的

的開發模式，為整個產業提供開放、

創新。」

晶片RoT。該組織正在打造高品質

可供檢閱的高品質RoT參考設計。」

作上的選擇，同時保留一組通用介
面並保證軟體相容性。

的、在邏輯上安全的晶片設計，包括

另一位晶片領域資深人士、
IoT Security Foundation執委會

參考韌體、驗證輔助資料(verification

產業界的回應

成員Haydn Povey則強調，「我

collateral)和技術文件。 至於靈活

那麼，產業界其他人士對OpenTitan

們需要讓人們更加意識到RoT的

性，OpenTitan指出，使用者因為不

的看法為何？IoT

Security

必要性，無論它是開放源碼或專

挑供應商和平台、能整合到任何資料

Foundation常務董事John Moor接

有；」他是英國的安全技術供應

中心伺服器、儲存裝置、周邊設備與

受EE Times Europe採訪時表示：

商Secure Thingz的執行長暨創辦

其他裝置的RoT晶片，可以因此降低

「RoT是物聯網的關鍵部分，而安

人，先前曾任職於Arm負責安全技

成本並吸引更多客戶。

全性的一大障礙就是成本，因此一

術開發。Povey補充：「安全性永

lowRISC的共同創辦人暨董事

個開放源碼RoT將助益良多；」但

遠不可能達到完美，但是要讓人們

會成員Gavin Ferris在記者會上表

他也警告，需要審慎檢驗此開放源

考慮到安全性並確保一致性，這是

示：「我們已經完成了40%~50%

碼設計，「如果有做到，才會真正

至關重要的。如果開放源碼做的正

的參考設計。」

是一件好事。」他補充指出，有

確，確實可以更加安全。」

W D 的 N e w 則 透 露 ，
OpenTitan「將是我們戰略中很重

Google扮演後盾對產業應該也是
幸事。

Povey指出，對安全性的關注
會是運算領域的下一波熱潮，從「

要的一部分；我們的公司長期致力

lowRISC董事長Andy Hopper

邊緣到企業」皆然；他尚未仔細研

貢獻開放源碼社群，例如Linux和

是一位電腦業資深人士，曾於1978

究OpenTitan專案，但認為該專案

RISC-V。開放源碼是產業發展的必

年創立了Arm的前身；他表示：

看來是開放源碼運算系統安全性的

然途徑；」他指出，在WD看來，

「晶片信任根是一項非常重要的

重要進展。

PCB製造業邁向工業4.0時代
Tal Lev-Ran，Orbotech工業4.0行銷經理

工業4.0 (Industry 4.0)可望在提高工

揮重大作用，這有一部份要歸功於

域的同時進展。我們可以預見，在

廠資料自動化效率和生產率方面發

汽車、物聯網(IoT)和人工智慧(AI)領

未來的工業製程中，機器將負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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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趨勢
定的「學習」任務，利用封閉的回

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

可追溯性能提高效率、節省成本，

饋迴路，即時監控和報告高度詳盡

這個過程將產生具備大量製造數據

尤其是藉由對分析工具的利用實現

的生產資料，檢測到偏差後會自動

的資料庫，最終讓整個製造流程具

了產品良率的提升與製程管理。

觸發源參數調整。透過這種方式，

備完整的可見度，

系統將自我控制和校正，從而極大
化提升產品良率。
這個過程將產生的驚人的資料

w

實際上，PCB的可追溯性與依

以實現對特定PCB中每一層

賴條碼和軟體的商品和物料追蹤流

的功能完整性進行評估，並在元件

程並無不同，但與大多數商品不同

通過生產線時監測其狀態。

的是，PCB非常複雜，其故障的後

量，如要加以利用和分析，將是一

此外，PCB製造商正在尋求利

果可能非常嚴重，程度具體取決於

項管理上的艱鉅挑戰；但這對機器

用智慧製造來改善整體製程的新方

它進駐的電子裝置性質，可能是智

學習(ML)來說不可或缺，因為AI系

法，能判定工廠系統中出問題的區

慧手機、心臟電擊器、無人駕駛車

統就是被設計成會汲取和「學習」

域。先進的製程控制和視覺化應用

輛或任何其他裝置。

任何一點可用的資訊。儘管電子產

是這項策略的關鍵元素，最終將能

業實現這種等級的自動化和智慧尚

實現全自動化的工廠。

待時日，但朝向工業4.0的演進已

只從PCB成品上簡單地讀取和
追蹤條碼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樣
的可追溯性非常有限，要查明源於

是現在進行式，PCB製造市場的最

逐層精確追蹤

內部PCB層的問題會很困難。而工

新趨勢就證明了這一點。

可追溯性和製程控制能力與工業4.0

業4.0的精神是讓每片PCB中每一

PCB製造商面臨的壓力越來

的核心原則非常一致，益處良多。

層的每個單元，都必須分別以複雜

越大，因為他們被要求提供在其廠

可追溯性是指製造商擁有能在整個

的條碼標記和軟體來編碼，所以在

房生產的每個PCB成品單元越來越

PCB製造流程中追蹤缺陷的能力，

邏輯上可以連結到PCB各層的其他

詳盡的資料，從而使客戶能夠利用

透過在生產線上收集數位資料，並

單元。

整個供應鏈中以最高精細度的資料

將此資料直接傳送到工廠的製造執

這種極其詳細的記錄方法實現

快速識別、追蹤和排除PCB缺陷問

行系統(manufacturing execution

了端對端的可追溯性，從而可以對生

題。為了因應這一挑戰，PCB製造

system，MES)和IT部門，從而提高

產線中每片特定PCB的製造流程進行

商正在改變流程，試圖在每個製程

生產過程的可見性。此外，透過為

根本原因分析。這些可追蹤的詳細資

階段都擷取PCB生產資料，並進行

所有製造設備建立集中化連結點，

料涵蓋了：所使用的機器及其參數和

Industry 4.0: Full Visibility Into
PCB Manufacturing Processed
Post process Analysis

Fast feedback from actual results

Post process Analysis

Fast feedback from actual results

Traceability
Collecting data

Remote and Proactive seervice
Predictive

Real Time Adjustment

圖1：PCB製造商需要收集和追蹤資料。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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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缺陷照片、製造日期和時間、

原因分析，並與設計人員建立良性

是開發AI驅動系統的初步措施，反

作業員姓名、批號等等。

回饋機制。這種機制改善了整個生

之這些系統也是朝全自動生產廠房

這些追蹤資料對於歷史分析很

產線的管理，可以得出有效、迅速

(工業4.0終極目標)邁進的不可或缺

有價值，但在PCB出廠之前進行處

和更加明智的決策，從而改善生產

要素，PCB供應商渴望在此證明自

理、分析並立即回饋給MES，也同

過程。由此產生的益處包括降低維

己的能力。隨著智慧型手機和高階

樣有價值，甚或更具價值。如果要

護成本、減少停機時間以及提高生

電子產品在大眾市場上展現的雄心

使用這些資料來有效識別和糾正生

產率和效率。

壯志，PCB供應商們的生產數位化
趨勢也正在加速。

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就需要對這
些資料即時評估並採取相對應的行

收集資料、提升速度

動，從而避免缺陷的傳播。隨著ML

費盡千辛萬苦才實現的可追溯性已

組件供應商積極切入快速成長的自

和AI技術的興起，這種即時性的封

成為嵌入式PCB製造商需要遵從的

動駕駛車輛──對設備故障和影響

閉式回饋迴路對於實現真正的自動

新規範，因為要在利潤豐厚的電子

乘客安全的缺陷幾乎是零容忍──

化學習和決策過程至關重要。

裝置市場中站穩優勢，不能容忍有

市場；生產流程的數位化已勢不可

缺陷的產品。而裝置完整性和可

擋。而或許正是汽車市場，將PCB

對製程的更深入瞭解

追溯性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過了

資料自動化需求往西方傳播至工業

人們已不滿足於對每一單片PCB成

產品可靠性。確實，在競爭激烈的

化的歐洲和北美/南美工廠；可以理

品的可追溯性，越來越要求對PCB

PCB製造商領域中，PCB製造商展

解載運乘客的自動駕駛車輛(以及組

製程的完全可見度。截迄今還沒有

示和維持高水準產品品質和良率的

裝這些車輛的機器人)，會需要最嚴

機器能自動做決策，而生產線上的

能力，將成為影響客戶做選擇的日

格的PCB和製程完整性規範。

作業員也無法及時檢查眾多製造系

益重大因素。

隨著下一代PCB和嵌入式零

利用配套分析工具實現的可追

統以準確判別問題和趨勢。先進的

電子裝置廠商對供應商的可

溯性，有助於確保車用PCB在整個

製程控制和視覺化技術出現，僅代

追溯性流程及其對良率的影響有越

生產週期中都易於追蹤、接觸和適

表我們朝著實現由AI驅動的全自動

來越多審查，這些審查反過來也為

應製程控制。未來，即時連結能力

工廠邁出了第一步。

客戶評估供應商生產可擴展性和成

將有助於確保在偵測到缺陷後，能

採用先進製程控制和視覺化技

本結構提供依據。製造商可以利用

立即判別並糾正製程異常。這種連

術，自動化產出且高度詳盡的生產

QR code (圖2)追蹤每一片電路板。

結性還將提供對機器狀態和相關警

報告，將在產品生產初期就為製造

從更高層面來說，因為供應

報的洞察，並實現對機器的遠端控

商提供一幅全景圖，具備即時可見

商都在尋找改善不同系統製程並提

制。隨著AI在智慧工廠自動化中的

性，以及貫穿整個製造和檢查階段

高整體良率的新方法，先進的製程

應用，這些功能作為工業4.0願景的

的缺陷分佈圖，詳盡程度從PCB拼

控制變得至關重要。對於要爭取寶

核心，將變得不可或缺。

板階段(panel level)到每一片PCB

貴政府補助的PCB供應商來說，可

單元完成。PCB製造商可以利用生

追溯性和即時連結能力更是特別重

產監控中收集到的分析資料，快速

要；這種趨勢在歐洲和中國尤為明

準確地判別整個設計和製造流程中

顯，例如中國政府提出的「中國製

的缺陷趨勢。

造2025」戰略規劃就對工業4.0高

憑藉具有可行性建議的實際生
產資料，PCB製造商可以進行根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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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視。
可追溯性和先進分析應用程式

圖2：製造商可以利用QR code在整個生產
流程中追蹤電路板。

思維與觀點

大膽創新就對了！
Judith Cheng，EE Times Taiwan主編

美國物理學家、科學哲學家/史家

「危機」)，科學社群不得不轉向接

搆不上「典範轉移」的水準，而電

孔恩(Thomas S. Kuhn，1922~

受一個全新的典範，科學革命於焉

子技術的演進、突破在人類歷史上

1996)在他於1962年出版的成名

發生。而因為是以最嚴謹的傳統科

的重要性/影響力也難以與「科學

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學研究方法為基礎，在孔恩看來，

革命」相提並論，但是無論是科學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典範轉移—科學革命—儘管規

(更精確地說是「基礎科學」)或是科

一書中，首度提出了「典範轉移」

模有大有小、有時僅侷限在某個學

技，最終目標應該都是為了解決人

(paradigm shift)的概念；在書中

科中的某個專門領域，絕不可能會

類所面臨的問題，提升大眾的生活

以人類歷史中的科學發展重大事

是在短時間內發生，可能是數十年

福祉。因此，儘管在我們從政策、

件—像是哥白尼天文學、牛頓力

甚至上百年。

教育等面向討論該如何讓基礎科學

學原理、法國化學家拉瓦錫的氧化

我們並非是孔恩或是追隨孔恩

研究與科技研發並重時，總是有來

理論等等—為例證，指出科學革

提出之理論，思索人類科學發展大

自各方的不同意見甚至相互爭論，

命並非人類知識不斷累積的結果，

方向的科哲或科學史研究者，然而身

持續鼓勵學術/工程社群擁有創新思

而是當一個被科學社群共同遵循的

處於科技產業界，我們似乎參與了電

維與大膽提出的勇氣，會是兩個領

舊典範，有部分或全部被新出現的

子技術發展歷程中的許多典範轉移時

域都能繼續前進的基本原則。

另一個新典範淘汰的過程。

刻：例如當半導體製程朝個位數奈米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

孔恩對於所謂的「典範」有一

先進節點邁進，因為線寬不斷微縮，

孔恩提到新典範的出現通常都是在

套非常繁複的定義，簡而言之，那

原有的IC設計方法已經不再適用；還

「危機」發生之前，可能原本只是

是一種經過「精煉」過程而被公認

有當人工智慧(AI)時代來臨，晶片設

一個不受重視、不被信服的新理

的科學成就，在某一段時間之內成

計架構的變化以及終端應用對於安

論，卻在某個時刻成為解決異常

為科學家們「解謎」—即進行常

全性的要求，使得EDA工具也必須

問題的關鍵；此外他還提及一個現

態科學(normal science)研究—的

要以全新的模式來開發…

象：創建新典範的人若不是很年

方法範例，但是當過程中出現了

以上的案例或許以孔恩本人或

輕、就是才進入該學科不久，這是

這個典範難以解決的異常問題(即

是他的信徒之嚴謹標準看來，完全

因為這些人往往能避開「當局者
迷」的陷阱另闢蹊徑，使得舊有的
規則被打破。科技產業領域正吹起
的新創熱潮，就可能催生那些新典
範的創造者；每一個擁有創新點子
與無限熱情的人，也都有機會在科
技發展歷史中成為革命的推手。而
EE Times則將扮演忠實的紀錄者，
在科學/科技典範轉移與革命發生的
偉大時刻提供歷史見證！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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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訪談

5G晶片台灣之光
聯發科「豈止領先」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2019年11月底，聯發科(MTK)正

天璣1000是目前業界整合度

他的配套方案，以及適切的產品

式發佈其5G最新系統單晶片(SoC)

最高的5G SoC，不僅整合5G

推出時間點，「加上聯發科是5G

產品天璣1000(MT6889)，並宣告

數據機(modem)，還支援藍牙

標準貢獻者之一，積極參與3GPP

透過天璣1000產品的種種優勢，

(Bluetooth)5.1+、Wi-Fi 6、全球最

5G相關工作小組，並承諾成為5G

將強勢問鼎5G市場。該公司並在

多衛星系統(包括GPS、北斗與日

產業積極的推動者。」聯發科種

聖誕節的一場「爐邊談話Fireside

本衛星系統，支援L1和L5雙頻)，

種的努力，即造就天璣1000在市

Chat媒體分享與交流會」中，再

以及5G雙載波聚合(2CC CA)技

場上「豈止領先」其他5G解決方

度提及天璣1000產品如何豈止領

術，同時也是全球第一款支援

案的地位。

先其他5G晶片商的解決方案，也

5G+5G雙卡雙待機的晶片，包括

目前已採用天璣1000的手

針對2020年5G市場的發展，以及

非獨立式(NSA)與獨立式(SA)組網

機製造商，僅OPPO公開宣稱其

聯發科佈局策略，做了一番說明。

雙卡雙待。

Reno3使用聯發科技的5G天璣

而這樣優越的規格，搭配其

1000系列晶片(1000L)外，2020年

「豈止領先」5G群雄

上半年也將推出搭載天璣1000旗

媒體分享與交流會中，聯發科無線

艦晶片的手機產品。李宗霖透露，

通訊事業部總經理李宗霖為媒體

包括中國與遍及全球的客戶目前皆

「複習」了天璣1000的優勢。

有相關計畫在進行，相信未來會在

「天璣1000與市面上其他5G旗艦

市場上陸續看到內建天璣1000系

方案相比，無論是安兔兔(Antutu)

列晶片的智慧型手機問世。

或是Geekbench的跑分，皆有不
錯的表現；內建的人工智慧(AI)效

SoC展現技術實力

能在由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所發

「天璣1000支援5G Sub-6GHz頻

展出來的跑分軟體AI Benchmark

段，可謂在同級產品中，規格最

上也獲得全球第一的殊榮。而跑

佳的產品。」李宗霖強調。聯發

分軟體一向是衡量手機SoC的主

科天璣1000可謂整合度最高的7

要標準，天璣1000在這些跑分軟

奈米(nm)5G SoC產品，面對其他

體獲得高分，亦可證明此5G SoC

競爭對手以離散式方案「打頭陣」

產品的強悍之處；」李宗霖表示。

，並提出SoC整合了周邊元件，將

除在跑分軟體獲得高分之外，
天璣1000在硬體方面的整合度
也相當有看頭。李宗霖指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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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霖
無線通訊事業部總經理
聯發科

無法提供客戶設計產品時較高彈性
的說辭，李宗霖認為，相較於數據
機與基頻處理器(AP)各自獨立的離

精英訪談
散式5G方案，SoC技術難度相當

只專注Sub-6GHz？

研發的相關技術，待市場預備開展

高，且就手機應用而言，從工程面

值得注意的是，天璣1000與800

之時，聯發科也將順勢推出5G毫

來看，SoC比雙晶片佔用更少PCB

系列皆支援5G Sub-6GHz頻段，

米波產品。

面積，提供更多系統佈局設計的彈

不禁讓人懷疑，聯發科是否也將進

性與更大的電池容量，避免5G龐

行5G毫米波(mmWave)頻段SoC

攜手業界專家「打團體戰」

大的資料傳輸量在兩顆主晶片間傳

產品的研發？李宗霖解釋，以5G

雖然聯發科在5G市場以高整合度

輸所需的高耗電量難題。更何況要

Sub-6GHz頻段為產品首發的主要

SoC應戰，並將透過主晶片加周邊

將整合度極高的SoC效能最佳化，

考量為市場趨勢。分析現階段全球

元件的一整套晶片組出貨的模式來

同時兼具較佳的功耗表現，需具備

已商用的56個電信營運商的5G網

打江山，但聯發科並不信奉主晶片

超乎一般的技術含金量才有辦法做

路，可發現僅有兩家是以毫米波

以外所有的周邊或是天線都「捲起

到，這也展現了聯發科在5G晶片

頻段作為其5G商用網路的技術，

袖子，全部自己來」的策略。李宗

設計的實力。

且其中一家電信營運商也隨即宣

霖表示，在5G SoC中，如何整合

佈即將開通Sub-6GHz頻段5G商

RF前端(RF front-end)與天線是一

用網路的消息。

大挑戰，再加上RF前端是一門相

「聯發科在4G市場初期推出
了離散式解決方案，友商認為是技
術落後所致；現在5G SoC問世，

再者，從台灣甫結束的5G頻

當專業的學問，因此聯發科與頂

卻又被評為不具備彈性，實在很

段，包括3.5GHz的Sub-6GHz，

尖的RF前端業者合作，或是其他

弔詭！」聯發科發言人顧大為笑

以及28GHz毫米波的競標總頻寬

包括電源管理晶片、周邊元件的

說。聯發科每年在台灣所投下的

及金額來計算，李宗霖指出，計

供應商攜手，藉以打造出最好的

研發資源約500億元，5G研發團

算的結果顯示，電信營運商投注

5G解決方案。

隊有多達七成在台灣；而在台灣

在Sub-6GHz競標金額是毫米波

「5G產業相當龐大，要全部

下單採購所挹注的金額則是超過

的413倍。即使毫米波由於頻段越

通吃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聯發

1,000億元。顧大為認為，對於像

高、頻寬越大、傳輸速率也越快，

科負責做好自身專長部分，其他

聯發科這樣無晶圓廠的IC設計公

是5G技術最終邁向的道路，但毫

就交由合作夥伴發揮，推出參考設

司來說，人才是最重要的資產，

米波頻段相對也會衍生訊號穿透

計，並將參考設計開放給整個5G

願意投注夠多資源在招募更多新

力弱的缺點，若是訊號要能大規模

產業，推動產業合作，是聯發科認

血和相關新技術的研發上，是讓

涵蓋，建置的基地台就必須更多、

為對的方向；」李宗霖指出，如此

聯發科迅速累積5G SoC產品研發

更密集，成本也將隨之提高。因此

一來，聯發科將可確保推出的5G

能力的重要管道。

在5G起步時期，與4G頻段相近的

產品是全球頂尖，且客戶反而更能

Sub-6GHz對電信商而言，是更快

擁有較多彈性，無須受制於單一供

且省力的好選擇。

應商的解決方案，針對哪一種應用

未來聯發科在5G手機市場中
亦將以推出SoC為主要策略，因此
會中李宗霖也透露在2020年CES

「這也證明Sub-6GHz是目前

時，聯發科將推出針對中階大眾市

全球行動通訊業界的主流，而聯發

最後，顧大為總結，憑藉傲人

場的天璣800(在出刊前，聯發科已

科先推出Sub-6GHz SoC產品的計

的5G SoC產品優勢與研發技術，

在CES發佈天璣800產品及其相關

劃是正確的。」李宗霖說，毫米波

以及陸續推出的新5G晶片產品，

細節)。而在非手機市場，聯發科

頻段是5G行動通訊高傳輸速率、

因應市場需求；「在5G市場中，

則計畫另開發一顆獨立的5G數據

低延遲相關應用所仰賴的技術，聯

這次聯發科絕對可進到領先群，

機晶片，以滿足市場需求。

發科勢必不會缺席，且已齊備產品

並成為5G市場的台灣之光。」

市場都可以選擇到最佳的產品。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1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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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龐大IoT應用潛力的
新型熱電材料
Maurizio Di Paolo Emilio，EE Times Europe編輯、EEWeb主編

歐洲的研究人員近日開發出一種新

(thermal conductivity)，T是測量

型材料，相較於之前的熱電材料，

熱電特性時的溫度。所謂的ZT值

在將熱量轉化為電能的表現上更

表明在既定溫差下可以產生的電

好，可望成為物聯網(IoT)應用一大

能：材料的ZT值越高，熱電性能越

福音。

好。要提高某種材料的熱電性能，

以電池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正

必須提高功率因數 PF=S2/ρ，

變得越來越高效率、越來越小型

並且減小導熱係數 λ=λe+λph

化，但是對於一些還無法充分提高

—λe和λph分別代表電子和聲

其電池電量的應用，例如物聯網中

子(phononic)的作用。

旨在實現零功耗的感測器，仍將仰

熱處理過程的效率取決於三個

圖1：熱電產生器(TEG)本質上由具有兩個
表面的珀爾帖單元(Peltier cell)來表現：
熱(h)和冷(c)。

參數：塞貝克係數、電阻率和熱導

身收集能量來為電子裝置供電，而

型的單一結構熱電材料組成，這種

性並非彼此獨立，改善其中之一而

對能量採集的關注激勵了互補技

單一結構是透過在矽中摻入硼(P)和

不導致另一個惡化是很困難、甚至

術 的 發 展 ， 如 超 低 功 耗— 皮 瓦

磷(N)等雜質而實現，多個PN接面

不可能的。λph(T) 是唯一可以隨

(picowatts)等級—微電子元件和

以電氣串聯。

意更改而不會影響其他的參數，因

賴能量採集(energy harvesting)技
術。能量採集是指從環境或系統本

超級電容。

TEG模組實質上由多個串聯

率。這三個構成熱電優質的物理特

此提高整體效率的最有效方法就是
縮小尺寸。

此時，可以將熱能轉換為電能

的PN接面組成，這種結構產生的

的熱電材料開始發揮作用，這種前

電壓與溫度差成正比：從熱的角度

奧地利維也納工業大學固態

所未有的能力可提供自主和可再生

看，PN接面平行放置。熱電或TEG

物理研究所(Solid State Physics at

的能源，它廣泛應用於多種技術，

發電模組已經應用於許多領域，以

TU Wien)教授Ernst Bauer正在進行

例如感測器甚至小型電腦處理器，

收集由放射性物質衰減而產生的熱

一項研究，專注於在矽晶圓上沉澱

使它們能夠透過溫差本身產生能

量(如圖1)。在這個過程中，效率取

Full-Heusler薄膜合金，因為這種

量。越來越多高效率元件的出現，

決於裝置的熱端(Th)和冷端(Tc)之

材料的PF和ZT值相當高且成本適

可望為充分利用能量採集優勢的新

間的溫度差以及熱電材料的性能，

中。除了在熱電效能上有較高的價

一代解決方案之發展鋪路。

用熱電優質(ZT)表示如下：

值外，這種薄膜材料還可作為微電

塞貝克效應(Seebeck effect)是

ZT =

S2
T
λ

子等應用領域的基礎。

指材料兩側的溫差引發電壓差的現

其中S、ρ和λ分別是塞貝克

迄今已知的最佳熱電材料ZT

象，PN接面(PN junction)是熱電元

係數(Seebeck coefficient)、電阻

值介於2.5和2.8之間，而維也納工

件(TEG)的基本元素，它由P型和N

率(electrical resistivity)和熱導率

業大學的科學家們已經成功開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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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值介於5至6之間的全新材料，這
是塗在矽晶體上的一層薄薄的鐵、

a

釩、鎢和鋁。這種新型的高效材

b

0

1,000

−100

料可能顛覆感測器電源市場，尤其

800

−200

是在無線感測器網路(WSN)市場。

能量無疑是更聰明的做法。這種新

−400
Sbulk

−500

型材料研究成果發表於《自然》

Scomp
Slayer

−700
300

Slayer
400

「一種良好的熱電材料必須

500

這種新型材料具有立方體形

500

= 2.70 W mK-1

6

Data taken
at TU Wien
Data taken
at NIMS

40

= 3.02 W mK-1

≈

4

30

ph

+

e

(T)

ZTappr

PF(mW mK-2)

600

d
50

性要盡可能高，另一方面其傳熱量

(圖2)。」

400
T(K)

c

Ernst Bauer指出：「一方其導電

為導電率和熱導率通常密切相關聯

0
300

600

T(K)

滿足兩個難以調和的重要需求；」

要盡可能低，這是一大挑戰，因

ρcomp
ρbulk

(2)

和適應性強的優點。
具備強大的塞貝克效應，而且得

400

200

(1)

−600

(Nature Journal)期刊，具有小型化

ρ(µΩ cm-)

感測器如果能夠從環境中自己產生

600

−300
S(µV K-1)

無電池解決方案的使用利於環保，

20
Sbulk

2

Scomp

10

(1)

Slayer

狀的規則晶體結構，兩個鐵原子之

(2)

Slayer

0

間的距離始終相同，其他類型的原

200

子也是如此，因此整個晶體結構是

300

400

500

600

700

0
200

300

T(K)

400

500

600

700

T(K)

完全規則的。但在把薄薄的一層鐵
舖在矽基板上時，結構就會發生了
根本變化，原子會以完全隨機的分
佈方式，在以空間為中心(space-

圖2：內含Fe2V0.8W0.2Al薄膜的整個複合材料(層、介面和基板)之溫度相關塞貝克係數(a)和
電阻率(b)，以及功率因數(c)和熱電優質近似值(d)。（來源：《自然》期刊）

效率。

素，可以支援IoT裝置保持長時間

centered)的結構上組合，這種分

對這種新型材料F e2 V 0.8 W 0.2 Al

運作且無需為電池充電。透過降低

佈改變了原子的電子結構，從而決

的電阻率、熱導率和塞貝克效應的

維護和更換電池的需求，能量採集

定了電子在晶體格柵(grids)內移動

量測顯示，沉積在矽基板上的薄膜

可以將智慧感測功能導入城市基礎

的路徑。

熱電優值非常高。用電子顯微鏡進

設施中偏遠或難以到達的位置。這

產生的電荷以特定方式移動，

行的實驗還發現了在Heusler薄膜

項新研究還為實現醫療領域的新型

因此電阻值非常低。穿過材料的

和矽基板之間有一個狹窄的擴散帶

可穿戴裝置解決方案鋪路。而由於

電荷部分被稱為外爾費米子(Weyl

(diffusion zone)。

具備降低成本與功耗的優勢，各種

Fermions)。晶體結構的不規則性

能量採集技術為物聯網的發

研究和投資不斷增加，全球熱能收

抑制了格柵的振動。熱導率比較

展和演進提供了顯著優勢，它是開

集技術市場可望進一步達到前所未

低，因此可以獲得較好的熱電轉換

發先進的獨立與行動應用之關鍵元

有的規模。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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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手指不夠看
多手指指紋辨識訴求更高安全性
Anne-Françoise Pelé，EE Times歐洲特派記者

指紋辨識功能已經成為智慧型手機
的標準配備，但消費者需要更多技
術來安全地進行線上購物、銀行交
易以及帳單支付；為此，法國業
者Isorg開發了多手指指紋辨識技
術，期望能成為下一個階段的智
慧型手機身分驗證方法。
在今年度的國際消費性電子
展(CES 2020)上，Isorg展示了
一款支援多手指的全螢幕指紋辨識

Isorg展示的全螢幕FoD感測器模組最多可支援4隻手指。(圖片來源：Isorg)

(fingerprint-on-display，FoD)感

功能旨在強化行動金融/支付、個

Gomez指出：「這樣的優勢使其

測器模組，最多可同時讓4隻手指

人醫療監測以及遠端智慧家庭控

容易與纖薄外觀智慧型手機以及

觸控智慧型手機螢幕。

制應用的安全性。

可折疊顯示器整合。」

但為何是4隻手指而非5隻手

此外Gomez也表示，由於展

更多手指更安全

指？Isorg創辦人暨執行長Jean-

現了「在不同環境下的強韌性能，

Isorg是2010年從CEA-Liten

Yves Gomez接受EE Times訪問

包括在日光下、手指潮濕或乾燥等

研究所獨立的公司，專長於開

時表示，5隻手指的指紋辨識也可

智慧型手機業者要求的不同測試情

發有機光偵測器技術(organic

能做到，不過「我們推廣4隻手指

境，」Isorg的模組也同時能用在

photodetector，OPD)，在不同的

辨識而非5隻手指辨識，是因為對

室內與室外環境。

基板上整合了印刷式光電二極體

使用者更友善，大拇指以外的4隻

專為智慧型手機打造的全螢

(photodiodes)以實現大面積的影像

手指同時註冊比較容易，若是要

幕FoD模組也能將應用觸角延伸到

感測器，號稱能與TFT技術或CMOS

加上大拇指就得調整手的位置。」

其他領域，例如可穿戴裝置、平板
裝置以及其他類似的顯示器下方應

影像感測器所使用的塑膠或玻璃基

軟性與可折疊顯示器

用；此外該技術在生物識別產業也

為了因應廠商與終端消費者

Isorg的FoD模組也能與智慧型手

可望找到新應用(例如存取管制、

對智慧型手機安全性與個人隱私

機或可穿戴裝置的軟性/可折疊顯

邊境管制等等)。

保護越來越高的要求，Isorg設計

示器相容。「該技術支援採用聚

這家法國公司表示，將在

了一種橫跨整個6吋以上智慧型手

醯亞胺(polyimide)基板的曲面邊

2020年春季開始提供FoD模組樣

機顯示器、能支援1~4隻手指辨

緣手機顯示器，而且這種纖薄的指

品給智慧型手機業者。在被問到

識的FoD模組，這種多手指辨識

紋辨識模組厚度低於300μm；」

何時能在市場上看到第一款採用該

板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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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模組的手機時，Gomaz則表示：
「我們正在開發新款手機的領先
客戶希望能在最短時間內發表新
產品，但實際上市時間還是要看
客戶的市場行銷策略。」

預計2020年量產
「2019年對Isorg來說標誌著重要的
改革，」Gomez指出：「我們整合
了其他技能，因為公司已經為感測器
開發了自己的光學零件與IC，這段歷
程帶我們到達了想要去的地方。」

4隻手指一起進行指紋辨識號稱能提供比單手指方案更高的安全性。(圖片來源：Isorg)

業化以及拓展市場。」

此外Isorg在法國Bordeaux

Isorg在2018年的C輪融資中募

在Limoges據點，Isorg有一

也有一條採用8吋晶圓的小型研發

得了2,660萬美元(約2,400萬歐元)，

條提供TFT顯示器背板應用的3.5

生產線，在香港則有業務與應用

以進行該公司位於法國Limoges生

代(780 × 650mm)影像感測器生

辦公室；該公司擁有超過60項專

產據點的不同階段建設；兩年過

產線。該公司位於Grenoble的總

利與70位員工。

後，「我們很高興地宣佈公司已經

部(在CEA-Liten研究所內)，則有

完全準備好在2020年量產我們的解

一條試產線以及專屬應用程式開

決方案。我們的產品已經準備好商

發團隊。

延伸閱讀：
捕捉CES現場視覺「奇觀」
http://bit.ly/2umvb1w

新處理IC讓個資不再「全都露」
Junko Yoshida，EE Times首席國際特派記者

當我們幾乎每週都會聽到業界某一

隱私和安全可說是贏得消費者

業界科技巨擘日益強烈反彈，但在

家或另一家消費公司發佈重大的安

信任最重要的兩個原則，但從來不

CES 2020期間，卻沒有一場主題演

全漏洞時，如何還能贏得消費者的

曾像在今年的國際消費電子展(CES

講針對隱私與安全問題號召龐大的

信賴呢？為此，台灣一家新創公司

2020)上一樣，成為被認真探討的

CES技術社群「動員」起來。

開發了一款新的處理IC，可望重拾

主題。CES 2020期間舉辦了幾場

所幸我們還是在CES上發現

消費者的信心。

有關隱私議題的小組討論和圓桌會

了一顆小寶石—來自台灣的一家

消費電子產業總喜歡討論如何

議，邀請到來自Facebook、Apple

新創公司正在打造一款新的穩私

在消費者之間建立口碑與信任感。

和Procter＆Gamble等代表討論用

處理晶片，專門用於「去識別」

在各種業界的聚會或活動中，「消

戶隱私與安全議題。

(de-identifying)隱私資料。帝 智

費者體驗」也都理所當然地成為行
銷的口號。

儘管由於波音公司(Boeing)致

慧科技(DeCloak Intelligences)是

命的737 Max事故，以及對於這些

由兩位博士—鄒耀東(Yao-Tung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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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天地
例如，將此PPU安裝在連接
至智慧型手機的加密硬體(dongle)
中，能夠阻斷個人的隱私資料被
自動移轉到雲端中。該PPU專門設
計用於智慧型手機以及其他智慧家
電，包括智慧電錶。
闕壯穎表示，例如，中國是全
球智慧電錶普及率最高的國家，因
為中國歷經能源被竊取的困擾。然
而，讓電錶變得「更智慧」也有其
缺點。當住戶外出時，可能存在被
DeCloak共同創辦人兼CTO鄒耀東(左)和共同創辦人兼COO闕壯穎。(來源：EE Times)

外來者揭露隱私資訊的風險，或者

Tsou)和闕壯穎(Justin Chueh)聯手

該公司設計了一款1x1mm晶片

發現一個家庭在浪費多少能源。

成立；該公司是由鈺創科技(Etron

形式的隱私處理器(PPU)。DeCloak

DeCloak認為，「去識別化」

Technology)分拆出的新公司。

共同創辦人兼CTO鄒耀東強調，該

(de-identification)技術對於醫療資

PPU是一款整合隨機亂數產生器的

料格外重要。資料收集業者經常說

硬體，而不是軟體。

將會匿名資料。但是他們究竟做了

在安全監控和社群媒體逐漸
融合之際，對於從事大規模資料

多少？

收集業務的公司而言，「去隱藏」
(de-cloaking)的想法似乎是違反直

從定義來看，「匿名資料」

覺的。但是，隨著歐盟(EU)《一般

(anonymized data)是指資訊的接收

資料保護條例》(GDPR)普遍採用，

方無法辨識患者是誰。資料中不能

從事匯整和資料分析的全球服務公

包括姓名、地址和完整的郵遞區號

司業務當務之急就是注意是否可能

或是任何其他資訊，因為這些資訊

違反GDPR。

結合接收方所擁有的其他資料很可

GDPR要求在歐盟的個人資料
必須以完全匿名(anonymization)或

DeCloak開發1x1mm晶片形式的隱私處理
器。(來源：DeCloak)

能就會辨識出患者的身份。

使用假名(pseudonymization)進行
儲存。更具體地說，GDPR要求的
是一個「以這種無法再直接或間接
辨識資料主題的方式，不可逆地改
變個人資料之處理過程。」
DeCloak 共同創辦人兼COO
闕壯穎告訴《EE Times》：「我們
了解產業希望持續大數據(big data)
的發展趨勢。但我們的技術是讓他
們『見林不見樹』(see the forest
without seeing tree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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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oak的隱私處理器(PPU)晶片可以安裝在dongle或嵌入於智慧型手機中。(來源：DeCloak)

創新天地
闕壯穎解釋，藉由使用PPU，

強調，「我們知道如何設計晶片。」

闕壯穎說，DeCloak並計劃參

患者就能放心地以「去識別」身份

闕壯穎並提到，DeCloak在今年的

展這個月在歐盟國家西班牙舉行的

參與基於大數據的醫學研究。

CES上已經獲得了美國國防部先進

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WC)，進一步

研究計劃署(DARPA)表達對這項技

宣傳其PPU技術如何協助業者符合

術的興趣。

GDPR的要求。

由於該公司是從鈺創科技分拆
而出，DeCloak的兩位共同創辦人

快速篩檢貓砂

貓咪腎病預防效果再加乘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台灣人口步入老齡時代的同時，慢

咪腎病的病癥也不明顯，若飼主發

性腎臟病患也隨之攀升，台灣洗腎

現貓咪不對勁才上醫院，通常已病

另外，「雙光纖微反應槽」

人口數甚至高達全球第一，因此相

入膏肓。更何況，動物醫院在檢驗

是由3D列印而成，在反應槽中加

關的防治方式一直是台灣衛教與各

貓咪是否罹患腎病時，過程亦相當

入試劑與從冷藏貓砂中萃取而出的

大醫院的宣導重點。而在關心人們

繁瑣，因此如果有更快速、便利的

貓咪尿液，即可從反應槽液體顏色

慢性腎臟病的發生時，許多將貓咪

檢測方式，將可嘉惠貓咪、飼主及

變化，對應出電流，再透過電流變

視為家人的飼主，對於貓咪健康

動物醫院。

化率，反映尿素濃度後，比較檢量

的 頭 號 殺 手— 慢 性 腎 病 ， 應 該

判定依據。

有鑑於目前檢測貓腎病的方

線，判別貓咪腎臟狀況。冉曉雯指

式是收集貓咪的尿液進行分析，

出，這樣的檢測方式已有一定程度

事實上，貓咪是否罹患慢性

冉曉雯率領的研究團隊就將腦筋

的準確率，可在動物醫院中進行，

腎病，飼主很難觀察出來，通常

動到了貓砂。冉曉雯指出，要直

動物醫院也無須再使用現有的大型

需定期上動物醫院檢查，但一旦

接取得貓咪的呼氣、唾液與尿液

昂貴儀器，改善其無法即時量測與

發現貓咪腎臟疑似病變時，通常為

相當難，因此研究團隊思考從貓

普及率不高的問題。

時已晚。有鑑於此，在科技部專題

砂取得貓咪的尿液，再使用過去

不僅如此，冉曉雯所率領的

計畫支持下，交通大學光電系教授

多年開發的「雙光纖微反應槽」

團隊，更與法國國家科學院合作，

冉曉雯、交通大學物理所教授孟心

做為尿素偵測工具。經過半年的

希望能進一步開發出結合可攜、可

飛與高雄中興動物醫院副院長黃明

研究發現，此種方式確實能夠反

即時偵測與易於操作等優點的居家

如合作，開發出分析貓砂中貓咪尿

映貓咪的腎病狀況。

可使用的檢測工具—整合型探測

也不陌生。

冉曉雯解釋，團隊在研究過

棒。冉曉雯認為，居家用的整合型

程中最先遭遇的問題是，如何確定

探測棒預計在2020年問世，而團

冉曉雯表示，貓咪與人類最

貓咪尿液尿素濃度並確實反映出貓

隊的研究成果不僅對於貓咪腎病

大的差異在於，貓咪不會說話，

咪的腎臟狀態？貓咪尿液如何從貓

早期預防與治療有所助益，對於

因此即使貓咪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狀

砂中分析出來？因此團隊試驗了市

未來拓展動物體外檢測，以及人

時，牠們無法對飼主「說」。只能

面上常見的豆腐砂與松木砂，並先

體唾液/尿液中各類分子的偵測也

透過定期到動物醫院檢查，然而貓

由人工泡尿的方式建立檢量線作為

有很大的幫助。

素，進而反映貓咪腎臟狀況的全球
獨創技術。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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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之島

孕育創新能量
「新創之島」準備翻轉產業
Judith Cheng，EE Times Taiwan

在2020年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消費

視器…等等涵蓋醫療照護、人工智

可取得超過2.26億美元(約新台幣

性電子展(CES)匯集全球上千家潛

慧與智慧生活等應用的解決方案，

70億元)的商機。2018年6月在台

力新創公司的「Eureka Park」展

其中有13個團隊的產品還拿下了

北小巨蛋正式成立的TTA是由科技

區，由台灣科技新創基地(Taiwan

CES創新獎(Innovation Award)，

部主導催生，與法國在2017年於

Tech Arena，TTA)率領的82個台

充分展現他們具備國際水準的創

巴黎成立、號稱可容納1,000家新

灣新創團隊，積極向來自全球各

新能量。

創公司的育成基地「Station F」

地的媒體與參觀者介紹自家產品，

這是TTA第三次率團參與

的概念雷同，以台灣最擅長的數

像是能偵測家中貓咪健康狀態的智

CES，除了團隊規模擴大了一倍

位科技與電子產業領域新秀培育

慧貓砂盆、可快速檢驗食物過敏原

(2018年32家、2019年44家)、

為焦點，其目標是藉由結合加速

的可攜式裝置、穿戴式空氣清淨

得獎紀錄創新高(2019年獲得8座

器、企業會員、學研能量、國際

機、智慧眼鏡、結合AI的嬰兒監

CES創新獎)，還預估在展會期間

資金與國際鏈結等「五大支柱」，

TTA率領82個台灣新創團隊在2020年CES新創展區「Eureka Park」積極向全球參觀者與媒體展現創新能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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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TTA)

新創之島
讓台灣「能在世界新創圈的雷達被

金協助、完備創新法規、提供與國

綁，不少頂尖國立大學的教授或

看到」，並在國際新創生態系中發

際市場連結的創新場域等面向，逐

研究生團隊也藉由成立公司的方

揮影響力。

步健全台灣的新創環境。

式將研究成果推向商業市場，讓

目前TTA除了已經進駐超過

有中央政府主導推動策略

180個新創團隊，也取得來自歐美

執行，TTA以及位於新北市林口

與台灣本地的知名創業加速器，以

區的林口新創園、聚焦金融科技

根據國發會公佈的統計數

及包括科技大廠、金融業者、各國

(FinTech)的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等

字，「亞洲 ⋅ 矽谷」計畫三年來

經貿辦事處在內的企業會員等總計

國際級新創基地陸續誕生；包括

已協助近50家新創公司突破200

50個合作夥伴的支持，透過引進

Microsoft、Google與AWS等科

萬美元的募資門檻；而根據2018

國際級業師(mentor)提供新創團

技大廠，也紛紛在台成立創新中

與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WEF)公

隊各種技能培訓與商業經營輔導

心。這些新創聚落串連了海內外

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台灣已經連

課程，還有率團參與世界各地大

的民間孵化器/加速器，以及台灣

續兩年在「

大 小 小 新 創 展 會— 如 前 面 提 到

本地研究機構、大學院校既有的

的CES展「Eureka Park」、年度

育成中心，為逐漸升溫的台灣

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期間

新創熱潮推波助瀾。不但

的InnoVEX創新與新創專區，還有

有越來越多擁有創業理

法國VivaTech、新加坡InnovFest

想與創新實力的團

Unbound…等等— 協助團隊與

隊投入開創新事

國際新創生態系、投資圈鏈結等方

業的行列，因

式為那些產業界的「小幼苗」帶來

為部分現有

成長養分，期望能孕育出名揚四海

法規的鬆

很多創新研發得以走出實驗室、
造福廣大群眾。

的「獨角獸」。

集合公/私有資源實現
「新創之島」
TTA只是近兩年加速擴展規模
的台灣新創生態系一隅；早在
2016年，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發會)就研擬提出名為「亞
洲 ⋅ 矽谷推動方案」的計畫，期望
透過推動物聯網(IoT)創新研發以及
建構一個以研發為本的創新創業生
態系，來加速產業轉型並激勵經濟
成長；這個計畫自2017正式啟動
迄今，集合了行政院之下的科技
部、經濟部、教育部與其他各部會
的資源，從活絡創新人才、完善資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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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能力」中排名亞太第一、全球

朝向軟硬體系統整合、推動傳統產

第四(僅次於德國、美國、瑞士)。

業數位轉型、以及發展全新商業模

這顯示了台灣在推動創新與鼓勵

式的方向前進。

新創方面的努力已經小有成效、

2003年就在經濟部工業局的

也獲得國際肯定。為了進一步強

專案計畫下成立、位在台北南港

化台灣的新創實力在國際市場上

軟體園區，由工研院(ITRI)團隊

的形象，國發會還在2019年底發

負責營運的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

表了「Startup Island TAIWAN」

(NKIC)，應該是最深刻感受到這

新創品牌LOGO，以山脈在海洋上

種台灣新創生態變化的機構之一。

的倒影呈現島嶼意象並組合成無限

領導NKIC營運團隊的工研院資通

符號，傳達台灣雖然土地面積、內

所設計自動化技術組組長邱振祥

需市場小，天然資源也不足，卻擁

表示，NKIC一開始是以培育IC新

有累積數十年的科技實力與蓬勃發

創公司為主軸，是台灣最早聚焦

務，也規劃導入開發AI邊緣運算

展的巨大新創能量，正勇敢從新創

在半導體的非營利性育成中心，

晶片所需的開發工具如硬體模擬器

之島出發走向世界舞台，積極貢獻

自成立迄今已經扶植51家新創公

(emulator)與相關矽智財(SIP)，

對全球創新創業發展的精神。

司成立，其中有五成以上是從自

藉由提供差異化價值與其他育成

海外回台創業的團隊；而除了與

中心/孵化器做區隔。「即使只有

持續演變的台灣科技新創生態

會計師事務所結盟提供團隊商業

一個還不成熟的創新點子，也可

走進一個個創新基地、育成中心、

經營輔導、引介合適創投資源，

以先從利用我們的共創空間(co-

加速器，還有在台北市如雨後春筍

以及提供辦公空間租賃、EDA工

working space)開始驗證概念，

般冒出的共享辦公室(co-working

具、IC測試設備、專屬標準機房資

再看是否具備正式進駐育成中心

space)，就可以感受到台灣新創

源共享服務，該中心還會鏈結工業

的資格；」邱振祥指出，NKIC培

社群的充沛活力。儘管自21世紀

局與工研院的研發資源，支援進駐

育新創的理念就像是「孵小雞」，

以來，本地電子/半導體產業界的

團隊在IC設計後段與產品原型開發

只要是通過審核、符合輔導條件的

新創活動似乎感覺並不熱絡，也

方面的需求。

具潛力新秀，該中心就會盡力提供

首度在2020年CES亮相的台灣「新創之
島」國際品牌Logo。
(圖片來源：國發會)

各方資源協助。

少有市場新星竄起，其實「白手

隨著近年來半導體製程因進

起家」的創業精神一直存在於台

入個位數奈米等級而成本不斷攀

灣人的血液裡— 1980年代，聯

升、IC設計公司新創門檻越來越

電(UMC)、台積電(TSMC)相繼在

高，NKIC也將培育新創的服務範

放眼國際
吸納全球頂尖人才

新竹科學園區誕生，首創了專業

疇擴大到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

而有鑑於台灣市場腹地狹小，必

晶圓代工商業模式，隨後就有數

軟硬體、軟硬體系統整合與應用

須走出國際市場才能進一步擴大

百家中小型無晶圓廠業者在市場

服務等領域。為了因應AIoT相

規模的現實情況，與海外資源的

上冒出頭，也為台灣建構完整的

關應用技術開發在進行深度學習

鏈接與交流成為大多數台灣本地

電子/半導體產業鏈奠定了堅實基

訓練與推論等階段對運算資源的

新創育成機構關注的重點。在這

礎。但如今，這波新掀起的科技新

需求，NKIC最近還強化了機房

方面累積了不少經驗的，是誕生

創浪潮焦點不再集中於那些既有的

設備，建置雲端運算伺服器與深

於1991年，由包括嘉新水泥、緯

「硬」技術，而是將之視為後盾，

度神經網路(DNN)系統軟體等服

創資通、鴻海、廣達、宏

20

電子工程專輯 | 2020年2月 | www.eettaiwan.com

、台

新創之島
積電、聯發科…等等20多家台灣傳

Startup Global Program在

果。這陣創客熱潮結合IoT概念，

統產業與科技業企業會員所組成的

每年6月與12月各有一個梯次，包

除了為電子產業帶來創新風氣，也

時代基金會(Epoch)。從2003年就

括海外及台灣本地的團隊都可以報

催生了許多新商機，例如協助這些

展開的青年創業領袖(YEF)計畫起

名，入選的團隊將可獲得為期10

創客將創新想法轉化為現實產品以

步，有感於這些青年人才追求夢

天、行程豐富緊密的台灣之旅，參

及事業的硬體加速器；1986年以

想的熱情，基金會在2008年就成

與展會—上半年為Computex、

小型EMS廠型態在新竹湖口工業

立創業社群Garage+，透過國際

下半年則是Garage+的年度遇見

區邊緣誕生，在30年後蛻變為新創

級業師課程、安排企業媒合等方

全球創業之星(Open House)展

加速器的邁特電子就是其中之一。

式協助新創團隊實現夢想，並於

會— 以及與台灣企業決策高層

如今的邁特電子仍然堅持提

2014年打造全新創業空間讓新創

進行一對一媒合，開拓潛在商機

供少量多樣化的電子製造服務本

團隊進駐，2015年又以「Startup

與資金來源。從2015年迄今，有

業，同時也以「邁特創新基地」

Global Program」引進來自海外

來自69 國、1,451 組團隊報名海

(Mighty Net)為名，以硬體加速

的新創團隊與人才，以實際行動將

選，入選團隊累計有139個，其

器的角色分別於2016年與2019年

台灣塑造為與美國矽谷比肩的亞洲

中有三分之一成功在台取得訂單

進駐新竹清華大學的育成中心以及

創新中心。

或合作機會，並在台建立據點。

新北市林口新創園，協助以硬體為

蓁

簡彣 蓁 表示，因為空間與資源有

主力的新創公司克服打造產品原型

表示，Garage+會將觸角伸向國

限，Garage+在甄選申請進駐的

以及將實際產品推向市場的挑戰。

際，是因為在率領YEF計畫團隊出

新創團隊時，除了聚焦數位醫療、

邁特創新基地執行長戴憶帆(Ray

國參訪交流時，有不少學員成為外

物聯網/智慧裝置以及AI/IoT等技

Tai)表示，其實邁特電子會跨足新

國企業挖角的對象，讓他們有感於

術領域，也會著重考量其產品與商

創領域是一個偶然契機：在2005

人才爭奪戰已經是全球化的趨勢，

業計畫的成熟度；她指出，對新創

年，一家開發無線網通產品的美

認為也該建立一個管道讓海外的優

公司來說，時間是最寶貴的，為此

國新創公司Ubiquiti來到台灣尋求

秀人才、新創公司也能到台灣來，

Garage+會協助進駐團隊設定里

製造夥伴，邁特獲得了這個合作機

與本地的企業交流合作。時代基

程碑並密集審核，以及時發現經

會，而這家新創公司成功在2011

金會Garage+專案經理蔡璧如補

營方向的問題。

年於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上市，

時代基金會副執行長簡

成為亮眼的獨角獸與邁特電子的最

充指出，他們的團隊在正式展開
Startup Global Program計畫之

從創客到創業的商機翻轉

大客戶之一；這讓邁特看到新創生

前，先思考了台灣應該以什麼樣優

很多人應該都還記得，大約是在

態系—包括maker社群—的蓬

勢來吸引海外新創者，首先是台灣

2012到2017年期間，全球科技領

勃商機，於是投入資源提供相關解

在全球電子產業供應鏈扮演的關鍵

域曾吹起一陣「創客」(maker)風

決方案與服務。

性角色會是讓科技新創想要來台灣

潮，一個以自己動手打造結合嵌入

戴憶帆指出，雖然2012年掀

的原因，其次是台灣的食衣住行等

式軟體、電子、機械等技術之獨特

起的創客、群眾募資熱潮在2017

生活費相較於美國矽谷低了很多，

作品的工程社群崛起，包含以業餘

年達到高峰之後逐漸退燒，商機也

而且台灣社會能包容多元文化。基

興趣為主或是有志創業的成員，他

不如市場預期，但邁特認為，創客

金會本身與企業會員的深度連接也

們可能來自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透

社群其實是建立了一種硬體RD工

是一大優勢，在安排媒合時能更了

過開放的線上平台或不同地域的線

程師的新工作形態與思考模式，

解雙方的需要、不浪費彼此時間。

下活動彼此交流創作心得或分享成

而非等同於商業機會。在IoT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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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下，商業模式已經轉變為以

業與新創橋梁之「數位轉型推手」

共同合作以創造創雙贏，會是很

少量多樣化的硬體系統搭配能帶來

為職志的AWS聯合創新中心。以及

重要的工作。

高附加價值的服務；軟硬體整合、

同樣位於林口新創園，專注在物聯

此外顏漏有指出，台灣內需

硬體製造是實現這些新商業模式的

網、健康照護領域，訴求以「開放

市場規模非常小，走出國際是新

過程中最辛苦、最花時間的一個環

式創新」、「策略性創新創業」為

創公司從「start up」邁向「scale

節，卻是台灣最擅長的部份，邁特

主軸，以創意/商業模式規劃、專業

up」，蛻變為「獨角獸」的關鍵

創新基地正是要掌握這種優勢，在

輔導、擴大營運規模三階段扶植新

步驟；他以AAMA台北搖籃計畫

新創生態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獨特

創團隊的TAcc+加速器。還有號稱

輔導的新創團隊經驗為例指出，

角色。戴憶帆透露，除了台灣本地

能提供創新物聯網產品所需技術、

除卻歐美市場，與台灣在地理與

的據點，邁特從2016年就逐漸與

模組、製程及商品化諮詢等資源

文化上都頗為接近的東北亞日、

海外12個國家的新創基地、加速

「一站式服務」，由工研院執行

韓市場，以及東南亞市場，會是

器建立連結，儘管並不像其他新

的物聯網晶片化整合服務計畫

台灣產業新秀邁向全球市場的理

創加速器會提供業師輔導或投資、

(IisC)，協助新創團隊加速產品開

想第一步。日本市場也是時代基

商業訓練等類課程，卻能補足那些

發與商業化時程。

金會Garage+關注的台灣新創發

加速器做不到的部分，為硬體新創

在政府部門大力推動與民間

揮舞台，Garage+也會率領團隊

社群的積極參與之下，台灣的新

前往日本參訪交流並與當地企業媒

創業環境似乎越來越友善，至少

合；簡 蓁表示，要進入日本市場

實現無限可能未來
仍有待克服挑戰

對於有志創業者來說，只要有創新

並不容易，需要花較長的時間經營

的想法與技術實力，就不愁找不到

並訴求台灣新創團隊的技術實力形

TTA、南港IC設計育成中心、時代

可利用的資源；無論新創團隊是鎖

象，而基金會已經小有斬獲，例如

基金會Garage+以及邁特創新基

定哪一個技術領域、都能找到適當

已經進軍日本智慧家庭的物聯網裝

地等等機構，各自都只是台灣正

的育成中心或加速器。儘管如此，

置新創公司聯齊科技NextDrive就

蓬勃發展的新創生態圈中眾多「推

建置充足的新創環境基礎設施只是

是一個成功案例。

手」之一，在這個仍在不斷擴大的

第一步，如同新創輔導平台AAMA

展望2020年，國發會表示，

陣容中，還有像是雲端巨擘亞馬遜

台北搖籃計畫共同創辦人顏漏有在

健全台灣創新創業生態系計畫將

(Amazon)領銜、位於新北市板橋

2019年12月底舉行的「2019亞洲

推進到「2.0版」，協調政府各部

以及林口新創園，以扮演傳統產

⋅ 矽谷科技創新論壇」上所言，台

門檢視並改善現有投資、法規、

灣的創業環境比起美國矽谷甚至是

人才等面向仍存在的問題，同時宣

中國大陸都仍有一段差距，主要的

導台灣本地企業與新創團隊之間透

弱勢在於台灣缺乏天使投資、也未

過併購、創投等方式與新創社群建

能吸引海外VC進入，而本土企業

立更多合作關係，以激勵台灣新創

或許有投資的本錢，與新創社群

經濟的進一步成長。隨著本地新創

的連結很少；因此顏漏有認為，

生態環境逐漸完備、成熟，在過去

要改善台灣的新創投資環境，改

兩年誕生的創業育成機構、以及其

變大企業思維(從只仰賴內部創新

中培育的台灣新創小尖兵們準備就

到利用外部創新)，協助本地傳統

緒、成長茁壯，未來十年這個領域

產業社群與新創之間相互了解並

的精彩可期！

的「最後一哩」扮演關鍵推手。

IisC協助新創公司瑞意創科實現「VR體感
手套」。
(照片提供：I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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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技術

進一步降低可穿戴裝置功耗的
設計秘訣
Harsha Medu、Vinay Manikkoth，Cypress應用工程師

更長的電池壽命是可穿戴裝置提供

個畫素的顏色資訊，大部分常用的

1. 將顯示控制器整合到主微控制

良好使用者體驗的關鍵。研究顯

平行顯示器需要更新週期，從影格

器內部；市場上常見的顯示器

示，可穿戴裝置中對電池電量消

緩衝記憶體讀取資料，然後在顯示

模組都有內建控制器，完成上

耗量最大的就是顯示器，解決方

器上顯示。如果顯示器的解析度和

述整合後，有助於充分利用主

法之一是直接提高電池容量，但

色彩深度不高，控制器內建的RAM

微控制器的低功耗特性。

大容量電池會增加尺寸和重量，

也可以當作影格緩衝記憶體。

2. 使用低功耗記憶體作為影格緩

對可穿戴裝置不合適，尤其是在

隨著顯示器尺寸增加，解析度

衝記憶體；因為影格緩衝記憶

市場不斷追求更小型化的新款產品

和色彩深度提高，內建RAM將無法

體始終處於開啟狀態，所以應

時更是如此。更具挑戰性的是，電

提供足夠的容量或性能。為了避免

使用低待機電流的記憶體。

池技術的發展跟不上日益成長的系

畫面撕裂(screen tearing)，也有

3. 減少對影格緩衝記憶體的頻繁

統需求。因此，最大限度降低顯示

必要採用雙緩衝記憶體。在這些

更新；使用容量足夠大的記憶

器功耗成為可穿戴裝置市場的關鍵

系統中，通常以外部記憶體作為影

體並載入多個影格，可降低

設計因素。

格緩衝記憶體；在更新週期中，從

CPU有效電流(active current)。

人類的視覺感知非常精確，

外部影格緩衝記憶體讀取資料，並

如果將最常存取的影格存入記

推動了製造商在可穿戴裝置中使用

連同控制訊號輸出給顯示控制器資

憶體，就無需從影格緩衝記

更高解析度的顯示器。雖然有多種

料匯流排。圖1是採用外部影格緩

憶體存取資料。將影格緩衝

節能方案可供使用，但任何視覺品

衝記憶體的典型顯示器功能區塊。

記憶體切換到不同的記憶體位

質下降都會直接影響裝置的整體體

降低顯示器功耗的方法有很

置，就能切換顯示器上顯示的

驗，因此在為顯示器考慮節能方案

多種。

影像。

時必須謹慎小心。要想提高顯示器
解析度，就需要提高記憶體頻寬，
所以為了延長電池使用壽命，降低
記憶體在待機模式和運作模式下的
功耗變得更有實際意義。

顯示系統架構
顯示器由畫素(pixel)陣列構成，
每個畫素的驅動值決定顯示的顏
色。基於RAM的影格緩衝記憶體
(frame buffer)保存了顯示器上每

圖1：平行SRAM顯示器緩衝記憶體實作範例。

(圖片來源：Cypress)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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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我們一直將平行非
同步SRAM用作外部顯示緩衝記憶
體，因為控制器和顯示器能夠輕鬆
地為他們提供支持。然而，這種類
型的記憶體封裝尺寸大、接腳數量
多。串列記憶體接腳數量少、封裝
尺寸小，可以減少所需的控制器接
腳數，節省PCB成本；在以Quad
SPI模式運作於108MHz時，串列

圖2：採用Cypress PSoC 6 + Excelon F-RAM的顯示器解決方案。(圖片來源：Cypress）

記憶體的性能可媲美平行非同步
SRAM。
解析度

色彩深度

每秒影格數(fps)

記憶體待機時間佔比(%)

F-RAM就是一款最大密度高達

320×240

16位元

25

0%

8Mbit，並採用低接腳數小型

240×240

16位元

30

10%

128×128

16位元

30

74%

128×80

16位元

30

84%

舉例來說，Cypress Excelon

GQFN封裝的串列非揮發性記憶
體。為最佳化功耗，該元件可支
援四種功耗模式。在典型的Quad
SPI模式下以108MHz運作時，有

表1：採用QSPI F-RAM在各種解析度的顯示器上所提供的典型fps。

效電流為16mA；當記憶體不運
作時，待機模式耗電102μA。深
度待機模式可進一步將耗電降至

節省電力
由於可使用多種功耗模式並結合不

Rendering

的最低耗電。

Power Consumption

0.8μA，休眠模式下只需要0.1μA

同的喚醒次數，因此開發人員可根
據應用需求降低整體功耗水準。當
顯示器處於使用狀態時，記憶體將
根據何時被存取以進行突發讀取，

Transfer
Deep sleep

在運作模式和待機模式之間交替。

Deep sleep
Time

當顯示器需要短時間暫停使用時，
可使用深度待機模式。至於顯示器

圖3：微控制器功耗特徵。

(圖片來源：Cypress）

將在較長時間內停止使用時，可使

始顯示資料寫入到影格緩衝記憶

時採用F-RAM，能為可穿戴裝置

用休眠模式。

體；寫入後，LCD控制器將來自

顯示器提供每秒＞30影格(fps)的

圖2所示為採用串列F-RAM

F-RAM影格緩衝記憶體的資料週

更新率。採用QSPI F-RAM在各種

的典型實作案例。CPU負責將初

期性更新至LCD顯示器。在設計

解析度的顯示器上提供的典型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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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將資料和/或顯示範本複製到影
格緩衝記憶體。使用非揮發性記憶
體可以釋放系統，從而加快啟動時
間。圖3所示為顯示應用中微控制
器的典型功耗特徵，最大功耗發生
在渲染和傳輸所顯示影像期間；使
用預渲染影像可縮短微控制器的工
作時間，減少這一額外功耗。

低功耗設計
顯示應用通常採用320×240解析
度和每畫素16位元的顯示器；這種
顯示器需要150KB容量的顯示緩衝
記憶體。一顆4Mbit的串列F-RAM
能保存三個影格大小的影像，在一
圖4：採用串列記憶體的整合式LCD控制器架構。

如表1所示。

(圖片來源：Cypress)

般情況下可穿戴裝置的顯示器尺寸

從而釋放快閃記憶體空間，如此還

和解析度更小，需要的顯示緩衝記

除了作為顯示緩衝記憶體，非

能為影格緩衝記憶體節省初始設置

憶體也更小。在用作顯示緩衝記憶

揮發性F-RAM還能用作預渲染影像

時間。過去的做法是在電力開啟或

體時，串列F-RAM以記憶體映射模

(pre rendered images)記憶體，

從低功耗模式喚醒時，從快閃記憶

式(emory mapped mode)運作，

Frame Refresh

Line Refresh

DMA trigger from SMIF to SRAM

DMA trigger from SRAM to UDB FIFOs

圖5：顯示器更新週期。

(圖片來源：Cypress)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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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CPU和存取其他內建記憶體一
樣存取串列F-RAM。
在圖4的範例中，顯示控制
器使用PSoC 6中的通用數位區塊
(Universal Digital Blocks，UDB)、

有效電流
(mA)

待機電流
(mA)

有效電流
佔比(%)

待機電流
佔比(%)

功耗
(mW/s)

非同步SRAM

35

20

50%

50%

90.75

Excelon F-RAM

21

0.35

50%

50%

35.23

串列記憶體介面區塊(Serial Memory
Interface Block，SMIF)和直接記

表2：使用SRAM與F-RAM的功耗差異。

耗差異如表2。

憶體存取(DMA)來實現，以實現低

SRAM複製線緩衝記憶體。由於

功耗更新運作。顯示控制器(UDB)

DMA無需CPU干預，因此CPU可

與傳統的顯示緩衝記憶體相

將生成用於顯示的控制訊號，包括

以保持休眠模式以節省電力。在

比，F-RAM不僅功耗更低，而且接

HSync、VSync、Data Enable (DE)

每個點時脈上，由線緩衝記憶體

腳數更少、封裝更小。可以F-RAM

和Dot Clock。由於UDB只有一個

(即SRAM)至顯示器控制器(UDB

作為通用影格緩衝記憶體，並與帶

4-byte FIFO，因此以內建SRAM作

FIFO)初始化DMA。顯示控制器

有內建顯示控制器的控制器搭配使

為線緩衝記憶體(line buffer)。與影

將向顯示匯流排輸出資料和正確

用。除了能最大限度降低功耗，F-

格緩衝記憶體相較，線緩衝記憶體

的控制訊號。兩個影格更新週期之

RAM記憶體也能作為可穿戴裝置的

很小，不需要大容量內部SRAM。

間的時間被稱為空白期(blanking

非揮發性儲存，從而提高效率。

顯示控制器更新率的表達方式

period，具體為應該稱為vertical

可穿戴裝置市場正呈現爆發

是fps。Vsync脈衝表示每個影格

blanking)，可用來更新F-RAM影

性成長，富於想像力的設計人員正

的起始，在每個影格中都有多條線

格緩衝記憶體。

在創造外型更小巧的產品。電池使

(line)與水平顯示線相對應；每一

整體功耗與CPU、影格緩衝記

用壽命長、功耗水準低是吸引消費

條線的起始以Hsync脈衝表示。而

憶體、顯示器模組三者的功耗總和

者的關鍵致勝因素，為了實現此一

每個Hsync脈衝內的資料則以點時

呈函數關係，如果CPU和顯示模組

目標，主要策略是最大化降低顯示

脈(Dot Clock)計時，如圖5所示。

使用串列或平行記憶體產生的功耗

器功耗水準，以F-RAM取代傳統

在每個水平同步脈衝之前，

保持不變，則因串列F-RAM和平行

SRAM顯示緩衝記憶體是一種理想

透過觸發DMA從外部F-RAM向

SRAM電流消耗不同而觀察到的功

方案。

以高性能SiC MOSFET設計電力電子
Peter Friedrichs，英飛凌(Infineon)

能會有所不同。

碳化矽(SiC)的性能潛力毋庸置

數的具體導通電阻，不過最重要的

疑，目前相關技術的主要挑戰在於

是在電阻和開關損耗等主要性能指

確定哪種設計方法能在應用中取得

標，與實際電力電子設計的其他方

元件設計理念

最大成功。先進技術的設計活動聚

面(如高可靠性)之間做好適當的權

恰當的電子元件設計理念應允許一

焦於作為某種特定技術主要基準參

衡。對於不同應用，這種權衡可

定的設計自由度，以適應不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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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無需在製程和佈局方面作
重大改變。然而對某個選定元件理

5REXVWQHVVDQG
PDQXIDFWXULQJVWDELOLW\

3HUIRUPDQFH

念而言，關鍵性能指標仍然是較
低的特定區域阻抗(area-specific
resistance)，最好與列出的其他

KLJKWKUHVKROGYROWDJH

6WDWLFEHKDYLRUEDVHGRQ
UHVLVWDQFH[DUHD 5RQ[$

KLJKJDWHR[LGHUHOLDELOLW\

參數結合使用。圖1列出了一些被
認為是很必要的參數。
最重要的驗收標準之一是元
件在目標應用運作條件下的可靠

VKRUWFLUFXLWFDSDELOLW\ aµV
G\QDPLFEHKDYLRUEDVHGRQ
WRWDOORVVHQHUJ\ (WRW
GHYLFHFDSDFLWDQFHV &’V
JDWHDQGUHFRYHU\FKDUJHV 4V

9*6BRQ99
VWDEOHPDQXIDFWXULQJSURFHVV
DQGPRUH

性。與成熟的矽元件領域的主要區
別在於，碳化矽元件在更高的內部
電場工作，需要對相關機制進行
圖1：指定參數(右)必須與碳化矽MOSFET的性能指標(左)進行權衡。

G

Channel
JFET

(channel)電阻、JFET區電阻和漂
移區電阻(如圖2)。請注意，在高

Contact

總電阻中佔據主導地位；在碳化矽
元件中，該部分可以設計為具有大
幅提高的導電率。
對於關鍵的MOSFET元件SiCSiO2介面，必須考量到相較於矽元
件的以下差異：

p+ n+

n+

n+ p+
p

p

p

n+
G

p+

Drift

電壓矽MOSFET中，漂移區明顯在

Contact

contact

Source Gate

Contact

包括靠近觸點的高摻雜區、通道

Gate

p
p+

n

n

n+

n+

Drain

Drain

JFET

Source

和源極(source)接觸電阻來決定，

Drift

元件的總電阻由串聯的汲極(drain)

Contact

仔細分析；它們的共同點在於，

圖2：平面DMOS碳化矽MOSFET(左)、垂直溝槽、TMOS碳化矽MOSFET及產生電阻
的對應位置。

· 相較於矽，SiC具有更高的單位

需要採取措施限制閘極氧化

側電場必須受到限制。

面積原子表面密度，從而導致

層中的電場，好在阻斷階段

上述介面缺陷導致通道遷移率

懸掛Si鍵和C鍵的密度更高；

維持氧化層的可靠性。如圖

非常低，使得通道對總導通電阻的

位於介面附近閘極氧化層的缺

3，對於TMOS，臨界點是溝

貢獻度很高。因此，SiC相較於矽

陷可能出現在能隙中，並扮演

槽角落(trench corner)，而對

而言在極低漂移區電阻形式下的優

電子阱(trap)。

於DMOS，則是晶胞(cell)的

勢，因通道的高貢獻率而減弱。為

中心。

克服這一困境，方法之一是增加導

· 熱生長氧化層(thermally grown

MOS結構表明，在特

通狀態下施加於氧化層的電場；不

定電場條件下，由於障壁

是提高導通時的閘源(V GS )偏壓，

· 相較於矽元件，SiC元件在阻

(barrier)高度較小，相較於矽

就是採用薄閘極氧化層。施加電場

斷模式下在更高的汲極感應

元件，Fowler-Nordheim注入

超過矽基MOSFET元件通常使用的

電場下工作(MV而非kV)，這

電流更高；因此，介面的SiC

值(4~5MV/cm，而在矽中最大為

oxides)的厚度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晶體平面。

· SiC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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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V/cm)；在導通狀態下氧化層中
的這種高電場可能會加速磨損，並

7026

'026

限制遮罩剩餘的外部氧化層缺陷的
能力。

Q

的平面MOSFET元件實際上有兩個
敏感區域，如圖3左邊部分所示。首
先討論的是在靠近漂移區與閘極氧

H
H

(2; (6L&

基於這些考量，很明顯SiC中
與氧化層場應力(field stress)有關的

S

HHHH

Q

圖3：左方為平面MOSFET(half-cell)的典型結構，顯示與氧化層場應力有關的兩個敏
感區域；右為溝槽式MOSFET(half-cell)的典型結構，關鍵問題是溝槽拐角處的氧化層
場應力。

化層介面處的最高電場區域中反向

電晶體領域的性能基準。該設計

閾值電壓V GS_TH 遵循元件的物理特

模式的應力，其次是閘極與源極在

的特殊功能包括透過自對準(self-

性，隨溫度下降而下降，如圖5右

導通狀態下的重疊應力。

aligned)製程在單晶向上對通道定

所示。

導通狀態下的高電場被認為更

向。這確保了最高的通道遷移率和

導通電阻的正溫度係數(圖5右)

危險，因為沒有只要保證通態電阻

狹窄的閾值電壓分佈。另一個特點

是低通道缺陷密度的結果，這使得

性能就能降低通態場應力的元件設

是深p溝槽與中心的實際MOS溝槽

這些元件註定要並聯使用。這是與

計措施。Infineon的整體目標是將

相交，以允許狹窄的p+到p+間距，

DMOS元件的另一個顯著區別，由

SiC具備的低R DS(on) 與元件運作於

確保有效遮蔽較低的氧化層角落。

於通道中缺陷密度高，DMOS元件
的電阻通常對溫度的依賴性較弱。

已知安全氧化層電場條件的工作
模式相結合，因此一開始就決定

靜態性能—第一象限運作

放棄DMOS技術並專注於溝槽式元

MOSFET靜態輸出特性的主要

具吸引力，不過由於導通電阻逐步

件，從具有高缺陷密度的平坦表面

參 數 是 總 電 阻 R DS(on)。 C o o l S i C

降低，漂移區的溫度依賴性將越來

轉向其他更有利的表面取向，好在

MOSFET的典型導通電阻是在室

越在整體導通電阻中佔據主導。因

低氧化層電場下獲得低通道電阻。

溫和V GS =15V時定義的(圖5左)。

此，碳化矽MOSFET將變得與矽更

這些邊界條件是利用矽功率半導體
領域品質保證方法的基礎，目的是

這種DMOS「特性」乍聽頗

類似。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絕對
摻雜密度較高，即使在成熟狀態

6RXUFH *DWH

確保工業和汽車應用所期望的失效

下，碳化矽MOSFET的實際溫度係

率(FIT rate)。

數也會低於相同阻斷電壓下矽元件

CoolSiC MOSFET晶胞設計旨

Q

在限制導通狀態和斷開狀態下閘極
氧化層的電場(圖4)。與此同時，

S

Q

對總電阻的貢獻越來越大，對於更

*

S

S

行為(qualitative behavior)。

等級專用導通電阻，甚至能以穩定
的可再現方式實現大規模量產。低

Q

導通電阻可確保僅V GS=15V的驅動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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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性能—第三象限運作
與IGBT相反，如CoolSiC元件這

電壓，結合通常為4.5V、夠高的
threshold voltage)，成為碳化矽

高的阻斷電壓，導通電阻的溫度依
賴性將更加明顯。圖6概述了定性

還提供一種具有吸引力的1,200V

閘源閾值電壓(high gate-source-

的實際溫度係數。此外由於漂移區

'UDLQ
圖4：CoolSiC MOSFET晶胞結構。

樣的垂直MOSFET透過本體二極
體(body diode)提供反向傳導，實

設計新技術
際上是飛輪二極體(freewheeling
2XWSXW&KDUDFWHULVWLFV


voltage)相對較高(約3V)，連續運



作會導致較高的傳導損耗，因此必
模式僅適用於短死區時間(如前面
所述)，在這段時間之後，透過應
用正V GS (就像在第一象限模式中)
那樣，通道再次開啟。

膝點電壓能夠實現與第一象限模式





















7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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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運作方案在第三象限模式下
具有非常低的傳導損耗，因為沒有



7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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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使用同步整流設計理念。二極體

W\SLFDO5'6 RQ 9*6B7+YV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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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該二極體的膝點電壓(k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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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de)。不過，由於SiC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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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左為室溫和175°C下的CoolSiC MOSFET輸出特性(範例為45mΩ、1,200V型)；
右為Ron和VGS_TH對溫度的依賴性。

下相同的電阻。事實上，由於現在
反轉的電流方向之負前饋(negative
feed-forward)影響，JFET衝擊減


02

)(

5RQ

26

7V

8EU

R

OLF

6L

0
Q

6)(

性)，請注意，由於p-n二極體結

7!

6L&

象限運作(不同閘極電壓下的I-V特

9



小，電阻甚至更低。圖7顯示第三

構，也可以實現特定的脈衝電流處
理能力—高於前向模式。

動態性能
SiC-MOSFET作為單極元件，其動
態性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電容。與

7M
圖6：MOSFET的導通電阻隨溫度變化的主要特性，矽與碳化矽的比較以及阻斷電壓的
影響。

4-pin TO-247封裝元件典型開關

小的閘-汲反向電容C rss。這有利於

損耗與漏電流函數關係。關斷能

抑制寄生導通(parasitic turn-on)，

(turn-off energy)Eoff受負載電流的



這可以避免在半橋配置下運作時須

影響很小，主要由容量決定，而導



使用複雜的閘極驅動電路。即使閘

通能(turn-on energy) Eon則隨電流



極電壓為0V，也可以安全地關斷

線性增加，在總損耗E tot 中佔據大

許多CoolSiC MOSFET產品，因

宗。根據2019年中以來的情況，應



為除有利的電容比(capacitance

該強調的是，在市售1,200V碳化矽



ratio)之外，閾值電壓足夠高。圖

MOSFET中，CoolSiC MOSFET具



8(左)概述了元件總電容與溫度的

備最低E on。E on和E off實際上與溫度

函數關係。

無關。需要注意的是，實際的外殼

圖8(右)亦顯示半橋配置的

設計對開關損耗有重大影響，主要

,6'>$@

輸入電容C iss 相比，該元件具有較

7 ˚&
7 ˚&

9*6 9


9*6 9
9*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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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45mΩ CoolSiC MOSFET的本
體二極體I-V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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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45mΩ CoolSiC MOSFET的典型元件電容與汲-源電壓(左)和相關的開關能量(右)與汲極電流的函數關係(VGS=15/5V，RGext=4.5Ω，VDS=800V，Tvj=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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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45mΩ、1,200V CoolSiC MOSFET的典型閘極電荷曲線(左)和透過RG實現開關速度的可控性(右)。

是對導通損耗的影響。特別有效的

其餘損耗集中在非常小的區域)。

荷曲線通常不同於矽功率元件的

是使用Kelvin觸點，它實際上從電

另一個標準是低雜散電感(low stray

典型形狀；特別是，沒有清晰可

流的角度將負載路徑與控制路徑分

inductance)，用於管理沒有臨界電

見的米勒平坦區(Miller plateau)，

開，從而有助於防止對閘極訊號的

壓峰值的高di/dt斜率。基於帶線概

如圖9所示。對於I D =30A，V DS = 8

di/dt感應回饋迴路增加動態損耗。

念(strip line concept)的對稱內模

00V，R G=3.3kΩ，V GS(off)= -5V至

一般而言，只採用某些封裝來

組設計是強制性的。目前具備這種

V GS(on) =15V，閘極總電荷Q tot 通常

實現具備低電容和閘電荷的快速開

特性的模組封裝是Infineon的EASY

為75nC。

關SiC電晶體。主要標準包括由於

平台或是TO247系列(TO263-7)，

高損耗功率密度而具有良好的熱性

支援離散式封裝。

能(使用SiC可以降低絕對損耗，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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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SiC MOSFET的閘極電

在許多情況下，可能需要調
整開關速度(dv/dt)來處理振盪等因
素。MOSFET的一個好處在於提供

設計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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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1400 35

TO-247 4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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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5°C時典型短路與持續時間的函數關係(左)；1,200V元件的雪崩性能，在60V時關斷3.85mH非箝位感應負載(右)。

了透過閘極電阻調整斜率的簡單方
法，與合適的驅動電路相結合，其
導通和關斷甚至可能有所不同。圖

Gate oxide stability
> Excellent reliability as
for Si based products
> Effective screening of
defectivity

Cosmic ray efficiency

Design of specific
features to control
high critical fields

Reduction of
FIT rate

9(右)顯示英飛淩45mΩ、1200V
CoolSiC MOSFET的相應性能。
圖 1 0 描 述 了 直 流 電 壓
為 V DS= 8 0 0 V 時 採 用 T O - 2 4 7

圖11：採用碳化矽MOSFET時的FIT率章程。

流也會上升到更高的值。

條件下表現出高耐用性；圖10(右)

4-pin和TO-247 3-pin封裝的

峰值電流後，汲極電流明顯

45mΩ、1,200V CoolSiC MOSFET

減小到150A左右。這是由於載子

的短路波形，這與IGBT有顯著差

遷移率(carrier mobility)和JFET效

FIT率和閘極氧化層可靠性

異。最初，汲極電流迅速增加並

應隨溫度升高和自熱而降低。測試

除性能外，可靠性和耐用性是碳化

達到峰值電流水準。由於Kelvin源

波形顯示乾淨、穩健的性能，證明

矽MOSFET最常被討論的主題。耐

極設計的快速接通，TO-247 4-pin

了TO-247 CoolSiC MOSFET和功

用性是指元件能夠承受某些特殊應

電流上升較快，SC事件開始時自

率模組的典型3μs SC能力(根據相

力事件的能力，如短路性能或脈衝

熱較少，峰值電流超過300A，而

關的目標應用要求，目前為2μs)。

電流處理能力；可靠性則涉及元件

TO-247 3-pin峰值電流較小。主要

CoolSiC MOSFET是第一款具備保

在標稱運作條件下，在目標應用

原因是在3-pin元件的情況下，di/dt

證短路性能的元件。

壽命內的穩定性。與可靠性相關

顯示了1,200V元件的典型特性。

對所應用的VGS產生負回饋。由於這

新的650V等級元件在產品資

的影響包括某些電氣參數的漂移

種效應在Kelvin連接解決方案中被

料手冊中附有雪崩額定值，以滿

或災難性故障。對於硬故障(hard

消除，從而能夠更快開關，因此在

足目標應用電源的要求。一般而

failures)，量化通常以FIT率的形

發生飽和效應之前，4-pin元件的電

言，CoolSiC MOSFET技術在雪崩

式進行，這實際上規定了在一段時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2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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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有多少某種類型的元件允許發
生故障；如今大功率矽元件的FIT

(



(



(



(



(



氧化場應力，需要考慮閘極氧化物
可靠性的額外影響。因此，如圖11
所示，總FIT率是宇宙射線FIT率和
氧化層FIT率之總和。對於宇宙射線
的穩定性，也可以採用類似方法，



(


驗獲得了某一技術類型的FIT率，
實現滿足FIT率的設計，通常透過



GJR[ QP

如矽領域的典型方法。其中透過實
並根據結果，結合應用目標，可以

GJR[ QP

(

5HODWLYH5'6 RQ >@

若採用SiC，如前所述，由於

5HODWLYHJDWHR[LGH),7

率主要受宇宙射線效應的影響。















9*6 RQ >9@
圖12：閘極氧化層厚度和閘極電壓對故障概率和導通狀態特性的影響(650V元件的導通
電阻資料)。

最佳化漂移區的電場分佈來實現。

(

[9*6XVH

OLQHDU(PRGHO

9*6XVH

對於氧化層FIT率，需要採用遮罩過

SURFHVV
SURFHVV

(

程來降低FIT率，因為碳化矽中的缺
陷密度相較於矽仍然很高(Infineon

\HDUV

SURFHVV

(

SSP

(

SSP

(

SSP

氧化層可靠性的挑戰在於，保證在

(

SSP

工業應用中給定工作條件下的最大

(

作為品質保證措施)。
譬如，碳化矽MOS元件的閘極

故障率小於1 FIT(就像IGBT)。由於
對碳化矽和矽而言，二氧化矽內在
品質和屬性幾乎相同，同一面積和

,Q ,)

的矽功率元件是以閘極氧化層遮罩

( ( ( ( ( ( ( ( ( ( (

WLPH>GD\V@
圖13：不同製程條件下的導通狀態故障率評估。

氧化層厚度的矽MOSFET和碳化矽

內在故障次數要少得多。因此，在

都受到閘極應力模式的影響；選擇

MOSFET可以相同時長承受大致相

典型的晶片使用壽命內，氧化層FIT

應力模式來破壞有嚴重外部缺陷的

同的氧化場(相同的內在壽命)。當

率完全由外部缺陷決定。

元件，而沒有外部缺陷的元件或只

然，這只適用於元件未含與缺陷相

保證碳化矽MOSFET閘極氧化

有不嚴重缺陷的元件可以留下來。

關雜質(即外部缺陷)的情況。與矽

物具備足夠高可靠性的挑戰，在於

在過程中會剔除未通過遮罩測試的

MOSFET相比，碳化矽MOSFET閘

將受到外在缺陷影響的元件數量，

元件，如此一來潛在可靠性風險就

極氧化層有更高的外部缺陷密度。

從製程結束時最初的高數量(如1%)

轉化為良率損失。

相較於沒有缺陷的元件，有外

減少到產品出貨給客戶時可接受

為了能夠在足夠高的應力水準

部缺陷的元件更早發生故障；無缺

的低數量(如10ppm)。實現此目標

下對元件進行應力測試，閘極氧化

陷元件則在很長時間之後才會因為

的一個成熟方法是採用電氣遮罩

層需要具有指定的最小厚度。當閘

內部磨損發生故障。通常在正常應

(electrical screening)。

極氧化層厚度過低時，元件在遮罩

用條件下，如果氧化層厚度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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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氣遮罩過程中，每個元件

過程中會因磨損而發生內在故障，

設計筆記

ADHV4702-1
24 V 至 220 V 精密運算放大器
ADI 應用工程師 Yihang Yang
簡介

應用

ADHV4702-1 為一款高壓 (220 V)、單位增益穩定精密運
算放大器。ADI 的新一代專屬半導體製程和創新架構，
使該精密運算放大器能夠以 ±110 V 的對稱雙電源、非對
稱雙電源或 220 V 單一電源供電。

ADHV4702-1 是市面上第一款提供高電壓和精密性能的
小尺寸放大器。ADHV4702-1 解決了多個設計難題，可
用於多種不同應用，例如自動測試設備、生命科學、
雷射雷達和醫療健康等。在自動測試設備應用中，此元
件可用於測量高壓側的電流，以及產生成精準的高壓
電源。在生命科學領域中，ADHV4702-1 可以對質譜系
統進行精準的高壓控制。在雷射雷達應用中，它可以用
於精準控制 APD 偏壓。在醫療應用中，本產品可用來準
確控制矽光電倍增管的偏壓點。

業界首款 220 V 精密運算放大器
ADHV4702-1 具有 170 dB 的典型開迴增益 (AOL) 和 160 dB
的典型共模抑制比 (CMRR)。ADHV4702-1 的最大輸入失
調電壓 (VOS) 漂移為 2 µV/°C，輸入電壓雜訊為 8 nV/√Hz。
ADHV4702-1 卓越的直流精度與傑出的動態性能相輔相
成，小訊號頻寬為 10 MHz，壓擺率為 74 V/µs。ADHV4702-1
的輸出電流典型值為 20 mA。此外，其並具有多項獨特
功能，例如可調供電電流、升壓電路和 EPAD 焊盤因與
內部隔離而可靈活的加偏置電壓，這些功能使其成為各
類應用的理想高壓解決方案。
5 kΩ

100 kΩ

12 接腳、7 mm × 7 mm LFCSP 封裝，符合
IEC 61010-1 間距
ADHV4702-1 採用 12 接腳 7mm × 7mm 引線框架晶片級
封裝 (LFCSP)，帶有外露焊墊，符合國際電子電機委員
會 IEC 61010-1 爬電距離和電氣間隙標準。採用此種封
裝之後，無需使用 DC-DC 轉換器和浮動電源等支援元
件，因此大幅縮小了解決方案尺寸，並簡化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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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DHV4702-1 輸出擺幅電路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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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DHV4702-1 精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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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遮罩後閾值電壓和通道遷移率

壓使用條件下，其發生時間將遠超

下對5,000顆以上1,200V碳化矽

降低。因此，標稱氧化層厚度有必

出規定產品壽命。

MOSFET進行了100天的應力測試

要遠高於達成高效閘極氧化層遮罩

如前文所述，由於碳化矽功

(V GS=-5V和V DS=1,000V)，這些條

的內在使用壽命目標通常所需的厚

率元件中的電場條件相較矽功率

件呼應了工業應用任務的最關鍵

度。遺憾的是，較厚的閘極氧化層

MOS元件更接近二氧化矽的限

點。就元件擊穿電壓而言，對施加

會增加閾值電壓，並降低給定VGS(on)

制，所以除了導通狀態氧化層可靠

的汲極電壓的限制使得實現進一步

下的通道電導率。圖12顯示閘極氧

性外，評估關斷狀態氧化層應力也

加速非常困難，在更高的汲極電壓

化層FIT率與元件性能之間的權衡。

同樣很重要。主要策略在於透過適

下，進行測試將會對結果產生錯誤

Infineon在不同的正負閘極

當的深p區設計，高效遮蔽敏感的

影響，因為更有可能出現宇宙射線

應力偏壓下進行三次應力測試，

氧化層區域。遮罩效率也由電阻和

引起的故障等其他故障機制。其結

在150°C下測試了電氣遮罩碳化

可靠性之間的權衡結果決定；如

果是在這種斷態可靠性測試期間沒

矽MOSFET的導通狀態可靠性100

果是溝槽式MOSFET，在MOSFET

有測試元件發生故障，由於650V元

天。每組樣品數量高達1,000個。

通道區下方形成類JFET結構的深p

件遵循與1,200V元件相同的設計標

圖13顯示不同閘極氧化製程條件下

區，可有助於有效促進遮罩。這種

準，因此預期具有同樣的可靠性。

的結果，大致說明最終製程的技術

JFET結構為導通電阻增加了額外

改進。在初始製程條件下，在推薦

的分量(component)，主要取決於

結語

的閘偏壓30V的兩倍時，1,000個

埋入的P區之間距離和摻雜情況。

CoolSiC MOSFET在開關操作和

元件中有不到10個發生故障。技

這種遮罩結構的設計特點對於避免

損耗方面擁有出色性能，其中一

術進步使得降至30V時僅一個元件

閘極氧化層在關斷狀態下的劣化

個亮點是能夠利用零閘極偏壓關

發生故障，而在25V和-15V時為零

(degradation)或擊穿至關重要。

斷元件，這使得SiC電晶體設計概

故障。這個剩下的故障仍是外部故

為驗證CoolSiC MOSFE的

障，但並不重要，因為在標稱閘偏

關斷狀態可靠性，我們在150℃

念成為目前唯一真正的「正常關
斷」元件。

五種不同場景的耳塞式光學心率量測
Christoph Kämmerer，ADI應用工程師

感測器技術的進步改變了人們診斷

其他生命徵象以幫助使用者設定

飾中。但是，此位置對量測品質而

其生命徵象和健康的方式與地點，

日常鍛煉活動，健身追蹤器通常

言並非最佳，心率檢測會受到動作

可攜式非侵入量測技術可以在我們

內建運動感測器，可以檢測運動

雜訊(motion artifacts)的限制而難

的日常生活中進行快速簡單的測量。

模式以協助區分步行、跑步與游

以進行，因為肌肉質量相對較大，

不過，儘管這種診斷技術在健身產業

泳，因此它也可以用作計步器。為

會限制動脈的流通。

中已經非常流行，但其精度有限，這

在日常生活中提供舒適和便利，量

相較之下，耳朵更適合進行光

個問題直到最近才被解決。

測通常在手腕上進行，因為感測器

學心率量測。耳垂已被醫學專家用

可以放置在手錶、珠寶和腕帶等配

於測量血氧濃度，但到目前為止，

健身追蹤器可以量測心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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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ADI的ADPD144RI晶片用作

· 步行

類比前端，它還整合了光電二極體

· 跑步和跳躍

和LED。量測由三軸加速度計提供

圖1：整合光學感測器和加速度計的測試系
統，刻度尺用於比較。

支援；該三軸加速度計不僅用於識

測試場景1：站著不動

別步態和運動，還用於去除動作雜

圖2為幅度與採樣速率的關係圖，

訊。本範例中使用ADXL362，整

顯示了原始資料的頻譜。隨著時

個過程由ADuCM3029微控制器控

間推移，脈搏可透過峰值來識別。

制，該微控制器用作各種感測器的

在沒有運動的情況下，訊號非常清

介面並包含演算法。

晰，心率可透過峰值位置和已知的

這尚未在消費者層面上得到充分利

圖1顯示了該測試系統，常規

用，因為耳朵的量測裝置受空間限

耳塞中同時容納了光學感測器和

光學感測器用兩種LED顏

制，並且功耗非常高，需要大電

加速度計。已採取措施將ADC取

色 — 紅 外 線 和 紅 光— 記 錄 心

池。但隨著高整合度、更低功耗晶

樣速率限制在100H並最小化LED

率，每種顏色有四個通道，這樣就

片的推出，ADI已開發出解決這些

強度，以盡可能降低功耗。

可以透過兩種不同顏色的通道來區

採樣速率來確定。

問題的解決方案，現在可以將有效

為了對系統特性進行表徵，

分量測，並且可以選擇更穩健的版

運作的生命徵象量測元件整合到典

針對不同的運動模式考量了五種不

本。各種通道的訊號如圖3a所示，

型的入耳式耳機中；反應度的改善

同的場景。評估僅使用光學訊號，

利用六個通道可以識別出非常明確

開拓了全新的應用領域和可能性。

這樣就能知道脈衝量測的不準確性

的訊號，同時兩個通道飽和。為了

本文將介紹並評估該系統。

出現在哪些場景中，以及何時需要

獲得更強和更穩健的訊號，演算法

加速度計資料來提高脈衝量測的精

會添加相對應的不飽和通道並計算

度。場景涵蓋以下運動順序：

心率。圖3b顯示了紅光通道(頂部)

基礎量測方法是光學性的，量
測使用來自最多三個LED的短脈衝
訊號，LED電流最高可達370mA，

· 站著不動

和紅外通道(底部)的心率，同時借

最小脈衝寬度為1μs。LED的最佳

· 站著不動並咀嚼

助色標顯示了量測的可信度。圖中

波長根據量測位置和量測方法來選

· 在辦公桌前工作

還提供了心率的倍數，由此可以透

擇。手腕上只能量測表面動脈，故
而選擇綠光，耳朵則不同，可以使
24600

度和更高的SNR。光電二極體(其

24500

探測面積與其反應度直接相關)用
於量測反射光，因此它會同時量
測訊號和背景雜訊。下游類比前
端提供更高的SNR，它用作訊號
濾波器，將檢測到的電流轉換為電

Data Value In 16-Bit Format

用紅外光，從而獲得更大的穿透深

24400
24300
24200
24100

壓，進而轉換為數位形式。除反射

24000

量測，演算法還包括用以透過加速

23900

度計濾除動作雜訊的校正。
組成量測系統的元件說明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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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量測幅度過取樣速率以提供有關心率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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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採樣速率和可信度指示來區分原

紅外線訊號強度再次大於紅光通道

道的總和顯示的訊號非常模糊。雖

始訊號(虛線)。

的訊號強度。

然在紅光訊號場中無法計算明確的

總之，在沒有運動的情況下，

心率，但演算法在紅外線訊號中找

訊號很強且沒有阻礙雜訊，因此演

測試場景3：在辦公桌前工作

到一個擬合的心率。然而，由於波

算法能以高可信度確定心率。來自

場景3中測試了另一種日常情境，

動很大、矩陣的可信度很低，來自

紅外線通道的訊號比來自紅光通道

測試人員坐在桌子前進行一些正

加速度計的附加運動資料將非常有

的訊號強。

常工作以及相關的動作。與場景2

用，特別是因為到目前為止，量測

類似，可以檢測到動作雜訊，由

僅在較低步行速度下進行。

測試場景2：站著不動並咀嚼

此演算法可以識別兩個通道中的

場景2導入了額外的咀嚼動作，記

心率。從圖5中可以看出，紅外線

測試場景5：跑步和跳躍

錄的頻譜如圖4所示。與測試場景

訊號在這裡同樣佔據主導地位。

場景5不是量測均速運動，而是短

1不同，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動作

跑和跳躍以一定的間隔交替進行。

雜訊，其在訊號中表現為跳躍。

測試場景4：步行

現在可以非常清楚地識別動作雜

它們在通道總和中也變得清晰，不

先前的場景關注的是靜止量測情

訊，演算法很難隔離出正確的心

再表現出如此明顯不同的速率。然

況，但在本場景中，測試人員以

率；如圖7所示。需要運動感測器

而，演算法還是能夠在沒有運動感

低速(大約每分鐘50步)沿一個方

提供支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測器額外幫助的情況下，以高可信

向均速移動。如圖6所示，PPG訊

為了更妥善地評估對運動感測

度正確地判定心率。有意思的是，

號中混合了心率與步伐，各種通

器的需求，場景5測試了使用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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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紅色區域(頂部)顯示站著不動場景的四通道量測，而紅外線區域(底部)顯示原始資料和加總數據。心率(黑線)可以由演算法透過加
總數據來判定，色標指示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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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紅色區域(頂部)顯示在辦公桌前工作場景的四通道量測，而紅外線區域(底部)顯示原始資料和加總數據。心率(黑線)可以由演算法
通過加總數據來判定，色標指示可信度。心率可以在沒有加速度計的情況下予以判定。
























































































圖8：無加速度計數據(左)和有加速度計數據(右)的加成頻譜比較。利用加速度計可以重建使用者的心率。

使用加速度計兩種情況下的量測技

定。在局部或慢速平移運動的情

術。圖8顯示了無校正加速度計數

境下，心率甚至可以在不使用加速

據(左)和有校正加速度計數據(右)

度計數據的情況下判定。然而，在

結論

的加成頻譜(additive spectrum)的

突然和快速運動的極限情境下與運

總之，功能測試系統也已證明，耳

比較，在識別心率時可以看到訊號

動校正資料進行比較，也能釋讀數

朵量測非常有前途。量測裝置也可

明顯改善，如果沒有加速度計的支

據。在所有情況下，紅外線訊號都

以透過更好的機械整合來改善，並

持，這是不可能的。

比紅光訊號強。

加以擴展來實現額外的量測。如此

從測試案例中可以得出結論，

與手腕量測相比，耳朵中的訊

在大多數情境下，心率可以利用耳

號更強，因此量測精度可以達到更

塞中整合的感測器非常精確地判

高水準。此外，使用紅光或紅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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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量測血氧水準。

加速度計還可用於跌倒檢測和步態
識別，為客戶創造更多價值。
(本文完整圖文請上EE Times Taiwan網站閱讀)

測試與測量

使用示波器的訊號處理功能
進行Pass/Fail測試
Arthur Pini，資深電子測試/量測工程師

Pass/Fail測試是示波器的一項分析

於被測波形，將測量值與預定義值

設置為波形C3的光罩測試，合格條

功能，可顯示波形是否符合所定義

相比較(參數比較)；二是與另一個

件數量隨示波器型號而變化。該示

的標準，這些標準由一個或多個合

測量參數相比較(雙參數比較)。對

波器支持多達12個合格條件。如本

格條件(qualifying situation)來定

於多個合格條件(即Qn)，每個可分

範例所展示，可以使用基於波形的

義，以判斷波形是否符合標準。

別使用任一方法。可先在「pass/

光罩或使用產業標準光罩來進行光

合格條件分為兩大類：光罩

fail」對話方塊中選擇這些條件，

罩測試。產業合規性測試通常會為

測試(mask testing)或參數比較

並定義哪些結果導致通過或失敗的

測試光罩提供測試軟體，光罩測試

(parameter comparison)。光罩

狀態，然後確定應該採取的動作。

可閘控(gated)，從而將測試範圍限

測試將擷取到的波形採樣值與預定

圖1是一個簡單的光罩測試範例，

制在跡線的某一部分。

義的範本或光罩進行比較，以確定

大多數中高階示波器都具備這種

波形樣本是落在光罩範圍內還是外

測試功能。

部。參數比較有兩種方式：一是基

對於該測試，合格條件Q1被

Pass/Fail合格條件能夠以多
種方式組合，以確定測試是否通過
或失敗；還支援子群(subgroups)

圖1：一個簡單的光罩測試設定。當任何樣本落在光罩之外時停止擷取，紅色異常標記表示落在光罩外部的樣本；測試摘要顯示完成的測試
數量、通過的測試數量以及失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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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使用閘控(gating)可以將基於量測參數值的測試限制在瞬態波形的有效(active)部分。在本範例中，由虛垂直線表示的量測閘道
(measurement gates)包含波形的測量區域。

圖3：利用解調函數來確定雷達脈衝振幅封包20~80%的上升和下降時間，並測試它們之間的差距在1ns以內。

的邏輯組合，在測試中提供極高

以應用於數學推導的函數，如快

以測試雷達脈衝為考量，如圖

的靈活性。此外Pass/Fail測試允

速傅立葉轉換(FFT)、參數軌跡

2所示，這是一個1GHz載波的雷達

許設計人員和技術人員根據其產

(parameter tracks)或訊號封包

線性調頻(chirp)訊號。

生的波形測試元件，該測試還可

(signal 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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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這種雷達脈衝的調變瞬態

測試與測量
波形很難量測，因為它們由有效因

以用Pass/Fail測試來量測這些參數

試，測試標準為20%~80%的上升

素(active element)和無效閒置時間

的狀態。然而其波形非常複雜，可

時間和下降時間應在1ns的誤差範

(deadtime)組成，只有在波形在有

能需要考慮其他量測方式。可以考

圍內。參數比較是一種相對較新的

效活動狀態時才需要進行測量。示

慮使用確保訊號對稱的測試方式，

測試條件，不以參數的絕對值為基

波器支援使用閘控量測瞬態波形。

即脈衝封包的上升時間和下降時間

礎，而是以相對值為基礎，即容錯

使用者在波形的動態部分放置量測

是相同的。基本量測參數不起作

範圍內較大、較小或相等的值。

閘游標(gate cursors)，測量僅限

用，因為沒有可直接讀取的參數來

於游標之間的區域。在本測試範

量測該特性。

這個測試範例只使用12個可用
的合格條件(Q1到Q12)之一，但可

例中，頻率測試發生在閘標記之間

透過對脈衝進行振幅解調

以設置其他測試，所有12個合格條

的區域，即脈衝兩側虛垂直線顯示

(amplitude demodulating)來提取

件都可用於確定產生測試失敗或通

的區域。

訊號封包是可能的。然後可以將參

過的結果。

脈衝的頻率平均為1.000013GHz，
但其最小和最大值的範圍為

數應用於解調封包，如圖3所示為
調變域中的訊號檢視。

也可以根據其他調變域資訊
進行結構化測試，如雷達載波的

985.3MHz至1013.5MHz，這可能

利用顯示在較低格線的數學跡

線性調頻訊號；可以透過再次解

符合脈衝調變線性調頻訊號所期

線F3中的解調數學函數來提取雷達

調脈衝來追蹤頻率掃描的變化，

望的頻率值。量測閘控將量測值

脈衝的振幅封包，將20%~80%上

這次使用的是頻率解調(frequency

限制在脈衝範圍內，而忽略脈衝幅

升時間和下降時間參數應用於封

demodulation)，分析結果如圖4

度為零的雜訊基線(noisy baseline)

包，測量結果顯示為參數P5和P6。

所示。

訊號。另一個量測參數即峰間振幅

基於這兩個參數的比較，在測試

較下方的格線包含頻率解調

(the peak to peak amplitude)，可

條件Q3下已經設置了Pass/Fail測

波形，如先前所量測的，頻率在

圖4：使用頻率解調在解調後的波形周圍建立光罩，來測試雷達線性調頻的線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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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測量

圖5:使用FFT添加頻譜圖，完成時域、調變域和頻域的測試元素：使用四個測試結果的邏輯組合來整合四個單獨的測試；摘要視圖顯示所有
測試元素都已通過。

985.3MHz到1013.5MHz範圍內呈

號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是頻率

圖5底部的測試摘要視圖表

線性變化，解調函數只適用於脈

調變。注意，由於雷達脈衝的瞬

明，所有需要測試的條件都通

衝非零的區域。已在掃描的線性

態特性，FFT加權函數使用矩形加

過了這次擷取。這個測試是在

部分周圍創建了一個光罩(藍色覆

權，寬而平坦的頂部表示頻率的

Teledyne-LeCroy WaveMaster示

蓋層)，可再次透過閘控來進行控

變化。FFT響應可以使用光罩測試

波器上完成的。不同的示波器具

制，這次將其應用於光罩測試。

功能來測試，就像對雷達訊號的調

有不同的功能，使用者應諮詢示

跡線中每個點的光罩垂直範圍是

變域視圖進行測試一樣。閘控用於

波器供應商，以確定特定型號的

50kHz。每個採樣點的等效時間增

納入包含較大功率等級的頻率，光

測試能力。

量為100ns，確保所有採樣點都在

罩顯示為灰色覆蓋區域。所有這些

使用示波器訊號處理功能的

範本內，這樣的測試保證頻率掃描

測試可以組合在一起，使最終測試

Pass/Fail測試可以提供非常靈活

是線性的。

包含以下合格條件：

的測試範圍，即使是最複雜的訊

檢查波形的另一種方法是透過
示波器的FFT在頻域中進行檢視；
這種方法將顯示波形作為頻率的函
數，如圖5所示。
雷達線性調頻訊號FFT如圖
右下方格線所示，顯示了以1GHz
為中心的訊號頻譜。光譜形狀具
有角度調變(angle modulated)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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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FT跡線都在覆蓋的光罩內。

號。Pass/Fail測試對開發期間的

2. 頻率解調訊號在相關光罩中完

少量元件測試有所助益，同時也

全包含線性頻率掃描。

可以在生產期間於自動化測試環

3. 調 變 封 包 2 0 ~ 8 0 % 的 上

境(ATE)中使用；在示波器中進行

升和下降時間等於1奈秒

ATE測試通常要快一些，因為只需

(nanosecond)。

要傳輸測試結果，而不是把所有的

4. 脈衝的峰間振幅等於147mV
±10mV。

訊號都送到測試控制器中並離線處
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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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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