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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體該升級或改朝換代？
推動記憶體產業的是先進技術，但是人都
不喜歡「改變」…各路廠商如何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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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éas創辦人暨執行長

三大因素將影響2020年全球半導體產業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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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推論晶片性能優劣

記憶體子系統扮要角

設計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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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虛擬處理加速製程最佳化：
DRAM製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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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基於 T 型結構 MOS FET 模組的最新半導體測試解決方案
3 月 10 日 上午 10:00-11:30
針對傳統半導體測試中存在的測試板設計週期長，測試板空間不能滿足多功能測試的高
整合度要求，以及後期維護成本高等難題，歐姆龍提供小封裝，超低漏電流，免維護的 T
型結構 MOS FET 模組，助您解決上述問題。
利用 FPGA 加速邊緣計算
3 月 11 日 上午 10:00-11:30
在本網路研討會中，您將瞭解邊緣計算的趨勢和優勢，以及 FPGA 如何以低成本、低功耗
和低延遲優勢加持邊緣計算應用。討論會說明 FPGA 在具有高速數據聚合和橋接的視覺相
關應用中的優勢，這得益於可加速計算密集型操作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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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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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國 際 貿易、記 憶 體 產 業 週 期 性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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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手機到車用
新創公司要讓「觸覺」回歸
「過 去 2 0 年 來，我們已經 失 去了觸
覺，因為我們大多數的時間是在與摸
起來感覺都一樣的手機螢幕互動…」

創新天地
賦予終端更高智慧
Arm添AI平台生力軍
第五波運算時代將由各式各樣的終端
裝置引領，其中IoT、5G與AI將是促使
終端裝置具備運算能力的關鍵技術。

網站內容
7個就算沒有MWC
也要問的問題！

多頻段天線創新無止
境—「好心沒好報」？

展會取消並不意味著行動通訊產

隨著RF鏈路擴展並支援更多頻段，

業也跟著停止 運轉，媒體 與 分析

天線的研發也不斷進展。但這就像是

師們的好奇心也不會消退…

另一種形式的「好心沒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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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記憶體市場預測：
價格持平、技術進展有限
Gary Hilson，EE Times美國版特約記者

展望2020年的記憶體市場，DRAM

臨諸多障礙；」挑戰包括製程微縮

SSD和DIMM；美光(Micron)曾與

和快閃記憶體的價格是否會再次飆

好讓成本降低到合理的價格點、以

英特爾共同開發這項技術，但現在

升？新興記憶體終於要崛起了嗎？

進入更多應用領域，而在此同時，

出力較少。Yang表示，英特爾一

中國的雄心會開始得到報酬嗎？還

大多數情況下，DRAM與快閃記憶

直在積極宣傳Optane的價值，「

有哪些記憶體技術可用？

體仍將繼續按照其技術藍圖取得進

但我認為大多數人仍在觀望；」他

2019年的記憶體市場環境因

展。可預期的是，大部份供應商的

認為，Optane的主要障礙在於構建

DRAM和NAND價格下滑受到很

128層快閃記憶體已經整裝待發，

生態系統，僅提供客戶樣品以進行

大影響；市場研究機構Objective

但是無論快閃記憶體或DRAM都不

評估是不夠的，還要包括硬體、軟

Analysis首席分析師Jim Handy預

會有太大幅度的擴產。從歷史發展

體、韌體，以及來自晶片組、處理

期，2020年該市場將保持平穩，

來看，記憶體新技術的變革並不那

器和目標應用的支援：「很遺憾，

不過DRAM因為價格暴跌而為利

麼激進，特別是DRAM，任何記憶

這是生態系統掛帥的市場。」

潤率帶來了巨大壓力。Handy指

體新技術都是小幅進展。

Yang表示，相較於其他新興記

出，DRAM價格可能還會進一步下

介於新興記憶體和現有成熟技

憶體，Optane更具潛力，並且可能

跌：「預計2020年NAND快閃記憶

術產品之間的是3D Xpoint技術，

在產量方面領先，但必須解決成本

體價格將上揚5%，但DRAM將下滑

主要產品為英特爾(Intel)的Optane

難題。「價格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

25%，這將會是好壞參半的一年。
但塵埃落定之後，我們認為2020年
當前記憶體價格低廉意味著新
興記憶體的機會不多，因DRAM和快
閃記憶體完全可以滿足需求。Handy
認為：「新興記憶體仍然需要經過漫
長而艱苦的奮鬥，才能與主流記憶體
競爭；」而且，根據製造商的產品藍
圖，DRAM和NAND快閃記憶體都還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兩者都不會很
快退出市場。

Share of Semiconductor Consumption

記憶體市場仍將持續供過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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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 Markit總監Michael Yang
也認為新興記憶體今年不太可能蓬
勃發展：「新興記憶體技術仍面

市場研究機構Objective Analysis在年秋季發佈的一份報告推測，若將中國從亞太區中
劃分出來，中國半導體的月銷售量如上圖所示。但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現可能會在短期
(圖片來源：Objective Analysis)
內影響中國的記憶體量產計畫。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3

業界趨勢
素，客戶是否購買取決於他想為能

上只有一些利基型應用才能接受其

取得的性能付出多少；」他指出：

高成本。」

是否急於購入5G新手機。)
然而在DRAM和NAND快閃記

「DRAM價格已經下降到非常合理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對MRAM

憶體的製程微縮上，Lee認為從技術

的水準，Optane不具備任何價格

抱持樂觀態度。美商應用材料

角度看不到任何重大進展；「具成

優勢。」

(Applied Materials)半導體產品部

本效益的製程微縮是最大挑戰，」

另一家市場研究機構Forward

門記憶體技術管理總監Gill Lee就認

任何技術更迭的速度都與價格密切

Insights首席分析師Gregory Wong

為，儘管人們熱烈討論MRAM的潛

相關。他指出：「如果價格下降壓

則認為，2019年是Optane的商用

力，但此技術在今年不會有很大突

力持續存在，節點轉換將非常具挑

元年，首度擁有具意義的出貨量；

破。「MRAM仍主要被用來取代微

戰性；一旦開始轉換節點，龐大成

但他也承認，價格是一個因素，特

控制器中的嵌入式快閃記憶體；」

本也將會逐漸微縮，但仍然需要資

別是因為DRAM價格暴跌。「我們

他還認為，DRAM和NAND的低價

本投資。」

還未看到3D XPoint的價格出現類似

格將限制3D Xpoint的普及，而英特

Handy表示，有鑑於建立新

情形；」Wong指出還有一個變數是

爾正努力藉由Optane產品來驅動3D

晶圓廠的成本增加快速且侵蝕利

美光正出貨3D Xpoint SSD，但對於

Xpoint的發展。

潤，對資本投資的需求可能會導致

由於供過於求而導致的低價

DRAM領域出現整併；「如果還有

格也往往意味著製造商的資本支

外來者準備加入市場，將會為現有

較低的DRAM價格可能會限

出會較少，但Lee指出，三星電子

供應商帶來更大的整併壓力；」這

制市場對英特爾Optane DIMM的

(Samsung)在去年底宣佈將在中國

些新進入者可能來自中國大陸。

採用，較低的3D NAND價格則可

西安的記憶體工廠追加投資80億美

除了價格壓力和技術演進，全

能影響SSD的採用。Wong表示：

元，這是前景看好的投資案例。他

球經濟景氣和貿易關係也將成為影

「當NAND快閃記憶體價格低廉

進一步樂觀估計，5G佈署將為資

響2020年記憶體市場的主要因素，

時，必須有非常具說服力的應用案

料中心帶來更多流量；「基本上，

包括中國積極建立自有產能以降低

例，來支持昂貴的同類產品。而且

資料中心是記憶體晶片的大戶。」

對海外供應商的依賴。IHS的Yang

如果NAND價格降到很低，採購者

(不過，Objective Analysis的Handy

表示，無論美國要提高多少關稅，

就可能會超量配置，會存在一個舒

對此持謹慎態度，他雖然也認為5G

可預期中國將變得更強大，因為貿

適圈。」

是今年的重頭戲，但還得看消費者

易緊張局勢助長了中國在記憶體市

到目前為止市場需求仍低於期望值
的技術，只能靜觀其變。

至於其他新興記憶體，Wong
認為ReRAM作為高密度記憶體，
今年不會有什麼建樹，而可能在

4/5G Network

嵌入式應用中成為一種可行的低
功耗替代方案。此外儘管MRAM
也面臨一些固有挑戰，獨立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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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可能在2020年取得更多機會；
「MRAM並不很適合記憶體階層
(memory hierarchy)，目前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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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DRAM，價格卻更昂貴。而因
為MRAM屬於持久性記憶體，基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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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與4G的融合預期將推動電信設備和資料中心對固態儲存和記憶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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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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雄心；「他們認為這是必行之

後一定能看得到。」

濟衝擊，因為供應鏈隨時可能中斷。

路，中國無疑會用自己的方式成為

筆者在完成以上採訪時，新型

此外，英國脫歐(Brexit)以及中美之

每個市場上更強的參與者，也許不

冠狀病毒疫情尚未成為一個影響因

間懸而未決的緊張局勢，無疑也將

會在2020年發生，但在2021年及以

素，但現在看來已經產生短期性的經

成為影響2020年的不穩定因素。

AI推論晶片性能優劣

記憶體子系統扮要角

Geoff Tate，Flex Logix執行長

過去一年來冒出頭的AI推論晶片公

的速度處理資料、將資料導入和匯

寸，YOLOv3使用200萬畫素，因此

司數量之多令人眼花撩亂，由於市

出記憶體。例如使用ResNet-50和

後者運算負載要大得多。

場上晶片繁多，也不缺乏優良測試

YOLOv3模型，會發現它們不僅在

藉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到我們會

基準，產業界常會忘了一個相當重

運算方面，而且在各自如何使用記

有兩種不同的工作負載，其中一種

要的部分：記憶體子系統。事實

憶體的方式上都有顯著差異。

是另一種的100倍。問題顯而易見：

上，若少了好的記憶體子系統，就

對於使用ResNet-50模型的每

這是否意味著YOLOv3執行速度慢

不會有優質推論晶片，因此如果一

張影像，需要20億個乘積累加運算

100倍呢？要解答該問題，唯一方

家推論晶片公司只談TOPS卻很少提

(MAC)，但YOLOv3模型則需要超過

法是透過查看記憶體子系統，因為

及SRAM、DRAM和記憶體子系統，

2,000億個MAC，增加了100倍。部

這能告訴你任一顆特定晶片的實際

他們可能並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

分原因在於YOLOv3權重更大(6,200

資料處理量。

萬的權重，而ResNet-50約為2,300

一切皆與資料處理量相關

萬)，然而最大的區別還在於典型

記憶體子系統

優質推論晶片被精心打造成能快速

基準的影像尺寸；ResNet-50使用

對於推論晶片，我們不僅僅是開發

移動資料，意味著晶片得以非常快

224×224，實際上是無人使用的尺

一顆晶片，而是打造一個系統；晶

自動駕駛應用是邊緣AI加速器的最大商機之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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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lex Log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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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MAC相當於引擎，若少了正確

標註影像)可以在夜間進行大批量處

要滿足成本和功耗預算，用於訓練

的燃料輸送系統(記憶體和互連介

理，但在邊緣應用場景中是行不通

的晶片可能佔用整片晶圓大小，針

面)，引擎就會熄火。

的，因為所有事情都要快速、低延

對汽車和保全攝影機等應用的晶片

如果你了解推論晶片的運作原

遲，意味著批次量(batch size)為1。

則有相關的成本和功耗限制。通常

理，會發現要先有資料導入，之後

因此基本上我們是重構晶片，

在滿足這些預算的情況下，可用

需要以一定的速度(例如30FPS)提供

以在短時間(低延遲)內交付結果、及

的SRAM數量不足以在晶片上儲存

新的影像；影像導入晶片後，就會輸

時採取正確的回應；我們需要立即

所有的權重、程式碼和中間激勵函

出某種結果。影像尺寸大小各異，但

處理資料並立即回送結果，這代表

數。這些晶片需要不斷地處理大量

大多數應用要處理百萬畫素等級的影

記憶體是其中絕對關鍵的一部分。

資料，而大多數邊緣應用總是處於

像，才能達到足夠的精度。

看ResNet-50模型，會發現有

開啟狀態。因為所有晶片都會發

晶片內部是以神經網路模型

許多晶片的性能在批次量為10或

熱，所以其處理量與散熱量呈現正

處理影像，有程式碼和權重，在

100時非常高，但當批次為1時性能

相關。若能從同等數量的晶片和功

每一層的末端還有中間激勵函數

就下降很多，某些晶片性能下降幅

耗預算中獲得更多的處理量，這種

(intermediate activations)；這些都

度甚至高達75%。這意味著無論他

晶片架構將會是贏家，因為能夠以

需要儲存在某個地方，然後讀寫到

們從擁有高批次處理MAC獲得的利

較少的功耗和成本提供更多的處理

推論晶片的計算單元中。

用率有多高，當批次量為1時，其利

結果。

用率只有四分之一。因此，在批次

應用

量為1時(這在邊緣應用中很關鍵)，

最佳功耗和成本

AI推論的應用非常多，自動駕駛等

某些晶片的運算MAC週期利用率還

有些捷徑可以讓公司取得偵測物件之

邊緣應用是最龐大的商機之一；未

不到25%。

精準度的折衷，然而這並非客戶想要

來，每輛車子都將配備多個推論引

的方式，客戶希望執行的模型可以取

擎，可以即時檢測到行人、公車或

架構的轉變

得高精度物件偵測和識別，還要在一

其他車輛，以即時避免碰撞。這使

在過去，處理器的記憶體架構──

定的功耗限制範圍內；要做到這一

得處理大尺寸影像(如YOLOv3模

仍在今日的資料中心進行大量推論

點，關鍵在於記憶體子系統。

型)非常重要；試想一下以你的眼

──採用DRAM和多階層緩衝記憶

如果使用ResNet-50或YOLOv3

睛看影像，如果有人拿一張很小圖

體，這些都被饋入處理器，而記

模型，需要儲存權重；YOLOv3的

片給你看，你可能就會錯過很多細

憶體是集中化的單一記憶體。推論

權重約為23MB，而ResNet-50的

節，甚至還可能曲解圖片，而在自

晶片的記憶體則是分散式的，加

權重約為62MB，僅是將這些權重

動駕駛車輛和保全攝影機的應用案

快資料處理速度的方法之一是把

儲存在晶片上，就需要接近100平

例中，小細節才是關鍵。

MAC分成許多小塊，然後以本地化

方mm的晶片面積，這對大多數應

邊緣和雲端的區別在於，在

(localized) SRAM來分配這些小塊

用來說都不可行。這意味著需要晶

邊緣需要發送即時回應，而在雲端

──這是Flex Logix和Intel等公司採

片外的大容量記憶體，也就是使用

通常有大量資料、也有足夠時間處

用的方法，可望在未來成為主流；

DRAM。

理。舉例來說，如果你在一輛車子

這麼做的理由是，讓記憶體更靠近

有一點需要說明，我們經常被

裡，會需要知道行人在哪裡才有機

MAC能縮短存取時間，提高MAC分

問到DRAM這種記憶體是否重要，答

會避開他們；但資料中心的情況則

散式平行處理能力。

案是非常重要。高頻寬記憶體(HBM)

不同，資料中心有一些應用(例如

邊緣應用的另一關鍵要求是

極其昂貴，對於成本預算嚴格的邊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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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勵函數實際上比權重需要更多
儲存容量，這與ResNet-50大不相
同。事實上，客戶需要小心的是，
一些公司設計晶片時會在晶片上儲
存ResNet-50權重，他們知道其激
勵函數很小，能讓其性能「似乎」
更好，然而在實際應用中，這種晶
片的性能會下降得特別厲害。

SRAM和DRAM的折衷
DRAM晶片不便宜，更貴的是要與
通用處理器和推論加速器的記憶體子系統設計比較；推論加速器傾向於採用本地化SRAM的
方式來分配記憶體。
(圖片來源：Flex Logix)

DRAM晶片連結；晶片設計業者往

緣應用不太合適。LPDDR4是一種

在有一些建模工具可以讓晶片設計

寸也是決定成本的一個重要因素，

更好的記憶體，因為它具有更寬的

工程師調整MAC、SRAM和DRAM

有時可能比裸晶更貴。每增加一個

匯流排配置，可以從單顆DRAM中

的數量，以做出一系列折衷，決定

DRAM，至少增加100顆錫球；現

取得更多的頻寬。DRAM對熱非常

如何實現最便宜的晶片和最高的處

今有某些晶片連結了8個DRAM，

敏感，對於在室外運作的車輛和保

理量。

就需要1,000顆封裝錫球，導致晶

往只注意裸晶尺寸，但晶片封裝尺

全攝影機來說會是個問題，因此考

晶片設計者還能用很多方法來

量到成本和散熱問題，最好盡可能

組織MAC，讓它們以更高的頻率運

雖然業者意識到不能在晶片上

將DRAM的用量減小。

作。例如可以將MAC最佳化為8位

全部配置SRAM，他們也知道不能

元的乘積和累加，比16位元的乘積

以過多的DRAM來解決成本難題，

如何設計出最佳推論晶片

和累加執行速度更快。在這種情況

真正需要的是用盡可能少的DRAM

設計工程師要考量客戶將進行何種

下，唯一的折衷是精度稍低一些，

和SRAM。要想如此，晶片設計者

類型的處理、它們的負載和應用

但是可以在成本和功耗較低的前提

需要研究激勵函數；研究一下64MB

會是什麼，以及它們會在哪裡使

下提供更大的處理量。

的激勵函數，就會發現其實只有一

片非常昂貴。

用，才能打造出最佳的推論晶片。

那麼，ResNet-50和YOLOv3模

個，大多數激勵函數還是比較小

畢竟最終客戶想要的是最高的處

型在記憶體使用方面有什麼不同？

的，所以如果將8MB的SRAM放在

理量—這意味著他們需要高MAC

雖然權重有2倍的差異，但最大的區

晶片上，大多數中間激勵函數可以

利用率；取得高MAC利用率的方法

別在於激勵函數。ResNet-50的每一

儲存在晶片上，只需要用DRAM來

就是為MAC提供高頻寬，但你會希

層都會產生激勵函數，其最大激勵

處理最大的激勵函數。

望用最少的SRAM和最少的DRAM

函數大小為1MB，有些層甚至更小

這是推論晶片的甜蜜點，也是

來實現。

一些。對於YOLOv3，最大層的最

晶片設計工程師應該努力追求的目

大激勵函數大小是64MB，這64MB

標。如果你是客戶，就需要開始留

必須儲存起來以便進入下一層。

意晶片記憶體子系統的問題，因為

晶片設計工程師需要知道客
戶期望在哪些場景下使用，並採用
相對應的模型，而且要密切關注其

注意一下晶片上記憶體或

權重、程式碼大小和激勵函數。現

DRAM容量需求，你會發現YOLOv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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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決定晶片在實際應用中性能表
現的重要因素。

思維與觀點

三大因素將影響2020年
全球半導體產業走勢
顧正書，EE Times China

根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和

拿大(USMCA)自由貿易協定達成，

前市場上有近6,000萬支庫存。受

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STS)

以及記憶體價格週期性調整和5G網

疫情影響的手機廠商預期在2020

發佈的最新資料，2019年全球半

路帶動半導體需求等。

年第一季度的出貨量下跌10%；

導體銷售總額為4,121億美元，與

有鑒於市場受到5G換機需求低於
預期和肺炎爆發對消費信心的負

12.1%，這是自2001年以來全球

影響2020年全球半導體產
業成長或衰退的三大因素

半導體產業出現的最大跌幅。

除了國際貿易、記憶體產業週期性

市場手機出貨量會較2019年下滑

從過去24年來全球半導體產業

調整這兩大因素外，中國突然爆

15%，約3.1~3.3億支。

的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如圖1所示)，

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

5G手機銷量不如預期，除了

逐年的上升或下跌幅度變化很大，

情，也為中國和全球半導體產業的

對華為和小米等手機廠商帶來影

比如2019年12月銷售額達到361億

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這三大因素

響，也拖累晶片供應商。除了高通

美元，與2018年同期減少5.5%，

對半導體和晶片的銷售各有消極和

(Qualcomm)、聯發科及紫光展銳

但整體銷售規模是穩步成長的，變

積極的影響，然而為整個產業帶來

等5G晶片供應商外，RF前端、功率

化趨勢與全球GDP變化趨於一致。

的綜合效應目前還不確定，也許要

放大器、攝影機和影像感測器、指

進入2020年，半導體產業會繼

到今年年中才能比較明朗；2020

紋辨識、顯示器驅動IC和電源管理

續下滑，還是止跌回升？SIA/WSTS

年半導體市場整體走勢和產業銷售

等元件供應商也將遭遇銷售下滑。

的預測是溫和成長，預期2020年市

表現最終是繼續下滑，還是有所成

疫情導致的復工延遲對中芯國

場成長率為5.9%，2021年成長率則

長，仍不得而知。以下筆者嘗試對

際、華虹和台積電等在春節假期間

達6.3%。然而，此預測是根據以下

這三大因素的一些影響做出分析。

也不停工的晶圓代工業者營運影響

2018年(4,688億美元)相較下跌

的宏觀和微觀因素，包括中美貿易
達成第一階段協定、美國-墨西哥-加

預計2020年中國

較小，這是因為價值昂貴的半導體
1.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製造設備折舊快，若利用率不飽和

在中國農曆春節假期前夕，

就會讓代工業者虧損，因此他們會

一場意想不到的新型冠狀病毒肺

避免任何非例行停工。但半導體封

炎疫情爆發了… 春節假期後復工

測業者一般會正常放假和停工，復

延遲、城市交通封鎖等應急措施，

工延遲與勢必會讓營運受到影響，

導致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首當其

延遲對客戶的交貨期。

衝的是5G手機換機潮延緩；天風

至於IC設計業者的新產品研發

在一份報告中

也許影響不大，但已經量產和供應

指出，2020年春節期間中國手機

市場的現有產品會受到整體供應鏈

市場出貨量下滑了50%~60%，目

的拖累，一方面是無法按合約正常

證券分析師郭明

圖1：全球半導體營收變化趨勢。

面影響，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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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另一方面則是會遭遇部分客

球半導體供應鏈仍有很多不確定因

事件而下修，連續兩年的產出成

戶縮減訂單的情況。

素，2019年中國IC設計業總銷售額

長幅度都不到35%，將使得2020

還不足全球的十分之一，該比例在

年全年供需更顯吃緊。

然而，疫情對半導體產業的影
響也並非都是負面，例如成長緩慢

未來幾年可望繼續成長。

三星(Samsung)為例，由於全球

的醫療設備市場突然爆紅，讓紅外
體溫檢測儀、額溫槍、血氧儀、移

從記憶體原廠投資來看，以

3. 記憶體產量/價格週期性調整

性經濟衰退仍在繼續，且大型IT

動式DR、PCR檢測儀器和呼吸機

記憶體約佔據全球半導體銷售

客戶需求並未如預期復甦，該公

等醫療設備供不應求，也使得部分

的四分之一，其價格下滑直接影響

司在2019年對原定投資計畫做出

電子零件缺貨。可預期在接下來醫

全球半導體的整體成長態勢；預期

調整：包括韓國華城的極紫外光

療設備及相關半導體元件市場會出

2020年DRAM和NAND Flash市場走

(EUV)專用產線、平澤的Memory

現高速成長的情形。

勢和價格波動仍會對全球產業造成

2工廠，還有中國大陸西安NAND

很大的影響，而中國記憶體業者產

2廠都受到影響。有產業分析師預

能雖然在全球佔比不高，將為全球

測，今年三星電子在半導體設備上

前三大記憶體廠帶來更大的壓力。

的投資情況可能與2019年類似，

2. 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

不太可能超過30兆韓圜(約1,768億

議，這對全球經濟和半導體產業都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集邦

是一個好消息。世界經濟論壇(WEF)

(TrendForce)旗下記憶體研究部門

最近的評論文章指出，儘管該協議

DRAMeXchange最新調查，從DRAM

中國的記憶體產能是否會受到

遠不能完全解決中美經貿爭端及其

記憶體市場整體供需狀況來看，在歷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從DRAM

對世界貿易體系構成的主要威脅，

經5季以來的庫存調整，2019年第四

供給來看，中國DRAM生產廠商長

至少讓中美暫時「休戰」。

季DRAM市場仍處於微幅供過於求，

鑫存儲位於安徽合肥，目前工廠仍

全球貿易在不確定性上升的情

即使今年第一季DRAM的拉貨狀況可

正常運作、擴產計畫仍按照進度，

況下陷入停滯，並導致世界經濟成

能呈現淡季不淡，但供需態勢最快仍

短期不受疫情影響。此外全球前三

長放緩，與全球經濟休戚相關的半

要到年中才會反轉。

大記憶體業者僅SK海力士(Hynix)

元人民幣/7,654億台幣）。

導體產業也陷入不確定性和成長趨

集邦預測，2020年第一季

的無錫廠區位於中國境內，距離武

緩。迄今美國挑起經貿爭端的兩個

NAND Flash價格會持續上漲，從

漢較遠，直接衝擊不大，產線正常

重要目標—減少中美貿易逆差、

用戶端需求來看，資料中心客戶

運作。整體而言目前DRAM生產面

讓製造業回流美國—並未取得太

積極準備2020年新的需求，拉貨

實質影響不大，但後續仍須觀察整

大進展，美國在限制中國企業取得

動能優於預期，預期今年第一季合

體物流運輸系統是否受疫情影響。

敏感技術方面的成效也不明顯。

約價將有所支撐。而在供給面，由

從NAND Flash供給面來看，現

儘管美國商務部已將約200家

於供應商自2019年第二季起已處

階段長江存儲與武漢新芯仍依照年

中國企業列入實體名單，也加強了

於盈虧平衡、甚而呈現虧損，不

節安排正常運作，但受到武漢封城

對中國外來投資的審查，但該政策

得不調降2020年的資本支出，產

措施影響，全面復工恐有隱患。長

迄今還看不到任何明顯效果。而美

能擴張與3D層數提升的時程都較

江存儲武漢廠目前產能僅佔據整體

國對華為的限制也激發了中國的「

以往保守。統計各廠規劃，2020

NAND Flash產業投片量約1%，對

國產替代」熱潮；例如在華為手機

年記憶體容量產出成長僅會略高於

於市場供給造成的直接影響有限，

中的美國晶片比例大幅減少、中國

30%，是歷年來規劃目標的低點，

但若疫情延長，可能影響原本安排

產元件比例則開始上升。儘管全

加上2019年的供給容量已因跳電

在第二季開始的擴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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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手機到車用
新創公司要讓「觸覺」回歸
Anne-Françoise Pel é ，EE Times歐洲特派記者

從轉動方向盤到踩下油門踏板，這

專為支援TDK的120V壓電致動器

「不過觸覺回饋不僅限於使用者體

些駕駛體驗都充滿觸感。觸覺回饋

PowerHap系列所設計。

驗，還能幫助駕駛人將視線維持在
道路上，減少駕駛分心的情況。」

技術(Haptic technologies)藉由對
駕駛員施加力道、震動或某些動作

防止駕駛員分散注意力

來模擬觸覺，特別是在汽車產業越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IHS Markit的車

可用以向駕駛人發出不同警示，又

來越常被用以提供更安全、更明智

載中控台顯示器生產預測(Center

不增加視覺和聽覺負擔。Chaput表

和更直覺的使用者體驗。

Stack Display Production Forecast)

示，觸控螢幕是其應用之一，方向

總部位於加拿大Bromont的一

報告，到2020年市場上將有5,280

盤則是另一種：「你可以想像方向

家新創公司Boréas Technologies

萬片車用觸控面板，而且會以每年

盤上的控制按鈕，如果駕駛偏離車

正在開發號稱首款可以在汽車人

4.6%的速度增加；安全性是該市場

道，方向盤會震動提醒你需要恢復

機介面中實現高靈敏度觸覺回饋的

的關鍵成長動力之一。

對車輛的控制；」油門踏板也可以

在車輛座艙內，觸覺回饋技術

低功耗、高電壓壓電驅動器IC；這

Chaput表示，在車內，對於

觸發超速警告，提醒駕駛人已經超

款IC (BOS1211)採用了Boréas的

需要快速執行的任務，觸控螢幕能

速，還有在座椅和安全帶上配備致

CapDrive專利技術，該技術利用

比語音控制更有效率，然而主要問

動器，也能幫助駕駛人提高對周遭

壓電材料的特性設計出一種可伸

題是：「因為我們需要等待確認，

狀況的警覺。

縮的高電壓壓電驅動器架構，性能

所以查看螢幕的時間太長；」觸覺

不同於視聽技術，觸覺回饋

媲美較傳統的觸覺回饋致動器，如

回饋技術讓使用者能像接觸傳統按

技術對時間敏感，需要持續性的

偏軸轉動慣量(eccentric rotating

鈕介面一樣觸控螢幕，也就是說：

雙向資料共享。「重要的是，觸

mass，ERM)馬達和線性諧振致動

「你可以在螢幕上滑動手指，感受

覺回饋能在正確的時間到達；」

器(linear resonant actuator，LRA)。

不同的紋理，直到觸碰到按鈕，然

Chaput解釋：「如果延遲了10或

「當你試圖在消費性或汽車

後按壓按鈕區並感受到機械的點擊

20毫秒(millseconds)以上，從人類

應用中產生高電壓，如果沒有好的

聲，讓你知道已經按下按鈕並送出

的角度來看就會感覺不對勁，」而

電子元件，基本上會耗盡所有的能

指令，想要啟動的功能會在接下來

Boréas最新開發的IC號稱在觸控感

量來提高電壓，就算致動器本身的

幾秒內執行。」整體概念就是盡可

應方面具有良好的時間解析度(time

效率很高，也會導致整體系統效率

能讓駕駛人的視線集中在前方道

resolution)。

不彰；」Boréas創辦人暨執行長

路，並讓雙手保持在方向盤上。

「我們把壓電致動器當成致動

Simon Chaput 接受《EE Times》

「隨著車室內的使用者體驗

器也當成感測器用，我們的晶片既

訪問時表示：「我們解決了這個問

不斷演進，車載觸覺回饋技術變得

有感測又有驅動功能，可以自行做

題，研發出能以低電壓產生所需

越來越熱門；」IHS Markit技術研

決定；」Chaput表示，一旦感受到

高電壓的驅動器IC。」該款IC是

究和資料分析師Kyle Davis認為：

壓力，觸覺回饋就會自動送出、毫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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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延遲，在正確的時間到達。

夠按照所希望的方式來設計觸覺回
饋功能，不會有耗電太多的風險。

實現全新的車內人機介面
在去年的國際消費性電子展(CES

拓展市場版圖

2019)上，Boréas展示了一款沒有

Chaput表示Boréas的下一步是「與

按鍵的智慧型手機，將機身側邊的

我們的客戶合作，因為大多數客戶

音量鍵和電源鍵用兩顆壓電致動器

了解致動ERM和LRA的專業知識，

取代；不過消費者或許會更喜歡沒
有按鍵的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Simon Chaput
Boréas創辦人暨執行長

但在車輛座艙內部時的期望可能

但壓電致動器非常不同。」
Chaput透露，以紋理為基礎
(texture-based)的觸覺回饋技術

會有所不同。IHS的Davis評論：

上，感測是由晶片完成的，但需要

「是我們未來的研發重點之一，而我

「我認為，人們普遍誤解觸覺回饋

一些軟體的輔助；而在BOS1211

們會需要尋找恰當的合作夥伴；」

將取代車內的按鈕和旋鈕；」一項

上，大部分的感測是由晶片自

而該公司眼前的首要任務是「教育我

的消費者使用體驗調查顯示，「大

己處理，」這使得其自主性更

們的客戶，讓他們能如同今日使用

多數新車買主都期望觸控螢幕和按

高。BOS1901是為智慧手錶和手機

LRA那樣，在明天以壓電方案實現想

鈕的結合，而不是只能二選一。」

等裝置設計，BOS1211是為車載

要的致動功能。」

Boréas與TDK在2019年5月時
宣佈合作，以加速壓電觸覺回饋解

大型顯示器所設計，符合AEC-Q車
規標準。

BOS1211已開始向主要客戶
提供樣品，「我們現在正與多家大

決方案在車用顯示和控制，以及可

BOS1901和BOS1211都是以

型OEM廠商進行多個合作專案。」

穿戴裝置、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Boréas的CapDrive專利技術開發。

該公司預計於2021年開始生產

等領域的應用。當時Boréas的首

為解釋其獨特之處，Chaput首先

BOS1211晶片，並於2022~2024

款產品— BOS1901節能壓電驅

指出其高強度觸覺回饋性能，正是

年實現大規模量產；但對於晶圓代

動器IC—被認為非常適合TDK的

因為這種功能才能讓大螢幕移動，

工廠是哪一家的問題，Chaput僅

PowerHap致動器，工作電壓高達

並使堅硬的材料變形；其次是該壓

表示「我們有很好的合作夥伴。」

60V，Boréas還計畫為PowerHap

電致動器能針對客製化外觀尺寸製

Chaput相信，觸覺回饋技術

系列中較大型的產品開發首款低功

作。「通常對LRA致動器而言，若

將會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

耗壓電驅動器IC，最大驅動電壓達

要增加其尺寸，面積也會增加，最

特別是消費性與車用領域。「如

120V，也就是BOS1211。

後就會得到一個很大的方塊；」他

果你花一整天時間注意，會發現你

「我們意識到自己擁有最佳

接著指出：「壓電致動器可以被加

很常用雙手來提供周遭環境的有用

的驅動器和觸覺致動器，但是我們

工成合適的形狀以適應模組，從而

資訊；」但如果轉到智慧型手機上

的客戶更需要的則是解決方案；」

與車輛妥善整合。」

呢？「大部分資訊都已經數位化，

Boréas還聲稱在市面上能達到

你可以透過Full HD、4K甚至8K的

相同水準之觸覺回饋強度的觸覺回

影像看見，」而非感覺到。「過去

在被問到BOS1091和BOS1211

饋驅動器中，BOS1211是尺寸最小

20年來，我們已經失去了觸覺，因

兩款IC之間的主要區別時，Chaput

的(4×4mm QFN)，而且功耗是競爭

為我們大多數的時間是在與摸起來

表示，Boréas改善了感測介面，使

產品的十分之一。Chaput指出，這

感覺都一樣的手機螢幕互動，觸覺

其更精確和自主；「在BOS1901

種低功耗解決方案讓汽車製造商能

回饋技術將讓觸覺資訊回歸。」

Chaput表示：「比起單打獨鬥，
合作能讓我們發展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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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終端更高智慧
Arm添AI平台生力軍
Anthea Chuang，EE Times Taiwan

未來將進入到第五波運算的時代。

導入人工智慧技術，勢必也須兼顧

特性，使得Cortex-M55能同時兼

而第五波運算時代將由各式各樣的

功耗的難題；另外，終端裝置研發

顧功耗與運算效能，並使得具備人

終端裝置引領，其中物聯網(IoT)、

時也須考慮上市時間，不能因引進

工智慧能力的終端裝置，擁有高安

5G通訊與人工智慧(AI)將是促使終

人工智慧，使得研發時間過長而導

全性、低延遲與高可靠性。

端裝置具備運算能力的關鍵技術。

致喪失市場先機；而Arm新推出的

看準第五波運算中，終端裝置將

Cortex-M55與Ethos-U55平台，以

因人工智慧技術的導入，衍生更

最佳化的架構、易於設計的特性和

Ethos-U55專為Cortex-M
打造的microNPU

多創新與新商機，有鑑於此，Arm

完整的生態系統，協助終端產品開

Ethos-U55具備先進的壓縮技術、

為其人工智慧平台添新血—

發者解決上述問題。

減少電力消耗，並可顯著縮小機器
學習模型尺寸特性，為體積受限的

Cortex-M55，以及針對Cortex-M平

Arm人工智慧能力最強大的
處理器核心

嵌入式與物聯網裝置提升機器學

Arm台灣總裁曾志光表示，第

微控制器可謂是各類終端裝置上

、M33、M7與M4搭配。而針對

五波運算會將整個數位世界化為數

最主要的處理核心，因此終端裝

需求更高的機器學習系統，可搭

據，也就是透過各式各樣終端裝

置的人工智慧運算能力勢必是來

配Cortex-M55及Ethos-U55，此

置，隨時隨地、無時不刻地收集著

自於微控制器，而Cortex-M55即

組合與現有的Cortex-M相比，機

人們周遭的各種資訊，再透過終端

是現階段Arm Cortex-M系列中，

器學習效能可增加480倍。

裝置的運算能力，將各式各樣的數

人工智慧能力最強大的微控制IP

徐達勇說明，事實上，從硬體

位資訊轉化為數據，再透過人工智

核心。徐達勇表示，Cortex-M55

整合的角度上來看，若是共用匯流

慧、機器學習等技術，將數據化為

是首個基於Arm8.1M架構、內建

排通訊介面，Ethos-U55可和任何

提升人類生活舒適度的各種創新應

Arm Helium向量技術的核心，不

Arm Cortex-M系列核心搭配，包

用。也因此終端裝置必須擁有更高

僅可提升終端數位訊號處理(DSP)

括Cortex-M0；但從市場需求面來

的智慧，此時人工智慧與5G技術

與機器學習效能，並高校節能，還

分析，由於Cortex-M0內部並未有

即扮演了重要角色。

能讓終端裝置具備基礎機器學習和

DSP功能，因此僅適用於無須DSP

神經網路推理的多元能力。

功能的終端應用裝置中，較無法滿

台的微神經網路處理器(microNPU)
Ethos-U55。

「人工智慧絕對不會只在雲

習的推理能力，可與Cortex-M55

足需較強人工智慧處理能力終端裝

端或邊緣發生，終端裝置內建人

此外，顧及終端裝置更靠近使

工智慧勢必是未來一大趨勢；」

用者，隱私與資料安全在裝置開發

Arm應用工程總監徐達勇指出。但

時需相當重視，Cortex-M55與其

不僅如此，為降低開發人員

眾所周知，運算能力越高意味著

他Cortex-M系列一樣，也內建了

導入人工智慧技術時所面臨的技

功耗將越大，因此終端裝置若是

Arm TrustZone安全技術。種種

術挑戰，Arm亦特別推出完整支

置市場所需。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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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火箭引擎更省燃料
Gina Roos，Electronic Products主編

來自德國德勒斯登Fraunhofer材

小型衛星的開發週期較短，所需開

心體組成，這種設計是為了加速燃

料暨光束技術研究所(Fraunhofer

發團隊規模也比較小，製造與發射

燒氣體。」

IWS)，以及德勒斯登工業大學(TU

成本也因此降低；但一個可能阻礙

由Fraunhofer IWS與TU

Dresden)航太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

小型衛星市場成長的因素是—缺

Dresden聯合營運的德勒斯登積層

員，以3D列印技術打造了新式火箭

乏專用發射器。

製造中心(Additive Manufacturing

引擎，配備了微型發射器使用之氣

德國的研究人員們相信，氣

Center Dresden，AMCD)科學助理

尖噴嘴(aerospike nozzle)，能用以

尖引擎能讓微型發射器更節省能

Michael Muller表示，氣尖引擎技術

將小型衛星送上太空；研究團隊已

源；經過了兩年的努力，他們在

可回溯到1960年代，而現在他們是

經製作出按比例縮放的引擎原型，

德國聯邦教育暨科研部(German

將積層製造導入傳統製程，催生更

預期這種引擎消耗的燃料能比傳統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高效率的引擎。

引擎減少30%。

and Research，BMBF)的贊助

研究人員表示，氣尖噴嘴「能

該研究團隊表示，小型衛星

下，成功製作並測試了氣尖引擎，

在從地球發射至太空軌道的過程

市場呈現成長態勢，根據市場研

預期燃料消耗量遠低於傳統火箭

中，更良好適應氣壓變化，並因此

究機構Allied Market Research

引擎。

使其更具效率，燃料消耗量能比傳

的估計，該市場可從2018年的36

其研發成果的獨特之處，在於

統引擎更低；」消耗的燃料更少，

億美元，在2026年達到157億美

燃料噴射器、燃燒室以及噴嘴都是

意味著整體系統的重量能進一步減

元的規模，期間複合年平均成長

利用稱為「雷射粉床熔融」(laser

輕，並且讓酬載量更大。

率(CAGR)為20.1%。小型衛星的

powder bed fusion，L-PBF)的積

為了實現以積層製造技術—

重量通常低於500公斤，其市場成

層製造技術一層一層印出來的；研

也就是3D列印— 設計與製作

長動力來自於農業、能源、土木工

究人員表示：「噴嘴是以尖狀的中

的火箭引擎，專案團隊中的TU

程、石油與天然氣等產業對地球觀

Dresden航太專家負責為引擎畫設

測服務的需求。

計圖，Fraunhofer IWS研究人員則

英國打算在蘇格蘭興建一個

進行製造與材料的驗證；該團隊的

太空港—這會是歐洲的首個太空

第一步是讓設計能適應積層製造程

港，而德國工業聯盟(Federation of

序，然後是材料的選擇與特徵化。

German Industries，BDI)也支持建

接下來他們以L-PBF技術製作了引

立一個國家太空港，設置將研究設

擎的兩個零件，並對其表面功能進

備與小型微星送上太空的中、小型

行二次加工，用雷射焊接將零件結

發射器平台；這種小型發射器的酬

合；再用電腦斷層掃瞄來檢查孔洞

載重量可達350公斤。

或其他缺陷，以確保燒結粉末不會

上述的Allied Market Research
研究報告指出，與傳統衛星相較，

研究團隊製作的氣尖引擎原型已經過TU
Dresden航太工程研究所的實驗室測試。
(圖片來源：Fraunhofer IWS Dresden)

阻塞冷卻通道。
(完整閱讀請連結EE Times Taiwan網站：http://bit.ly/2Vm09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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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應用衍生新需求
記憶體該升級或改朝換代？
路飛，EE Times China

記憶體產業有著週期性的波動，每

技術無論是作為獨立晶片還是被嵌

面對這樣的誘惑，各路廠商如

當技術處於升級期時，就會出現價

入於ASIC、微控制器(MCU)和運算

何抉擇—在傳統記憶體上持續演

格上升；而技術成熟讓儲存密度提

處理器中，都有可能變得比現有的

進，還是給新技術一個改朝換代的

升，並且大批量生產後，又會讓整

記憶體技術更具競爭力。

機會？

個市場因為供過於求價格下降。

預計到2029年，新興記憶體

可見，推動產業的是先進技

市場可望創造200億美元的合併收

新應用對儲存提出新需求

術。但是人都不喜歡「改變」，無

入。其中，PCRAM由於價格低於

隨著5G的逐步商用，汽車電子化

論半導體供應商還是OEM，也許都

DRAM，可望在2029年前成長至

以及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應用

更傾向於接受在既有產線和技術基

160億美元的市場規模。同時，

的大量普及，大部分新興領域的傳

礎上的升級，而不是全面導入一種

獨立型MRAM和STT-MRAM(基

統記憶體和儲存架構已不能滿足需

新技術。雖然目前傳統記憶體在3D

於自旋轉移力矩的MRAM)的收入

求，儲存產業需要在技術和模式上

製程加持下尺寸更小、密度更大，

將接近40億美元，或超過2018年

進行創新，才能跟上這樣的趨勢。

性能得到很大提升，但新興記憶體

MRAM收入的17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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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場景中，主要可分為

記憶體技術
兩個大分類，一個是大量佈署的感

位元組資料的讀取時間，減少主

測終端，一個是需要即時回應的智

晶片的等待時間，從而提高主晶
片的效率。

慧終端機。華邦電子(Winbond)
陳葦霖
Flash產品企劃處
副處長
華邦電子

Flash產品企劃處副處長陳葦霖認
為，具體細分市場不同，對記憶體

可靠性和安全性也是這些應
用重點關注的問題。陳暉認為，
對Flash而言，需要保證20年內的

的性能需求也不一樣。對於大量佈
署的智慧裝置，成本與功耗是否夠

對NOR的需求是512Mb、1Gb甚至

資料保存和10萬次以上的擦寫次

低將是關鍵；而需要一定運算能力

2Gb。低功耗的要求主要在穿戴式

數。而安全性方面，相對於系統

的邊緣設備，則需要具備高速讀取

的物聯網(IoT)產品上，這類產品的

單晶片(SoC)，Flash用於儲存眾

寫入介面/能力的記憶體，才能滿足

特點是都以電池來驅動系統工作，

多關鍵系統程式碼、應用程式碼以

其對於系統性能的要求。

使用的主要記憶體包括NOR Flash

及驅動程式，當應用和設備遭到攻

和低功耗DRAM。

擊時，Flash更容易被當作攻擊的

儲存產業的專業人士從幾個

「至於小封裝，在AIoT等『霧

第一目標，記憶體廠商要與主晶

端』IoT設備上表現明顯，以真無線

片廠商緊密配合，才能將Flash與

矽成半導體(ISSI)技術市場副

(TWS)耳機為代表，這類產品本身的

SoC進行安全性綁定，提升整體系

總監田步嚴認為，5G元件市場主

內部空間非常狹小；」陳磊說道，

統的安全性。

流DDR4的需求將超過DDR3，此

「所以在這些應用領域，我們不僅

外對大容量SPI NOR Flash需求快

要提供晶圓級的封測產品，有的廠

從主控晶片角度分析

速增長，平行NOR Flash比例在逐

商更提出要提供系統級封裝(SiP)晶

隨著3D NAND Flash層數越來越

漸減少。汽車電子中的智慧座艙應

圓產品。」

高，所衍生的相互干擾與資料潛

主流市場的例子，發表了各自的
看法。

用，也對記憶體提出了大容量、高

從硬體上來說，實現汽車的

在錯誤率，NAND Flash主控晶片

頻寬、高速率的要求，從LPDDR4/

智慧化需要更多的環境感知，兆

這時候也需要與時俱進。「我們在

LPDDR4X逐步過渡到LPDDR5，

易創新Flash事業處資深產品市場

Flash控制晶片中加入了專利AI演

同時eMMC需求也成長很快，未

總監陳暉表示，隨著感測器和更

算法，加強ECC的修正能力；」

來在自動駕駛中還需要記憶體具有

多MCU整合到系統中，汽車電子

衡宇科技行銷專案副總胡家銘表

低延遲、低功耗和自動糾錯(內建

各功能單元的資料都需要更高性

示，這能讓使用者在享用越來越

ECC)等特性。AI應用方面則要求

能的Flash；從軟體上來說，隨著

高容量的同時提升資料安全性。

高頻寬、高速度，目前Arm based

更多軟體的整合，程式碼量逐漸

他介紹到，主控晶片中的錯誤更正

解決方案以雙通道LPDDR4/4X為

增加，直接導致Flash的容量需求

模組，歷經從BCH (Bose、Ray-

主，部分FPGA和x86架構以DDR4

越來越大。

Chaudhuri、Hocquenghem)碼

模組為主。

其次是即時響應，對於高性

東芯半導體副總經理陳磊表

能IoT應用，由於受到系統成本、

示，大容量是所有記憶體發展的

功耗和尺寸的限制，通常會考慮

趨勢，特別是5G大型基地台對大

減少或者去除DRAM，主晶片可

容量NOR Flash的需求。傳統的

以從Flash直接執行程式碼，即晶

消費類的NOR以中低容量為主，

片內執行(XiP)，採用這種運作方

集中在128Mb以下，但是基地台

式的Flash，能夠大幅度縮短固定

發展到LDPC (Low Density-Parity

陳暉
Flash事業處
資深產品市場總監
兆易創新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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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達到亦或是超出5G目前所需要
的速度。」另外他也指出，在5G ×
AIoT的網路世界裡，安全更是其中
Nelson S. Duann
市場行銷暨研發資深副總
慧榮科技

最重要的一環，「不僅僅要提供資

陳磊
副總經理
東芯半導體

料在內部傳輸的端到端加密，還要
在資料保護上提供AES、OPAL等

Check)碼的發展過程，資料流程

加密標準，才能使得固態硬碟(SSD)

海力士(SK Hynix)、美光和東芝

設計從單純的硬解碼，進步到含

在5G和AIoT等技術的快速演進下跟

(Toshiba)等基本都進入了96層的

有NAND通道狀態參數的軟解碼。

上腳步。」

3D NAND。TLC 3D NAND製程

「我們的重點在於調整NAND

而在汽車電子化的演進下，越

通道搭配設定環境狀態參數值，

來越多的電子技術也在車上逐漸實

結合自我適應AI的動態演算法，

現，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

目前控制器IC在製程也已進

選擇最佳的參數設定。」胡家銘

自動駕駛等技術對於存放裝置的

入1x nm節點，衡宇科技表示對未

說，NAND通道狀態參數的品質

速度以及穩定性有了更高要求，

來UFS市場持正面看法，而同時

會影響LDPC的解碼能力與容錯

並且為了降低震動的風險，基本

eMMC市場也會持續應用在其他嵌

率，NAND的狀態分佈隨著時間、

上都使用嵌入式的SSD作為存放裝

入式產品上，與UFS並存。一個是

溫度環境，跟使用次數會一直改

置。Duann表示：「需要有各種規

高速/高容量的應用領域，一個是

變並且壽命會衰減，NAND通道狀

格的車載SSD來滿足不同的需求，

低耗電/低容量的應用領域。對於

態參數跟NAND的讀寫操作狀態息

除了eMMC、SATA、PCIe以外，

QLC/PLC這類儲存技術，胡家銘

息相關。運用自我調整AI技術，

目前最新的UFS也已經準備好要用

認為初期還不會用在嵌入式產品

可以透過訓練來辨識NAND的狀態

於車載領域。」

上，而是會以其可插拔的Flash產

並且加以預測當下NAND通道的狀

已經成熟，也已經看到QLC的3D
NAND在SSD上使用。

品特性為主要應用市場，例如uSD/

態參數，達到最大量化資訊並提

DRAM和NAND不斷演進

SSD/USB，技術更成熟後才會進入

升LDPC的隨機錯誤保護能力，有

作為記憶體晶片產業的兩大驅動

嵌入式產品。

效延長NAND使用壽命。

力，DRAM和NAND技術都在不

從製程結構上看，NAND

5G除了速度倍增以外，頻寬也

斷演進。隨著美光(Micron)量產

Flash的3D堆疊的層數已經從32

加大，另外也帶動了AIoT應用中最

首批LPDDR5晶片，LPDDR5和

層來到92或96層，即使128層或更

重要的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

UFS3.0將成為5G手機標配，進一

多堆疊層數也都已經在NAND廠商

慧榮科技(Silicon Motion)市場行銷

步滿足5G手機對儲存讀寫速度和

的技術藍圖上；從速度上看，3D

暨研發資深副總Nelson S. Duann分

功耗的要求。

NAND介面的速度已經從800Mbps

析，邊緣運算會帶來大量的資料需

在陳磊看來，將來DRAM的

提升到1,600Mbps，接下來就上

求，再加上內部運算需要快速的資

發展趨勢有兩個：「一個是高頻

看2,000Mbps以上。為了因應3D

料分析及存取，因此「存放裝置原

寬，包括採用TSV的HBM、HBM2

NAND的製程轉換和速度提升，

先最常使用的SATA III介面已經漸漸

或HMC；另一個是低延遲的

「記憶體控制器會預先規劃支援各

無法滿足5G × AIoT的需求，而取而

RLDRAM。」在NAND Flash上，

家最新NAND介面的速度，同時也

代之的是PCIe介面。從Gen3 x2、

目前國際主流製程都已經是3D

將滿足低功耗、高性能的要求；」

x4再到更快速的Gen4 x2、x4，都

NAND，包括三星(Samsung)、

Duann指出，「以行動儲存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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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開始取代SoC中的大部份嵌

體中，MRAM最有可能被廣泛採

入式NOR Flash、SRAM，甚至

用，然而這既取決於製程的進步，

是DRAM。

也取決於支援離散和嵌入式MRAM

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元件技術的生態系統之改善。舉

金屬沉積產品事業部全球產品經

例來說，第一代MRAM (Toggle

理周春明在接受EE Times China

MRAM)具有非揮發性、高可靠

UFS為例，就非常需要高性能、低

採訪時曾表示，這些新型記憶體

性、快速讀寫的特性，可以有效

功耗及如何管理3D NAND讓整個

既能提供更多工具來增強近記憶體

抵抗高輻射以及高溫環境，Toggle

儲存產品壽命延長。」

運算(Near Memory Compute)，

MRAM的主要缺點是功耗相對高、

也是下一階段記憶體內運算(In-

尺寸比較大，受限於整合度和成

Memory Compute)的建構模組。

本，應用市場主要集中在軍工、航

胡家銘
晶片科技行銷專案副總
深圳衡宇

LDPC電路對於3D NAND
ECC的糾錯更正是必備，RAID是
另一個管理NAND的利器，各家
3D NAND都有稍許不同的要求。

然而，阻礙他們的最大因素或

太、車載、醫療等領域。
而新一代的MRAM技術—

許還是成本。
記憶體是一個成本導向的產

STT-MRAM，得益於其在功耗、

阻礙新興記憶體的因素

業，在記憶體技術選擇中，較昂

持久和耐用上的優異性能，受到產

一些新興記憶體技術，如MRAM、

貴的技術通常被低成本的技術所

業的廣泛關注，目前主要應用在企

STT-MRAM、PCRAM、ReRAM、

取代。陳暉表示，記憶體的容量

業級儲存，包括SSD buffer、RAID

FRAM等已被提出來幾十年，

和單元大小決定了記憶體的單位

buffer等。

仍在等待合適的時機爆發。據

成本，容量越大、儲存單元越小，

FRAM方面，「由於尺寸延

Objective Analysis和Coughlin

單位成本就越低。在此同時，要取

展性和高成本的瓶頸，基於PZT

Associates發佈的最新年度報告

代現有技術，需要找到關鍵的市場

的FRAM發展受到限制，基於二

《Emerging Memories Ramp

應用，這也是新興記憶體的重要挑

氧 化 鉿 ( H f O 2) 的 新 型 F R A M 受 到

Up》顯示，MRAM、PCRAM和

戰之一。

業界的關注，但尚處於早期研發

ReRAM已經發展到關鍵期，並且

隧道結

「參考」層

階段；」陳暉表示，WebFeet

PCRAM

MRAM
「自由」層

在所有不斷湧現的新興記憶

ReRAM

透過記憶體元件的相變化實現儲存

S

S

N

N

N
S

N
S

透過控制傳導通道實現儲存
電極

高電阻
(DATA“1”狀態)

高電阻
非晶體

(DATA“11”狀態)

電極
電極

中間電阻
(DATA“01、10”狀態)

隧道結

N
S

N
S

N
S

N
S

神經形態運算

電極
電極

低電阻

低電阻

(DATA“00”狀態)

(DATA“0”狀態)
晶體

電極

(圖片來源：應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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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Latency

DRAM

STTRAM

PCM/1T1R

Cross Point
RRAM

NAND

推廣，比如電錶用的FRAM，伺服

20ns

~50ns

~100ns-200ns

~100ns-200ns

~10µs

器用的MRAM或者NVSRAM，邊緣
運算用的MRAM、STT-MRAM等。

20ns

~50ns

~1µs

~1µs

~10µs

Read Endurance

>1e15

>1011

>107

>107

>107

Write Endurance

>1e15

>1011

>106

>106

2K-100K

據公開資料，基於PZT材料的

Write/Read
Energy/Bit

<10pJ/bit

~25pJ
/bit

~100-200pJ
/bit

~100-200pJ
/bit

>100pJ
/bit

FRAM可讀寫次數已經達到1,015，

Alterability

~2KB

<2KB

~10'sB

~10'sB

Large
Blocks

功耗低、速度快，將來可用於實現

Retention@RT

~milli seconds

Months

~Years

~Years

Years

如人腦中的複雜神經網路，進行正

Areal Density

1X

~30x

確且有效率的AI運算。還可以應用

Write Latency

DRAM、NAND和3D XPoint技術的性能比較。

在車載和工業界的資料記錄設備，

Research研究資料顯示，FRAM

物流追蹤系統，環境監測控制等。

2018年全球市場規模約1.3億

低生產成本是最大的挑戰。
田步嚴和陳磊也持相同觀點，

相較於傳統的NAND Flash、

就是新型的非揮發性產品短期內不

PCRAM或ReRAM可望實現和編輯

漢薩科技(Hexas)執行長王振

會取代傳統的揮發性記憶體。因為

多個電阻率中間形態，以便在每單

志認為，新型記憶體首先要解決的

從成本來說，這類新品單位元的價

個記憶體單元中儲存多位元數據，

問題是薄膜的介面電性與材料物理

格依舊偏高，儲存密度也還遠不

儲存級記憶體更可提供超過10倍以

特性，而且須與主流技術如DRAM

及今天的3D NAND和DRAM。另

上的存取速度，更適合在雲端對資

搭配，才能在容量密度、操作速度

外，生態不夠健全，製程演進速度

料進行儲存。芯天下技術創始人、

和信賴度上匹配現有的記憶體規格

也偏慢，現在都是在替代嵌入式的

執行長龍冬慶認為，基於ReRAM

與條件，在容量密度、量產化和替

eFlash和SRAM市場。只有等容量

的存算一體類腦晶片，只要產品能

換彈性度上佔有先機。

達到今天NAND的水準，且成本大

成熟量產，就可以很好地滿足AI應

幅下降，才有可能取代現有的SPI

用對儲存的新需求。

美元。

避開正面戰場 尋求新興應用

NOR、NAND和DRAM。

「ReRAM具有低功耗、高

陳葦霖認為，目前Flash與DRAM

對於獨立的記憶體市場來說，

密度的特點，」陳暉表示，透

保持大量穩定生產，產品品質也

研發和推廣新產品成本很高，對於

過利用歐姆定律和基爾霍夫定律

非常高，而且也因為產品特性而

已有成熟儲存產品的市場，取代趨

(Kirchhoff Circuit Laws)，可以在

衍生出相關硬體與軟體相互支援的

勢不易，所以新型記憶體往往朝新

ReRAM陣列內完成矩陣乘法，無

生態系統；「因此在既有應用下，

興應用市場發展。

需將權重移入或移出晶片，而多

拿DRAM 和3D NAND Flash

級單元架構可望將儲存密度提到

來說，DRAM已經來到1Y~1Z

一個新的水準。目前，業界均將

但是他補充，新興記憶體的價

nm的SGT垂直電晶體結構，而

ReRAM視為未來記憶體運算架構

值較容易在現有產品無法使用的特

3D NAND Flash是1X的環繞閘極

的首選產品，在這一架構中，運

殊場景中被重視，如高環境溫度、

(GAA)垂直記憶體結構，從創新角

算元件將整合到記憶體陣列中，

極低功耗需求。然而特殊應用場景

度上已經到了節點技術的極限；王

協助克服與AI運算相關的資料傳

意味著需求稀少，如何找到可以爆

振志指出，「『新結構』的創新才

輸瓶頸。

炸性成長的特殊殺手級應用十分重

是解決此問題的最佳方向。」

新興儲存技術要挑戰目前廣泛使用
的Flash與DRAM十分的困難。」

同時，也要看這些特定市場

要。憑藉早期少量多樣的需求，逐

田步嚴認為從整體上替換雖然

能否接受高溢價特性，「如果能接

步完備新興記憶體的品質同時，降

很難，但在某些特定應用場景可以

受，那麼新型記憶體就有被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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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但另一先決條件是穩定度和

而且並沒有太多供應商可以選擇。

相容性；」胡家銘說，「新型記憶

而支援SPI介面的NAND選項更可

體若使用或量產比率偏低，沒有其

能適於機上盒(STB)和電視等裝

他亮點的情況下要取代成熟儲存產

龍冬慶
創始人、執行長
芯天下技術

品，絕非易事。」

置，因為這些裝置日益變得更智慧
而且需要儲存更多程式碼。
但NOR Flash也仍有其優勢：

取代不易，見縫插針

看重低延遲，所以Z-NAND會回歸

速度夠快，能夠實現XiP作業。只

DRAM和NAND的中間地帶，常被

到SLC的技術方向；「無論用演

要給它一個位址，就能以足夠快的

廠商們視為儲存產品的創新目標。

算法，還是硬體技術，如何在此中

速度取回指令，因此實際上不必將

目前包括3D XPoint、Optane、Z-

間地帶將速度高速提升，同時保有

「影子」(shadow)程式碼從NAND

NAND、XL-Flash以及新型儲存

Flash長久的生命週期是關鍵。」

Flash傳送至RAM。

介質為代表的產品都正瞄準這一
領域，這類產品的特徵是具有比

同樣面臨被取代的還有NOR
Flash。

NAND更高的性能和耐久性，比

田步嚴表示，目前這類替換
只有少數聚焦在大容量SPI NOR
Flash的案例，「確實SPI NAND

道阻且長，徐徐蠶食

單位元價格較NOR Flash便宜，

雖然新型記憶體來勢洶洶，但

長久以來NOR Flash一直是儲存韌

但NOR的可靠性是NAND無法替代

業內人士均認為，贏得這一領域的

體程式碼的首選記憶體，但隨著軟

的，所以主要看追求價格還是系統

關鍵看原廠投入多少研發資本。因

體要求越來越嚴格，並佔用更多的

可靠性。同理1Gb的MRAM比1Gb

為可持續微縮的特性與可快速大量

空間，NOR Flash的成本開始超

NAND、1Gb NOR要貴的多，所

生產的技術是成功的關鍵，其中，

過NAND，在28nm及更大範圍內

以目前大規模取代還不實際。」他

可持續微縮意味著成本下降的可能

擴展嵌入式Flash也變得困難。儘

還舉例，之前有個很熱門的話題是

性，可快速大量生產代表著可靠度

管現在3D TLC NAND由於具有高

NOR Flash替代EEPROM，可是到

與取代性。既然市場定位是填補

密度而廣受關注，但SLC由於能為

現在也沒能全部實現。

DRAM和NAND之間的市場空白，

需要較小密度和長壽命設備的嵌入

根據Yole Développement

那麼它們的售價必須比DRAM更

式應用提供最佳耐用性和資料保留

2018年的一項資料，資料儲存

便宜，才能在商業市場上實現全

特性，得以長期存在。已經有廠商

(NAND)的市場規模約為600億美

面取代。

提出用SPI SLC NAND或MRAM取

元，程式碼執行(DRAM)市場規模

有了高性價比，意味著能夠

代NOR Flash，陳葦霖指出：「高

約為1,010億美元，而程式碼儲存

在和3D NAND同一容量範圍內，

容量(大於16MB)NOR Flash的使

市場(NOR Flash)規模約為26億美

提供相近成本的產品。陳磊表示：

用場景，就已部分被SPI NAND取

元。陳暉認為：「雖然市場規模

「這方面3D XPoint還是有一些差

代，嵌入式MRAM則會對中低容量

遠小於DRAM和NAND，但NOR

距，主要還是價格相比3D NAND

NOR Flash有所衝擊。」

Flash具有可隨機儲存、高可靠性

DRAM更大的容量和持久性。

不具備替換優勢。三星的Z-NAND

Forward Insights首席分析師

和東芝的XL-Flash還是主要以低延

Gregory Wong認為，NOR Flash

遲為賣點，目前在SCM市場上使用

使用的日益減少實際上可歸咎於其

隨著5G基地台、AI、汽車電

成本還是太高。」

無法擴展，以及適於需要1GB或更

子的發展，這些應用需要有1Gb

高容量的應用，這不但價格昂貴，

或更大容量的NOR Flash來進行

胡家銘也認為這個中間領域

和高速的讀取速度，是程式碼儲存
的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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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碼儲存。相比價格的敏感度，

嵌入式記憶體市場，唇齒相依。」

兆易創新認為安全性和高性能是更

以一般MCU來說，主流方案是

重要的考慮因素，所以NOR Flash

eFlash搭配SRAM，中低階MCU

還有進一步發展的機會，除了高性

未來可以籍由MRAM的導入來取代

能應用之外，NOR Flash在消費

eFlash加SRAM，但是低階MCU的

類、IoT、可穿戴式等對功耗敏感

製程需求尚未達到採用MRAM的甜

應用中也佔據了絕對市場。

蜜點。另一方面，對於Flash-less

技術節點基本到15nm左右為止，

這也是多位受訪人的觀點，

的MCU，以及多數採用外掛式Flash

平面NAND也在15到17nm左右；

NOR Flash對於消費市場上的晶

的SoC來說，SRAM容量的甜蜜點

「目前全球90%以上的NAND產能

片組選型還是具有吸引力，有著

也隨著製程微縮而同步增加，在甜

都已經是3D製程了，未來也會出現

長尾市場。特別是在一些小型的嵌

蜜點之下的SRAM還是相對有競爭

3D DRAM。」

入式產品，比如許多IoT裝置，以

優勢。

王振志
執行長
漢薩科技

王振志表示，新材料和新結構

及基於RTOS的系統設備上，NOR

如果從製程升級角度，兆易創

是目前為各類記憶體產品續命的兩

Flash還是有高可靠性和價格優勢

新、東芯等業者都看好長期替代趨

大主軸。其中新材料已研發多年，

等優點。最直接的例子就是TWS

勢。嵌入式儲存業務以晶圓代工廠

仍面臨密度、信賴度與量產化的問

耳機，以及內建指紋感測器的觸

為主導，在40nm和更傳統的製程

題；而以SGT與GAA為主的晶胞結

控螢幕應用也都選用了序列NOR。

上，嵌入式NOR Flash仍不可替

構會因節點技術的微縮而面臨製程

因此，新興記憶體會持續拓展市場

代，但在28nm以下已失去成本優

整合的問題。雖然有些廠商提出

版圖，然而持續成長的整體市場需

勢，不太可能隨著邏輯製程的演

的新型GAA，可解決製程整合與

求還是帶動NOR Flash保持成長。

進而繼續微縮。當前各大晶圓代

堆高層數的問題，卻因特徵尺寸

同理，eFlash和SRAM雖然也

工廠紛紛用28nm製程節點以下的

(Feature Size)過大而犧牲了整體

有被MRAM替換的機會，相關研究

新型記憶體技術取代eFlash，例

容量密度。

指出，如果以嵌入式MRAM取代

如MRAM和ReRAM，也有一些基

王振志指出，漢薩科技的

MCU中的eFlash和SRAM，可節省

於MRAM的SPI Flash產品問世，

FanFET電晶體結構方案可同時完

高達90%的功耗；如果採用單一電

目標是替換EEPROM和低容量SPI

成DRAM、NOR Flash和3D-NAND

晶體MRAM取代六電晶體SRAM，

NOR Flash。

Flash cell array架構，也符合製程

則可實現更高的位元密度和更小的

整合與堆高層數的要求，這在提高

晶片尺寸，這些功率與面積成本優

先進製程可續命亦可推陳

晶片容量密度的前提下，也可將摩

勢將使MRAM成為邊緣側設備的有

晶圓代工廠不斷提升的先進製程用

爾定律延續至1Y~1Z nm以下。

力競爭者。

在DRAM和NAND上，很大程度上

相對傳統記憶體需要不斷開

提供其續命並不斷演化的條件。摩

發新材料、新製程和架構續命，新

爾定律雖然瀕臨極限，但各種3D

興記憶體產品採用的製程本來就很

技術給了傳統記憶體不斷堆高的

新，因此需思考如何能更接地氣。

但陳葦霖認為，「他們同處於

層數與續命的機會。
田步嚴
技術市場副總監
矽成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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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AM是一種非常複雜的薄膜

陳磊表示，從平面製程來說，

多層堆疊，由10多種不同材料和超

現在DRAM、NAND都已經遇到

過30層以上的薄膜與堆疊組成，部

了瓶頸。各家平面DRAM的製程

分薄膜層的厚度比人類的髮絲還要

記憶體技術
薄50萬倍，相近於一顆原子的大

FRAM方面，現在一般採用鈣

的多重元素材料。ReRAM採用運

小，如何控制這些薄膜層的厚度、

鈦礦(Perovskite)晶體作為材料，

作原理類似保險絲的新材料製成，

沉積均勻性、介面品質等參數是關

而鈣鈦礦晶體材料化學成分複雜、

能夠在數十億個儲存單元中選擇性

鍵所在。因為在原子層級，任何極

製作不易且內含的元素會干擾矽電

地形成細絲來表示資料。PCRAM

小的缺陷都會影響裝置效能，所以

晶體，因此提高了FRAM元件尺寸

與之不同，採用的是DVD光碟中常

這些新型記憶體要想實現大規模量

微縮難度與製造成本。工研院以

見的相變材料，透過將材料狀態從

產，必須在矽上沉積和整合新興材

易取得的二氧化鉿鋯鐵電材料替

非晶態更改為晶態對資料位元進行

料能力方面取得實質突破。

代，保證可靠度的前提下，將元

程式設計。

2018年底，英特爾(Intel)、三

件由二維平面進一步推展至三維

ReRAM和PCRAM的結構與3D

星、Globalfoundries分別發佈了

立體結構，展現出應用於28nm以

NAND記憶體類似，同樣呈3D結構

嵌入式MRAM在邏輯晶片製造製

下嵌入式記憶體的微縮潛力。另

排列。記憶體製造商可以在更新換

程上的新技術，一致認為從可擴展

一篇FRAM論文中，工研院使用獨

代過程中逐步增加層數，從而穩定

性、形狀可調整以及磁可擴展性方

特量子穿隧效應達到非揮發性儲

地降低儲存成本，並能提供比NAND

面來看，STT-MRAM都是目前最佳

存的效果，透過二氧化鉿鋯鐵電

和機械硬碟更快的讀取性能。

的MRAM技術。

穿隧接面，可使用比現有記憶體

目前，Crossbar、鎧俠(Kioxia)、

但是STT-MRAM無法處理奈

低上1,000倍的極低電流運作，並

索尼(Sony)、松下(Panasonic)、

秒級至亞奈秒級的運算，並且無法

達到50nm的快速存取效率與大於

美光、海力士、富士通(Fujitsu)等

替換用於CPU緩存的SRAM。SOT-

1,000萬次操作的耐久性。

廠商都在開展ReRAM的研究和生

MRAM(自旋軌道轉矩，Spin Orbit

與MRAM類似，作為高密度

產工作。在製造方面，中芯國際

Torque)號稱可以填補STT-MRAM

記憶體應用的候選技術，PCRAM

(SMIC)、台積電和聯電(UMC)都

的缺點。

和ReRAM都具有結構堆疊，包含

已經將ReRAM納入自己未來的藍

容易受薄膜成分和劣化衰退影響

圖中。

2019年12月，日本東北大學
國際綜合電子技術研發中心主任
遠藤哲郎和電氣通訊研究所教授

Transistor Node Technology Roadmap

大野英男宣佈開發出可實際運用的
SOT，並且成功展示了SOT-MRAM
單元的操作，意味著具有低功耗的
高性能SOT-MRAM的實際應用已

CMOS (NOR)

Mainstream Zone

FinEFT (Logic)

經成為現實。
同樣在2019年12月，台灣工

GAA, New GAA (3D-NAND, Logic)

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於
美國舉辦的IEEE國際電子元件會

SGT (DRAM)

議(IEDM)中發佈了關於MRAM和
FRAM的技術論文，指出相較台積

2017, FinFET (3D-NAND, V-DRAM, V-NOR, Logic)

電(TSMC)、三星即將導入量產的
STT-MRAM，SOT-MRAM具備更
穩定、更快速存取資料的優勢。

FinFET電晶體架構不僅可應用於邏輯與記憶體的設計和製程，還可展延摩爾定律。
(圖片來源：漢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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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虛擬處理加速製程最佳化：
DRAM製造案例
Joseph Ervin，Lam Research半導體製程與整合處長

業界朝先進CMOS製程微縮以及新

此軟體透過從一系列的單元

蝕刻機台功能的變異，例如材料選

記憶體技術的進展，已為元件製造

處理步驟來創建3D數位製程整

擇性和助焊劑(flux)分佈，來對元

商帶來了日益複雜的結構難題。例

合模型，以進行製程流程的模

件的電氣效能建模，這將有助於更

如，在記憶體領域，NAND利用堆

擬。利用完全整合的製程流程模

清楚說明虛擬製造的使用案例。在

疊層數的增加來實現垂直微縮，因

型，SEMulator3D可預測製程改變

此以一個簡單的DRAM元件為例，

此需面臨蝕刻高深寬比圖案，以及

對下游的影響，若不利用模擬的方

說明為了滿足預先設定的電氣效能

在保持佔位面積微縮的同時，有

式，就必須在晶圓廠中進行實際的

與良率目標，所需要的閘極蝕刻行

更多記憶層會彼此接觸的挑戰。

開發和測試作業。

為以及蝕刻步驟特徵化。

雖然透過採用獨特的整合與圖案

例如，工程師可利用該軟體

此展示案例採用虛擬製造的典

化(patterning)方式可克服微縮問

快速為Replacement Metal Gate

型工作流程，包含以下四個步驟：

題，但卻會為設計規則帶來挑戰。

(替換金屬閘極，RMG) FinFET建

1. 標稱(nominal)製程設定，以

模，而此FinFET結構採用了溝槽

支援製程流程校正並提供該

虛擬製造建模平台能做什麼？

優先金屬硬式罩幕(Trench First

元件技術的3D預測性結構表

二維(2D)設計規則檢查(DRC)已不

Metal Hard Mask，TFMHM)後段

示法。

再足以達成效能和良率目標；完全

(BEOL)和自我對準導孔(SAV)設

2. 增加感興趣的指標，以用來確

依賴實驗設計(DOE)實現製程特徵

計。一旦工程師確認已經建立了

認結構或電氣行為是否合格。

化和最佳化也同樣不行了。過去習

3D模型，就可以萃取2D和3D測量

這些指標可包括測量、3D

慣於在開發製程配方時節省成本和

(metrology)和電氣指標。

DRC (設計規則檢查)和電氣
參數。

時間的工程師，現在他們必須進行

此軟體的電氣分析模組還增加

數百次的DOE，而這些DOE又需

了電阻和電容萃取功能，有助於瞭

要耗費大量的下線時間和材料，

解製程和設計的敏感度。它為3D

包括晶圓。

建模以及電氣功能驗證提供了一個

4. 數據分析，包括敏感度分析，

此外，製程步驟之間的非直覺

單一平台，因此速度更快。與獨立

以輔助製程建置和/或設計變

交互作用，以及日益嚴格的製程容

式解算器中使用的理想幾何形狀相

更。

許範圍，都使利用第一原理的建模

比，SEMulator3D中使用的製程預

方法難以同步實現效能和良率的最

測性和矽晶準確性結構可以更精確

標稱設定

佳化。因此，我們必須對複雜的製

地反映被製造的元件。

此展示案例的標稱設定是2X

3. 設定具有DOE (實驗設計)和校
正的設計案例研究。

DRAM元件。其製程流程是由

程步驟建立3D理解，而虛擬製造
建模平台Coventor SEMulator3D

DRAM案例說明

Coventor根據公開數據所開發

便是為此所開發的。

為了展示此平台的能力，我們根據

的，並未使用客戶的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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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一旦模型設定完成後，將產生如圖所示的電容接點。此時，便可進行電氣分析並探討電容的邊緣效應。

在此案例中，DRAM有效區
域(AA)的間距(pitch)為28奈米，

互作用，並以複雜的方式設計數

取另一種指標。利用與圖2所示相

據，以影響最終的元件結構。

同的模型，此案例可以繼續進行

利用自我對準四重曝光(SAQP)和

SEMulator3D允許增加兩種幾

20°傾斜的微影-刻蝕-光刻蝕(LELE

何測量。第一個是虛擬測量，它可

此軟體可找出3D結構中的元

或LE 2)進行蝕刻。埋入式控制閘極

以測量模型結構並驗證特徵是否符

件埠和電極，並模擬元件特性，

字元線(buried word line)的間距

合預期尺寸。第二個是結構搜尋，

例如溫度、能隙(bandgap)和電

為40奈米，採用自我對準雙重曝

它提供檢查整個3D模型或部分模

子/空洞遷移率。它還允許手動和

光(SADP)，而位元線的間距為44

型的步驟，以找出測量極值，以

自動識別節點(一個接腳或多個接

奈米，採用SADP。

及薄膜厚度、線寬和接點區域的數

腳連接在一起)，它們的初始電壓

製程流程在電容接點(CC)處

值與位置。它還可以計算材料成分

或電流能夠與選擇節點的電壓掃

結束。利用這些資訊便能在軟體中

的數量，有助於找出電氣短路或斷

描一起被設定。

進行電氣分析，並具備分析電容邊

路(圖2)。

緣效應的能力。

SEMulator3D的電氣模擬。

圖3的電氣模擬範例顯示了兩

如果幾何偏差的位置會隨著

個閘極、兩個源極、一個汲極和

製程變異而改變，那麼結構搜尋

一個基板，工程師可以自由設定

增加感興趣的指標

會特別有用。例如，圖2顯示了CC

偏置或初始電壓以及電壓掃描，

每個製程步驟僅需要輸入一些易於

和AA之間的介面區域。此軟體可

如DRAM範例偏置表中所示。然

了解和校正的幾何和物理參數。工

突顯此位置，這恰好也是元件的

後，他們可以使用軟體自動萃取

作流程的下一步是確定哪些是感興

故障點。

感興趣的指標，例如閾值電壓(Vt

趣的指標。就像在實際的晶圓廠中

或Vth)、亞閾值斜率、漏極引起的

一樣，單元製程參數(例如沉積一

電氣元件模擬

阻障層降低(DIBL)和某個電壓點的

致性、蝕刻異向性和選擇性)會相

此外，可以利用電氣元件模擬來萃

導通電流(I ON)。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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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虛擬測量步驟(上方)有助於測量結構，包括CD(關鍵尺寸)、蝕刻深度和薄膜厚度。結構搜尋步驟(下方)可找出測量極值，並計算
材料成分，以辨認短路或斷路。

圖3：SEMulator3D可找出3D結構中的元件電極，並像TCAD一樣地模擬元件特性，但無需執行費時的TCAD建模。

此軟體可支援所有這些功能，
無須執行費時、嚴格的TCAD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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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而且還能把3D製程對電氣效

幾何形狀改變的影響

能的影響一併考慮在內。

另一個設計研究是探討幾何形狀

設計新技術

圖4：研究幾何形狀變化影響的標稱模型(左)。利用SEMulator3D進行的實驗(右)顯示，氧化物深度和矽晶深度對CD變化的敏感度在
20奈米之後降低，而Vtsat敏感度則在相同範圍內增加。

圖5：透過數百或甚至數千次的DOE執行，SEMulator3D可利用迴歸分析來找出對特定指標有重大影響的關鍵製程參數。

變化的影響，先從已建立了硬式

進行。SEMulator3D利用這些值

此研究的目的是把圖4中的硬

罩幕CD/頂部CD、矽晶深度和

(包括Vt、ION、IOFF和亞閾值斜率)萃

式罩幕CD以2奈米的增量，從12

氧化物深度目標的標稱模型開始

取了最終的電氣特性(圖4，左)。

奈米變更為30奈米，同時監控其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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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工程師可以分析SEMulator3D中的任何測量，以找出重要的參數，進而揭示如上所示(以紅色圈出)的邊角案例(corner case)。

他的結構參數，包括矽晶深度和

下一步，則是進行由Monte Carlo

注意，第一個參數intercept (截

氧化物蝕刻。此變更是在流程的早

變異研究組成的DOE，以找出重要

距)一直在列表中，因此未包含在

期透過改變製程步驟來進行的，而

的製程步驟(圖5)。在參數變異研

本討論中。

下游的製程步驟可預測性地反映模

究中，使用了採用Monte Carlo的

型的改變。

DRAM控制閘極字元線(WL)變異。

需進一步檢視的五個最重要
因素為：

圖4 (右)顯示硬式罩幕CD變化

WL製程參數值是根據高斯分

對後閘極蝕刻(post gate etch)有

佈的平均值或標稱值、以及標準偏

非線性響應。當CD較小時，氧化

差而隨機設定的。在展示案例中，

· 控制閘極字元線蝕刻和間隔層

物深度和頂部矽晶深度對頂部CD

共選擇了50個實驗。然而，通常至

厚度的交叉項(cross-term)；

敏感，但對較大的CD，則趨於飽

少需要進行100次的實驗才能進行

· 心軸(mandrel)蝕刻深度和閘

和。另一方面，當超過標稱的20奈

有意義的研究。

· 閘極介電質厚度(最重要的參
數)；

極厚度的交叉項；

米值後，Vtsat會隨CD變化顯著增

DOE的結果如圖6所示。

加。因此，SEMulator3D的指標可

在DOE執行中，閾值電壓Vt在

揭示單一幾何形狀變化產生的各種

0.4837V和0.5031V之間變化。透

反應，使工程師能夠研究幾何形狀

過SEMulator3D的迴歸分析，可找

變化對其選用參數的影響。

出五個對閾值電壓有重要影響的參

線性迴歸圖中的高確定係數

數──這些參數的p值小於0.5，這

(r )值為0.97882，意味著該模型

排拒了零假設(null hypothesis)。

與數據的擬合良好。 閘極氧化物

找出重要的製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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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隔層氧化物厚度和拋光深度
的交叉項；
· 閘極介電質厚度和間隔層厚度
的交叉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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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與Vth的關係圖顯示出很強的

都能被變更，以找出可滿足電氣

以及側壁角度等參數。藉由這些結

相關性，而心軸間隔層厚度與Vth

效能的條件。

果，可以在製程研究時先驗證電氣

的關係圖則不相關，因此可以從

根據使用的機台設備，可在

考慮中刪除，以作為重要輸入因

軟體中為每種蝕刻行為定義允許

素的候選。

範圍。因此，每種蝕刻行為能以

效能是否滿足，或是電氣效能者無
法達到預定的範圍。

DOE結果還有助於確定邊角

像是材料蝕刻選擇性、橫向比、

虛擬處理節省時間與成本

案例，例如超出規格下限(LSL)至

聚合度/錐度、濺射和離子通量(ion

由於製程假設是在開發的早期階

規格上限(USL)範圍的Vth，以便工

flux)分佈等參數來定義。利用從

段，甚至在硬體建置之前設定的，

程師可以仔細檢查，並找出與其相

DOE確定的重要輸入因素，輸入

因此虛擬處理有助於驗證這些假

關的製程條件。

電氣效能目標。

設，無需耗費操作實際晶圓所需的

SEMulator3D使用直接最佳

時間和成本。本文的DRAM案例研

製程最佳化

化來決定用於WL蝕刻的最合適蝕

究顯示，透過在虛擬環境中執行大

為了對最佳化採取不同的作法，

刻步驟行為製程參數，進而滿足那

量的DOE和製程變異研究，能夠免

我們可以把電氣特性作為研究目

些電氣目標。校正過的製程建議包

除不必要的DOE運作時間和成本，

標，以電氣標的作為製程步驟最

括諸如氧化物、矽晶和氮化物的比

並能夠快速實現效能和良率目標，

佳化的目標。每個製程步驟參數

例、氧化物和矽晶錐度、選擇性，

進而加速產品的上市時程。

設計可調節線性AC-DC電源供應器
Hesam Moshiri，EEWeb

雙輸出低雜訊電源供應器對於電子

· 僅一個單輸出交流變壓器；

和C2構成了一階降雜訊濾波器

設計愛好者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工

· 輸出雜訊(20MHz-BWL，空

(the first noise reduction filter

具，在許多情況下都需要雙輸出電
源，例如設計前置放大器以及為運
算放大器(OPAMP)供電等。

載)：約1.12 mVpp；
· 低雜訊和穩定輸出(為運算放
大器供電的理想選擇)；

stage)。
圖1中的R1、R2、C1、C2、
C3、C4、C5和C6構成了一個低

本文我們將打造一個能讓使用

· 輸出電壓：+/-1.25V~+/-25V；

通RC濾波器，降低了來自正負軌

者獨立調節正負軌的線性電源，輸

· 最大輸出電流：300mA~

的雜訊。該特性從理論上和實踐上

入端只要用普通的單輸出交流變壓
器即可。
此線性電源供應器具備的特

500mA；
· 低成本且容易焊接(所有零件
都是DIP封裝)。

都可以進行檢驗，例如可以採用具
有波德圖(bode plot)功能的示波器
Siglent SDS1104X-E進行量測。
IC1 和IC2 是該電路的主要調

性包括：
· AC-DC轉換；

電路分析

節元件。根據IC1 (LM317)規格表

· 雙輸出電壓(正極-接地-負極)；

圖1顯示電源供應器的原理圖，

的描述：「LM317是一款可調節三

· 可調節正/負軌；

其中D1和D2為整流二極體，C1

端正電壓穩壓器，能夠在1.25V至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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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低雜訊電源原理圖

37V輸出電壓範圍內提供超過1.5A
的電流。它僅需兩個外部電阻即可
設置輸出電壓。該元件具有 0.01%
的典型線性調節率和 0.1% 的典型
負載調節率，還包含電流限制、熱
超載保護和安全工作區保護功能。
即使斷開ADJUST端子，超載保護

圖2：電源供應器的PCB佈局。

功能仍起作用。」
顯而易見，LM317導入了
良好的線性和負載調節參數，因
此我們可以期望獲得穩定的輸出
軌。IC2 (LM337)與之相同，唯
一的區別是IC2這款晶片用於調節
負電壓。
D3和D4用於提供保護功能；
這兩顆二極體提供了一個低阻抗
放電路徑，以防止電容器(C9和
C10)放電到穩壓器的輸出中。R4
和R5則用於調節輸出電壓。C7、
C8、C9和C10用於過濾剩餘的輸
出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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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採用SamacSys元件庫(AD Plugin)來表徵IC1 (LM137)和IC2 (LM337)。

設計新技術

圖4：PCB成品的3D圖。

圖5：組裝好的電路板

圖6：變壓器和電路的接線。

圖7：輸出端調節為+/- 9V電壓軌的範例。

PCB佈局

(footprint)標準。筆者使用的PCB

組裝和測試

圖2顯示了該電路的PCB佈局，採

設計工具是Altium，因此可以直接

圖5是組裝完成的電路板。本實例

用單層PCB板設計，所有元件均為

用Altium外掛程式安裝SamacSys

使用了220V至12V的變壓器，以在

DIP封裝，因此容易焊接和使用。

元件庫。

輸出端獲得最大+/-12V的電壓。圖

對於IC1和IC2，我採用了

圖3顯示了那些被選定的零

6顯示所需的接線。

SamacSys元件庫；SamacSys

件；其他類似的設計工具還有

透過轉動R4和R5多圈電位

元件庫不僅免費，更重要的是遵

KiCad和其他CAD軟體。圖4顯示

器，可以獨立調節正負電壓軌上

循了工業電腦(IPC)的佔板尺寸

則為PCB板3D圖。

的電壓。圖7的範例中，輸出被調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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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電源的輸出雜訊(空載時)。

節為+/-9V。
現在，我們來量測輸出雜訊。
我使用的Siglent SDS1104X-E示
波器由於在輸入端導入500uV/div
的靈敏度，因此非常適合此類測
量。將通道1設置為1X，交流耦
合，20MHz頻寬限制，並將採集
模式設置為峰值檢測。然後取下
接地線並使用探頭接地彈簧。請
注意，此測量沒有輸出負載。圖
8為示波器螢幕顯示和測試結果，
雜訊Vpp值約為1.12mV。注意，
增加輸出電流會提高雜訊/漣波位
準，所有電源供應器都是如此。
R1和R2電阻的額定功率決定
了輸出電流，因此我選擇了3W的

圖9：物料清單。

電阻。另外，如果要擷取之大電流

合適的散熱器。使用3W電阻器可

或調節器的輸入與輸出之間電壓差

以獲得500mA (最大值)的電流。

較大，別忘記在IC1和IC2上安裝

若使用2W電阻，則該值自然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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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概300mA (最大值)。
最後參考圖9的物料清單
(BOM)。

設計筆記

4 開關降壓-升壓控制器
具備直通功能，可消除切換開關雜訊
資深設計工程師 David Megaw 及
產品行銷經理 Bruce Haug
簡介
常見於 DC-DC 轉換器的問題是：在輸入電壓可能高於、
低於或等於輸出時產生穩壓電壓，換言之，轉換器必須
執行升壓和降壓操作。從標稱 12 V 電池為汽車電子供電
便是一個典型的場景，從引擎冷啟動 (低至 3 V) 到負載
突降 (高達 100 V)，或者因為操作員出錯導致出現反向
電池電壓 (電壓變化範圍相當廣泛)。從 SEPIC 到 4 開關
拓撲，有好幾種 DC-DC 轉換器拓撲可以執行升壓和降
壓操作，但這些解決方案中，沒有任何一個能夠在主動
啟動開關的情況下直接將輸入電壓輸入到輸出，現在依
然是如此。
LT8210 為一同步降壓-升壓控制器，可在直通 (PassThru™) 模式下運行以協助消除 EMI 和切換開關損耗，
並且最大化效率 (高達 99.9%)。當輸入電壓在使用者可
編程視窗內時，直通功能直接將輸入傳遞到輸出
端。LT8210 的輸入電壓範圍在 2.8 V 到 100 V 之間，因
此其穩壓範圍可從冷啟動期間的最低輸入電壓涵蓋到未
受抑制之負載突降的峰值幅度。LT8210 可以作為傳統

VIN

A

DG

Regulates: 3 V to 100 V
Survives: –40 V to +100 V

的降壓-升壓控制器運行，支援針腳可選的連續導通模式
(CCM)、脈衝跳躍或 Burst Mode® 運行，或者在直通模式
中，輸出電壓可以根據編程視窗調節。當這個視窗中的
輸入電壓在不主動開關 FET 的情況下被直接傳輸至輸出
時，運行時 IQ 極低，且無開關雜訊。

直通操作模式
圖 1 顯示了簡化的 LT8210 示意圖，其配置用於建置直通
操作，輸出調節範圍為 8 V 至 16 V。直通視窗的頂部電壓
和底部電壓分別由 FB2 和 FB1 電阻分壓器設定。
圖 2 顯示了此電路的輸入/輸出傳輸特性。當輸入電
壓高於直通視窗時，LT8210 將其降低到穩定的 16 V 輸
出。如果輸入電壓低於直通視窗，LT8210 則會增大該
電壓，並將輸出保持在 8 V。當輸入電壓在直通視窗範
圍內時，頂部開關 A 和 D 保持開啟，使得輸出可以追蹤
輸入，且部件可進入低功率狀態，VIN 和 VINP 針腳上的
典型靜態電流分別為 4 µA 和 18 µA。在這種非開關狀態
下，既不存在 EMI，也不存在開關損耗，因此效率可以
達到 99.9% 以上。
RSENSE

SW1

B

CIN

L

SW2

D

VOUT
8 V to 16 V

C
COUT

TG1

BG1

SNSP1 SNSN1 PGND

VINP

BG2

TG2
EXTVCC

2 MΩ

DG
VIN
VDD

LT8210

FB1
2 MΩ

MODE1
MODE2
2.2 µF

圖 1：LT8210 8 V 至 16 V 直通穩壓器電路。

請瀏覽：ANALOG.COM

FB2
133 kΩ

287 kΩ

36

100

32
96

Voltage (V)

24

Pass–Thru
Region

20

92

16

88

VIN

Efficiency (%)

28

VOUT = 16 V

1

VOUT = 12 V
2

12
SW1

VIN

8

84

VOUT

4

3

Efficiency

4

80

0
4

8

12
16
Input Voltage (V)

20

CH1 20.0 V

24

圖 2：在直通輸入電壓視窗中，直通操作效率可以達到 99.9%。

SW2

CH2 10.0 V

CH4 20.0 V

CH3 50.0 V

圖 3：在直通模式下，LT8210 會快速回應 80 V 未抑制負載突降脈
衝，將輸出限制在可編程的 16 V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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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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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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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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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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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 5.00 V

CH2 5.00 V

CH3 10.0 V

圖 4：在直通模式下，LT8210 透過增壓至可編程的 8 V 最小輸出
電壓來回應冷啟動脈衝 (<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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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直通區域的效率達到將近 100% (相較於持續導通模式下的
效率)。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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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DC-DC 轉換器設計人員而言，汽車電池和類似的寬
廣電壓範圍電源都是較為複雜的問題，它們需要提供保
護，且要求能夠高效率地進行降壓和升壓轉換。LT8210
同步降壓-升壓控制器將保護功能與輸入範圍廣泛的降
壓-升壓轉換器和獨特的直通選項結合，進而消除了此種
複雜性。其工作電壓範圍在 2.8 V 和 100 V 之間，提供內建
反向電壓保護。直通模式可協助消除開關損耗和雜訊，
同時達到超低的靜態電流。在直通模式下，輸出電壓不
會按傳統方式調節，而是受可編程的電壓視窗限制。

圖 6：LT8210 在直通區域內具有超低靜態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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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不可不知的IEEE
802.3bt PoE技術
Riley Beck，安森美半導體(ON Semiconductor)產品行銷經理

乙太網路供電(PoE)是IEEE 802.3af

一種可透過乙太網路電纜為受電裝

和802.3at標準定義的一種連網功

置(PD)供電的電源控制器。IEEE

能。PoE使乙太網路電纜可以透過

802.3bt標準指出：「PD是消耗功

現有數據連接線同時向網路裝置供

率或透過參與PD偵測演算法要求電

電和傳輸資料。IEEE 802.3bt標準

源的裝置；能夠成為PD的裝置或具

已於2018年9月27日獲得IEEE-SA

有從備用電源汲取電力的功能，需

標準委員會批准，可透過乙太網路

要透過電源介面(PI)供電的PD則可

鏈路傳輸更多電力。本文將討論此

能同時從備用電源汲取電力。」典

標準重要性以及工程師如何利用其

型的PD包括IP電話、無線接取點、

潛在優勢。

保全攝影機等等從乙太網路電纜接

無線網路架構隨時可用，為何

受電力的裝置，PI是PSE或PD與傳輸

我們仍在使用有線連結？好吧，無線

介質之間的機械和電氣介面；這些收

連結很方便，但建築物和家庭中已有

錄於IEEE802.3bt標準的「PD PI當前

數百萬英哩的有線CAT5e電纜，因此

定義」(PD PI Current Definitions)第

有線連結仍在使用中，而且有線比無

1.4.324節中。

線更難被駭客入侵或攔截(企業網路

以往的PoE標準僅使用乙太網

如大學通常都是有線的)，較長的有

路電纜中8條導線中的4條來傳輸

線電纜成本也很低。如果有一幢由

直流電流，IEEE工作小組選擇對

磚、石頭和金屬構成的建築物，通常

802.3bt使用所有8條導線。IEEE Std

在許多情況下都能獲得良好的無線訊

802.3bt-2018修正案2 (Amendment

號(5G具有更好的室內覆蓋範圍，但

2)指出：「此修正案使用結構化佈

完全佈署還需時日)，若要接入乙太

線設備中的所有4對電線，增加了功

網路電纜訊號就得穿牆。無線網路

率傳輸，從而為終端裝置提供了更

更容易受到其他訊號和無線電波的

大的功率。 該修正案還降低了終端

干擾，但有線電纜通常被遮罩並提

裝置的待機功耗，並增加了一種機

供「隨插即用」體驗，並且具有更

制來更好地管理可用功率預算。」

好的服務品質(QoS)。

IEEE標準委員會的目標是提高
從PSE到PD的電量。提供給PD的這

802.3bt系統架構

些額定功率水準高達71.3W (有90W

802.3bt系統架構使用供電端裝置

供電來自PSE)，同時大大降低了PD

(Power Sourcing Equipment，PSE)，

休眠時所需的待機功耗。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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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02.3bt PD端應用電路圖，安森美半導體的FDMQ8205A橋式整流器和NCP1096 PoE-PD介面控制器。
(圖片來源：ON Semiconductor)

自動分類功能
IEEE 802.3bt標準的第145.8.8.2
節，對實體層分類提供了可選擇
的擴展功能，稱為「自動分類」
(Autoclass)；啟用此功能後，PSE
會確定所連接的PD裝置消耗的實際
最大功率。自動分類僅定義單特徵
PD；有關單特徵(single signature)

圖2：最壞情況下的通道為6.25Ohms，負載的橫定功率為71.3W (Class 8)。每條導
線1.73A或0.433是可在相容系統中流動的最高額定電流
(圖片來源：Practical PoE Tutorial, Chris DiMinico, MC Communications/Panduit; Chad Jones, Cisco
Systems; Ron Nordin, Panduit; Lennart Yseboodt, Philips Lighting, IEEE802.org, Berlin, Germany 2017)

定義將於下一章節討論。
當PSE執行Autoclass功能時，

拓撲，分別稱為單特徵和雙特徵

雙特徵PD將需要兩個平行的

會在POWER_ON且pd_autoclass為

(Single-signature/Dual-signature)。

PD介面，因為在此拓撲中需要兩

TRUE時量測PAutoclass。本文稍

單特徵PD在兩個線對之間具有相

個不同的線對集(pair sets)；每個

後會提到一個802.2bt的「最壞情

同的分類、維持功率特徵(Maintain

PSE的電力在每個PD介面之後匯

況」範例，顯示發送給PD的功率未

Power Signature，MPS)和檢測特

集。這是個成本更高的方案，設計

達到所需滿功率的情況，如果啟用

徵，雙特徵PD在兩個線對之間具

人員可能會選擇成本低一半的單特

Autoclass功能就能糾正這種情況。

有獨立不同的特徵。802.3bt標準

徵方案。舉例來說，雙特徵架構的

透過新添加的連結檢查(Connection

保全攝影機其中一個線對與攝影機

單特徵/雙特徵

Check)實現區分功能，以識別單特

連結，另一個線對則是與加熱器或

IEEE 802.3bt提供兩種新的PD

徵或雙特徵PD連結之間的差異。

平移/變焦馬達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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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PD電流不平衡驗證電路。
(圖片來源：IEEE Standard for Ethernet Amendment 2: Physical Layer and Management Parameters for Power over Ethernet over 4 pairs, IEEE Standards Association,
IEEE Computer Society, IEEE Std 802.3bt-2018)

對於來自PSE的每個資料對，

低電壓為52V，最壞情況下的支持通

的分離造成的損耗等特性，或是PI

PD端通常也需要一個變壓器(參考

道電阻為6.25ohm，1.73A的電流將

連接器之後電路引起的其他特性等

圖1的GB乙太網路，其中Vpd,B可

流經電纜。

並未指明。除非有具體說明，否則

能是10/100Base-T)、一個主動橋

為PD定義的限制是在PI上指明，而
非PD內部的任何一點上。」

制器和一個DC-DC轉換器。蕭特基

PD端的潛在問題以及可行的
解決方案

二極體、電阻器和電容器也可理解

IEEE 802.3bt標準指出：「PD在

以下是設計工程師應該考慮的幾個

為PD附加元件的可能部分。

與電纜的實體連接點是被具體指明

領域：

式整流器、一個802.3bt PD介面控

要打造真正耐用的設計架構，

圖2顯示，Type 4、Class 8可

的，而因為電壓校正電路、電源效

1. 注意因為PSE和PD之間通道中

能消耗的最大功率為71.3W。PSE最

率不彰、內部電路與外部接地之間

其他元件(如二極體、變壓器等)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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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設計的生產測試以及在
實際系統中的測試也有一些很好的
解決方案，如Reach Technology
的PoE5 100W PoE測試儀，或RTPoE5 IEEE 802.3bt乙太網路供電
PSE生產測試儀。美國新罕布夏大

圖4：通道是24 AWG UTP，負載為恆定的2.0A。
(圖片來源：Practical PoE Tutorial, Chris DiMinico, MC Communications/Panduit; Chad Jones, Cisco
Systems; Ron Nordin, Panduit; Lennart Yseboodt, Philips Lighting, IEEE802.org, Berlin, Germany 2017)

學的互通性實驗室(The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InterOperability

引起的電流不平衡(參考圖3)。

究會測試2.0A時的電纜線束，

Laboratory)，是提供測試PoE認

只要設計工程師意識到這種不

因此如果使用24AWG電纜，電

證的獨家第三方測試機構。此外

平衡，就可以採用創造性的方

纜功率密度為164mW/m。功

Sifos Technologies擁有支援IEEE

法來舒緩這種不平衡。這會取

率密度是每單位長度電纜耗散

802.3bt PoE的小巧PowerSync分

決於設計架構，一些可靠的規

的功率，因此：164mW/m =

析儀，有助於進行4線對測試。以

則是使用良好的接地平面以及

((2.0A) x 4.09ohms)/100m)；

上解決方案都有助於確保系統的堅

承載大電流的寬接地迴路。

通道電阻(RCh)基於24AWG固態

固耐用。

2. 乙太網路電纜中的線對線間電

2

銅在20℃的電阻率。

結語

流不平衡。這個問題電纜供應

4. 輸送到PD的功率(PD是恆定功

商很少測試或提供設計人員線

率負載)與PSE功率輸出之間存

本文旨在介紹PoE和IEEE802.3bt規

對線不平衡規格，他們通常只

在非線性關係。PD的功率需求

格，期望讀者能了解PD和PSE的定

會指明線對內的不平衡。

各不相同，PD若需要更大電流

義，以及它們在提供恰當訊號和功

3. 當心電纜發熱。通常可取得大

意味著電纜中的壓降更高並有

率傳輸方面的優勢與限制，並充分

量的電纜發熱數據，但設計人

IR損耗；PD獲得的電壓低於所

理解該標準及其在PoE系統中的增

員需要保持溫升控制。IEEE工

需電壓，才需要更大電流。事

強功能。而重點如正如本文所強調

作小組判定溫升極限值應小於

實證明，在較低電流下使用較

的，IEEE 802.3bt標準能讓設計工程

攝氏10度，他們採用300mA電

高的PD電壓可穩定此效果，為

師為PD提供更高的功率，以及更多

流流經所有電纜導線，就像在

安全起見，PSE電壓應以不超

樣化的能源選項。

不失衡的情況下，為每100公尺

過57V為限。

(m)長度的電纜末端傳送51W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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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還解釋了為什麼在無
線技術當道的世界中以有線技術連

率。設計工程師可嘗試一些方

PD測試

結，能帶來強化的安全性、同時提

案，例如使用較低電阻的電纜

如果製造商有開發板或參考設計，

高可預測性和可靠性。現有的廣泛

來減少I2R損耗，在每個線束中

請務必用以打造你的新應用；這些

有線基礎設施皆已佈署到位，其環

使用較少的電纜，或僅在電纜

開發板以恰當的佈線和接地技術精

境干擾遠低於無線環境，系統成本

線束中部分供電。正確判定確

心製作、可提供最佳架構性能。通

更低、QoS更高。讀者也能從前面

定任何既有電纜耗散(即發熱)

常也能從製造商取得Gerber檔，

的介紹中了解設計802.3bt標準PD

的方法，是使用恆定功率散熱

請在設計中使用它們，這些方法將

時需要考量的重點，以及系統測試

片作為負載，並使用電壓源作

免除對最終設計進行大量測試的

方法，才能避免潛在缺陷、實現耐

為輸入電源。一些電纜發熱研

需要。

用可靠的系統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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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精準BER分析的
PCIe 5.0測試
Hiroshi Goto，安立知(Anritsu)高速暨光學產品/業務開發經理

PCI-SIG在去年稍早發佈的PCIe

分析Serdes輸出的位元錯誤率

slicers)。而且，為了支援較長的

5.0規格受到了人工智慧(AI)等新

(BER)；另外還會用到採樣頻寬大

電路板，當損耗超過-36dB或訊號

興應用設計工程師的歡迎，來自當

於50GHz的即時示波器。

透過兩個以上連接器傳播時，還需

前高頻寬環境(尤其是資料中心、

而對於最複雜的Serdes測

網路和高性能運算)領域的工程師

試，即鏈路等化(link equalization)

對此也很關注。PCIe 5.0規格看

訓練，BERT需要模擬一個參考

符碼間干擾和等化

似只是PCIe 4.0體系結構的自然

Serdes。PPG和ED必須在PCIe

鏈路訓練可糾正PCIe 5.0中的符碼

擴展，但是工程師們必須注意某

5.0協定堆疊的PHY邏輯子功能區

間干擾(ISI)。這種訓練涉及接收器

些測試點，以確保設計合規並保

塊(logical sub-block)層級與待測

和發射器之間的通訊，可以最佳化

證相容性。

裝置(DUT)進行互動(圖1)。

和協調可調節等化參數，如發射器

為因應訊號衰減問題，PCIe

要配置重定時器(retimer)。

端的前饋等化器分接頭(FFE taps)、

5.0對通道和連接器損耗與反射提

32GT/s時NRZ面臨的挑戰

接收器端的連續時間線性等化器

出了更嚴格的要求，並且對接收器

從16GT/s的PCIe 4.0架構升級到

(CTLE)增益和判決回饋等化器(DFE)

和發送器的等化也做了一些修改。

32GT/s的PCIe 5.0架構，其最大

分接頭。

此外，資料速率從16GT/s提升至

挑戰是在BER ≤ 10

的條件下，

發射器FFE以某種方式對波形

32GT/s，翻了一倍，但對上升/下

能夠在高達36dB的損耗下維持功

進行預失真(pre-distorts)，可以部

降時間變陡、單位間隔(UI)變窄以

能。為了解決與損耗相關的問題，

分補償由通道頻率回應引起的失

及插入損耗變大所引起的問題，卻

大多數運作速度超過30GT/s的標

真。隨著PCIe技術速率的不斷提

沒有提出什麼創新的方法來補償。

準都採用PAM-4，以將運作頻寬

-12

減少兩倍，但代價是訊號雜訊比降

進行全面Serdes測試的必要

低了9.5dB以上。不過，PCIe 5.0

要確保PCIe 5.0設計符合規格，

技術仍然採用邏輯硬體模擬(logic-

即所設計產品要通過PCI-SIG主持

emulating)和基頻不歸零(NRZ)調

之合規性研討會的PCI-SIG互通性

變架構，以高位準表示邏輯1s，

測試，工程師們必須進行全面的

低位準表示邏輯0s。

Serdes測試。PCIe 5.0測試需要

損耗過大可能導致基於

的設備包括：位元錯誤率測試儀

PCIe 5.0架構的後等化(post-

(BERT)脈衝模式產生器(PPG)，

equalization)眼圖開啟電壓低至

用於高精度的特定訊號損耗測

10mV。如此小的電壓擺幅需要

量；BERT錯誤檢測器(ED)用以

非常靈敏的電壓限幅器(voltage

圖1： 具備多個層的PCIe 5.0協議堆疊。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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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發射器鏈路等化響應測試配置圖。

高，抖動、雜訊、失真、串擾和符

5.0通道要求被重新定義，

取每個訊號。示波器根據每個FFE

碼間干擾也會為設計帶來更大的挑

因此板卡機電(card electro-

預設和資料速率截取波形；然後

戰。PCIe 5.0眼圖在接收器輸入端可

mechanical，CEM)規格要求附

執行由PCI-SIG提供、易於安裝的

能完全閉合。為了達到BER ≤ 10-12

加板卡只能採用表面黏著貼裝連

SigTest軟體，根據合規性要求評

的要求，接收器端設計已變得非常

接器。

估每個波形並顯示結果。

收器都需要採用多種等化架構、敏

初始發射器等化測試

發射器鏈路等化響應測試

感的電壓限幅器，以及評估自身

要 進 行 初 始 發 射 器 等 化 測

發射器鏈路等化響應測試

BER性能的能力等等。

試，BERT PPG首先透過PCIe技

(transmitter link equalization

如UI測試顯示，抖動要求在

術實體層邏輯子區塊協議，將請求

response test)用於測量DUT發射

PCIe 4.0和PCIe 5.0架構中是相同

發送到DUT發射器。BERT PPG將

器回應FFE分接頭請求的時間，

的，但當以皮秒(picosecond)為單

按照每個PCIe架構資料速率下預

並確定回應是否正確。在迴環模

位進行量測時，抖動要求呈比例地

設的FFE向DUT-Serdes依次發送

式(loopback mode)下，BERT

提高。因此，PCIe 5.0規格要求採

請求。DUT發射器會更改其FFE架

是參考Serdes。示波器確定請求

用分散式參考時脈或公共時脈(CC)

構並傳輸訊號。

時間tREQ和FFE分接頭變更時間

複雜，涵蓋時脈恢復、發送器和接

架構，而這在PCIe 4.0規格中則是

DUT發送器的輸出隨後被分

tCHANGE。消耗的時間必須小於

割，以便將其訊號分別發送到示波

或等於指定的最大值，BASE規定

速率從16GT/s提升到32GT/s

器和BERT ED。BERT ED作為參考

是500ns，CEM規定是1µs。

的最大困難，是最大允許損耗從

接收器確認預設更改，而用作PPG

圖2顯示了測試設置。BERT

-28dB增加到-36dB。結果，PCIe

輔助輸出的BERT則觸發示波器截

PPG的輸出被分割，以便將訊號

可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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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傳送到DUT接收器和示波

力，訊號損壞應按特定順序進行

(presets)時，藉由更改其接收器等

器。DUT發射器的輸出也經過分

評估。所需的RJ水準和允許的損

化架構來最佳化鏈路等化。

割，其訊號被分別發送到示波器和

耗範圍、SJ、DMI和CMI都要添加

BERT ED則在整個過程中監測

作為參考接收器的BERT ED。

到訊號中，以獲得所期望的EH12

BER。BER測試約需1分鐘時間，

和EW12。

這個時長足以讓PCIe 5.0系統傳輸

接收器鏈路等化測試

2×10 12 位元資料。由於PCIe 5.0

PCIe 5.0接收器在PHY層有一項合

接收器鏈路等化BER測試

規格指定了接收器性能，但沒有明

規性測試，即透過在鏈路等化測試

一旦配置了BERT PPG參考發射

確等化技術，因此最終的預設集可

中使用受壓訊號(stressed signal)

器，並以最壞情況下應力和最佳

能與校準期間獲得的預設集有所不

來同時評估鏈路訓練和接收器應力

化的FFE進行校準後，接收器鏈路

同。DUT的BER必須小於10-12才能

耐受度。BERT PPG傳輸的測試

等化測試相對就容易得多。DUT-

符合PCIe 5.0規格，如圖4所示。

訊號包括隨機抖動(RJ)和正弦抖

Serdes按照鏈路訓練狀態和狀態

動(SJ)，以及正弦差模干擾(DMI)

機(LTSSM)配置系統，以盡可能最

發送器PLL頻寬測試

和共模干擾(CMI)。一個可變ISI

高資料速率運作(參考圖3)。DUT

PCIe 5.0發射器以100 MHz參考

測試板具有多個差分跡線長度，

接收器檢測來自BERT PPG的傳輸

時脈(RefClck)頻率運作。利用一

在0.5dB步長範圍內，其損耗從

訊號，並進入迴環模式。

個鎖相迴路(PLL)得到參考時脈與

34dB至37dB，適用於各種損耗

一旦進入迴環模式，DUT發

資料速率的乘積，串列器利用資

和ISI。測試訊號的校準則由示波

送器將請求BERT PPG的FFE預

料速率時脈將較低速率的資料鎖

器完成。

設。DUT透過LTSSM運作，在嘗

存到符合PCIe規格的高速串列資

試不同的BERT PPG FFE預設集

料訊號中。

BERT PPG將帶有干擾雜訊的
訊號發送到可變ISI板，後者的輸出
連接到合規基板(CBB)上，以模擬
系統電路板在最壞情況下的性能。
測試訊號透過CBB傳播到CEM連接
器，然後再傳播到附加卡和DUT接
收器。BERT PPG透過參考時脈對
訊號施加抖動，DUT發送器的輸出
被傳送到BERT ED，後者量測BER
並用作鏈路訓練的參考接收器。

受壓眼圖校準
受壓訊號的校準涉及訊號損壞應
用和連續時間線性等化(CTLE)的
最佳化，必須為每個BERT PPG
預設校準受壓訊號，而且每組FFE
分接頭都必須符合規格。為了最

圖3：LTSSM對系統進行配置以在頻道中以最高資料速率運作。

大程度地升高在等化架構上的壓
www.eettaiwan.com | 2020年3月 | 電子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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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在Anritsu MP1900A上顯示的PCIe 5.0接收器鏈路等化BER測試結果。

PLL頻寬測試可量測DUT發射

上應用SJ的校準幅度，並測量每

器的抖動傳遞函數，驗證附加板

個頻率下DUT發送器的輸出抖動。

卡PLL頻寬和峰值是否在允許範圍

示波器在跨越PLL滾降頻率

內，並且符合CEM的附加板卡規

上校準所施加的SJ幅度，並針對

格要求。

所施加SJ的每個頻率量測其輸出

DUT接收器的-3dB衰減必須

週期性抖動(PJ)幅度。PCIe 5.0指

在指定的頻率範圍內，並且不會

定了-3dB衰減會發生的頻率允許

出現過度峰值。發送器PLL和接收

範圍，以及峰值抖動幅度的允許

器時脈資料恢復(CDR)電路之間存

範圍。

圖5：幅度-頻率範本。

錯技術或性能餘量(performance
margin)分析，JTOL可以採用任

在互補關係，由於接收器在其CDR
頻寬以下的頻率點具有很好的抗抖

接收器抖動容忍度測試

何等化架構來執行。之後，再根

動性，而在CDR頻寬以上的頻率點

接收器抖動容忍度測試(JTOL)是

據幅度-頻率範本將SJ添加到訊號

容易受到抖動的影響，因此發送器

對發送器PLL頻寬測試的補充。

中(圖5)。

PLL必須在高頻下濾除抖動，才能

在PCIe 5.0規格中未要求JTOL，

高振幅抖動應用於低頻，而

使系統以所需的BER運作。

但它是評估接收器承受不同振幅

低振幅抖動應用於高頻。1MHz至

該測試利用BERT子速率

和頻率抖動能力的一種好辦法。

10MHz的衰減遵循指定的CDR頻率

(subrate)時脈輸出，將SJ施加至

再次強調，受壓訊號是最壞情況

響應，BER可以根據範本測量。對

DUT參考時脈，其思路是在跨越指

下的訊號，但也是合規訊號，具備

於所有幅度-頻率配對，DUT接收器

定PLL滾降頻率(rolloff frequency)

ISI、RJ、DMI和CMI。作為一種除

都應遵從BER ≤ 10-1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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