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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親愛的讀者：
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的科技一直呈現非線型發展。過去一兩百年的科技進
步遠超越了之前的幾千年，而人類的生活品質和生命期望值也因之大為提升。
今天，在世界各地，眾多普通人的生活早已等同或躍過了幾百年前只有封建帝
王和貴族才享有的水準。

聚焦智慧化創新，解碼物聯網商機

繼英國領導的工業革命和美國領導的半導體和網際網路革命後，今天
的中國和亞太地區正推動著空前的智慧硬體設計和生產革命。其中的關鍵
價值鏈，如物聯網、人工智慧、虛擬和擴增實境等，不僅成為廣大科技人員
投身的最尖端創新領域，更承載著全球經濟轉型、人類更高品質的生活、以
至捍衛人類生命價值和人性尊嚴的期望和動力。

智慧互連與嵌入式應用研討會
7 月 6 日 • 台北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作為您眼前讀物的出版方，AspenCore在三年前建立。透過有機成長，和

高志煒

收購EE Times、EDN等全球第一線媒體平台，我們迅速成為了全球領先的電

W. Victor Gao

子技術和產業內容營運機構。我們的編輯團隊遍佈世界三十多個核心研發和

全球發行人暨執行董事

經濟發達地區，在海外的分社有矽谷、波士頓、慕尼黑、倫敦、臺拉維夫、土魯

Publisher and Global Managing Director

斯等。編輯、記者們多來自當地，在其地域的公司、政府、產業協會和工程師
社群中備受尊重和關注。在中國和亞太地區的人才和人脈更為強勢和廣泛，
為您提供第一手和第一時間的解決方案、技術動態以及發展方向。

參與廠商

Aspen為北美白楊樹，寧折不彎，且用途廣泛，在北美人文史中久為建築
與藝術創作的上等原材。名為AspenCore，我們從建立初就堅信，一家內容
營運機構最重要的關係存在於讀者和編輯、記者之間。在業內假新聞、標題
黨和缺乏詳細查證事實的職業水準的重圍下，我們信仰，電子工程設計和相
關業內專業人士最渴望得到的是嚴謹、全面和獨立的報導。因此，我們的全
球團隊一直堅守以獨立透明的原則運作，面對您對資訊需求的轉型，我們透
過全球的分支機搆和有效管道，以最簡潔語言為您提供尊重事實、入木三分
的原創洞察。
最後，我們將不遺餘力地打造您偏愛的服務平台，創建與您息息相關的
還有更多廠商陸續加入

優質社群。無論是平面雜誌、網站、展會與研討會，還是社交網路、視訊內容、
雲端服務等形式，都是我們關注的對象，希望透過您所需要的正確載體將資
訊即時傳遞。

主辦單位：

若您對我們有任何問題和建議，歡迎您將想法直接寄到我的個人信
箱：victor@aspencore.com。我願意並期待與您交流，共同創造更美好的
未來！
謹致問候，

會議諮詢
Pauling.Yang@aspencore.com
+886 2 2759 1366 #301

高志煒
W. Victor Gao
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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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智慧的工廠自動化該如
何做？
工業革命進展到第四次，也就是所謂的工業

化、整合化和智慧化的方向發展，

4.0。工業4.0強調生產與管理甚至環境都具

電子測試設備也不例外。隨著新材

如何進行，仍是大哉問。透過感測器與通訊

料、新技術的陸續導入，測試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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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智慧化，其中，工廠自動化的智慧之路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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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Hz函數/任意波形發生器
• 1 µHz至30 MHz頻率範圍
• 1 µHz的頻率辨識率
• 正弦，方波，斜坡，三角波，噪音
• 12位元，40 M採樣/秒，任意波形
• 2.5，5，或10 MHz的基準輸入
• 對數及線性掃頻，AM，FM，PM，
以及脈衝串調變
• 可任選GPIB或RS-232介面

DS345是一款靈活，且功能強大的函數/任意
波形產生器，其應用範圍非常寬廣。
DS345採用直接數位合成技術(DDS)，可產生
超高解析度的波形。它具備AM、FM、PM及脈衝
串列調變、線性和對數掃頻等完整的功能，以及
10 MHz的參考輸入。
不同於同類競爭產品採用含糊難懂的選單驅
動介面，DS345採用專用按鈕使其前面板簡便直
觀，非常易於操控。
如果您正在物色價值出眾的函數產生器，
DS345將是您最佳的選擇。

Hubsan FPV無人機拆解
被「困在」樹上的Hubsan X4 + FPV無人
機，在外頭承受風吹雨打後，雖然外觀看起
來似乎還不錯，但是它「留」了一顆馬達在
樹上。既然不打算找顆馬達修復它，那麼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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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將是不錯的選擇…
http://goo.gl/vsE6My

自動駕駛汽車開發面臨雷達短缺問題
自動駕駛汽車正成為最熱門的賣點之一。然而，作為
無人駕駛汽車中用於檢測和掃描汽車週邊物體的重要
元件—雷射雷達(光探測和測距)的供應短缺，正成為
自動駕駛系統開發與生產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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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利用printf
自動曝光助力顏色感測器實現大動態範圍
設計安全節能的住宅自動化系統

Beijing Tel: (86-10) 5765-2866
Hong Kong Tel: (852) 3547-0483
India Tel: (91) 98103-10770
Japan Tel: (81-3) 6824-9377
Korea Tel: (886-2) 2759-1366 ext:100
Shanghai Tel: (86-21) 5368-1226
Shenzhen Tel: (86-755) 3324-8199
Taiwan Tel: (886-2) 2759-1366 ext. 300

如何正確選擇航空級隔離型DC-DC轉換器

Americas

多年設計經驗簡化電流監控

US East Coast Tel: (1-978) 461-4902

US Headquarters Tel: (1-435) 676-8788
US Southwest Tel: (1-435) 676-8788
US West Coast Tel: (1-510) 559-3104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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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Singapore Tel: (886-2) 2759-1366 ext. 300

未來語音介面：科技將科幻變為現實

為太陽能逆變器應用選擇數位隔離器的
六個步驟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用於車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深度學習與嵌入式視覺技術
6 月 15 日 上午 10:00 - 11:30
隨著深度學習技術的不斷發展，幫助汽車「看清」週邊環境，進而改善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 (ADAS) 技術的嵌入式視覺系統正變得越來越複雜。早期運用深度學習技
術實現包括行人檢測和碰撞避免在內的物體檢測正快速讓位於場景分割技術。本
次線上研討會將討論 ADAS 視覺應用的當前要求和下一代要求，包括深度學習加
速器技術。

Headquarters Tel: (49-0) 8092-2477 4–11
Switzerland Tel: (41-41) 850-4424

選擇運算放大器有更高效率的解決方法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40 創意角

汽車應用中的電流檢測解決方案

發揮設計創意從日常生活開始！

博通公司的車用電流感測器模組是針對諸如馬達驅動逆變器、直流-直流轉換器、
電池充電器、電池管理系統等汽車應用中的電流檢測用途開發的參考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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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轉換器基礎
本研討會討論了數位類比轉換器 (DAC) 和類比數位轉換器 (ADC)，包括基本架構、
瞭解誤差、解析度和取樣理論以及如何針對應用選擇合適的 DAC 和/或 ADC。

用於嵌入式應用的深度神經網路
卷積神經網路 (CNN) 經常用於諸如目標檢測、面部識別、語音辨識等模式識別應
用，但對嵌入式系統來說其高運算強度和記憶體容量是非常受限的。這次線上研
討會討論了卷積神經網路在嵌入式系統中是如何運作的，它所面臨的挑戰，以及
專門為卷積神經網路開發的 Cadence Tensilica DSP 的最優解決方案。

評論

技術脈動

自動駕駛汽車開發
面臨雷達短缺問題

5G時代即將來臨
整體規劃隱然成形
作者：國家儀器(NI)mmWave產品經理Sarah Yost

作者：B.Cameron Gain

在汽車產業中，自動駕駛汽車正在成

任Ross McKenzie表示，滑鐵盧大學的

現今通訊產業最熱門的話題，非5G莫

為最熱門的賣點之一。然而，作為無

自動駕駛汽車專案「不會延期」。Ross

屬。無論身在何處、交談對象為何，

人駕駛汽車中用於檢測和掃描汽車周

說明，WatCAR已有5年歷史的Velodyne

眾人的話題皆離不開5G。雖然世界

邊物體的重要元件——雷射雷達(光探

雷射雷達產品雖然已經停止運行，但今

行動通訊大會(MWC)宣布5G時代已

測和測距)的供應短缺正成為自動駕駛

年4月已經被其他元件所取代，用於研

然降臨，但似乎仍言之過早。即便如

系統開發與生產的瓶頸。

究目的的新元件可望再繼續工作5年。

此，就算5G時代尚未到來，也已在不

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有關雷射雷達

遠的前方。

生產短缺的詳細情況逐漸被披露。我所

商業背景

接觸的供應商和分析師都承認，美國的

Velodyne希望在聖約瑟新建的雷射

Quanergy和Velodyne正在盡力向包括

雷達工廠在今年稍晚完工時能夠彌補

Continental、Denso和Ibeo在內的系統

雷射雷達生產短缺問題。雖然去年只

製造商提供單價250美元的雷射雷達元

銷售不到幾千個產品，但該公司認為

件。最終這些元件製造商必須將產品單

2017年的銷量可望達到1萬個。

價降低到150美元以下才能滿足供應商
的需求。
向Velodyne確認後得到，該公司積
壓的訂單可能已長達6個月。

對無線通訊社群而言，過去一年既
忙碌又充實：標準化程序頗有進展、管
Waymo的雷射雷達元件呈錐形 安裝 在自動
駕駛汽車車頂上，但未來無人駕駛汽車用的
雷射雷達將被嵌入到汽車的前面、後面甚至
任何其他地方。
(圖片來源：Waymo)

理機構已宣布重要的最新資訊、近期提

圖 2：ITU與3GPP的5G時程表。
(圖片來源：http://frankrayal.com/2016/08/08/will-5g-be-the-last-g/)

出的毫米波(mmWave)頻率通道也逐漸
揭開面紗，而開發中的技術也為5G打

的高度穩定、高頻寬通訊，還是物聯網

全體會議(#75)則提出了一項推進方案

下商業化基礎；綜觀整體發展，對5G

(IoT)應用領域所需的低頻寬機器對機

(WF)，期望加快5G新空中介面(NR)的推

「雷射雷達感測器的需求量非常

功能的汽車，並計畫最終提供四級自

的期待度已達前所未見的高點。那麼，

器(M2M)通訊類型，都需以5G技術為

出時程(如圖3 所示)。

大，Velodyne正在努力滿足客戶不斷

動駕駛功能，以便在有限的駕駛條件

過去一年的諸多成就，究竟為5G立下

後盾。以單一頻段滿足上述的幾種需

在前一個RAN4會期(#82)，NTT

增長的需求。」Velodyne的一位發言

下收到提示時，駕駛不需要恢復對汽

了哪些里程碑？而5G技術又會於何時

求，雖然不是不可能但也是有些難度；

DoCoMo於推進方案中建議了所應使用

人表示，「即將在聖約瑟建成的新工廠

車的控制。

趨於成熟？

不過，若能結合2個頻段，勢必能提供

的頻段。

在Uber對Google的Waymo訴訟案

將顯著提升產量，是滿足這一全球大量

在汽車共用領域，Google的

件(起訴Uber從Waymo非法採購無人

需求目標邁出的一大步…。在這些努力

Waymo、Uber及可能的蘋果(Apple)都

駕駛技術用於其無人駕駛項目)的回應

更加完整的涵蓋範圍。6GHz以下的頻

的基礎上，同時伴隨著今後幾年自動駕

在準備提供自動駕駛汽車來代替按需服

5G頻率：結合mmWave與
6GHz以下頻段

中，也間接提到了上述生產短缺。雖然

駛汽車製造數量的急速攀升，我們可望

務的計程車。雖然目前雷射雷達元件供

雖然5G仍有許多不確定之處尚待釐

頻寬，則能提供主流eMBB應用所期盼

成為40GHz以下最具話題的頻段；只

Uber間接提到Velodyne，但在其訴訟

抓住有利機會滿足這一增長需求，同時

應短缺，但這些公司在他們的長期規劃

清，但可以確信的是：6GHz以下的頻

的5G特點。

是，28GHz仍有其他對手。聯邦通訊

中寫道，Uber「在目前上路的所有汽

繼續向客戶提供他們所盼望的高品質

中並沒有透露供應鏈問題。

譜仍扮演重要關鍵；而mmWave頻率

車中使用了協力廠商(例如Velodyne)提

產品。」

向下相容性；而mmWave頻率的連續

去年，28GHz發表多項研究成果，儼然

委員會(FCC)與威瑞森(Verizon)致力於
推動28GHz的相關研究。為了配置額外

圖1 顯示5G所應滿足的廣泛需求，

國際電信聯盟(ITU)已定義兩大階段

的mmWave頻段，以利靈活運用並做為

無論是適用於增強型行動寬頻(eMBB)

研究(如圖2所示)：第一階段將研究

日後擬議規範之用，FCC於2016年7月

PSA/Peugeot-Citroen，皆表示他們的自

40GHz以下的頻率，而第二階段則會

核准頻譜邊界提案(Spectrum Frontiers
Proposal)。目前，28GHz頻段為美國

也將用來輔助6GHz以下的頻譜技術。

OEM廠商，包括BMW、雷諾-日產聯盟

無憂無慮的OEM廠商

(The Renault-Nissan Alliance)，以及

數量需求，商用的更少。事實上，Uber

儘管生產出了點瑕疵，但奧迪(Audi)新

自己開發定制雷射雷達的原因部分是因

「雷射雷達技術跟不上測試所需的

28GHz與Verizon

時程表

事實上，我們直接聯繫過的大批量

供的商用雷射雷達技術。」

譜，可為窄頻提供更出色的傳播能力與

款A8轎車可望在今年稍晚支援三級自

動駕駛汽車計畫都在按部就班的執行。

著重於100GHz以下的頻率。第一階

為很難從商業來源獲得足夠的雷射雷達

動駕駛功能。三級自動駕駛含義是指

但至少從目前看來，這些汽車需要的雷

段會配合3GPP的LTE Release 15，

彈性運用的3大頻段之一， 圖4 是以圖

感測器，」Uber表示，「Uber的主要

在某些駕駛條件下司機可以靠汽車自

射雷達元件仍然處於緊缺狀態。

於2018年6月結束；第二階段則會配

像方式呈現的頻段。根據RAN4會期的

汽車元件供應商均無法滿足其對雷射雷

己導航在高速公路行駛，雖然司機必

「雷射雷達是未來自動駕駛汽車中

合LTE release 16，於2019年12月結

WF，包括Orange、British Telecom

達的需求。」

須保持在任何時刻能夠接管對汽車的

的一個必配元件，」Frost&Sullivan分

束。 圖2 顯示ITU與3GPP至2016年秋

與Telecom Italia等歐洲電信業者在

儘管仍有報告指出，滑鐵盧大學

控制。除了奧迪外，像寶馬(BMW)、

析師Anirudh Venkitaraman告訴我，

季的時程表。

內的全球電信業者，正規劃大規模的

(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自動駕駛汽

賓士(Mercedes-Benz)、特斯拉

「這種技術仍處於初級階段，仍然需要

車專案因為雷射雷達短缺被迫延遲幾年

(Tesla)和富豪(Volvo)等汽車製造商

作進一步的發展」且出錯的可能性也是

時間，但滑鐵盧大學WatCAR系管理主

也可望在近期推出支援三級自動駕駛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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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ITU所提出的期限與所要使用
圖 1：5G 的目標應用領域，涵蓋增強型行
動寬頻與機器對機器通訊。

的頻率，仍在未定之天。
而2017年3月舉辦的3GPP RAN

24~28GHz調整。此舉看來相當出人意
表；畢竟，基於頻率已由既有業者瓜分
之故，外界早已推論28GHz難以於歐洲
www.edntaiwan.com |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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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脈動
超越一切可能 TM

圖 3：加快的3GPP NR的推出時程(2017年3月所提出)。

推行。但值得注意的是，該頻段的較低

圖 4：FCC配置的mmWave頻段。

(Precoding)。

在增加波束管理等特定層面上，兩者之

頻率，依舊大有可為。正如預期，這些

Verizon意識到，自己可望促成

間確實有不少共通點，NR卻有意納入

歐洲電信業者正要求使用32GHz頻譜。

mmWave技術的預先標準化。然而，

慢速與快速的波束管理。此外，NR也

去年，Verizon向XO Communications

V5G依舊無法確定現行成果能否相容於

會盡可能運用LTE標準，但使用不同的

取得28GHz頻段，並宣佈該公司有意使

3GPP 5G標準；因此，在標準拍板定案

取樣與子載波速率。

用該頻率進行初始佈署。儘管現階段仍

之前貿然佈署mmWave技術，風險不言

即便NR有著極高的話題性，而業

沒有任何完整的標準化技術可用來推行

而喻。如果Verizon下對賭注，在5G競

界也有意提早確立標準，但在規格效能

這項測試，Verizon卻深信，目前所佈

賽中就能佔盡優勢；但若下錯賭注，則

上，NR仍缺乏足夠的公開資料做為佐

署的硬體足以透過後續軟體更新來因應

需汰換許多不合時宜的硬體。

證。現行的28GHz試驗數據有限，且

最終規格。其他美國電信業者已同意使

日前，國家儀器(NI)於美國舊金

大多著重於通道探測，而非NR規格的

用28GHz頻段，且AT&T與T-Mobile已

山舉辦的IEEE無線通訊與網路大會

可行性驗證。為此，NI開發一款新無線

聲明，日後將針對28GHz架構技術進

(WCNC)中，展示了5GTF的即時運作原

電原型驗證系統，可執行多使用者多重

行更多研究，並與設備供應商建立夥伴

型。雖然這並非相關規格的首個原型，

輸入多重輸出(MIMO)連結，當中並採用

關係，以進行其他現場測試。

仍有許多令人矚目之處；舉例來說，該

NI mmWave收發器系統(MTS)，以及使

原型為實際技術的首度公開展示，就是

用LabVIEW編寫而成的靈活實體層IP。

在2015年，Verizon與思科(Cisco)、
愛立信(Ericsson)、英特爾(Intel)、樂金

焦點之一。

與三星(Samsung)共同建立了5G技術論

NR

5G競賽結果將於2018年拍板
定案

壇(5GTF)。5GTF的主要目標，就是要

NR的目的，在於納入所有的應用與頻

在2018年初，我們也許有機會掌握5G

使用mmWave頻譜(又稱為固定無線存

段，包括ITU針對5G所提出的3個主要

的全貌。根據2017年3月GPP RAN

取，FWA) 開發出「光纖到府」(FTTH)

應用關鍵效能指標：增強型行動寬頻、

全體會議(#75)所提出的加快時程表

的替代方案。5GTF採用LTE標準做為主

高穩定度低潛時通訊(URLLC)，以及大

來看，NR的實體層與媒體存取控制

要架構，並提出多項概念，以做為3GPP

規模機器類型通訊(MMTC)。這表示，

(MAC)層將於2017年底大致底定。

的5G研究與提案主題。

實體層需要具備相當的靈活度，才能大

頻率選擇雖未訂定嚴格的期限，但電

5GTF會透過5的倍數(75kHz子載

幅提高所產生的資料傳輸速率，並同時

信業者正著手推動技術革新，以便在

波與15kHz，可於每個元件載波產生

讓數量多達數百倍的裝置連接網路，進

2017年進行28GHz的硬體佈署現場測

100MHz的頻寬)來延伸子載波間距，

而建構窄頻物聯網(NB-IoT)。此外，實

試，其中，南韓則將於2018年第二季

並以反比方式與LTE保持時序一致，從

體層也要透過較低的潛時確保一定的穩

展示其5G技術預覽。儘管完整的標準

而縮短子框架間距。此外，5GTF也會

定性，才能運用在自動駕駛車輛中。上

化程序仍未完成，5G全貌卻即將浮上

新增控制訊號並擴充實體層，以納入

述目標絕非易事，正因如此，現行的NR

檯面。5G定義競賽雖已進入尾聲，但

數位波束成形(Beamforming)與預編碼

標準提案在複雜度上遠高於V5G。雖然

設計與佈署程序才正要揭開序幕。

(LG)、諾基亞(Nokia)、高通(Qualc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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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新發展為測試帶來
六大關鍵趨勢
作者：Franklin Zhao

封面故事
近年來，所有電子設備都在朝小型化、

波上需要在成本、體積和功率這三者

整合化和智慧化的方向發展，電子測試

之間取得比較好的平衡。現在的IC製

設備也不例外。隨著新材料、新技術的

程，毫米波因為其波長比較短，所以

導入，測試訊號正向更快、更高頻率、

可以把天線整合在IC上，相對就產生

更高精度等方向發展，為了能準確的評

了一些功率上的問題。因此，3GPP

估訊號的真實特性，需要有更高頻寬、

對5G的實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

更高精度、更加可靠的測試儀器來實

段還是著重在小於6GHz的平台上。

現。此外，隨著802.11ax等新無線通

對於未來5G測試解決方案，

訊技術及未來5G的發展，測試儀器採

Jason White表示，NI針對小於6GHz

用模組化硬體和軟體定義的方式也變得

的部分提供第二代向量訊號收發器

更加流行；光通訊及IP通訊測試市場也

VST 2.0。在大於6GHz，也就是毫米

處於一個持續的成長期，100G的普及

波的部分，目前大部分測試使用的是

與200/400G的啟動、資料中心/雲端運

台式儀器。大部分台式儀器最大只有

算的火熱、銅退光進的大趨勢，都對光

40GHz，這些既有儀器當初是為了軍

通訊測試領域帶來持續的利多資訊。

工國防測量設計，對於未來5G上較大

本文針對這些技術和市場熱點，採

的頻寬不見得適合。另外，這類儀器

訪了幾家業界領先的測試量測廠商，

還面臨成本很高的問題。NI跟前期的

從中總結出了測試量測產業發展的六

使用者合作下一代毫米波測試儀時，

大趨勢，同時也看看他們為這些挑戰

目標是要提供給使用者很好的測量精

提供了哪些解決方案。

準度，同時在靈活性以外，還要提供
使用者可負擔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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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一：未來5G通訊的測試主
要在毫米波

試需求的演進並不是革命性的，而是

目前最前瞻的無線通訊技術莫過於5G

逐步演進。5G的過渡前有4.5G，像

行動通訊。5G目前有兩個著重點，一

載波聚合這樣的技術其實4G就已採

個是在低於6GHz的頻寬上；另一個

用了，未來5G會聚合更多的載波。

則是在毫米波部分。日前，美國國家

比如，Verizon 5G的規範上就聚合了

儀器(NI)產品市場總監Jason White

8個100MHz的載波，所以顯然載波

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告訴記者，在低於

聚合會需要越來越多的大頻寬測試需

6GHz的頻寬上，業者要針對頻譜的

求。另外，在毫米波的部分，雖然其

使用做到更最佳化、更有效使用。

整體測試還不知道該如何，但是在無

在這其中，大規模多重輸入多重輸出

線通訊的演進過程中不變的是誤差向

(MIMO)系統帶來在多通道之間更好

量幅度(EVM)或鄰近通道Power ACP

的同步機制。針對這個設計，數位訊

等，這些測量項不管用什麼樣的協議

號處理器(DSP)廠商面臨一些挑戰，

幾乎都要測試。其中一個可以借鑒的

例如在波束調整(Beamsteering)或者

是，802.11ad中已經使用毫米波頻

在波束成形(Beamforming)。

段。另外，毫米波上會有比較大的測

另外，Jason White指出，5G測

在毫米波的部分，即大於6GHz的

試項變革：目前很多測試是有連接線

平台上，它目前細分為兩塊。第一塊

的，未來會有更多的空中下載(OTA)

是大家對毫米波瞭解得還不多，所以

，可能要在一個暗室中，用一個天線

還在做很多通道模型的建立、通道測

去對著待測物進行測試。原因在於毫

量，同時針對在開放空間、密閉空間

米波之後，有很多天線在半導體製程

各種情形下的衰減狀況。另外，毫米

上已被整合上去，已經沒有任何節點
www.edntaiwan.com |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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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作有線連接測試。

光進的趨勢，都對光通訊測試領域帶

工程師需要對新興的無線技術進行測

來了持續的利多資訊。

試，甚至需要對很多無線訊號的進行

趨勢二：行動通訊測試正處間
歇期；光通訊和IP通訊測試則
處上升期

安立知也是著眼於5G相關技術和

標準評價，例如Wi-Fi、低功耗藍牙訊

標準的發展及早期調變方式的研究，

號等。除此之外，對於越來越嚴格的

特別是5G會採用釐米波及毫米波頻

EMI一致性要求，也希望能有工具幫

羅德史瓦茲(R&S)業務發展部經理安毅

段，對終端測試而言，其空口測試方

忙進行EMI整頓改革的評估。對此，

向本刊表示，電子測試與測量作為電子

案與過去完全不同，無法採用普通線

太克推出了MDO系列混合域示波器及

資訊工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與

纜連接的方式進行測量，這就對如何

RSA系列即時頻譜儀來幫助廣大的工

電子產業密切相關。隨著電子資訊技術

在OTA環境中保證測量精度及測試結

程師進行混合域訊號的調變。

的革新、產業和商業模式的發展，測試

果提出了挑戰。

對於物聯網產業，太克能從整個

與測量也表現出相應的特點和趨勢。第

徐江表示，物聯網的普及讓越來越

物聯網的架構提供完整的測試方案，

一，測試測量產品與技術的創新的重要

多的電子產品具備了連網功能，這對無

主體結構由電池、功率管理晶片、

性日益突顯。新的測試方法的實現，產

線通訊市場整體而言無疑是利多，但正

感測器、無線通訊四大部分組成。工

品性能的提高才能更好地滿足產業的需

因為連網功能會越來越成為標配，從客

程師在每個部分設計都面臨著嚴峻的

要。第二，測試測量產品與技術的前瞻

戶角度看就會越來越關注增加連網功能

挑戰，如電池壽命最佳化、功率管

性為電子資訊產品的研發提供保障，加

以後的成本問題，這個成本會包括元件

理晶片準確評價/感測器的功耗的標

速產業的發展。

的成本、研發的成本、製造的成本等多

定，以及從射頻元件到發射及接收性

該公司認為，測試與測量的研究

個環節。反應到測試儀器領域，工程師

能測試，因受物聯網產品自身特性

熱點包括了5G測試、THz等前瞻技

希望盡可能降低研發及生產測試的成本

的制約，物聯網產業必須考慮測試投

術，除了測試與測量之外，R&S在安

的要求，面對這個需求，安立知在現有

入，這是物聯網射頻測試的最大挑

全通訊、廣播電視與媒體、監測與網

儀器平台上力求僅透過很少花費的軟體

戰。隨著太克最新的向量網路分析儀

路測試等領域不斷地研究和創新。

升級即可支援最新的技術標準，盡可能

加入，其實現了針對物聯網產業的高

此外，R&S還推出了毫米波安檢掃描

最大化利用客戶的現有投資。此外，該

性價比從設計、部署、調變的全面解

器，樹立新的產業標竿，更適用於安

公司還在儀器硬體設計上進行了仔細

決方案。

全產業。

的研究，簡化了架構、縮小了體積，

無線射頻訊號高性價比的測試工

進一步降低儀器價格，便於客戶擺放

具，以往對於無線訊號的測試儀器價

及攜帶。

格都非常昂貴，導致很多公司從事無

隨著電子通訊技術的不斷升級，
測試量測產業整體市場需求在中長期

線產品或者模組的研發生產，測試都

還是會保持一個穩定的增長態勢。上

是輪流測試，這樣導致生產效率大大

市場因為正處於4G與5G之間的間歇

趨勢三：無線技術普及驅動測
試測量技術向混合域訊號調變
發展

期，相對會處於一個短暫的低谷時

近年來新材料新技術的導入使測試訊號

網路分析儀價格可低40%，RSA系列

期，靜待5G市場的啟動。物聯網測

向更快、更高頻率、更高精度等方向發

即時頻譜分析超高性價比也提供了獨

試市場相對傳統無線通訊測試市場來

展。為了能準確的評估訊號的真實特

特的訊號分析功能。

說，其熱烈的市場預期與實際的測試

性，需要有更高頻寬、更高精度、更加

需求是有些差距的，因為物聯網終端

可靠的測試儀器來實現。另外，隨著無

本身無線技術相對簡單，對測試的依

線技術被廣泛應用到各個產業，所以工

賴度、測試時間及測試成本都與傳統

程師需要對時域及頻域訊號的同時調

趨勢四：802.11ax三項技術
解決多用戶接取的壅塞問題，
那測試呢？

手機終端差別很大，對於整個產業規

變，同時也驅動了測試量測技術向混合

IEEE開發了新的802.11ax協定，用來

模的拉抬能力有限。光通訊及IP通訊

域訊號調變的方向發展。

解決802.11ac多用戶接取AP的壅塞問

海安立知(Anritsu)市場部經理徐江表
示，從細分市場來看，行動通訊測試

降低，太克推出了一些全新架構的產
品，和同等指標產品相比，太克向量

測試市場則會處於一個持續的上升

太克(Tektronix)表示，目前工程

題。Jason White告訴筆者，802.11ax

期，100G的普及與200/400G的啟

師對混合訊號的調變，已經突破了

當中導入了三項關鍵技術。比如在調

動，資料中心/雲端運算的火熱，銅退

傳統對類比訊號及數位訊號的侷限。

變上，它採用了更高階的1024Q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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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針對上下行採用跟LTE中同樣的正

HDO9000，可以在4GHz頻寬、40GS/

Technology在1991年開發了PC示波

位元ADC解析度、8~16位元可調ADC

交頻分多址接取(OFDMA)技術，來允

s取樣速率下，實現10位元的解析

器，經過26年的發展，該公司已經開

解析度、8通道12位元ADC解析度、通

許多個用戶在同一時間接取。此外，

度。2017年4月，該公司的HDO-A系

創出一個PC示波器的市場。同時，

道隔離、自訂示波器功能等。

它加入了多用戶多輸入多輸出(MU-

列示波器，在12位元取樣速率下，實

市場上也正出現更多的基於PC的測試

工程師在測試過程中面臨很多挑

MIMO)天線技術，目的在於提升整體

現了10GS/s取樣速率。針對最近熱

測量儀器，如基於PC的向量網路分析

戰，如外場或現場測試沒有測試設備

功率使用。

門的技術，如Type-C、PCIe 4.0、

儀、基於PC的頻譜分析儀等。

或儀器的供電問題；測量出現時間間

具體來說，從802.11ac到

SAS 4.0、100G、400G等，Teledyne

Pico Technology表示，基於PC

隔較長的訊號需要更長採集時間，如

802.11ax所做的改善，它使用了波束

LeCroy都推出了實體層和協定層的完整

的測試儀器有很多優點，如更加便攜

MIPI訊號中的LP訊號，每兩個LP訊

調整，並在空間中允許更多使用者接

解決方案，並且在某些領域，該公司還

小巧、充分利用了外部PC的性能、簡

號間的時間間隔有時候可能會達到ms

取。「802.11ac著重給單一使用者最

提供獨家的PCIe 4.0、SAS 4.0、HDMI

化了系統設計從而能夠進一步優化儀

等級，這時候如需要同時觀察到多個

高的速度，就好像為專人開闢專線一

2.0協定分析儀。

器的核心硬體部分，使得基於PC的儀

LP訊號，則需要示波器具備更長的儲

器能夠具備更多優秀的性能指標。例

存深度；測量電源波紋或者開關電源

趨勢六：最佳化儀器的核心硬
體，口袋型設備功能日漸強化

如，PicoScope這種可以裝到口袋裡

時需要示波器具有更高的動態範圍；

的小型設備包含了多達6種儀器的功

測量三相電或者功率變換系統時需要

樣。而802.11ax則是讓大家都能有相
當好的體驗，獲得應有的頻寬和網路

通訊技術的新發展，為量測產業帶來新挑戰。

資源。」Jason White表示。
802.11ax的改變也帶來了幾

試工具包17.0版不僅支持802.11ax，

PDN以及各種感測器等小訊號的分

電子設備一直向小型化、整合化和智

能：示波器、邏輯分析儀、頻譜分析

更多的示波器測量通道；CATIII環境

個新的測試挑戰。首先，它使用

而且支持以前的802.11a/b/g/n/ac/

析，需要儀器具有更高的解析度，才

慧化的方向發展，電子測試設備也不

儀、任意波形發生器、函數產生器、

下的差分或浮地測量；數位類比混

1024QAM，造成子載波與子載波之

a f/a h /p。 除 了這個工具包以外，N I

能更清晰的分析這些小訊號。測試量

例外。但在1991年以前，所有的示

串列匯流排分析儀；而且還具備一系

合系統的測量；高速訊號介面的測量

間的間隔變得更小— 無論是在晶片

同時還有其他工具包，比如蜂窩工具

測也在追求從多個角度去分析觀察問

波器都是傳統的台式示波器，在小型

列領先的指標和特點：USB 3.0介面

驗證；震動訊號或者加速度訊號的測

組本身需要有非常好的相位雜訊或是

包，支持2G、3G、4G等不同代的通

題，從實體層觀察訊號、從協定層分

化和整合化上鮮有突破。英國Pico

高速傳輸資料、2GS深儲存深度、16

量；慢速訊號的長時間記錄等。

相位線性度，還是在測試儀器方面需

訊協定。

析匯流排協定，這樣才可以得到全面

要更好的相位雜訊。同時，802.11ax

對於降低成本或提升測試速度最顯

8×8多天線輸入輸出，要求8個通道

著的一個案例是Wi-Fi晶片大廠—高

之間要有更好的同步，因此向量訊號

通(Qualcomm)。

的資訊。
目前工程師測試遇到挑戰主要
是，僅僅透過實體層或者協議層的單

該公司使用NI向量訊號收發儀，

一測試，無法定位問題，解決問題。

搭配這款WLAN測試套件，成功將

該公司的示波器和協定分析儀的組

802.11ax協定的測試專案有一部

Wi-Fi晶片的測試速度提升了200倍。

合，可以協助客戶更快的定位問題，

分繼承了802.11ac，但是802.11ax

同時，因為NI平台的靈活性，也讓高

解決問題。

協定在整體上更加複雜，因此也帶

通進一步縮短了上市時間。

收發器(VST)也要在多通道之間有更好
的同步機制。

針對這些新的領域，Teledyne
C

LeCroy一直在增強擴展自己的產

來了一些更複雜的測試細節。此外，

品線，2016年Teledyne LeCroy收

戶的機制，所以即便不是旁邊的使用

趨勢五：實體層觀察訊號+協
定層分析匯流排協定，多角度
協作成趨勢

者，它也需要針對臨近子載波去進行

Teledyne LeCroy市場經理李發存表

步增強其物聯網測試解決方案；2015

測試。另外，它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子

示，測試測量技術追求的是在可控的

年推出的電機驅動分析儀MDA800，

站測試項目。

誤差範圍內，不失真的對訊號進行測

具有8個通道、12位元解析度，可以

日前，NI針對802.11ax標準草案

量分析。這要求測試儀器需要更高的

對電機驅動進行全面的分析，同時也

1.1版分別發佈了研發測試用和生產

頻寬、更高的取樣速率、更高的解析

可以對各種的感測器訊號進行分析，

測試用的軟體工具包— WLAN測試

度，隨著100G/200G/400G通訊的發

是業內唯一的可以完整分析電動汽車

工具包17.0版和WTS 1.3版工具包。透

展，以及PCIe 4.0(16Gbps)、SAS

電機驅動的儀器。

過對既有的NI向量訊號收發器進行軟

4.0(24Gbps)和USB 3.1(10Gbps)

Teledyne LeCroy一直在致力於

體升級，工程師就可以進行802.11ax

的推出，需要測試儀器具有更高的

追求高頻寬、高取樣速率的同時，

協議測試。

頻寬、更高的取樣速率，才能高度不

實現更高的解析度、更高的測量精

失真的採集這些高速訊號。同時，對

準度。2016年Teledyne LeCroy推出

它也導入了一些新的測試項目，如
Unused Tones Error。因為有多用

Jason White告訴記者，WLAN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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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縱橫

Pico Technology透過提供一系列

該公司表示，未來1~2年內，產品

電機分析儀就是我們針對電機驅動

有針對性特點和技術的產品來讓使用

研發的重點將是物聯網終端、5G研發

分析開發的一款儀器，它具有8個通

者應對這些挑戰，如所有系列產品不

測試及高速介面、高速光通訊測試領域

道、12位元的解析度，可以作為一台

僅便攜而且大部分產品可以直接透過

的應用方案。物聯網及5G方面會陸續

示波器使用，也可以分析功率、功率

電腦的USB接口進行供電；所有系列

發佈針對Cat-M、NB-IoT等低功耗廣域

因數、效率、轉速、轉矩及諧波，可

都有長儲存深度如PicoScope 6000系

物聯網技術的測試解決方案，並會推出

以完成功率分析儀、諧波分析儀、轉

列具有2GS的儲存深度；PicoScope

針對5G晶片及終端開發必不可少的新

速扭矩測試設備完成的功能。」李發

4000具有12位元ADC以及16位元

一代基地台模擬器。在高速序列介面、

存表示。

ADC(PicoScope 4262示波器底

高速光通訊技術方面，也會在現有方案

Teledyne LeCroy的產品有兩大

噪的有效值低至8.5μV)的高解析

上做進一步的完善及升級，以滿足業界

類：示波器和協議分析儀。該公司

度；PicoScope 5000具有8~16位元

及客戶日新月異的測試需求。

機器人汽車面臨的
五大未解之題
作者：Junko Yoshida

大約在1年前，Elon Musk曾公開宣

現在是時候區分「科研專案」(正

佈：「我真的認為自動駕駛已經不成

如Shashua所說的那樣)機器人汽車(在

問題了。」

安靜的大街上做YouTube展示)和汽車

提供業內最寬頻寬範圍的示波器，從

鑒於人工智慧(AI)的全面發展，以

ADC靈活可調的特點；PicoScope

安毅則表示，R&S具有無線綜合測

40MHz低頻寬到100GHz高頻寬的示

及合作開發機器人汽車(robo-car)的商

4824具有8個輸入通道；PicoScope

試儀CMW、向量訊號源SMW、頻譜

波器，同時HDO系列高精準度示波器

業和科技公司的大量聲明，自動駕駛的

4444具有4對真實差分輸入、8個

與訊號分析儀FSW、EMC測試接收機

可以提供最高12位元的硬體精準度。

前景似乎不言而喻。

通道、14位元ADC、通道隔離的特

ESW等等眾多產品。這些產品能夠滿

協定分析儀產品線則緊跟各個協定匯

科技公司和汽車製造商都堅持自己

「感知」工作的企業家那裡聽到的那

點；PicoScope 9000具有高達25GHz

足非常苛刻的測試需求，同時測試功

流排的發展，提供最前瞻的協定分析

提出的2019~2021年之間推出首批四級/

樣，困擾自主駕駛汽車產業的「開放問

在亞利桑那州坦佩市(Tempe)發生的Uber事
故現場。
(圖片來源：當地NBC新聞)

的頻寬，可以驗證高速介面訊號的眼

能全面而強大，可以覆蓋眾多領域、

方案，例如PCIe 4.0、HDMI 2.0、DP

五級自主駕駛汽車的承諾。沒有人公開

題」清單已經變得很長了。

該知道)應該很小心地進入十字路口。

圖、傳輸線或線纜等的特徵阻抗等。

眾多環節的測試應用，如通訊、航太

1.4等協定分析方案。

反對—至少目前還沒有。

國防、科學研究等。

Pico Technology告訴記者，

製造商需要但還未有的商用化自主駕駛
汽車了。
正如筆者從Mobileye技術長及眾多
學者、產業分析師和從事機器人汽車

有些問題關聯性很強，但從廣義角

你可能不會違反任何法律，但向前行進

商業和投資方都理解並鼓勵在自主

度看，我們可以把它們分成五類：1.自

各測試測量廠商提供哪些測試
解決方案？

MDO4000B系列示波器是太克推

該公司最新推出了一款產品，即

駕駛汽車領域的這些商業願望。然而事

主駕駛汽車的駕駛行為(在密集交通中

Demler補充：「駕駛行為的其他

出非常具有特色的一款產品，主要是用

PicoScope 4444，它具有4個真實

實真相是，工程技術人員仍在為諸多目

的協商)；2.更具體更深度的「增強型」

例子有司機之間常見的互動，不管是好

安立知去年針對行動終端測試領

來應對因為無線訊號的興起，與訊號調

差分輸入通道(接上D9BNC的適配器

前還沒有技術解決方案的問題而煩惱。

學習和邊緣案例；3.測試與驗證(我們

的還是壞的。當你緊跟前車行駛時你會

域推出了MT8821C無線通訊分析

變提出的新的挑戰。其最大的特點是可

即可變為8通道輸入的示波器)、14

在最近由麻省理工學院(MIT)舉辦

可以驗證人工智慧駕駛汽車的安全性

做什麼？什麼時候你應該減速讓其他車

儀。MT8821C是一個集所有功能於

以從時域頻域訊號混合調變這個新的角

位元的ADC解析度精度、通道間隔

的「大腦、思想和機器研討會(Brains,

嗎？)；4.安全與防篡改(防止無人駕駛汽

擠進來？如何在好市多(美國Costco連

一身的終端測試儀，支援LTE 4×4

度，來觀測訊號的關聯性。對於全新架

離、256MS的儲存深度等特點。該款

Minds and MachinesSeminar)」的系列

車被駭)；5.更理性卻重要的「多好算夠

鎖企業)或擁擠的購物中心輕鬆地找到

MIMO DL終端測試及DL CA 5CC終端

構的無線測試儀器，VNA及RSA系統產

示波器是浮地測量的理想方案，解決

會議上，Mobileye合夥創始人兼技術長

好」的問題(因為自主駕駛汽車不會很完

停車場？」

測試。該產品可讓終端廠商加快LTE-A

品降低了儀器的成本而不損害儀器的測

了A-B偽差分測量的共模抑制比問題、

Amnon Shashua坦率地表示：「當人們

美)。以下作詳細討論。

及LTE-A Pro終端商用的步伐。在近期

試能力，更好的應付越來越高的無線訊

隔離示波器的非平衡輸入問題，以及

提到自主駕駛汽車呼之欲出時，其實他

其還將增加支援包括NB-IoT及Cat-M

號及相關元件的調變。

使用差分探頭的高昂價格問題等。

們並不知道說的是什麼。」

可能也不是什麼好事。」

他表示，「四級或五級汽車也需要
做到這一點。所有的示範視訊都顯示的

1.駕駛行為

是一輛車在通暢的交通環境下行駛，這
是比較容易實現的。」

Teledyne LeCroy最有特色的產品

PC示波器透過將示波器的核心零

不過，Shashua並非悲觀主義者。

Shashua稱之為「駕駛策略」。他的意

從產品線來看，安立知對無線行

是LabMaster10Zi-A，最高頻寬可達

件即資料獲取部分與控制系統及PC分

作為一位企業主管，Shashua表示，

思是，自主駕駛汽車必須「在密集交

駕駛策略或駕駛行為有關的地方，

動通訊、IP資料/光通訊、電子通用

100GHz、取樣速率240GS/s，採用的

離開來，並利用一系列技術創新，使

「我們不是在等待科學革命，那要等上50

通時進行協商」。The Linley Group資

是在無人駕駛汽車必須能夠在沒有書面

測量領域提供全面測試解決方案。

是模組化設計，通道數目靈活配置，最

得示波器變得非常小巧，硬體性能不

年。我們只是在等待一場技術革命。」

深分析師Mike Demler雖然同意這個觀

規則的地方行駛，「感覺」或本能取代

該公司針對產線測試需要模組化、

高可以配置成80個通道，通道之間的

僅沒有減弱，還得到了多方面的最佳

點，但更願意使用術語「駕駛行為」。

數字式的「書本學習」時。

整合度高的測試方案，有針對無線終

抖動小於1fs，可以實現最高的頻寬，最

化，而借助外部強大的PC，使得其功

開放問題

端測試的MT8870A無線終端測試儀

高的通道密度，非常適合100G/400G通

能也和傳統高性能示波器一樣強大，

那麼，有哪些開放問題仍然需要技術革

天一直在做的安全駕駛的各個方面，這

2.深度的「增強學習」

及100G光模組產線測試的MP2110A

訊、PCIe 4.0、SAS 4.0等對頻寬和取樣

遠優於傳統的因為便攜要求配置較低

命來回答呢？

是車管局(DWV)駕駛手冊中的規則所無

Demler指出的行為問題大部分是軟體

一體化眼圖及誤碼儀。針對工程師現

速率要求非常高的領域。

作業系統的低階台式示波器。「所以

消費者已經看到在加州山景城

法描述的。」Demler指出。

問題。但這也正是深度學習開始和麻煩

在內的LPWA物聯網技術。

「透過行為這個術語來表示我們每

場維護需要小巧輕便的儀錶，其最近

現在測試儀器競爭激烈，也存在同

我們將Pico Technology的PicoScope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行駛的豆

這些還不是所謂的「偏僻案例」，

又推出了可放入口袋的最新超輕便儀

質化的現象，Teledyne LeCroy一直

與傳統台式示波器的關係比喻為，

莢車(podcars)了。最近在亞利桑那州

他認為，「正如我們在最近的Uber事故

這裡的問題不是針對物體檢測的

器系列：S331P超輕便電纜和天線分

致力於開發滿足客戶需求的產品，提

當今功能強大確又非常小巧的智慧型

(Arizona)，一輛處於自主駕駛模式的

中所看到的那樣，安全駕駛遠不止保持

「深度學習」。舉例來說，在電腦視覺

析儀、MA24507A毫米波功率分析

供差異化的產品，來提高自己的競爭

手機與過去體積龐大功能簡單的大哥

Uber汽車與一輛人工駕駛的左轉彎的

你的車道和觀察速度限制。在信號燈變

中，這種深度學習可以教會機器將一個

儀、MS2760A毫米波頻譜分析儀。

力。「Teledyne LeCroy的MDA800

大。」Pico Technology表示。

SUV汽車撞在一起。

黃色或視野不清晰時，人們知道(或應

邊界盒放在道路上的物體周圍，這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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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是有效的。但在駕駛策略中，關鍵

有能力訓練無人駕駛汽車的行為更像是

「將模型做得盡可能小，同時保持電腦

是深度的「增強學習」。

人的行為，例如有時違反直覺地使用「

視覺資料集有合理的精準度。」

Shashua喜歡舉雙線車道併道的

一點點激進的措施實現併道」。

Iandola相信，四級自主駕駛汽車

例子—此時沒有路權規則。在這個領

但資料仍然是「鴻溝」，Magney

中的測試品質保證最重要。「對於二級

域中，「我們喜歡使用機器學習，」

表示：「要想使人工智慧被人們所接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汽車來說，

Shashua表示，「機器可以透過觀察資

受，你需要龐大的資料來訓練你的行為

功能性的安全測試也許就夠了。但對於

料而不是由規則程式設計進行學習。」

模型。你可以出去收集盡可能多的資

需要能夠完美自主駕駛的四級車來說，

為了教授機器人汽車在沒有規則的

料，但你仍然不可能測試到所有邊界情

需要滿足除了ISO 26262以外的其他自

情形下如何進行駕駛，機器學習是一個

況，而且也不可能以安全的方式做到。

動化測試要求。」

理想的工具。「觀察和收集資料要比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求助於模擬

理解你想解決問題背後的規則要簡單得

資料。」

ISO 26262非常適合用於測試發動
機控制器，但並不適合測試那些必須看

事實上，Shashua承認，當你考慮

見並持續回應充滿變數的外部世界的感

到城市與國家之間不同「協商文化」的

測器，他解釋道。「對於品質保證而

「機器學習是基於資料統計和資料

細微差別時就會發現，回避極端情況可

言，實地駕駛測試並不是一個好的方

篩選能力。」Shashua表示，但它也可

能導致更多的不確定性。不同地區和不

法。」他指出，因為這種測試不可能涵

能「遇到極端情況而失敗。」

同文化下每個新版本的駕駛策略都要求

蓋所有有難度的物理條件(天氣、地形、

收集新的資料。

交通)，這涉及無數難以預測的人類駕駛

多。」Shashua指出。但這也是機器學
習暴露其弱點的地方。

總之，為了教授機器人汽車駕駛策
略，機器學習需要收集「稀有事件」
(「事故」)，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英國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缺少全球解決方案是開放問題之
一，Strategy Analytics負責全球汽車慣
例的總監Ian Riches指出。

員行為。他認為，這正是基於優秀模擬
的測試顯得重要的地方。
不過，Iandola認為實地測試也有其

Canterbury)機器人倫理專業博士生

關鍵問題歸結於「如何保證基於機

價值，「最好能夠設計一個系統，每輛

Sean Welsh在他最近發表的文章中對

器學習的技術的安全。」Shashua認

自主駕駛汽車內的每個模組都能向雲端

增強型學習進行了解釋：

為。在他看來，這「很大程度上是一個

持續發送有可信度的回饋」。

就深度增強學習而言，這依賴於
「價值函數」來評估策略應用所產生

開放的問題」。「這是整個產業最薄弱
環節。」他警告。

的狀態。

這樣採用這種系統的自主駕駛汽車
就不用傻傻等著發生碰撞，自己就可以
展開自我檢查，他表示。當每個模組切

3.測試與驗證

換到人工駕駛模式時，先要問問自己是

在國際象棋中，像白兵e7進e5這樣強

Shashua演講稿中沒有提到(針對人工

否感到有些困惑，或問問此刻有多少可

勢的開局就具有很高的價值。而像兵

智慧駕駛汽車的)測試與驗證問題，但

信度。模組會持續發送這些資料，這類

a2進a3這樣弱勢的開局所隱含的價值

DeepScale執行長Forrest Iandola時刻

自我檢查有助於資料注解器識別最難案

就比較低。

關注著這個問題，這是一家2015年成

例，並建立品質保證模型，他解釋道。

價值函數是評估狀態的一個數位。

這種價值函數就像是電腦發出「哎
喲」一聲。增強學習的名字來源於心理
學中的積極和消極增強。
關於Uber的亞利桑那州事故，

立於山景城的初創企業。

考慮到必須在自動駕駛汽車中執行

DeepScale致力於加速「感知」技

的無數測試與品質保證，Iandola也建

術，讓汽車即時理解發生在車輛週邊

議，這個產業需要開發一種可以分解成

的情況。

「多個小模組的」自主駕駛汽車平台。

Welsh寫道：「直到Uber汽車撞到某物

Iandola在學術界早已聲名遠揚。

集中式的機器人汽車平台有其優勢，但

及深度學習的價值函數記錄到數位等效

他和加州大學伯克萊(University of

缺點之一是無法判斷突然出現的某些軟

值之前，遵循那種策略都將導致壞的狀

California, Berkeley)的研究人員—其

體瑕疵或硬體問題的癥結何在。

態—車的一邊撞壞並駛向錯的方向。

中一些人現在已經加入DeepScale—

Iandola絕對不是鼓吹汽車產業需要

哎喲！」沒有經驗的Uber控制系統可

共同開發了一款名為SqueezNet的深

回到汽車內整合不同供應商提供的100

能無法及時正確地量化風險。

度神經網路模型(DNN)。SqueezNet

多個電子控制單元(ECU)模組的時代。

Vision Systems Intelligence(VSI)創

不是設計直接用於解決自動駕駛問

他只是在尋找一種更合理的方式來構建

始人兼顧問Phil Magney相信，人工智慧

題，Iandola透露，開發人員的目標是

由「多個模組」組成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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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例

Magney也認為測試與驗證是個大

須被認為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只有一半因機器人汽車造成的死亡數，

問題。他表示，「我們正處於如何解決

Miller最近離開Uber，加了入中國

「從情感上講，我們認為不能接受。」

三級以上自主駕駛汽車的測試與驗證問

競爭對手滴滴—一家開始啟動自己的

Pratt認為，「人們對機器造成的死亡數

題的初級階段。」

自主駕駛共用汽車項目的初創企業。

持零容忍態度。」

如何驗證人工智慧駕駛汽車的安

理論上，以乘客身份進入無人駕駛

他這樣解釋Isaac Asimov的第一條

全性「仍是一道未解難題」，他表示，

計程車的流氓駭客可以簡單地將具有網

機器人規則：「機器人不能傷害一個

「你必須定義好你能夠用於測試汽車工

際網路連接的小設備插入汽車的OBD2

人，或者通過不動作而允許人類受到

作的流程和架構，但這項工作還沒有

介面，「向遠端攻擊者提供進入汽車最

傷害。」

完成。」

敏感系統的入口。」文章寫道。這不是

另外，Magney強調：「你無法證

一個容易避免的威脅。

解讀數位廣播
作者：Steve Taranovich

我的朋友John Piliounis是「Planet

Shashua不同意Pratt和Asimov的觀

Analog」的部落客，他的短波電台呼號

點。他把自主駕駛汽車的安全問題看作

是SV1OCS。他在2017年5月為《頻譜

明為什麼人工智慧模組會在傳統功能安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Demler補充

類似於氣囊問題。「人們知道氣囊可以

監測(Spectrum Monitor)》雜誌寫了一

全操作條件下發生故障。你需要一個壓

道，「在最近舉行的會議上，有人提出

拯救生命，但他們同樣能殺人，」取決

篇有趣文章，題目是《數位廣播(Digital

縮的測試與驗證過程來測試實際使用和/

了一個簡單的情形：某人舉一塊停止標

於汽車行駛的時間、速度或軌跡。

Radio Mondiale，DRM)：頻譜中的頻

或模擬過程中的汽車的性能。」

牌將自動駕駛汽車逼停。自動駕駛汽車
如何做才能避免被劫呢？」

4.安全和防篡改

如果自主駕駛汽車可以將致死數量

我從來沒有操作過短波廣播

設如此，Shashua相信人們將學會與機

(shortwave radio)，也沒有任何許可

器人汽車和平共處。

證(年輕時做過的摩爾斯密碼測試一直

由於無人駕駛汽車中的每個模組都由電

5.多好才夠好？

腦控制，整個迴路中沒有人工參與，因

有關自動駕駛汽車的一個永恆問題則更

Riches告訴筆者：「沒有人說自動

讓我心生恐懼)，更沒有電台呼號(除了

此電腦就是司機。後座上的乘客只能任

富哲理性而不是技術性，而且是問題的

駕駛汽車絕對可靠。然而，作為一個產

「火箭人(Rocket Man)」以外，因為

憑電腦遇到的任何軟硬體問題發生。由

核心：多好才夠好？

業和社會，我們還沒能提出一個穩健的

我到過NASA採訪)。我從來沒有聽說

衡量標準，來規定什麼樣的故障率可被

過數位廣播，因此我做了一些研究。

Gill Pratt是麻省理工學院前教授，

加容易，因為沒有手握方向盤的人說，

目前是成立一年的豐田研究所(Toyota

「嗨，發生了什麼情況？」

Research)負責人。他在今年初舉辦的

Riches還補充，「與之關聯的是驗

《連線(Wired)》上最近發表的一

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ES)上的豐田新聞

篇文章引用了Charlie Miller—透過網
際網路連接遠端攻擊Jeep Cherokee的

MF

接受。」

HF

VHF

AM

譜(Spectrum within a Spectrum)》。

從35,000名減少到35或者350人—假

於迴路中沒有人類司機，攻擊也變得更

LF

FM

DRM30

100kHz

1MHz

UHF

DRM+

10MHz

100kHz

1GHz

DRM operates in all radio frequencies

圖1：數位廣播與其他服務共存的頻段示意圖。

(圖片來源：數位廣播聯盟提供)

定義數位廣播

發射器

證問題。如果當我們準確地定義了一個

數位廣播實際上是一種數位廣播標

以下來看看發射器的功能。

發佈會上討論了社會如何感知無人駕駛

可接受的差錯率，對於用來證明某個解

準，由廣播相關業者所制定，發射與

· 調變數位廣播訊號

汽車的安全性。

決方案符合必需標準所需的驗證和模擬

接收器製造商及法規制定機關在標準

圖2 顯示數位廣播系統如何傳送訊

Division Multiplexing，COFDM)的

技術，我們也與之差距甚遠。」

制定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存在

號給數位廣播接收器：

調變方法，以正交振幅調變(QAM)每
個單獨的載波(最多四個)。

即同步聯播(simulcasting)。
DRM使用編碼正交分頻多工
(Coded Orthogonal Frequency

兩個白帽駭客之一的話。他指出，「用

Pratt表示，在美國，能夠容忍人為

作計程車的無人駕駛汽車會引發更多潛

失誤的民眾可以接受每年35,000名交

在最近投稿給《IEEE智慧交通系

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為了提供

Piliounis談到，在廣播內容收集與

在的問題。在那種情形下，每個乘客必

通死亡者。但他問人們能否容忍即使

統(IEE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高品質數位廣播，作為傳統類比無線

進行廣播的技術方面，採用內容多工

Systems)》雜誌的一篇有關自主駕駛汽

電廣播在AM和FM/VHF頻段的替代

伺服器(content multiplexer-server)，

高品質數位廣播接收器

車安全性的論文《自主駕駛汽車安全：

方案。

又稱為數位廣播內容伺服器(DRM

傳統上，在30MHz的短波波段中難以

Content Server)。伺服器上的組態

達到高品質和長距離的無線電訊號傳

介面單元(Configuration Interface

輸。以前使用的類比調變方式在大氣
擾動下，難以透過短波無線電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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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跨學科的挑戰(Autonomous Vehicle
Safety: An Interdisciplinary Challenge)》

數位廣播使用的頻道和頻譜分配，
與AM和FM/VHF相同( 圖1 )。

中，其兩位共同作者—卡內基梅隆大

如圖1所示，數位廣播標準包括

Unit)利用可程式化或預定義的廣播樣

學(Carnegie Mellon Unversity)的Philip

了DRM30和DRM+兩種操作模式。

板(templates)和圖式(schemata)、

當數位廣播在2001年開始發展

Koopman和Edge Case Research LLC

DRM30模式使用低於30MHz的AM頻

多工音訊(multiplexes audio)、資料

時，採用新的短波數位編碼技術、語

的Michael Wagner—詳細描述了驗

段；DRM +模式則使用以現有FM頻段

和其他所需內容如GPS訊息，透過訊

音壓縮和資料保護功能。比起衛星廣

證基於機器學習的系統面臨的挑戰。他

為中心的30M~300MHz頻段。

框(frames)的形式進行串流，並經由

播，其品質好且具備長距離傳輸能

們呼籲汽車產業和學術界執行一項「升

數位廣播為開放系統，也是唯一

OFDM調變器(modulator)廣播出去。

力，而且成本更低，成為非營利人道

級公認的操作方法以創建端到端的設計

獲得國際電信聯盟(ITU)推薦的短波無

現在正面臨類比系統轉換到完全

主義廣播機構在開發中國家的廣播

和驗證過程」的長期任務。他們寫道，

線電標準，所有製造商可以免費獲得

數位廣播的時期，在此期間，廣播業

這必須「以在成本、風險和倫理方面

技術標準細節，且可自由、公平地設

者能夠透過(既有)相同的發射器和天

Piliounis指出：「數位廣播比起

可接受的方式」來滿足安全因素。

計與製造數位廣播設備。

線，同時轉播類比與數位廣播內容，

AM、HF、FM和VHF頻段的廣播，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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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提供以前從未聽過、更卓越的聲

調截取點(third order intercept

調變數位廣播資料成為音訊。在

利亞(Brasilia)的接收器，固定接

法簡單，且可用MATLAB處理。

音品質，其提供的語音內容品質也獲

point，IP3)能增加接收器的動

Sourceforge可找到支援AM和

收(fixed reception)與行動接收

聖彼得堡電視塔為廣播發射來源

得好評。此外，也可透過任何支援數

態範圍(請參見德州儀器(TI)的

DRM的收音機軟體。

(mobile reception)也是測試的一

地，採用OIRT FM(67.46MHz)與第二

位廣播接收功能的可攜式或汽車無線

《Calculating noise figure and

在《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部分。測試結果非常良好，除了

(94.5MHz)頻段，發射高度分別是232

電提供其他資訊服務，例如緊急天氣

third-order intercept in ADCs》

Radio Mondiale Receiver-Part II》

某些時候由於不良的電離層傳播

與200公尺，測試點是城市內的建築

通報。」

報告文件)。此訊號現在從類比轉

一文中，可以見到更多改進接收器效

(poor ionospheric propagation)

物與移動的車輛，效能測試結果可參

換成數位訊號。

能的方式。

所導致的訊號位準下降(signal

考《Results Processing of Quality

level dropped)。在17,495MHz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s of
DRM Signal》這篇文章。

來看一個高品質數位廣播接收器的
例子，該設備可以調變單一數位廣播發

· 數位降頻器(DDC)/自動增益控

射傳輸(頻道)，與商用DRB-30接收器

制(AGC)

消費者接收端

頻段測試時，兩種模式的接收狀

的相關比較，可參考《Implementation

所產生數位訊號被發送到做為

數位廣播專利聯盟(patent pool)於

況幾乎沒有問題。

of Digital Radio Mondiale Receiver-

數位降頻器的FPGA，而後將訊

2003年創建，為了提供製造商在授權

在21.495MHz頻段測試時，由

Part I》和《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號降頻到基頻頻率(baseband

上的便利，數位廣播資料與設備可在

於電場強度低(low field intensity

Piliounis說：「數位廣播大部分的核

Radio Mondiale Receiver-Part II》

frequency)以提供相鄰頻道做選

數位廣播聯盟的網站上查詢。Piliounis

levels)，發生一些接收不良的情況，

心功能已經完備，世界各地的廣播聽

兩篇文章。圖3 為此接收器的方塊圖。

擇。由資料串流(data stream)取得

分享一個資訊：在網站上可購買

原因是電離層傳播通道改變，所以傳

眾也已正在享受此項服務，數位廣播

· 預選機(Preselector)

QAM同相分量(I，又稱餘弦分量)

Radi oKi t-2 IF解調變器，也可找到

播環境變差，而對語音傳播的表現造

接收器在西方世界仍無法廣泛地被取

這是天線後方的射頻帶通濾波

和正交分量(Q，又稱正弦分量)，

該設備的詳細建置資訊，該設備可

成不良影響，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得，而印度和許多遠東地區的國家卻

器(RF bandpass filter)，可改

自動增益控制(AGC)用於訊號相

以將455kHz IF訊號轉換成12MHz混

有時候在30dB響度會出現3~4

已經採用數位廣播作為收聽無線廣播

善接收器頻外過載(out-of-band

關的控制。

音訊內容訊號(mixed-audio content

秒鐘的訊號衰減，而且也會有訊號損

signal)。Piliounis認為，在接收器的

失，也許是接收器或測量上的失誤所

數位廣播透過其內建的緊急警告

Microchip PIC微控制器從FPGA

輸出端將會需要443kHz或467kHz石

造成。在17.495MHz頻段進行行動接

功能(EWF)，在發生災難的情況下，

轉換器(ADC)

接收I/Q封包，並透過USB 2.0介

英晶體(crystal)，協助455kHz IF的

收測試，結果非常良好，1個小時的傳

可以傳送訊息給廣泛的聽眾群，為其

過濾後的訊號接著通過低雜訊

面將這些資料傳送到電腦，修改

混合音輸出，如此將會產生12kHz訊

輸時間只有6秒的訊號衰減。

重要用途之一。當所有當地基礎設施

指數的可變增益放大器，提高

後的開放原始碼DReaM軟體程

號，但那些石英晶體並不存在。他建

· 2017年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測試

受到影響而破壞時，可以做為最後、

接收器的敏感度。可變增益放大

式透過FPGA、搭配自動增益控

議使用較常見的4.433619MHz石英

情況

在緊急情況下，數位廣播接收器可切

器的45dB增益範圍與高三階交

制功能在電腦上進行運作，並解

晶體與強生十進制計數器(Johnson

2017年在俄羅斯聖彼得堡進行數

換成緊急模式，甚至能自動開啟，結

decade counter)，可以在443.3(4)

位廣播標準訊號的實地測試。數

合螢幕訊號、語音內容與數位廣播文

kHz頻率下得到1/10的輸出，這樣應

位廣播為開放標準，所有技術文

字訊息，並且同時包含以文本為基礎

該足夠了。之後，使用兩個電容與一

件在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的

的數位廣播資訊服務(Journaline)，

個陶瓷線圈(ceramic coil)當成貝塞爾

網站都可以看到，若要這些測量

提供多國語言版本、詳細可查詢的資

低通濾波器(low-pass Bessel filter)

資料作為研究或研發用途，不需

訊(look-up information)。

，將方波訊號(square wave signal)

要高額費用與複雜的軟體。RCSI

在21世紀的演進過程中，全球廣

轉換成正弦波(sine wave)。(可參考

規範允許儲存超過50個訊號參數

播發展正朝向數位化和軟體無線電

《DRM—Digital Radio Mondiale:

(parameters)，資料處理的演算

(SDR)的發展方向前進。

· 連接USB(微控制器)

overload)的品質。
· 可變增益放大器(VGA)/類比數位

DRMTransmission
Signal
on the air

DRM
Modulator

DRM
Modulator

MDI/
DCP

DRMMultiplex

DRM Content Server
(Encoder/Multiplexer)

HF Frontend
Modulated
signal
DRM
Demodulator
DRMMultiplex

MDI/
DCP

Demultiplexer

Studio 1

Broadcasting

近期的實地測試
以下介紹近期全球針對數位廣播的實

2016年在巴西進行效能評估，
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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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 Hardware
Xilinx
Spartan-6
FPGA

(圖片來源：數位廣播聯盟網站DRM.org)

Preselector

VGA/ADC

DDC/AGC

PC Software
Microchip
PIC32

USB Link

USB
Driver
USB Link

DReaM
Open Source
Demodulator

Audio

採用17.495MHz與21.495MHz
兩個頻段進行實地測試，從圭亞

圖2：數位廣播訊號的調變示意圖。

Antenna

· 2016巴西測試

Studio 2

的方式之一。

Spectrum within a Spectrum》一文)

地測試。

Audio and
Data

誰是數位廣播使用者？

那(French Guyana)傳送到巴西

圖3：數位廣播接收器方塊圖設計。
(圖片來源：《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Radio Mondiale Receiver-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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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利用printf
作者：Jacob Beningo

嵌入式開發中最傳統、可靠的調變技

系統狀態列印到終端上(「The system

間，在STM32處理器上以9,600bps

術是在軟體中從頭到尾都使用printf函

state is %d」, State)會導致21ms的

速度執行時的建立時間在0.8~1.8ms

式，以便隨時瞭解系統的運行狀況。

應用程式延遲，這個時間都用在了字

之間。在初始建立時間後，大約每隔

但總是使用printf函式並不可取，因

串的格式化和發送上面。有人可能會

1ms產生一次發送中斷，中斷常式隨

為它可能帶來不可預料的即時性能影

說以9,600bps的速率運作太荒唐了，

即僅需35µs就能將下一個字元填充進

響。文章討論了使用printf會發生的一

但即使提高到115,200bps，發送這

UART的發送寄存器，然後就可以返

些基本問題，並提出了使用printf函式

兩條訊息仍會導致1.05ms和1.75ms

回執行有用的任務。圖2顯示了週期性

達到最好性能的一些竅門。

的延遲。也就是說，即便對於使用程

的中斷和中斷執行時間。記住，這個

度最低的資訊，仍要浪費很多的處理

執行時間不包括中斷開銷，在這個案

器頻寬和潛在的即時性能。

例中，中斷開銷不到25個時脈週期。

與使用printf有關的問題
開發人員經常忽視使用printf帶來的一

現在我們來看看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性能竅門#2—提高串列傳輸速率

些問題。首先這種技術要求開發人員
在軟體中嵌入標準C函式庫，這無疑

性能竅門#1—創建非阻塞printf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即使今天的串列

會增加ROM和RAM的使用量。

目前為止我遇到的每一個printf版本都

硬體可以處理1Mbps甚至更高的串

第二個問題是每次使用printf函

是阻塞類型。一旦開始調用printf，

列傳輸速率，仍有許多開發人員將他

式時，系統會進入阻塞狀態，直到

應用程式都會停止執行，直到成功發

們的UART設置在預設的9,600bps！

所有字元發送完畢。這種阻塞會導

送完每個字元，這太沒有效率了！另

偶爾我也會遇到膽大的開發人員將串

致即時性能顯著下降。舉個例子，以

外一種替代方法是創建非阻塞版本的

列傳輸速率設在115,200。提高時脈

9,600bps透過UART列印輸出諸如

printf，且非阻塞printf版本將能：

速率可能會發生電氣或硬體相關的問

「Hello World!」這個簡單的字串(這

· 格式化字串；

題，除此之外，將串列傳輸速率設為

是很常見的事)。我在STM32處理器

· 將格式化後的字串填充進發送緩

1Mbps並盡可能快地輸出調變消息

上進行了簡單的時序測量，如 圖1 所

衝區；

不會有什麼問題，這樣可以最大限度

示，該字串完成格式化並列印到終端

· 啟動發送第一個字元；

地減少即時性能問題。當串列傳輸

上需要花12.5ms的時間，但在這段時

· 讓插斷服務常式處理發送緩衝區

速率設為1Mbps時，用最初的阻塞

間內，系統什麼事也不能做。
增加任何字串格式化的工作會使
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使用printf函式將

中剩下的字元；

printf函式輸出「Hello World!」只

· 繼續執行代碼。

阻塞120µs，這要比12.5ms容易接受

非阻塞printf的關鍵在於建立時

關於機器人，你想知道的都在這！

多了。

• 國際權威媒體 Robotics Business Review 提供最新產業資訊
• 專業分析師剖析和分享國內外市場趨勢、關鍵設計技術和機器人應用實例

圖1：列印「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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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竅門#3—使用SWD
現代微控制器(MCU)的設計者在開發晶
片時都知道存在printf性能問題。例如
那些想要利用ARM Cortex-M調變功能
的開發人員會完全跳過UART，使用內
部調變模組將printf消息透過調變器發
送回整合式開發環境。以這種方式跳過
UART不僅節省了建立時間，其內部硬
體機制也可最大限度減少軟體開銷，
內部緩衝區被填滿消息，調變硬體自動
處理調變探測器的消息發送，因此能夠
大幅減少對應用程式即時性能的影響。

總結
很少有開發人員會完全拋棄他們喜愛而
且非常有用的printf調變技術。在今天

圖3：在兩種不同光線強度下捕獲的，以相同目標為基準
的兩組RGB三色例子。

圖2：時序圖。
圖2：非阻塞型printf性能。

先進的微處理器硬體中，有諸多選項可

度地減少對即時性能的影響。對於想要

了一個可在STM32上運行的Keil專案，

的訊號來說這種誤差比較大，因為具有

束時— 由µC將SH1置低，並完成輸

以用來提高printf的性能和效率，最大限

親自體驗這些改進的開發人員，我提供

該專案演示了如何使用這些技巧。

較高的轉換速率。作為替代方案，可以

入訊號的轉換。

使用具有至少三個ADC的µC。

自動曝光助力顏色感測器實現大動態範圍
作者：Massimo Gottardi

[RH,GH,BH]保持不變。
[R1,G1,B1]是亮訊號，在Ta點

總之，R、G和B中的最亮訊號決

採樣，而[R2,G2,B2]是暗訊號，在

D1給比較器增加了很大的遲滯後，

定了曝光時間(t 1)，因此任何訊號上都

Tb點採樣。因為[R1,G1,B1]Ta=

D2允許Arduino透過下拉節點T2並保

不會發生飽和。這種訊號壓縮在使用

[R2,G2,B2]Tb，因此物體的色度與

持RGB訊號來確定最長曝光時間，這

8位元ADC時支援約100dB的動態範

光線強度無關。

個功能對於保證感測器的固定工作速

圍。另外，為了達到這樣的性能，不

率非常必要。圖2顯示了訊號時序。在

必調整任何電路參數。

雖然市場上有高度整合、數位介
面的RGB感測器(比如安華高的APDS-

時間點t 1，當R=V TH時，比較器U2A拉

圖3解釋了如何透過自動曝光控

9950，AMS的TMG3993)，但它們都

圖1所示的設計實例是一種能夠在大動

(U1)採用反向偏置，並在µC(微控制器)

閾值V TH (典型值為2.6V)的第一個訊號

至低電平，保持三電壓[RH,GH,BH]，

制功能獲得高的動態範圍。對於某

無法實現自動曝光功能，因此可能要

態範圍內產生RGB三原色的顏色檢測

將RES驅動為高時，透過三個N溝道的

透過反相器U3A使SH有效，進而選通

並在處理結束時(TADC)由µC完成轉

個給定的目標和每個光照強度，總

求多次曝光和µC干預才能實現這樣的

器，對機器視覺應用來說這是一種很有

MOSFET(M1,M2,M3)預充電到VR(典型

採樣—保持放大器U4。

換。在時間點t 2 — 最長曝光時間結

有一個曝光時間可以保證三色電壓

功能。

用的特性。該電路透過自動曝光控制達

值為0.5V)。復位之後，節點R、G和B

保持電壓RH、GH和BH由Arduino

到這個目的。這樣，在一定範圍光強

上的電壓開始增加，並線性正比於每個

Nano轉換後作進一步處理。類比數位轉

內，物體的RGB值就能保持不變。

顏色分量的光強。這些訊號透過有線或

換可以不用U4而單獨由µC完成，但後續

連接輸出饋送給三個比較器(U2)。達到

轉換將在訊號間引入採樣誤差。對較亮

圖中的三個共陰極RGB光電二極體

設計安全節能的住宅自動化系統
作者：Ronak Desai、Arijit Karmakar/Cypress Semiconductors

圖1：具有自動曝光控制功能的RGB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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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自動化將繼續開闢一個創新的時

(OEM)使用奈米級IC技術提供經濟、

網將各種設備與中央網路連接，使設備

代，為家庭與辦公室環境提供成熟的

節能的小型解決方案。

能夠在沒有任何使用者干預的情況下完

解決方案。使用微控制器(MCU)的

住宅自動化說明控制家庭與辦公室

成工作。正是因為有了網際網路、Wi-

系統透過節能、智慧、安全、直覺操

環境中的設備。早期系統只能用於調節

Fi和藍牙，這些系統才能透過智慧型手

控且連網選項豐富的住宅自動化系統

照明、開/關電器和控制溫度。如今，先

機、平板電腦或電腦輕鬆操作。

為消費者提供說明。新的安全與住

進的嵌入式系統作為物聯網(IoT)的一部

宅自動化系統運用了最新的感測、連

分，帶來了智慧電源控制與高級安全功

住宅自動化的基本組成模組

網和運算技術，比如原始設備製造商

能。透過感測器與處理器的組合，物聯

一般的住宅自動化系統需要以下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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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圖1 )：

設計實例
之間作出取捨。

· 中央處理器(CPU)：

· 電源裝置：

在住宅自動化系統框架中，需要根
據設計的複雜程度為中央處理器配備多

中央處理器包含嵌入式運算所需

住宅自動化需要使用不同的電源，比

個子控制器。子控制器與中央處理器交

的高性能、低功耗處理器或微控

如電器需要使用高壓交流電，掌上型

互並接受中央處理器的命令。這種交互

制器。高階微控制器支援多種通

或可攜式設備則要用電池。目前最先

可以透過多種拓撲結構來實現。

訊介面，可連接各種週邊，包括感

進的系統可以從光、振動或射頻傳輸

星狀拓撲結構最常用於多個子控制器

測器、溫度控制器、家電、娛樂系

中獲得電能以用於家用電器的供電。

與一個中央處理器連接的架構。子控制器

統、安全警報，以及保全系統等。

根據當前的需求與趨勢，電源子系統

將來自感測器的資料發送給中央處理器；

即時作業系統(RTOS)在中央控制

可以設置為幾種不同的電源模式，如

中央處理器對資訊進行分析並向子控制器

器上運作，實施全天候不間斷監控

低功耗、待機或工作，以便在日常使

發送具體的行動要求；根據所收到的命

並採取必要的措施。

用中實現低耗能。

令，各子控制器控制其週邊。在這種拓

· 連網和通訊：

Control
Unit [0]

Subunit [0]

Subunit [1]

Subunit [2]

Control
Unit [1]

Control
Unit [2]

Subunit [4]

Control
Unit [3]

Control
Unit [4]

Central
Precessing
Unit (CPU)

Subunit [3]

Control
Unit [5]

Subunit [5]

Star Network

Mesh Network

圖2：星狀網路與網狀網路拓撲結構。

處理器還可根據使用者偏好和光感測器

度係數(PTC)和負溫度係數(NTC)。 表

中央處理器中的微控制器需要連接

系統實現

其他子控制器的運作，但中央控制器的故

的資料打開/關閉燈光或控制燈光的亮

1 對這幾種溫度感測器的不同參數進行

網路才能與週邊通訊。根據消費者

住宅自動化系統實際上是一個由各種

障會使整個系統癱瘓。因此，需要全天候

度。智慧、直覺地操作家用電器節省了

了比較。

的需求，可以連接有線網路或無線

週邊組成的系統。為了滿足使用者需

運行的複雜系統應採用網狀或網格拓撲結

電能，使系統節能而環保。

網路。主流的住宅自動化應用使用

求並支援增值應用，需要考慮諸多設

構，在這樣的拓撲結構中，中央控制器的

除了使用者的便捷性，該系統也考

度感測器的IC包含整合訊號調節電路。

電力線通訊(PLC)或乙太網路進行

計挑戰與限制。

數量不止一個，而且它們彼此互相連接。

慮了住宅的安全性，它能透過運動感測

大部分整合訊號調節電路透過一個通用

去中心化的結構增加了可靠性與運行時的

器探測任何意外入侵，並向住戶發出警

(如UART、I 2C或SPI)介面傳輸數位格

中央處理器

頻寬。在這些控制器中，每一個都具有同

告。中央處理器還考慮了緊急情況，如

式的處理資料，其他電路傳輸類比格式

有線連接，使用ZigBee、射頻(RF)
或藍牙低功耗(BLE)進行無線連接。

· 感測器和使用者介面：

撲結構中，一個子控制器的故障不會影響

RTD的可重複性與精確度最高。溫

微控制器的選擇至關重要。市面上各

等的智慧和獨立運行能力。如果有一個控

果發生電源故障，系統會關閉電器，防

的電壓或電流資料。整合ADC的微控制

在住宅自動化系統中，中央處理器

種微控制器的性能參數如功耗、速

制器發生故障，其他控制器可以接替它以

止其損壞，在起火或有煙霧產生時，中

器可以處理此類類比資料並探測溫度。

與感測器等各種週邊連接，可測定

度、運算能力、GPIO數量，以及與

保證運作不被中斷。

央處理器會發出警報並且打開噴水滅火

被動式紅外線感測器(PIR)動作感測

或檢測溫度、濕度、日光或運動。

各種通訊協定和使用者介面的相容性

裝置，而氣體感測器可用於探測起火

器可感知運動並用於探測是否有人進入

中央處理器還能打開/關閉制動器

都各不相同。過去十年來，微控制器

感測器

或煙霧。

或離開感測器範圍。感測器透過測定發

和電器，並且能夠連接使用者介面

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不同於傳統架

感測器是住宅自動化系統的核心。環境

感測器的選擇取決於系統要求和相

熱物體的紅外線輻射，探測到人體、動

實現遠端控制和顯示系統狀態。早

構，如今的微控制器配有多個核心，

感測器，如溫度感測器、環境光感測

容性。如要探測室溫，可以使用不同類

物或其他物體的運動狀態。PIR感測器

期的使用者介面採用需要觸碰的機

具備更大的儲存容量、更多的週邊設

器、濕度感測器和氣體感測器等用於採

型的感測器，包括離散元件(如熱敏電

一般搭配透鏡使用，透鏡可將遠端紅外
線輻射聚焦到感測器表面，以作為訊號

械式按鈕；如今的自動化系統使用

備和更智慧的功能。微控制器與可程

集室內環境資料，然後中央處理器採取

阻、RTD、熱電偶和二極體做溫度感測

無需接觸的電容式觸控介面。

式設計系統單晶片(SoC)架構之間的

相應的動作，打開/關閉風扇或對空調

器)和IC。熱敏電阻、RTD和熱電偶等

調節電路一部分的濾波器，並用於限制

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

進行控制，使室溫處於舒適狀態。中央

離散元件需要外部訊號調節電路。開發

頻帶和濾除意外的雜訊。

· 資料儲存：
住宅自動化系統需要使用本機存放

人員設計訊號調節電路時還需要考慮系

濕度感測器用於探測環境中的水分

區設備保存感測器資料、使用者偏

統對解析度、探測範圍和運行成本的要

含量，這種感測器一般依靠因濕度發生

好及系統RTOS。用於物聯網應用

求。熱電偶是一種能夠根據相對環境溫

變化的參數，如壓力、溫度或數量等。

程式的微控制器帶有內建快閃記憶

度產生溫差電壓的主動元件，熱敏電阻

現代感測器可以透過測定電容或電阻的

體，但這不足以保存每天產生的大

和RTD則是會根據絕對溫度改變電阻值

變化來測定濕度的變化，電阻濕度感測

量資料。如果要在微控制器中整合

的被動元件。熱敏電阻分為兩種：正溫

器的敏感度低於電容濕度感測器，因此

更多儲存能力，則需要增加晶粒的
尺寸，這樣會增加系統成本，還會
影響系統性能。大型住宅網路需要
一個獨立的空間放置儲存裝置，使
用大型伺服器作為存放裝置則會增
加運營與維護成本，開發人員所面
臨的挑戰是在儲存容量與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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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住宅自動化系統概覽。

表1，各種溫度感測器
參數
熱電偶
溫度範圍
-267℃~2316℃
精確度
高
線性度
很高
敏感度
高
成本
高

RTD
-240℃~649℃
最高
最高
很高
中等

熱敏電阻
-100℃~500℃
高
高
最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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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語音介面：科技將科幻變為現實
作者：Eran Belaish/CEVA音訊和語音產品線的產品行銷經理

隨著虛擬助手變得更加智慧，我們對
它們的期望越來越高。現在，簡單的
語音命令實際上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的，深度學習可以實現更複雜的交
互，如情境對話和情感偵測。在我之
前的專欄中，我回顧了當前流行的語
音介面的缺點和缺失特徵，但是這些
圖3：使用熱敏電阻和RTD測量溫度。

複雜的情況正頻臨消除。在本文中，

較少使用。電容的測定需要用到複雜的

5GHz頻段連接該網路。Wi-Fi降低了安

與一次性授權(OTP)的安全訪問技術，

我將展望未來的語音介面和能夠推動

訊號調節電路，比如交流電橋等。還可

裝成本，非常適用於難以鋪設電纜的有

未來還會使用更先進的生物識別感測

它們的技術。

使用測定相位或頻率的方法來測定電容

限空間。相比傳統的有線網路，由於無

器，如指紋和視網膜掃描。

的變化。現在的SoC採用先進的電容感

線網路易於接入，因此其主要問題在於

除了提高安全性，原始設備製造商

測技術直接測定電容。

網路安全性；在有線網路中，必需直接

也在為系統尋找其他的供電源。新的能

語音優先使用者介面(UI)需要長時間傾

此通訊，以及與人類進行通訊。為

連接網路線才能與網路連接，而在Wi-Fi

量採集設備可從振動、人體熱量、太陽

聽。這對使用小電池的小型可攜式裝

了避免被限制在每個服務提供者的封

有傳言表示Amazon的Alexa很

通訊介面

中，只需在網路範圍內即可建立連接，

光和射頻傳輸中生成電能，超高效率的

置來說是一個挑戰，每微瓦都是寶貴

閉生態系統(稱為「圍牆花園」)中，

快就會具備這樣的技能；然而，在

中央控制器需要透過有線或無線連接與

因此，無線網路需要強大的加密與安全

住宅自動化系統需結合先進的節能家

的。在這方面，有趣的發展之一是使

裝置之間應該有一個統一的通訊協

此期間，不同使用者之間的切換只

家用電器和感測器通訊，有線連接使用

性原則來避免資料安全風險。

電，以及具備可再生能源系統的設備，

用壓電從聲波產生電能。一家專門研

定，類似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深度

能透過語音進行，而不能進行身份

圖1：描述一台來自電視劇《西部世界》的 android「主機」。(圖片來源：HBO)

能夠相互通訊的長時傾聽機器

對於整體UI，機器還必須能夠彼

信用卡消費時只能由持卡人或其他授
權使用者進行。

乙太網路或電力線通訊技術。PLC是利

ZigBee(IEEE 802.15.4)無線通訊協

如太陽能熱水器和太陽能發電機等。但

究這項技術的公司Vesper最近為壓電

連結。這個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案可能

認證。Google Home同樣如此，但

用電力線進行通訊和配電，一般進行數

定可用於10~100m範圍內的低功耗小型

這些功能的成本較高，因此原始設備製

微機電系統(MEMS)麥克風的研發募集

是讓裝置透過無聲的超聲波音訊進行

是Google Pixel手機上的「語音助

位訊號載波調變(~20~200kHz)，並透過

網路，使用網狀網路透過中間節點發送

造商需要根據使用者需求衡量。

了1,500萬美元。此外，在CES 2017

通訊，就像LISNR提供的技術。該解

手」具備「信任的聲音」功能，這使

家用電線與電力線訊號一同傳輸。週邊

和接收資料。ZigBee一般用於通訊速

住宅自動化系統看似複雜而昂貴，

上，Vesper和DSP Group展示其電

決方案使用音波傳輸可定制的資料封

使用者可以透過說「Ok，Google」

可插入普通電源插口來建立通訊連接。

度和安全要求較低的低功耗應用，因此

但與家電智慧化所帶來的諸多益處相

池供電裝置的近零功率語音啟動。當

包，在啟用的裝置上啟用近距離資料

來解鎖手機，這也顯示其應用了這項

電器需要額外的數據機對接收到的資訊

適合用於住宅自動化系統。

比，增加的成本便微不足道。隨著技術

環境安靜時，他們的解決方案使用壓

傳輸、第二螢幕功能、身份驗證和裝

技術。下一步是將其適當地整合在具

進行解碼。使用PLC技術的設計師還必

藍牙無線技術主要用於低成本、低

的進步，真正的自動化系統能夠在不直

電效能來保持系統處於低功耗喚醒模

置到裝置連接功能。

有遠端語音拾取功能的裝置中，為多

需解決擁擠運行環境中的「擴展頻譜」

功耗的無線網路，適於遠端傳感和監控

接與我們互動的情況下知道我們的身

式，該平台使用DBMD4始終在線的

和「無線電干擾」等問題。

應用。中央處理器作為主設備發起與其

份、所在的位置及需求，在我們走進房

語音和音訊處理器實現了比現有方法

通過乙太網路、週邊、電器和中

他作為從屬設備的週邊對話，在特定的

間時打開燈光和電扇，當我們離開住宅

低五倍的功耗(根據公司資料)。

央控制器經區域網路(LAN)連接。系統

時間點，只有一台從屬設備可以進行廣

時調節溫度，並且在發生各種緊急情況

中的每個單元使用幀(frame)發送串列

播和與主機通訊。藍牙適用於使用者介

資料流程，每個幀包含來源和目的地
址、資料及錯誤校驗資訊。感測器透過

個使用者提供服務。實現這一點的主

用於個性化使用者體驗的生物
特徵識別

要障礙是在語音辨識之前處理語音輸

這項技術可能成為真正的長時

語音介面的另一個理想特徵是使用者

如本文中所述，為什麼語音助手無法

時發出警報。這些直覺的智慧化操控可

傾聽介面的解決方案，即使是最小

個性化。每個人都有獨特的聲音和自

知道誰在說話？

面，使用者可以遠端存取控制系統並發

以節省大量電能。此外，住宅的保全與

的電池供電裝置，如蘋果(Apple)的

己的特徵；這被稱為「聲紋」。透過

在我最近的專欄中，介紹了語音

送輸入指令。

安全也被考慮在內。

UART、SPI或I 2C介面將資料傳輸到子

入，以清理語音輸入時引入的失真，

AirPods(目前需要點擊來操作Siri)。

聲紋辨識每個使用者的技能是語音介

介面背後的現今技術，我提到一些

憑藉今天的技術，實現住宅自動

可以從這項技術獲益的另一個裝置是

面的巨大進步，它將透過瞭解每個使

用於清除語音命令雜訊和回聲的演算

控制器，而子控制器透過乙太網介面將

未來住宅自動化的改進

化不再遙不可及。可程式設計系統單

Amazon Echo Tap。Tap最近實現了

用者經常使用哪些服務、喜歡的音樂

法。在將資料傳送到通常位於雲中的

資訊傳輸到中央控制器。

節能與安全的解決方案的演進是當前

晶片加快了住宅自動化系統的實現，

軟體升級，使其能夠長時傾聽，但升

等，為每個使用者提供個性化體驗。

自動語音辨識(ASR)引擎之前執行，

由於解決線纜和線纜鋪設所帶來的

住宅自動化的趨勢所在。隨著用戶及

高度整合的微控制器可包含ADC、類

級將待機時間從3周縮短至約8小時。

例如，如果你和其他家庭成員使用同

清理過程傾向於消除構成聲紋的獨特

複雜性與成本問題，Wi-Fi、低功耗藍牙

其需求的增加，設計師正面臨著如何

比OPAMP、快閃記憶體和數位通訊介

哎呀！使用上述方法，待機時間可以

一個語音助手，你們每個人都可以問

標記，結果是，傳送到雲端的語音資

和ZigBee等無線技術變得非常普及。利

使系統防止各種入侵的嚴峻挑戰。同

面(UART/SPI/I C)，具有靈活的配置性

增加到幾個月！未來隨著壓電技術的

「我的每日行程是什麼？」，但你只

料足以理解所說的內容，但不能確定

用Wi-Fi(IEEE 802.11)可以建立本地無線

時，他們還需要降低功耗和成本。住

能。許多微控制器還支援藍牙，進一

改進，像Tap這樣的裝置待機時間可

會收到你自己的行程內容。另外，聲

是誰說的話。在這種情況下，執行邊

網路，並且所有週邊可以透過2.4GHz或

宅自動化系統已開始採用基於智慧卡

步降低了系統複雜性與開發成本。

能會達到數年( 圖2 )。

紋也可以用於生物特徵識別，確保用

緣分析，也就是處理裝置而不是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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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在需要複雜思想、情境記憶和決

憶和情境感知的結合將推動人機交互

策的任務中，越來越接近於人類的表

的全新時代。

現。從而為無人駕駛汽車制定駕駛策

當然，支援視覺的虛擬助手將進

略到在倫敦地鐵導航，複雜的DNN使

一步提升對個人隱私的憂慮。這些憂

機器達到實現這一目標所必需的智慧

慮中的一些可能會被更加智慧的邊緣

水準成為可能。

裝置和使用「局部霧化」而不是將資

完成規劃：
情感偵測和電腦視覺

透過最大限度地減少雲端支援，使用

具可調柵極驅動的 60V、低 IQ、雙輸出同步
降壓型控制器

者還將體驗到手持裝置更快的回應速

設計要點 562

一旦我們與機器建立了對話關係，我們

度和更長的電池續航力時間。

Victor Khasiev
引言

料傳送到雲端進行處理而得到緩解。

圖2：微型VM1010壓電MEMS麥克風可以在
接近零功率時用聲音喚醒。(來源：Vesper)

的語音可以解決問題。與針對視訊分

會立即注意到有些東西掉了。除了我們

析的邊緣處理一樣，與基於雲端的處

所說的實際話語，還有我們說話的方

理相比，高效的邊緣解決方案可以改

式。當你和另一個人談話時，你希望他

現實追趕科幻小說(但是哪個
版本？)

進隱私保護、提高安全性、提升速度

能夠體會言外之意—感受你的語氣和

支援語音的裝置不斷激發有關隱私和個

並降低成本。

你的心情，並且明白你的意思，而不一

人界限的倫理辯論。當他們變得更加智

定是你說的話， 這將我們帶入情感偵

慧、更加無處不在時，會發生什麼？當

把事情放在上下文中：
類似人類的記憶

測或情感分析領域。像Beyond Verbal

他們獲得視覺和情緒感知的新技能時，

等公司專門分析來自聲樂語調的情緒，

會發生什麼？他們會突然達到一個轉折

虛擬助手的下一個挑戰將是利用深度

使聲動裝置和應用程式能夠在情感層面

點，像《西部世界》中的人物一樣獲得

學習的力量來建立類似人類的記憶技

與使用者進行交流。

類似人類的意識和情感嗎？如果是這

能。這將使助手以人類自然地與其他

同樣，視訊分析用於破譯情感偵

樣，會以充滿激情的暴力爆發結束嗎？

人交往的相同方式進行對話。這包括

測的面部表情。在這裡，深度學習再

還是他們會變得非常聰明，與我們在一

在上下文中引用事物的能力；例如，

次被利用來研究龐大的面孔資料庫，

起感到厭倦，深情地與我們分開，因為

讓我們考慮以下對話：

並學習如何判斷對象表達的情感。一

他們具備了奇異性？

人類： 「你記得我上個月要你訂

旦視覺也整合到虛擬助手中，他們就

無論如何，未來一定是有意思的

購進口啤酒，好讓舉辦我妻子的生日

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意圖，例如，

時代。在我們仍然掌管的時候，讓我

聚會嗎？」

使用者是否指的是機器，即使沒有明

們充分利用我們的技術。相信未來我

機器：「是的，是可樂娜黑啤

確地使用觸發詞，你也可以向它們表

的超智慧、情緒感知、長時傾聽小幫

酒，你要我再訂一包六罐裝嗎？」

達情緒，使用手勢及聲音進行溝通。

手，會觀察當我是沉思心情時，播放

人類： 「再訂兩包六罐裝。」

臉部識別、情緒檢測、類似人類的記

我喜歡聽的曲調。

LTC 3892 是一款雙輸出同步降壓型控制器，其具有
一個 4.5V 至 60V 的寬輸入電壓範圍和一個 0.8V 至
99% VIN 的輸出電壓。LTC3892 的內置 FET 驅動器
和外部 FET 之組合實現了高效率和高供電能力 (高達
97% 的效率和超過 60A 的輸出電流 2)。其堅固型設計
(IC 工作結溫範圍為 –55°C 至 150°C ) 可滿足工業、
汽車、電信、軍事、航空航太和分散式系統的需求。
®

LTC3892 的低 IQ 在必須保持低靜態電流的電池供電
型應用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具有 29μA 無負載靜態電

流和 3.9μA 停機電流，因而可盡可能長久地保持電池
電荷量。LTC3892 的寬輸入電壓範圍能滿足工業和汽
車應用的苛刻要求，此類應用的區別是缺乏穩定、高
品質的電壓電源。例如，在汽車環境中，一個標稱值
為 12V 的電壓軌在冷車發動和拋負載期間會從 5V 的
低電壓變化至高於 50V。LTC3892 在面對高壓輸入時
維持輸出的能力可免除昂貴的電壓抑制器；其低的最
小輸入可在輸入電壓降至遠低於標稱值時保持一個不
間斷邏輯電源。
、LT、LTC、LTM、Linear Technology 和 Linear 標識是 Analog Devices 公司
的註冊商標。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

機器： 「好了，兩包六罐裝可樂
娜黑啤酒正在送來的路上。」
對於兩個人來說，這是一個簡單
而微不足道的交談。但是為了讓機器
理解需訂購什麼啤酒，它必須記住下
上一個訂單的上下文，這需要以智慧
的方式組合不同領域的知識(如訂單
歷程記錄、家庭成員、行事曆場合)

+

+

以正確理解要求。另外，請注意：在
上述情景下，機器可以理解需要它的
協助，即使沒有明確地將其稱為如今

圖 1：LTC3892 雙輸出 DC/DC 轉換器原理圖

的裝置。
使用卷積深度神經網路(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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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情感偵測和生物特徵辨識是你的虛擬助手將很快獲得的技能。(來源：CEVA)
06/17/562

LTC3892 的另一個主要特點是其能夠設定在 5V 至 10V
之間的可程式設計柵極電壓。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有很
多原因。設計師可以選擇一個標準的 (10V) 柵極驅動
電平，並從來自多家供應商的眾多 MOSFET 中挑選
開關器件，從而優化了電源效率並降低了總體成本。
然而，如果柵極驅動器損耗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則
可使用邏輯電平 (5V) FET。作為一個折衷，可把柵極
電壓設置為任何中間值，以提供可接受的柵極和最小
傳導損耗 1。LTC3892 具有通過 DRVUV 引腳實現的可
程式設計欠壓閉鎖 (UVLO) 和可程式設計 EXTVCC。

電路描述
圖 1 示出了一款採用單個 LTC3892 的雙輸出解決方
案：12V 輸出 (在 5A) 和 5V 輸出 (在 8A)。LTC3892
控制兩個功率鏈路，它們各具有一對開關 MOSFET、
電感器和輸出濾波器。該電路展示了通過設置 VPRG1
引腳把 VOUT1 設定至某個固定電平的能力。在該原理
圖中它被設定為 5V 1；因此 VOUT1 直接連接至 FB1 引
腳。通過把 DRVSET 引腳連接至 INTVCC 引腳來選
擇標準的柵極驅動電平。
在圖 1 所示的解決方案中，VIN 引腳和兩個輸出的上
端 MOSFET 之漏極連接至相同的輸入電壓 VIN。然
而，這三個埠在需要的情況下可連接至不同的電壓
或電源。設計師能夠通過 VIN 引腳給 LTC3892 施加

偏置，並從不同的電源施加一個電壓至 Q1 或 Q3 的
漏極。圖 2 和圖 3 示出了圖 1 中的轉換器在各種不同
輸入電壓下的效率。
演示電路 2 可從工廠獲得，它們專為顯示多種負載能
力而設計。由於內置電流模式控制功能電路，因此
一個 LTC3892 電源可連接為一個雙輸出電源 ( 如在
DC1998A 演示板上那樣)、一個在 30A 提供 12V 的兩
相單輸出電源 (DC2190A-B)、或一個在 60A 產生 12V
的 4 相單輸出電源 (DC2190A-A)。

設計實例

如何正確選擇航空級隔離型DC-DC轉換器
作者：Rajan Bedi

如今市場上有各種具有多個額定電壓

LTC3892 是一款通用的 60V 輸入、雙輸出降壓型控
制器，專為汽車、工業和電信領域中的高效率 DC/
DC 解決方案而優化。該器件其他的突出特點包括可
程式設計柵極電壓、極低的無負載和停機靜態電流、
可程式設計頻率、內部自舉二極體和針對大電流的簡
易型均流。

參考資料
1.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38921fb.pdf，
LTC3892 系列產品手冊
2. http://www.linear.com/product/LTC3892#demoboards，
LTC3892 系列演示電路

上的電壓應力是輸入電壓、反射的

和不同功率等級的航空級隔離型直流-

變壓器電壓以及由漏電感引起的過

正激轉換器(Forward
Converter)

壓關斷尖峰之和，因此要求所用電晶

目前，有六家主要的供應商可以

半導體供應商目前提供的隔離型航空

而且要用被動緩衝器或主動鉗位元

提供經過認證、抗輻射的隔離型直流-

級直流-直流轉換器的額定功率範圍從

初級電路來限制磁芯重定時漏極上

直流轉換器，這些轉換器可以將電源

1.5W~120W不等，其中正激拓撲用

的電壓上升幅度，這是這種拓撲的

匯流排電壓轉換為中間電壓供負載點

得最多。這種轉換器以標準降壓穩壓

主要缺點。

使用。大多數供應商會說，他們的產

器為基礎，增加了一個變壓器用於提

為了降低低側F ET 的 電 壓 應 力 ，

品是給航空電子設備供電最合適、最

供電流隔離，並根據匝比增加或減小

通常會增加第二個電晶體，用於將每

好的穩壓器。所有製造商都有眾多的

輸出電壓，如 圖1 所示。

個開關上的電壓鉗位元到輸入電源匯

直流(DC-DC)轉換器，需要仔細考慮
才能從中選出最合適的。

結論

樣具有技術和商業上的爭論。

體的額定電壓超過輸入電壓的兩倍，

產品，每種都有自己的包裝，並且有

正激轉換器在開關動作、低側

流排，如 圖1所示。高側FET也會限制

多個電壓和不同的額定功率，有幾家

FET導通期間不儲存能量，而是透過

漏電感值，因為它可以透過二極體D3

供應商甚至可以讓你選擇想要的輸出

變壓器將能量直接傳遞給負載。輸出

和D4將能量返回到輸入端，這種方案

電壓以優化總供電效率。鑒於當前的

電壓取決於匝比和PWM工作週期：

可以減少系統損耗，提高效率，最大

上市時間壓力和提供首次即成功硬體
VOUT = Duty Cycle x

的需求，事實證明選擇錯誤的直流-直
流轉換器不僅代價高昂，還可能導致
產品延遲上市。
那麼，哪種產品適合你的專案
呢？

限度地減小電磁干擾，並避免使用緩

Ns
x VIN
Np

衝電路。

工作時的工作週期通常限制在

在正常工作期間，電晶體將同時

50%以下，並在每個開關週期重定變

導通和關斷。當FET導通時，電源通

壓器磁芯。一般會用第三繞組實現磁

過變壓器和輸出濾波器傳送給負載。

通量復位。

當FET關斷時，沒有輸入電源，但在

選擇最適合自己項目的直流-直流

當功率電平在200W以下時，通

轉換器要求考慮許多因素：首先也是

常使用單開關正激轉換器。由於FET

磁化電感中流動的電流會導致初級繞
組上的電壓發生反轉，如 圖2 所示：

最重要的是，具體的功率、電壓和電
流要求是什麼？你有多少預算？需要
多少電壓軌？所有這些軌都必須單獨
穩壓嗎？需要負電壓或整合的電磁干

VIN

擾濾波器，比如MIL-STD-461嗎？是

圖 2：LTC3892，VOUT1，5V 效率曲線

圖 3：LTC3892，VOUT2，12V 效率曲線

否需要微調？需要使能輸入或遠端檢

T1

CIN

VIN
D1
D2

Q1

Lo

VOUT

Co

D1
D2

Q1

測輸出嗎？有多少PCB面積可用？你
的熱管理策略是什麼？

T1

CIN

k:1

D3

D4

Q2

D3

Lo

VOUT

Co

k:1

圖1：單開關和雙開關正激轉換器拓撲。

其他考慮因素包括：元件的可靠
性和抗輻射能力如何？供應商是否經
Data Sheet Download

www.linear.com/LTC3892

想得到我們的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請電洽
02-2505 2622
dn562f 0617 45K • PRINTED IN CHINA

過認證？他們的交貨期能不能滿足你

VIN

的專案規劃？出於政治或地理位置方
面的考慮，你可能必須從特定地區購
買元件。一些衛星製造商可能會自己

CIN

VIN
D4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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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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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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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Q2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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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直流-直流轉換器，對於應該自己
 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2017

生產元件還是從供應商那裡購買，同

圖2：FET導通和關斷時的電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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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馳轉換器(Flyback
Converter)

壓隨著流經的對數電流不斷上升。其

K的速度下降。這不僅影響對數律

中IF是正向電流，IO是反向飽和電

(low of logarithm)的斜率，也影響

隔離型航空級直流-直流轉換器供應商

流，e是電荷(1.602×10

C)，VF

線性到對數過渡點。此外，儀錶繞組

是正向電壓，T是溫度(K)，k是波爾

佔總串聯電阻的很大一部分，銅在室

茲曼常數(1.380×10 -23 J/K)。

溫時的TCR為3930ppm/K。 圖2 顯示

所提供的返馳拓撲有的採用一個低側

VIN
VIN

Do
VOUT

FET，也有的採用兩個電晶體，目的都

Co
CIN

是為了獲得同樣的好處。返馳(降壓-升

Q1

T1
k:1

D2

Q2

Do

VOUT
Co

CIN
Q1

壓)轉換器在FET導通時將能量存儲在

D1

根據我們的目的，可以從中提取

T1
k:1

出以下公式：
VF∝logIF(在給定溫度時)

變壓器的磁場中，然後當FET關斷時
再釋放到負載。返馳轉換器可以被視
為共用同一磁芯、並具有相反極性繞

-19

了1N5817分別在0℃、25℃和50℃
時的偏差與電流關係曲線，這些曲線
考慮了測量電路的TCR和二極體的溫
度係數，但忽略了後者的任何自熱效

圖3：單開關和雙開關返馳轉換器。

組的兩個電感，如 圖3 所示：

分流二極體

應，在較穩定的溫度條件下則沒有任

現在，讓我們看看一個帶測量儀錶的

何問題。

目前有六家主要製造商提供各種

二極體。在電流很低時，它會指示流

主要存在於D1中的自熱實際

航空級的隔離型直流-直流轉換器，

經儀錶而不是二極體的毫安培(mA)級

上也沒有問題。假設流過的電流是

每種都有它們自己的封裝，並且有多

電流；而在大電流時，它會顯示二極

100mA，D1的壓降是400mV：那就

種電壓和不同的額定功率。其中一家

體上的電壓，以及由此得出的電流對

是40mW。根據資料手冊，帶稍長接

供應商提供的一些產品樣式如 圖4 所

數(將二極體想像為一個自我調整分

腳和大量散熱銅片的D0-41 1N5815

示，它們都進行了1:2的縮放，方便

流器)。因此儀錶刻度的底部是相當

的基本熱阻是50K/W。將這些資料一

比較它們的相對大小，以及連接類

線性的，頂部具有足夠的對數性質，

起考慮進去，100mA時結點的溫升才

中間則是過渡階段，因此整個範圍非

2°，相當於VF降低約4mV，或滿刻度

常有用。

時約1%的誤差。試著將二極體保持

型和數量。

表1 列出並比較了上述直流-直流

圖4：來自某家航空級提供商的密封包裝。

轉換器產品。這裡特意忽略了器件標
識或型號，因為重點不是要褒揚或批

η (%)

為短的接腳和高的熱品質。注意在導

管、一個100µA/1.7kΩ儀錶和一個合

通的時候可能有很高的瞬態電流，因

適的串聯電阻就可以在單一量程內監

為這些會導致誤差，直到結點溫度再

控從10µA到超過100mA的電流，其

次冷卻下來。

Part

Vin (V)

Vout (V)

1

19 to 40

3, 3, 5, 12, 15, ±5, ±12, ±14, ±15

100

Forward

72 to 87 76.3 x 38.2 x 10.1

2

16 to 40

3, 3, 5, 12, 15, ±5, ±12, ±15

65

Forward

70 to 85 76.3 x 38.2 x 10.1

3

5, 12, 15, ±5, ±12, 3.3 & ±12,
19 to 56 53,&3,±12,
5 & ±15, 5 & ±7, 3.3 & 15

35

Flyback

65 to 75 68.7 x 56.1 x 10.1

4

16 to 40

3, 3, 5, 12, 15, ±5, ±12, ±15

30

Forward

76 to 81 53.3 x 28.3 x 10.1

5

16 to 45

3, 3, 5, 5.2, 12, 15 ±5, ±12, ±15

15

Forward

73 to 81 50.9 x 28.7 x 8.38

這種簡單電路存在的問題常常比

串聯的額外二極體，是抵消溫度係數

是協助你作出合理的選擇，能夠在提

6

16 to 40

3, 3, 5, 5.2, 12, 15, ±5, ±12, ±15

5

Flyback

62 to 74

27.3 x 27.3 x 6.8

元件數量還多！除了需要高精度的

的改進版本； 圖4 顯示了這個電路的

供航空電子產品的道路上旗開得勝、

7

16 to 40

5, 12, 15, ±5, ±12, ±15

1.5

Flyback

79 to 88

24.7 x 20.2 x 6.8

校準過程，這個電路還有兩個主要缺

曲線。注意，現在曲線的大部分是對

陷：串聯壓降和溫度穩定性。二極體

數形式，那個額外的二極體有效地抑

的壓降高達400mV，因此監控時最好

制了初始的線性區域。然而，這個二

使用新的或者充滿電的電池，否則你

極體的選擇相當關鍵，因為D2的正向

的被測元件(UUT)可能顯示電池電量

電壓應該稍低於D1，但其他特性應該

多年設計經驗簡化電流監控

低。或者將這個電路想像為一個方便

匹配，這有點令人困惑。

作者：Nick Cornford

增加一個短路開關。

評任何的供應商。
本文比較了通過認證的多種用於
將輸入電源匯流排轉換成中間電壓的
航空級隔離型直流-直流轉換器，目的

Power(W) Topology

如 圖1所示，使用一個肖特基整流
Size (mm)

表1，來自某供應商的航空級隔離型直流-直流轉換器。

馬到成功。

指示的速度僅限於儀錶的擺速。

圖3增加了一個與儀錶測量電路

的低電壓檢測測試電路，這樣也許要

LTspice扮演的角色
LTspice來拯救我們了！我有幸碰到了

使用固定量程的數位萬用電表(DMM)

過100mA的電流。

測、顯示和發送狀態，抽取的電流在

增加額外的二極體

D1採用10MQ060N和D2採用BAT54

令人沮喪，但這個簡單的設計實例可

我開發了一塊基於PIC的電

8mA~100mA之間。使用固定量程的

在刻度底部，幾乎所有電流都流經儀

的組合— 這是我模擬的第一對元

以實現單一量程內從數µA~100mA的

路板，需要監視它從兩個AA電池

DMM十分令人沮喪，自動量程也由於

錶，受限於儀錶測量機構的機械和磁

件。兩者都很便宜，由LTspice建模，

電流監控。

抽取的電流。雖然這塊電路大多數

快速迴圈時間和很短的工作時間而讓

溫度係數，測量的溫度係數很低。

因此是推薦的元件。一對10MQ060N

本設計實例已被證明非常有用，

時間內都處於待機狀態，其升壓轉

我頭疼。而下述方法非常有用。

但在較大電流時，我們會看到二極體

幾乎一致的工作(但一對BAT54不一

而且非常簡單。只需3~4個元件，就

換器的30µA靜態電流佔功耗的主要

I0×exp

上有壓降，當然正如二極體公式預

致)。與其他元件的組合大多數時候會

可以在單一量程內監控從數µA到超

部分，但它可以快速經歷突發的檢

(eVF/kT)定義的那樣，二極體上的電

示的那樣，這個壓降會以大約2mV/

顯示更差的溫度變化和奇怪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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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搭建電路之前先要建模。如果

R1(~2.3kΩ)

儀錶的靈敏度和電阻合適的話，R1可

+

以省略。D1和D2的熱性能要一致，

D1

這樣它們才能彼此跟蹤溫度的變化。
矽P-N結二極體一般具有非常直線
的(log IF)/VF關係，肖特基的直線則
不直。這是因為它們的結構本身存在

9.5mm

Meter
100µA
(1.7kΩ)

mA

圖1：一個肖特基整流管、一個100µA/1.7kΩ的儀錶和一個合適的串聯電阻。

較高的串聯電阻，在很低的電流時兩

100
30
10
3
1
300

9.5mm
mA

30
10
3

35mm

1

100
60
40

者的關係更接近線性而非對數，並且
也有保護環來控制可以形成與肖特基
結點並聯的P-N二極體的電位梯度，

µA

從而軟化大電流時的曲線，因此在實

100

20
0

µA

35mm

300
100
30
0

圖5：源自監視器、電池、固定和可變電阻，以及DMM組合的校準點(右)。儘管儀錶不是很
好，但基準點(左)很好地反應了實際情況。

際使用中，精確的對數律會隨電流和
元件類型發生改變。雖然對於第一個
版本來說，一個用過的二極體可能就

效，包括從電源線短路到錯誤編碼的

在一起然後監視它的正向壓降就可以

可以了，但鑒於這種電路不可避免的

上拉接腳等。

了。經過一些簡單的校準後，你就可

不精確性，對於雙二極體設計還是需

為了最終方便電流的監控，只需

要精挑細選。而肖特基二極體可以提

將合適的二極體與電源的負端串聯

以與想要探測的其他參數完全同步地
監控供電電流。

供更多的背景。
因為我有一盒以前留下來的便宜
的100µA/1700Ω指示器，剛好適合
35mm×14mm孔徑，所以就用它們

圖2：偏差與電流曲線。

了。這類指示器很常見，非常緊密連
接，也非常實用，而且它們的構造、

D2

+

線性度和單元之間的一致性也較好。

圖5 中使用的校準點是透過安排監
視器、電池、固定和可變電阻，以及
DMM的系列組合產生的。現有的測試

D1

圖3：增加二極體後的改進版本。

R1
(~300R)
Meter
100µA
(1.7kΩ)

為太陽能逆變器應用選擇
數位隔離器的六個步驟
作者：本文由德州儀器(TI)供稿

國際能源總署(IEA)的資料顯示，太陽

(MPPT)。DC/AC逆變器將DC功率轉

刻度在合適的點都做了標記，然後被消

能逆變器市場正快速地成長，設計人員

換為AC功率，用以與公用電網互動。

除和掃描，掃描被用作最終版圖的樣

因此得加快設計系統的速度，以滿足市

控制模組處理來自電壓和電流感

板。模擬結果用於產生 圖5 (左)的基準

場需求。但是針對這類系統的高電壓，

測器的回饋訊號，並且向絕緣閘雙極

點，結果很好地反應了實現，儘管儀錶

在零組件的選擇和系統的設計上，需要

電晶體(IGBT)/碳化矽(SiC)MOSFET

較差。這些刻度可以節省時間，但不像

格外小心地開發可安全操作的設備。

閘極驅動器提供脈衝寬度調變(PWM)

自己新做的那樣精確(顯然這些測量結

當1,000VRMS的系統電壓和5V微控制器

控制訊號的正確序列和頻率，以調節

構需要不同的刻度)，調整R1可以微調

(MCU)共存在太陽能逆變器系統中，高

功率轉換器的電壓和電流。電壓和

校準(儀錶規定為±20%)，兩種刻度都

壓側和低壓側之間的絕緣是給定的。而

電流的調節旨在實現對電網的MPPT

考慮了儀錶結構的非線性。

工程師選擇正確的數位隔離器有助於確

和功率流控制。控制模組透過標準通

保這些系統的穩定性。

訊介面(如RS-485、控制器區域網路

注意，我把這個稱為「監視器」
而不是「儀錶」，後者的用語對我來

圖1 所示為無變壓器併網型太陽能

說應該具有更好的精度。不管怎樣，

轉換系統的簡化系統原理圖。太陽能

現在我都將這些電路嵌入進了我的大

由光電(PV)面板收集並由下一階段的

另外，控制模組的某些零件，例

多數開發專案甚至生產測試裝置中，

DC/DC和DC/AC轉換器處理，DC/DC

如通訊介面的連接器會與人體接觸。

轉換器實現太陽能的最大功率點追蹤

在這些暴露在外面的零件和高壓電路

它們對於查找各種故障和問題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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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增加了一個二極體後的偏差與電流曲線。

(CAN)或工業乙太網路)與其餘控制網
路的部分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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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到直流匯排流和公用電網的電

新品櫥窗
為480V RMS。

路)之間需要足夠的安全絕緣。隔離式

決定操作電壓(峰值和RMS)。 操作
電壓無法以直觀的方式去決定，必須

閘極驅動器、隔離電壓放大器和電流

步驟3：根據IEC62109-1標準，決

取決於系統電壓、系統配置和運作模

感測放大器能夠實現這種隔離。 圖1

定每個隔離器所需的暫時過電壓和

式。例如，DC/AC逆變器的操作電壓

所示為人類可能接觸到的控制模組，

脈衝/浪湧電壓。 可以根據預先決定

取決於調變指數。較高的調變指數代

隔離式閘極驅動器的輸入側和隔離放

的系統電壓和過壓類別來決定臨時

表較高的操作電壓。在最壞情況下，

大器的輸入側皆參考接地，並與高壓

電壓和脈衝電壓的需求，並同時遵守

可以將直流匯流排電壓視為操作電壓。

系統安全隔離。 圖2 所示為如何在控

IEC62109-1定義的規則。對於強化型

制模組和通訊介面間另外加入隔離。

隔離，在使暫時過電壓需求加倍下的
同時，必須使用下一階的脈衝電壓。

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IEC)62109-1
是太陽能轉換器的安全標準。這個

選擇運算放大器有更高效率
的解決方法
意法半導體(ST)推 出 其 最 新 版 S T

電路板尺寸，降低加工成本，兼顧終

面積增加20%，而外型尺寸與腳位配

步驟6：根據IEC62109-1標準決定

Op Amps應用程式(ST-OPAMPS-

端產品之外型與成本。

置則與標準D 2PAK 7pin相同。因此可

基於操作電壓的爬電距離。可以在遵

APP)。新的軟體功能可簡化意法半

N76E003可支援超越工業規格之

輕鬆取代傳統的D 2PAK 7pin與H 2PAK

循IEC 62109-1定義的規則下，根據操

導體類比訊號調節產品的使用方法，

2.4V~5.5V寬工作電壓範圍和-40~105℃

封裝。另外，此封裝的設計在具有邏

的寬工作溫度，並具備4KV EFT/7KV

輯位準的臨界電壓，可從微控制器直

ESD高抗干擾性、6路PWM模組、全

接驅動MOSFET。如此可節省PCB空

新版應用程式涵蓋意法半導體所有

溫全壓誤差2%的16MHz RC高頻振盪

間，特別是電池供電的工具，PCB空

標準規定了用於預防觸電、能量、

步驟4：確認設計中使用的每個隔離

作電壓、污染程度和封裝塑封材料決

讓設計人員可更快地找到重要的產品

燃燒、機械等危險的電力轉換設備

器所需的間隙距離。 可以根據步驟4

定爬電距離。對於強化型隔離，需要

資訊。

(PCE)設計和製造的最低要求。那

中所確認的脈衝電壓和暫時過電壓以

將爬電距離的要求增加一倍。

麼，該如何選擇合適的隔離器來滿足

及污染程度，在遵循IEC62109-1定

選擇隔離器時，要確保其滿足上述

的運算放大器、比較器、電流檢測產

器和10kHz低頻震盪器。其重置接腳

間經常是受到限制的設計因素。

IEC62109-1標準規定的隔離要求呢？

義的規則下，推導出間隙距離。對於

步驟中浪湧電壓、暫時過電壓、操作

品、功率放大器和高速運算放大器。

(Reset Pin)可做為輸入接腳使用，包含

英飛凌科技

以下為可遵循的簡易六步驟。

強化型隔離，需要使用更高的脈衝電

電壓、爬電距離和間隙距離的需求。

使用者可以依照電氣參數，對元件進

兩組UART、一組I C介面及一個8通道

www.infineon.com

壓和1.6倍的過電壓。

核對完這六個步驟後，工程師應該已

行分類、比較和篩選。

的高速300kHz 12位元ADC轉換器，可

2

產品對照工具是諸多新功能中，

快速完成類比至數位訊號之轉換，並具

車用二極體方案獲歐美廠商青睞

一個非常實用的功能，使用者只要輸

備自動喚醒功能，豐富周邊使產品設計

德微科技(Eris)在「慕尼黑上海電子

基 本 或 強 化 型 的 隔 離。 透 過 串 聯 的

入任何一個運算放大器之型號，即可

極具彈性。

展」中，除了展示在台灣研發自動化

兩個基本隔離器或一個強化型隔離器

快速找到一款功能類似的意法半導體

新唐科技

生產流程以及傑出的品質設備之外，

都可實現安全隔離。在 圖1 中，隔離

產品。另一個新功能是可以直接瀏覽

www.nuvoton.com

也規畫各式因應市場需求開發的Low

式閘極驅動器和隔離的電壓和電流

3D封裝資料。如此一來，開發人員可

感測電路，都需要支援強化型隔離。

直接確定產品設計中的機械參數，而

在 圖2 中，數位隔離器需要支援強化

無需搜尋產品資料表。

步驟1：辨識系統中的隔離器，並
確定每個隔離器需要的是功能性、

經有能力設計一個穩健的太陽能逆變

步驟5：根據隔離器實際的運作條件

器系統。

VF、PFC 、SIC Diode及車用之各式

新封裝MOSFET適於電池
供電應用

封裝產品。
德微科技Low VF車用系列，符合

型隔離，因為絕緣閘極驅動器和放大

為進一步提升設計便利性和產品易

英飛凌科技(Infineon)推出採用D2PAK

車用產品的高標準，並通過ISO/TS

器都參考連接DC-，並且僅發揮絕緣

用性，意法半導體ST Op Amps應用

7pin+封裝的40V MOSFET，讓

16949:2009認證，達到AEC-Q101的

功能。

軟體有一個離線資料庫，即便無法上

StrongIRFET系列產品更臻完備。全新

要求。PFC系列有低順向電壓、低儲

網，也能繼續使用應用程式。

MOSFET系列提供0.65 mΩ RDS(on)

存電荷、低漏電流、低回復損耗之特

意法半導體

及業界最高的電流輸送能力，因此提

性，可運用於緩衝線路、交換式電源

www.st.com

升耐用性與可靠性，特別適用於需要

供應器、馬達控制、逆變器。

步驟2：決定系統電壓。 光電和併網
電路的系統電壓是分開定義的。對於

圖1：無變壓器太陽能轉換系統的典型系統原理圖。

PV電路，系統電壓是PV面板的開路

高效率與可靠性的高功率密度應用。

SIC Diode ESiC系列有著反向回

電壓，而併網電路的系統電壓取決於

低接腳8051微控制器問世

表面黏著D PAK 7pin+封裝則適用於

復時間相當短(Trr)之特性，運用SiC

接地方案。

新唐科技(Nuvoton Technology)發表

低電壓驅動、電池供電工具以及輕型

二極體來替換Si二極體，可以減少電

一 個 中 性 點 接 地 的 三 相 4 0 0 V RMS

1T 8051微控制器產品線新品— 高

電動車應用。

力損耗約15~30%。MCD EBRP系列

TN(Terra Neutral)電網電壓具有

速N76E003系列。本系列內建18KB

全新D 2 PAK 7pin+封裝產品讓封

採用先進晶圓製程技術，在高溫環境

2 3 0 V RMS的 系 統 電 壓 ， 併 網 電 路 不

Flash記憶體與大容量1KB SRAM，

裝類型已相當多元的StrongIRFET系

中，可有較低的順向壓降VF與較低的

允許插入系統電壓；因此，您將需

可支援更豐富的功能設計，並提供精

列更加豐富，亦為因應各種設計挑戰

漏電IR表現。MCD則擁有較低的順向

要使用更高的系統電壓。例如，在

準的內部參考電壓。

提供理想的功率元件選項。另外，此

壓降損耗、無雜訊、快速逆向恢復時

新款封裝可互換腳位配置亦提供設計

間及耐高溫的特色。

彈性。

德微科技

I E C 6 2 1 0 9 - 1 的 規 定 下 ， 2 3 0 V RMS

新產品採用20接腳TSSOP20

的 系 統 電 壓 被 用 作 3 0 0 V RMS， 三 相

(4.5mm× 6 m m ) 和 Q F N 2 0 ( 3 m m

480V RMS 不對稱接地系統的系統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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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無變壓器太陽能轉換系統的替代系統原理圖。

×3mm)之小封裝，可協助客戶縮小

2

此封裝經最佳化，可使用的裸晶

www.eri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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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角

發揮設計創意從日常生活開始！
作者：EDN Taiwan編輯部

因為物聯網(IoT)熱潮在全球各地方興

讓牠們自由自在、又擔心牠們走丟了

未艾，以及工程師社群對「開放性」

回不了家；自己也是「毛小孩」家

軟硬體平台的擁護，讓各種開發電子

長的美國業者PetSimpl創辦人Dave

裝置的資源變得越來越豐富也更容易

Waymouth完全能了解這種心情，於

取得，只要願意動腦動手，把想法化

是開發了名為Pip的智慧寵物項圈，

為實物、甚至轉換成商機，一點也不

除了能追蹤寵物防走失，還能紀錄牠

困難。

(圖片來源：Pantelligent)

們的活動量。

無論是以個人樂趣為出發點的
maker，或是新創公司、中小企業，

發的一款裝置「Sense」，它是外型

都可以利用一些可供註冊者免費使用

小巧(直徑7公分、高度約6公分)的圓

的線上工具、低成本的開發板，也能

球狀裝置，搭配一個圓扣型、可夾在

取得種類繁多的IP；但是產品開發創

枕頭套上的感測器Sleep Pill。

意的靈感來源該如何取得？

C

Sense內部配備多種感測器，能

M

這對於許多開發者來說可能是最苦

偵測房間的溫濕度、光線、聲音、甚

Y

惱的問題；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至空氣品質，以藍牙與枕頭上的Sleep

CM

從熟悉的日常生活細節開始觀察，為

Pill連線，能為使用者每天的睡眠品質

MY

很多並不起眼、或是大家早已習以為

評分並在專屬手機應用程式上顯示，

CY

常的小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很可能就

告訴你該如何為良好的睡眠設置最佳

CMY

會成為大商機！以下來看看幾個群眾

環境。

K

(圖片來源：PetSimpl)

募資網站KickStarter上的成功案例。

(圖片來源：Hello)

讓烹飪新手也能變大廚的聰明
鍋子

以低功耗、低成本發揮無限可能

在食安問題層出不窮的今日，自己在

前面的這幾個成功案例，都是將原本

家烹飪是能吃得更健康、也更省錢的

為了解決日常生活問題而發想的單純

好方法，但自己下廚最困難的不是找

maker專案，轉化為大有前途的事業；

食譜，是往往得累積好一段時間的經

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採用

驗，才能做出讓自己跟家人、朋友都

內含ARM Cortex-M0核心的晶片。

滿意的美味；於是有四個美國麻省理

如果市面上現有的晶片解決方案

工學院(MIT)畢業的工程師湊在一起，

無法滿足maker們的需求，ARM也

開發出名為Pantelligent的智慧平底

推出了一個Cortex-M0線上設計平台

鍋，把烹飪這件事情變得非常簡單。

Design Start，除了有易用的設計工

睡眠品質不佳？讓科技來幫忙…

具、豐富的IP與專家社群資源，也提
供低成本的原型製作與低門檻授權條

病」，PC、智慧型手機…等等科技產

寵物專屬的運動追蹤/防走失
項圈

品被認為是讓現代人睡不好的元兇之

家有「毛小孩」的人們一定都有過這

成品的過程中提供充分的協助。

一，但其實科技產品也能反過來幫助

樣的兩難：不希望牠們總是被關在房

睡眠；例如美國一家新創公司Hello開

子裡、希望牠們有充足的活動量，但

睡眠品質不佳已經成為一種「文明

件，能在使用者將創意化為實際量產
所以還等什麼呢？快從日常生活中
尋找開發靈感吧！

⋯本文原刊於EDN Taiwan網站，繼續閱讀請連結：https://goo.gl/Qpht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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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獨立的媒體網路
高效推廣諮詢：
Marketing.Success@AspenCore.com
讀者回饋及查詢：
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Aspencore
全球銷售機構

42V、2MHz、四通道同步降壓
VIN = 3V to 42V

30µA IQ els
ann
All Ch

VOUT1 (1.5A)

LT8602

VOUT2 (1A+)
VOUT3 (1.8A)
VOUT4 (1.8A)

93% 效率、高降壓比和小尺寸解決方案
LT®8602 使 42V 單片式多輸出同步降壓型轉換器的整合度達到一個新水準。通道 1 可提供高達 1.5A 的連續輸出電流，通道 2 可
提供超過 1A (取決於配置)，而通道 3 和 4 則各能提供高達 1.8A。通道 1、3 的運作與通道 2、4 的運作錯相 180°，故進一步降低
了輸入漣波。Burst Mode® 操作中，開啟 LT8602 所有通道的情況下僅需 30µA 的靜態電流，因而延長了電池壽命。對於高降壓比
應用，LT8602 能夠在 2MHz 的切換頻率下做 16V 輸入，低至 0.8V 的輸出。而且，每個通道可在 1A 輸出時，僅僅只有 200mV
的輸出、入電壓差。

LT8602 Dropout Performance

LT8602 Demo Circuit
(Actual Size)

www.linear.com/LT8602

VIN

2V/DIV

Info & Free Samples

VOUT1: 5V
VOUT2: 3.3V
VOUT3: 1.8V
VOUT4: 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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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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