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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足不出戶，與技術
大咖互動交流！

救援之手
撰 寫此 篇 社 論 之時，我 乘 坐的 列 車 正從 英 格蘭北部轟 轟 奔 向 倫 敦 帕 丁 頓 總 站
(Paddington Station)；車內舒適宜人，車外的世界卻似乎末日將臨。北美和加勒比
海的颶風、墨西哥的地震、亞洲的颱風、歐洲的洪水和非洲的土石流，在短短幾週內
接踵而至，無不提醒著我們生命瞬間即可變得萬般脆弱。

不受時空束縛，線上！行動！

世界各地的政府、民間機構和熱心公民紛紛探討還有什麼更多的措施應該實
施，以緩解自然災害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和損失。儘管救援每起災害都有其獨特的技

www.edntaiwan.com/webinars

術和物流挑戰，但應急電子技術，諸如簡訊地形繪圖(text message mapping)、隨
建即連網路(mobile ad hoc networks)和即時衛星影像等，在災害剛發生後的關鍵
72小時常能起到最大化搶救生命的作用。

高志煒
W. Victor Gao

除外更有重量級救援工具，例如中國海軍的「和平之舟」提供500個床位、35間
加強護理房和每天60手術次的連續操作容量；或英國陸軍的64.5噸泰坦級(Titan)野
地工程車以第二代挑戰者號(Challenger)坦克底盤為骨架，配備加固推土機鏟和40

全球發行人暨執行董事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Publisher and Global Managing Director

公尺的折疊移動橋樑。此兩型工具都由大規模的電子硬體和通訊設施支援，連線加
入陣容龐大的機動救援艦隊。
然而無論每個國家的救援團隊設備何般先進、經驗何般豐富，諸多技術問題
仍困擾著今天的救援行動。這些問題並非皆需高深的技術知識。美國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電子工程系的師生，幾年前已示範用現有的技術就可在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利用硬體安全模組將安全性置入你的系統級晶片 (SoC)
10 月 19 日 上午 10:00 - 11:30
在過去幾年中對聯網裝置的攻擊數量有著顯著成長，迫使系統設計師需要從頭開始實現安
全性。安全在所有階段都很關鍵 — 在操作中、在上電時、在斷電時，而一切都需從系統
級晶片 (SoC) 開始。在 SoC 中建立隔離的安全環境可以防止裝置遭受惡意攻擊。本次線上
研討會將討論如何利用具有信任根的硬體安全模組實現受信任的執行環境 (TEE)。

災區現場迅速組裝遙控機器人、掃描廢墟的無人機和救援犬佩戴的感測器和衛星定
位儀。
其實除了技術專長，工程師在救援隊伍裡廣受歡迎的重要原因，還來自他們願
意承擔解決問題的完全責任、設計出一份包含團隊他人要求的解決方案、並有效集
結實施方案的流程和資源。不出意料，眾多專業界和學術界的工程師組織早已爭相
建立了針對災後救援和災前防範的義工項目。
但AspenCore發現這些項目總體來看侷限在個體的組織內、並未達到規模效
應。另外，雖然抗災救援工作日趨全球化，工程師界卻沒有一個全球化的論壇和溝通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利用 Microchip 16 位元 MCU 實現 BLDC 馬達的高效率向量控制
高效率節能、綠色環保的理念已經深入到家電和工業控制的領域。馬達及驅動控制系統性
能的優劣是功耗的主因，其是否高效節能有著重大意義。而 BLDC 馬達和向量控制技術以
其優越的節能特性和高性能驅動指標已成為馬達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輕鬆設計低功耗 LCD 應用
Microchip 新推出的 PIC16(L)F19197 低功耗微控制器 (MCU) 系列整合多種獨立於內核外的
週邊 (CIP) 和智慧型類比模組，可輕鬆驅動液晶顯示幕 (LCD)。
HDR 影像不失真，亮度該如何調校?
HDR (高動態範圍) 已成電視標準規格。身為顯示工程師的您，已依照標準規範進行設定，畫
面為何仍有不連續的輪廓問題？是 EOTF 設定出錯、還是晶片商設計有誤？該如何調校？
用於最佳化性能、功耗和面積的 7nm 設計技巧
領先代工廠擁有的最新 7nm 工藝可以提供其與生俱來的功耗和面積優勢。使用這種工藝的
系統級晶片 (SoC) 設計師需要充分利用這種工藝的特性，否則就會失去潛在的市場優勢。為
了利用這種工藝開發最有競爭力的 SoC 產品，設計師應該選擇最佳化的基礎 IP 構建模組。

管道。作為一家為工程師群體服務的全球資訊社，AspenCore相信，透過把更完善
的資訊呈現給工程師們、加強全球工程師間相互的聯繫、以及與責任心強有魄力的
政府官員和慈善機構人員的聯繫，可以產生更多更有效的救援方案。
因此在未來幾個月，AspenCore將在線上和印刷刊物中介紹一些我們喜歡並
推薦的工程師組建的救援組織。我們在歐美和亞太的編輯會採訪具有代表性的優
秀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我們鼓勵您參與、向我們投稿，建議您認為哪些個人和組織
應得到全球工程師社群的更大鼓勵和支持。
災害發生時我們不可能都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但我們能幫助現場的救援工作
者搶救更多的生命和幫助倖存者重建他們的家園。猶如以往，您若有任何建議或評
論，請隨時致函給我們或直接與您最喜愛的AspenCore編輯聯繫。
我的信箱是victor@aspencore.com，謝謝您的支持！

高志煒
W. Victor Gao
Sheffield, South Yorkshire

請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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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模組讓IoT設計更
簡單快速！

說？不說？先想好再說！

對於IoT設 備的開 發人 員來說 ，

(或是不那麼好)的實情，但因為他們傾向於

低功耗藍牙有許多優勢。顧名思

射頻訊號產生器

工程師通常都知道某個產品運作狀況有多好
維持平靜，往往不會把心裡的話說出口。不
過，Samtec訊號完整性事業群技術長Scott

義，低功耗是與生俱來的，完整

McMorrow對工程師們表示：「除非你想賭

的低功耗藍牙模組基本上還可提

上你的工作，否則別出聲。」
goo.gl/AAj5UL

供隨插即用的無線連接功能。

• 2 GHz、4 GHz & 6 GHz模式
• 卓越的相位雜訊性能
• AM、FM、ΦM、PM & 掃頻
• 方波時脈輸出
• 乙太網路、GPIB與RS-232介面

剛變得消費得起！

不必花錢重做也能修正
錯誤設計！
設計出錯不是問題，也有不必花錢就能補救的
方法⋯只要客戶信任你！通用汽車旗下Oldsmobile品牌的一個實驗室曾經委託我們設計一
個12,000V的電源供應器，我不知道這些裝置
是如何被安裝在車輛中，但我們把電源供應器
設計好了，也出貨了幾台裝置，幾天之後卻收
到客戶回覆──當放電管通電並偵測到煙塵時
就爆了⋯
goo.gl/6Yqj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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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技術脈動

智慧型手機是否須安裝
防毒軟體？

五個最佳5G使用情境

作者：Mohit Arora

作者：Brian Santo

智慧型手機在人們眼中從來就不只是單

碟驅動器並查看檔案類型，然後透過網

純的手機。連小學生都知道，智慧型手

路發送回去。

全性遠超過PC。

諮詢公司Arthur D. Little(ADL)宣稱，

5G所涉各方(服務供應商、技術

應用(語音、智慧城市、增強現實等)

全球各無線營運商正優先處理將5個

推動者、客戶)都在決定首先要使用哪

在多大程度上與每個類別特性相契合

「自毀開關」顯神威

使用情境與它們的5G網路建置相結

些使用情境，以及這些使用情境需要

給出圖示。這個佈局有多個版本，有

同的設計。在蘋果系統中，每個應用都

除了沙盒隔離技術，大多數智慧型手機

合— 該公司正在向其中幾家公司提

包含哪些使能技術— 從半導體到網

些比較複雜，有些不太複雜— 這裡

有自己獨立的工作環境，讀不到其他應

的作業系統還使用「自毀開關」功能，

供諮詢服務。

路系統、到軟體，到最終使用者產品

引用的分佈圖來自2016年9月國際電

智慧型手機中包含大量個人資訊，

用的資料(圖1)。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沙

可以在未經使用者許可的情況下遠端刪

使用案例是5G技術開發及相關

等各個方面。這就使得瞭解哪些使用

信聯盟的展示。

如連絡人、通話記錄、短訊和銀行應用

盒(Sandbox)」技術，一種隔離運行程式

除手機上的軟體和程式碼。也就是說，

5G標準開發過程的組成部分。不同的

情境可能值得追求，實際上哪些使用

ADL撰寫了一份名為《5G部署模

程式，如果被惡意侵入，將會比傳統

的安全機制。

哪怕惡意軟體或應用已經安裝到手機

使用情境將有不同的網路需求— 有

情境會被追求，以及它們的追求者會

式正在成形(5G deployment models

上，手機製造商也可遠端將其刪除。

時截然不同，因此業務規劃和網路升

變得重要。

are crystallizing)》的報告，其中說

機可以照相、導航、玩遊戲、購物。智

蘋果手機採用了與Android手機不

慧型手機還可以安裝許多應用程式，如
VPN可以連接到防火牆。

PC的損失慘重得多。那麼，惡意軟體

沙盒通常提供一組嚴格控制的資

惡藏在哪裡？

源，如磁碟片和記憶體的臨時空間，供

比較起來，蘋果手機要實現這一功

級必須相輔相成。潛在使用情境的數

國際電信聯盟(ITU)制定了一個

明了電信營運商為何現在需要找到使

· 誘導機主輸入帳號、出生日期等

訪客程式運行。所以，沙盒是一個虛擬

能仍然容易一些，因為蘋果手機可以控

量取決於計數者，以及他們決定將哪

使用情境分佈圖— 它是個三角形佈

用情境— 如果不能從先行進入到市

財務資訊，然後發送給有資料連

化的應用實例，好比在自己的虛擬機器

制整個生態系統，能立即遠端刪除偽應

些應用計算在內，但具體應用的範圍

局，將應用類別分配給每個邊角(增強

場當中獲利，那也可將其作為防衛措

接的罪犯；

中運行每一個應用。

用。而Android手機，由於Google不會

不出3個非常通用的類別，到十幾個

移動、大型機器類通訊、超可靠和低

施。ADL指出，在過去只有電信公司

有了這種機制，惡意軟體就算費

主動、直接地更新手機作業系統，不得

或者更多。

延遲應用)，然後在三角形中基於特定

才有能力推出新一代無線技術的情況

盡心思安裝到手機上，也是徒勞。對

不依靠營運商實施更新，所以可能需要

蘋果手機而言，所有應用都必須從App

費些時間。

· 發送消息到「高級服務」短訊號
碼，產生高額費用；
· 監控機主電話和短訊。
蘋果(Apple)手機的安全性比

Store下載，免除潛在的安全威脅。至於

蘋果和Google已經能夠在很多應用

Android手機要高出一截，因為App

Android手機，Google推出「Bouncer」

情況下遠端刪除惡意應用軟體，而不會

Store裡的應用程式是經過Apple驗證

掃描所有應用，希望借此過濾大多數惡

讓使用者受到驚嚇。

的。我猜很多人都認為，行動裝置是非

意軟體，顯然並非萬全之策。

若是手機上的各種應用程式採用

常需要防毒軟體來保護的，免得遭受惡

很明顯，安裝在手機上的任何防毒

「沙盒」技術進行保護，防毒軟體也就

意軟體和病毒的攻擊，同時對下載的檔

軟體同樣也都無法掃描其他應用或其他

無法掃描其他惡意應用。同時營運商還

案進行掃描。說到這裡，問題就來了，

應用使用的資料。防毒軟體只能在刷過

可以用「自毀開關」這一功能來遠端刪

智慧型手機真的需要防毒軟體嗎？

機或者越獄的手機上才能有所作為，所

除手機上的應用程式，更使智慧型手機

以，智慧型手機可以在設計上做到的安

上的防毒軟體無用武之地。

「沙盒隔離」技術
要回答上面的問題，就要先瞭解智慧型
手機的工作原理，以及它與一般的電腦
有什麼不一樣。
未受保護的RAM和硬碟驅動器等
元件的內容通常也都是可以讀取的，當
然，如果這些元件被鎖定，情況就不一
樣了。如果用戶因為各種原因不小心下
載了惡意軟體—例如被誘導，或者透
過未打補丁的流覽器上網—惡意軟體
就會讀取使用者對鍵盤的敲擊，掃描硬
6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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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採用「沙盒隔離」技術，每一個應用都有自己的工作環境，讀不到其他應用的資料。

國際電信聯盟5G使用情境分佈圖。
www.edntaiwan.com |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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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復存在。非電信營運商正在進入

核心伺服器與網路營運商的邊緣網路

健等。ADL解釋，這種模式將依賴於

5G領域，包括Google、Facebook、

服務器整合。

「以合理的費用(隨生態系統的增長而
調整)」提供中立基礎設施的營運商。

蘋果(Apple)、日立(Hitachi)、

生物圈二號」探險：
令人大開眼界的地球科學實驗

Scania、NEC、愛立信(Ericsson)和

下一代行動用戶體驗

技術要求包括ADL稱為超可靠低延遲

Comau等。

5G可以用來簡單地提供更好的服務，

通訊網路(URLLC)，它能為特定使用

ADL已經確定了5個實用使用情

並透過提供更高水準的服務來收費。

情境提供所需的專用特性。

境，其中一些旨在建立市場領導地

然而，另一種可能是與內容供應商合

ADL指出，該模式尚未得到證實，

位，另一些則更具演進性，代表著在

作，來改善合作夥伴的服務。ADL表

甚至是還沒有成功的智慧城市生態系

當我走進「生物圈二號」(Biosphere

實際市場上更佔有一席之地的意圖。

示，這種使用情境將取決於低頻帶的

統。一項服務要推廣就需要有旗艦級

2；編按：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Oracle

這5個使用情境及其各自的主要支持

使用，例如T-Mobile最近就購買了涵

的客戶參與以吸引更多的用戶，而該

的人造封閉生態系統)，忍不住會去感

者如下：

蓋美國大部分地區的600MHz頻段的

模式也不一定要使用5G。

受這個系統內部與周遭環境的蓬勃生

1. 千兆寬頻到戶(Verizon)；

頻譜。

按照這條路線行動的公司案例有

作者：Steve Taranovich/EDN資深技術編輯

機與活力，就好像是我們四周的地球

據ADL所述，這種方法還會要求

韓國電信和沃達豐— 前者正試圖搭

(T-Mobile)；

營運商來動態管理其網路。它可以作

建一個生態系統來支援2018年平昌

我很想知道，我們所生活的這個

3. 未來企業網路

為軟體定義網路(SDN)和網路功能虛

冬季奧運；後者則正與數個合作夥伴

宇宙的「造物者」，是不是故意把其

擬化(NFV)的參考— 這兩種趨勢正

一起開發針對農業應用的無人機即服

他星星與星球等「作品」放在那邊，

影響到所有的網路形態，儘管其最初

務理念。

以激勵人類想對我們生活的地球以及

2. 下一代行動用戶體驗

(沃達豐，Vodafone)；
4. 數位產業生態系統
(韓國電信)；

環境突然讓我的五感放大。

它的神奇之處— 也就是「生物圈一

設想只是用來方便5G的開發。

下一代基礎設施即服務

號」(Biosphere 1)所建構的模型—

未來企業應用

ADL解釋，這種方案是針對缺乏資源

有更充分的了解。

占主導地位還為時過早，但是其認為

ADL表示，有幾家公司準備在5G網路

投資全國5G網路涵蓋的服務供應商

而當我在「生物圈二號」內部的地

近期5G最有希望的推動者將會向企業

上推出服務，跨越4G以利用5G固有

— 除非它們與開發夥伴達成協議，

貌演化觀測站(Landscape Evolution

提供生產力並實現新的業務模式。事

的3大首要功能—切片(slicing)、安

否則難有作為。合作夥伴可能是融

Observatory，LEO)接受導覽，並取

實上，這些方案還沒有什麼實際的例

全性和毫秒(ms)級延遲。切片是邏輯

資合作夥伴、當地合作夥伴(市或

得參與這個全世界最大規模實驗室的

子，它們是ADL推薦給尚未選擇使用

上隔離網路單元的過程，否則其將被

州)、推廣合作夥伴(例如建築公司)

跨學門地球科學實驗之幕後科學家、

情境的電信公司，考慮的選項。

用作共用資源。

或營運合作夥伴(同行甚至以前的

學生們的獨家觀點之後，我了解到這

對手)。

些專職「探險家」為了追求我們所居

5. 基礎設施即服務。
ADL表示，現在就確認哪些模式將

ADL引述的需要專用資源的應用包

千兆寬頻到戶

括：採礦、自主駕駛和機器人。這些

ADL表示，這個策略尚沒有實際運

住的地球這個複雜互動系統中，關於

ADL將5G視為光纖到府(FTTH)和

類型的應用將要求供應商和客戶在網

作的例子。芬蘭的Espoo正與諾基亞貝

空氣、水文、行星以及微生物⋯等知

有線寬頻(又稱DOCSIS)的補充，

路定義和部署方面緊密合作。

爾實驗室(Nokia Bell Laboratories)、

識所做的努力。

作為將每秒數百兆bit的流量提速到

例如，沃達豐最近宣佈將至少部分

Spinverse，以及其他11家合作夥伴合

身為工程師的我們，特別是類比

每秒千兆bit的一種手段。滿足超過

基於5G連接來與客戶合作開發具體解

作展開智慧城市計畫，而德國的杜塞

與電源技術工程師，需要去關注這類

4K(6K、8K甚至更高)解析度的電視

決方案，用於整合供應鏈、機器對機

爾多夫(Dusseldorf)也正與沃達豐合作

的地球科學發展；理由有很多個：首

節目，以及虛擬實境(VR)和擴增實

器(M2M)環境和各種工業應用。一個

進行類似的項目。

先最重要的是，事實上我們有很多人

境(AR)等需要更快速度的需求。VR

具體的例子是沃達豐和日立正在合作

和AR應用幾乎可以肯定將會包括沉

搭建軌道分析和營運管理平台。

浸式比賽實況轉播。法國初創公司

ADL的報告指出，「電信營運商

是為了讓這個世界能因為我們的創造

們即將到達必須要對5G部署確定何時

力而變得更好；其次，這類研究的進

和如何做出準備的重要關頭，在一定

展可能會因為缺乏我們的幫助而進展

圖1：「生物圈二號」內部LEO的三種地貌之一。

圖2：LEO地貌中的三個氣候控制灣之一的特寫。

(圖片來源：Loretta Taranovich)

(圖片來源：Loretta Taranovich)

Devialet正在製作一個音響系統，以

數位產業生態系統

程度上，這要能最適合其當前的市場

得更緩慢，電子科技能對這類科學研

LEO是什麼？

所進行的實驗在第一、二年各種植物

重現巴黎歌劇院和其他場所的活動，

企業應用意味著要為特定客戶定制網

地位，並能滿足未來的市場需求。」

究帶來有力的支持。

LEO是由「生物圈二號」的經營者

加入之前，會聚焦於水文以及地球化

而視訊將很有可能被添加進去。

路配置。數位產業生態系統意味著特

這五個模式應該被認為僅是起點。每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與讀者們分享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學(geo-chemistry)的研究；如圖1就
是其中一個地貌。

每個具體應用可能都需要特定網

定行業的每個參與者都可以從特定的

個營運商應該將這些模式和其他模式

我從LEO以及其他「生物圈二號」研究

Arizona)所構建，內含三個獨立的地

路配置。ADL指出，例如為了最小化

網路配置中受益。它們包括農業、智

混合並相配，從而實現各營運商利益

所學到的知識，以及他們所運用的電子

貌區域，每個區域都內含與地底與地

在圖2中央的垂直桅杆(總共有五

延遲，VR遊戲可能要求遊戲公司將其

慧城市(包括城市交通)，以及醫療保

的最大化。

技術，特別是各式各樣的感測器。

面上硬體、感測器連接的線路。LEO

根桅杆中的一根)，顯示了一部份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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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灌溉系統，能個別控制三種地貌的
水文循環，或說水的流動；當雨水降
下、流入土壤，然後會有部份蒸發，

請即購票

如此不斷循環。
為了創造並控制實驗中的降雨，
每個斜坡都有5個獨立的配管系統電
路，包含14個知名品牌Hunter的MP
Rotator系列旋轉灑水噴頭，以等距間
隔放置在土壤表面上方約3公尺的高度
(在每一塊地貌距離最長的兩側各佈置
了7個)。
這樣的系統能產生能被精準量測
圖3：衝力雨滴譜計是一種雷射式降水量監測器，能量測每滴雨滴的速度與大小。
(圖片來源：Thies Clima)

的降雨速率，科學家們是使用Thies
Clima的衝力雨滴譜計(disdrometer)。

在距離土壤表面分別為0.25公尺、1

頻率為67萬次；這些數據能即時提供

客製化設計的灌溉系統驅動水文循

公尺、3公尺、6公尺以及9到10公尺

給科學研究社群做為原始資料，以及

環，也就是在LEO地貌上的水循環蒸發

的上方橫樑的儀器；那些橫樑配備了

做為一系列被自動化處理的數據。而

與凝結；所配置的感測器網路用以量測

量測溫度、相對濕度、風速與風向、

在1~2年之後，將會有植物添加於此

地面水平衡的水儲存量與水流通量。

可見光線等等的感測器，還有氣體採

系統中，科學家們屆時可觀察土壤與

樣埠。某幾根桅杆配備四向淨輻射計

大氣之間以氣體、水、碳等不同形式

二氧化碳感測器

(net radiometer)，甚至有3D聲波風

的交換，各種移動方式會大不相同。

LEO土壤內的固態、液態與氣態碳儲

速計(sonic anemometer)。

接下來，LEO還會運作不同的氣候
情境、擾動、乾旱、降雨等等事件，

有一套由抽吸滲漏計(suction

山岩材質，又稱為玄武火山礫凝灰岩

已收集更多資料來深入了解該生態系

lysimeters)組成的龐大網路，能取

(basaltic airfall lapilli)；是從鄰近亞

統。而你可能會想問，在這個實驗項

得固態與液態的樣本；實驗現場也

利桑那州Flagstaff的Merriam Crater

目裡到底能用到多少感測器？在接下

有一個分析實驗室，能量測溶解的

(火山口)採集，然後磨碎為顆粒均勻

來我更進一步深入LEO幕後的探險，

有機與無機物質型態碳。還有一種客

的土壤。

真的是令人大開眼界！

製化的自動採樣裝置，用以收集生成

感測器技術助力地貌觀測

氧化碳感測器(Vaisala CARBOCAP

共有大約2,000顆感測器以及採樣器被

位在「生物圈二號」內，由美國亞利

GMM220)，用以持續自動監測土壤中

埋在土壤下1公尺深，每一顆感測器的

桑那大學科學家打造的LEO，包含三

的氣態二氧化碳。

位置都能精確得知。

種不同的地貌；每個地貌中的山坡都

除了利用感測器來觀察土壤、

比起被放置在田野中的感測器，那

配備了特別設計的雨水系統，能以每

水流、空氣，LEO還裝備了Campbell

些感測器在觀察過程的破壞性更低；

小時3~45毫米(mm/hr)的速率在一定

Scientific提供的3D聲波風速

它們能了解到水份、能量與碳是如何

範圍空間內降雨。

計#CSAT3B；這種裝置能透過渦流

穿透土壤移動，以及化學變化如何發

該種雨水系統能有助於建立長期

協變性(eddy-covariance)量測方法，

生。因此，科學家能觀察生命是如何

穩定的環境狀態，或是執行複雜的模

執行精確的風速與風向量測。該風速

開始於有微生物出現的土壤中生長，

擬；這種降水供水儲存系統具備靈活

計會量測三個正交風場分量，以及聲波

並能控制力如溫度、降水時間與降水

的設計，好讓科學家們能以恆定或是

溫度(sonic temperature)，然後以最高

量、濕度、空氣成份等等環境參數。

依據時變率的方式，添加追蹤劑到三

100Hz的速率輸出資料⋯

並將數據儲存於資料庫中，每日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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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地貌的山坡上。
LEO的設計者打造了一種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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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電。LEO土壤中裝置了48個二

科學家了解土壤內部的確切結構；總

感測器網路負責感測周遭情況，

Ad

Fm

存量、轉換與流通量也受到監測。

LEO實驗使用的土壤，是粗糙的火

因為是從零開始打造，LEO能讓

ELEMENTS OF
INNOVATION.

(完整閱讀全文，請連結EDN
Taiwan網站：https://goo.gl/H5VSPU)

領袖群倫的電子研發與生產展
2017年11月14 ‒17日

Messe München

productronica.com

Co-located event

Es

Energy Storage

趨勢窺測

趨勢窺測

路由器拆解：可互換韌體升級的
硬體雙胞胎
作者：Brian Dipert

在最近一次拆解中，我介紹了On Networks的N150R—一
款基本的802.11n等級路由器。這款路由器一旦將其供應
商提供的韌體替換為NETGEAR品牌相同硬體的韌體後，

圖4：PCB的正面。

性能就會好很多。
這次我將介紹一款類似概念的產品，但它是一款主流
的802.11ac等級的產品—ZyXEL X650。這款目前已經
停產的路由器是AC1200等級—工作在802.11ac(5GHz)
時的峰值速度為867Mbps；工作在802.11n(2.4GHz)時
的峰值速度為300Mbps。這款產品是我買SiliconDust
HDHomeRun Prime網路調諧器時免費贈送的(正如長期讀
者可能已經想起的那樣，我經常需要重新購買一些東西)。
大約在同一時間，它的單獨售價是34.99美元。
在討論這款路由器的改造潛力之前，讓我們先詳細查
究一番。
圖1是路由器的外觀。它頂部和側邊有許多被動通風孔
(內部沒有風扇)。

圖1：路由器的外觀。

圖5：安裝在PCB主機板上的mini PCIe擴充槽中的Edimax EW7822MAC插入式子板。

圖6：子板上的主晶片—Realtek的RTL8812AR。

圖7：主晶片的配套Wi-Fi晶片—Realtek的RTL8192CE。

圖8：未安裝晶片的插座及帶「D」首碼的元件有什麼作用？

圖2是路由器底部標籤的特寫鏡頭。
提起特寫，路由器背面的左下角有一個稀奇少見的東
西：用於關閉路由器的雙頻段Wi-Fi無線電子系統的機械
開關(圖3)。
摘下路由器4個「腳」下方的橡皮，就可以看到每塊橡
皮下面有一顆十字螺絲。轉開這些螺絲，慢慢地剝開一些塑
膠薄片，就能將塑膠外殼的上半部分撬開來。
隨後就能見到PCB的正面了(圖4)。
立即映入你眼簾的也許是靠上方的三個Magnetic

圖2：路由器底部標籤特寫。

Communications(Magcom)的變壓器，一個是
GT1802DA，另外兩個是3603DA，分別用於其上的WAN

子板上面的主晶片是Realtek的RTL8812AR，它是路由

和4個LAN乙太網路介面。或者，也許你第一眼看到的是

器5GHz Wi-Fi子系統的核心元件(圖6)。

等級的路由器，這意味著這款路由器在2.4GHz和5GHz頻
段內實現了2×2 MIMO。如果製造商希望同樣這塊PCB可

PCB上有兩顆裝有散熱器的大晶片，抑或者右下角沒有安裝

與之配套的Wi-Fi晶片是Realtek的RTL8192CE，直接

以支持1×1 MIMO(也就是每頻段單個資料流程的AC580級

元件的神秘晶片封裝，以及下方兩個未安裝連接器的封裝。

焊在PCB主機板上，在mini PCIe子板的左下方，主要完成

802.11ac路由器，或類似的基本型802.11n產品)，它可以

2.4GHz的工作(圖7)。

取消插卡，代之以在主PCB上安裝額外的晶片，然後只用一

根據我的經驗，XyXEL X650似乎是基於瑞昱半導體
(Realtek)的RTL8197D-11AC參考設計而設計的產品，兩

那麼，在其右邊未安裝晶片的插座，以及PCB上所有標

根外置天線每根都是雙頻段(注意連接它們的黑線和灰線)。

籤帶「D」首碼的元件都是何種用途呢(圖8)？

根天線(和主PCB纜線連接器)實現2.4GHz和5GHz操作。
下方(LED陣列右邊)這兩個未安裝連接器的位置是什

首先注意一下PCB的右上角，你會看到安裝在PCB主機板

為什麼路由器硬體製造商要費心在設計中包含似乎多餘

麼用途？我沒有去拍近照，但我告訴你(也請相信我)，相

上的mini PCIe擴充槽中的Edimax EW-7822MAC插入式

的mini PCIe插座(以及子卡)呢？雖然我不能肯定，但我認為

關的PCB標記表明它們是用於實現USB功能(比如本地連

是這樣的—再次思考，ZyXEL X850是一款「AC1200」

接的網路印表機和儲存裝置)。路由器的SoC主晶片支援這

子板(圖5)。
12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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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窺測

圖9：路由器的主打SoC晶片—Realtek的RTL8197D。

圖10：散熱器下方應該是Realtek的RTL8367R-VB晶片，用於
實現千兆乙太網路的交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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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PCB空曠的背面。

些功能，因此它們的缺失可能只是反映了路由器供應商意
圖保留這些功能給更高價格路由器型號的想法— 只需透
過軟體(當然還要增加連接器和對應外殼開口)就能實現兩
者的差異化。

圖12：PCB背面上的Macronix MX25L3206E 4MB串口
快閃記憶體。

這是更有意義的一張近照，顯示了Macronix MX25L3206E
這款4MB的串口快閃記憶體(還有其他元件)(圖12)。
現在我們終於要講到文章開頭提到的「硬體雙胞胎」概
念了。記得老早我就將mini PCIe插板認定為是Edimax品牌

提起路由器的主打SoC晶片，WikiDevi告訴我，這是

嗎？正如事實表明的那樣，ZxXEL X650的硬體與Edimax的

Realtek的RTL8197D，它位於這個特殊散熱器的下方(圖9)。

BR-6478AC路由器基本相同，而後者是另外一款值得討論

在其左下角是系統的DDR2 SDRAM，是南亞科技

的產品(順便說一下，它確實提供USB埠)。

(Nanya)的NT5TU32M16DG 512Mb記憶體元件。在另一

為什麼這很重要？因為ZyXEL從2013年中就沒再為

塊散熱器下方想來應該是Realtek的RTL8367R-VB晶片，

X650發佈過韌體更新，因此許多產品討論都反映「這款

用於實現千兆乙太網路的交換功能(我留下了散熱器，因

產品具有很大的硬體潛力，但軟體錯誤多、不完善」。但

此路由器的功能是完整的，之後我還能拼湊起來並把它捐

Edimax做得比較好，為X650的同等產品BR-6478AC提供

出去)(圖10)。

了長期的軟體支援。富有進取心的X650所有者透露了如何

轉開另外4顆螺絲就能很容易地將PCB從外殼中拿出

將Edimax的韌體更新塞進ZyXEL品牌路由器，以使它變成

來。你可以將電路板反過來，像往常一樣看看相當空曠的

更具強健性產品的過程，只是不要試圖使用Edimax韌體宣

背面(圖11)。

稱應該存在而實際不存在的USB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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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模組讓IoT設計
更簡單快速！

對於物聯網(IoT)設備的開發人員來
說，低功耗藍牙(BLE，也稱為智慧藍
牙)有著許多優勢。顧名思義，低功耗
是與生俱來的，完整的低功耗藍牙模
組基本上還可以提供隨插即用的無線
連接功能。而最大程度發揮低功耗藍
牙模組優勢的關鍵是，利用好低功耗
藍牙的優勢。

作者：Richard Quinnell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開發人員
至少聽說過藍牙。這是一種無線
協議— 名稱來源於將丹麥人的信
仰轉變為基督教的維京國王Harald
Bluetooth— 最初出現在無線音訊
流應用中。低功耗藍牙版本是隨著藍
牙v4.0一起推出的，透過降低與核心
規範相比之下的發射功率和資料速率
來迎合低功耗應用(藍牙的最新版本是
v5.0)。與完整的核心規範不同，低功
耗藍牙的覆蓋範圍限制為50公尺，速
度限制為0.27Mbps。
剛開始使用低功耗藍牙標準的開
發人員在設定系統期望值時，應該將
這些性能的降低作為關鍵點來考慮，
只是因為設計中使用了低功耗藍牙協
議並不意味著功耗就一定低。設計的
工作涵蓋範圍與資料速率在確立能耗
需求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系統的總
體通訊策略也是如此，開發人員需要
仔細考慮這些因素才能達到保證的低
功耗特性。
在設計低功耗藍牙物聯網設備時
還有許多其他因素需要考慮。就拿設
計的使用者介面(UI)來說，可能涉及
到與傳統嵌入式系統一樣的內建按鈕
和顯示器。或者，設計也可以利用在
智慧型手機上執行的應用程式(app)
來提供使用者介面。同樣，設備可以
利用行動電話或固定的閘道設備來實
現網際網路連接。
開發人員也可以選擇讓他們的低功
耗藍牙設備總是與某個主設備配對使
用，從而建立起雙向通訊，或者工作
在「廣告模式(advertising mode)」，

16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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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低功耗藍牙功能的物聯網產品成本
和工作量有很大的影響。舉例來說，
對射頻專業知識的需求可以顯著降
低，因為模組基本上是一個隨插即用
的元件，已經解決了很多微妙的細節
問題(圖3)。同樣，預認證可以省去產
品為了得到法規機構的認證，以及藍
牙技術聯盟的承認，而成為有效藍牙
元件所需的許多工作量和成本。
不過模組供應商提醒，模組的預認
證並不能完全消除法規障礙。不僅是射
頻子部分，而且整個設計都必須滿足
射頻發射相關的標準。因此開發人員
仍然必須確保設計的其餘部分能夠通
過認證，並透過測試證明其相容性。
圖1：一款整合了處理器和低功耗藍牙射頻電路的系統單晶片(SoC)，
但其還不是一個完整的通訊系統。

同樣，雖然模組經過了低功耗藍牙標
準的認證，但使用該模組的最終產品
仍然需要通過藍牙技術聯盟的註冊。

實現少量資料(大約30個位元組)的未驗

這就導引出低功耗藍牙模組的概

證式單向傳輸。工作在廣告模式的低

念。低功耗藍牙模組是一種完整的低

不過，也許最重要的是，透過使用

功耗藍牙設備(比如感測器)可以向偵聽

功耗藍牙收發器，自帶控制器和內建

模組來減少射頻設計和認證的工作量

設備週期性地發送資料，而無需耗費

天線，而且該天線可以透過預程式設計

可以顯著縮短專案的交付時間，從而

能源去建立並維護完整的雙向鏈路。

來處理所有設計中的射頻交互(圖2)。

與基於晶片的設計相比能夠使產品更

然而，廣告間隔及廣告模式(比如掃描

有些模組出於設計目的可以純粹作為

快地上市。這種上市時間優勢加上設

請求— 允許偵聽設備請求低功耗藍

主控制器的IO元件，使得低功耗藍牙

計工作量的減少，可以給使用模組的

牙設備發送額外的資料)的使用可能

連接邏輯上相當於一個串口。有些模

方案帶來相當大的成本優勢。在許多

顯著影響低功耗藍牙設計的能耗值。

組則可以獨立(無主控)方式工作，開

情況下，這種優勢可能遠遠超過與基

發人員可以利用模組上的處理器和其

於晶片的設計相比，使用模組所帶來

設計節約

他IO資源執行應用程式碼。市場上的

的尺寸和單位成本方面的兩個弱勢。

與任何類型的無線通訊一樣，低功耗

這兩類別模組都經過了藍牙技術聯盟

藍牙對設計人員的技巧有很高的要

(Bluetooth SIG)針對互通性和其他法

晶片和模組比較

求，特別是在射頻(RF)領域。當然我

規機構的預認證。

從圖2和圖3中可以看出，低功耗藍

們可以借助一些幫助。諸如Nordic

模組的完整設計和預認證對開發具

牙模組要比低功耗藍牙SoC晶片大很

Semiconductor的nRF52832和Silicon
Labs的BGM12x等整合式射頻/微控制
器元件，就可以在現成的封裝內完成
射頻訊號的產生和檢測、調製，以及
低功耗藍牙通訊協議等細節的全部處
理，但設計人員還是需要具備射頻專
業知識來完成電路板佈局和天線設計
等工作(圖1)。一旦設計完成後，設計
人員還需要使他們的設備通過認證，
以證明與各種國家法規標準，以及藍
牙互通性標準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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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Laird BL652這種基於SoC的模組可以組成包含天線在內的隨插即用式低功耗藍牙通訊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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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模組很可

唯一的實用選擇。如果考慮到成本

合支援(包括雲端服務和行動應用開

滿足特殊應用需求的能力— 比如以

其他考慮因素 — 除了模組產品

能就是圍繞SoC搭建的。但模組還包

因素，那麼選擇就沒那麼清晰明確

發)、本地支援力道、供應商的技術經

高效能的方式完成訊號處理— 也是

的純技術因素外，在某些情況下還有

含許多額外的元件、介面和電源調節

了。Silicon Labs的報告分析了總成

驗水準、對外部元件的需求、相容性

一個重要的因素。

其他因素值得考慮，模組結構就是其

電路、天線和射頻遮罩等，而且是為

本，包括設計和認證工作量、喪失的

與實際認證及清單確認，以及到藍牙

了在物聯網設備設計中做到隨插即用

市場機會成本，以及材料成本，並計

5等新興標準的升級路線。

而進行的設計。雖然基於SoC的設計

算了SoC設計和模組設計的盈虧平衡

也可能具有其中許多的元件，但可能

功耗 — 模組的能耗需求是一個

中之一。舉例來說，許多模組是針對

重要卻極富技巧的考慮因素。諸如睡

表面貼焊方式設計，但像Fanstel模組

尺寸 — 模組在PCB電路板上佔

眠模式電流和滿功率發射時的電流資

也能適合通孔PCB設計，對某些設計

點。雖然具體結果取決於多個前提條

據的空間尺寸在某些應用中可能很重

料值可以作為考慮的起點，但低功耗

來說這個特性也許很重要。其他結構

並不需要全部，以便降低材料成本，

件，但就幾十萬的總產量來說，基於

要，對支持該元件所需的PCB的成本

藍牙元件的實際能耗需求很大程度上

考慮因素包括模組的工作溫度範圍(商

另外，設計人員可以控制元件的選

SoC的低功耗藍牙元件設計的成本效

和複雜性有很大影響。在比如穿戴式

取決於許多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元件

業還是工業)、在接腳相容的系列產品

型、方向、位置等。這樣，基於SoC

益要比基於模組的設計高很多。

設備等應用中，模組的高度也可能是

在正常工作時啟動或休眠時間有多久

中是否能夠提供不同的輸出射頻功率

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和轉換有多頻繁、程式碼在執行通訊

等級，以及是否能夠旁路掉內部天線

有主控或無主控架構— 某些

協議和應用程式時效率有多高、供電

而連接外部天線。

鑒於模組為低功耗藍牙物聯網設

的設計會比模組設計更加緊湊，還有

計帶來的設計簡化和成本優勢，下一

助於降低PCB成本。
就單位成本而言，Silicon Labs的

個要問的問題是使用哪種低功耗藍牙

分析報告「Six Hidden Costs in a 99

模組？以下將討論開發人員在選擇低

Cent Wireless SoC」顯示，他們的

功耗藍牙模組時應該考慮的關鍵選擇

低功耗藍牙模組的價格在數量為10萬

標準和設計決策。

個時大約為3.07美元，而他們的SoC

低功耗藍牙模組被設計成隨插即用的

電壓、工作溫度等。開發人員尋求

有些模組還能在所支援的射頻通道

圖3：有許多供應商提供多種不同配置的低功
耗藍牙模組。

通訊周邊，傳送消息是它們的唯一功

最大限度地減小設計能耗的最佳方法

上提供靈活性，或者具有除了低功耗

能。這類模組工作時作為「黑盒子」

是縮小選擇範圍，然後在典型應用條

藍牙以外的其他射頻功能。能夠經過

選擇低功耗藍牙模組時需要考慮的一

連接到處理所有其他元件操作的主處

件下測試它們的實際使用效果，而且

軟體配置而使用低功耗藍牙、Wi-Fi或

些關鍵因素。

理器，簡單地執行主控發送過來的設

最好在開發過程中多測試幾次，以便

其他協議的設計在某些應用中非常有

成本 — 對許多應用來說，成本

置和資料傳輸命令。有的模組則是「

確保應用程式碼不會造成能耗的意外

用。同樣，能夠提供第二射頻功能，

一旦決定採用模組來為物聯網設計增

是關鍵考慮因素。然而，正如上文指

無主控」的獨立元件，同時作為使用

上升。

如近距離無線通訊(NFC)的模組也許

的利潤有很大的影響，當產量接近每

加低功耗藍牙連接功能，開發人員就

出的那樣，與模組選擇相關的總體擁

者可配置的系統控制器和低功耗藍牙

距離—為了實現低功耗工作的目

年百萬個，即使每個產品減少1美分，

需要認真考慮該選擇哪種模組。雖然

有成本可能超過模組的單位成本而成

周邊使用。許多模組同時提供兩種架

的，低功耗藍牙元件特別限制了輸出功

選擇指南 — 為了幫助開發人員

總成本的節省最終也能達到1萬美元甚

這些模組都能提供低功耗藍牙連接，

為重要因素。這個總體成本包括任何

構，不過有時可能需要額外的軟體或

率和資料速率，因此對許多開發人員來

從可用的許多低功耗藍牙模組中快速

至更多。

但在架構、配置和功耗，以及其他許

增加的開發時間、認證費用、工具和

開發工作才能以無主控模式工作。

說，模組可靠通訊的距離也是一個考慮

篩選出合適的產品，本文準備了一份

如果模組的尺寸對產品設計來說

多需要考慮的因素方面還是有許多細

軟體購買費用，以及與元件選擇有關

如前所述，架構的選擇對材料和

要素。遺憾的是，通訊通道的距離如此

包含眾多元件資訊的選擇指南以供下

是個問題，比如穿戴式物聯網設備，

微的差異。幸運的是，選擇範圍很廣。

的部署後維護工作。除了單位價格

開發成本有很大的影響，也會影響開

依賴於環境，以至於規範也變得毫無意

載( 詳見https://goo.gl/3Q2cRG） 。除

那麼儘管需要付出額外的設計階段和

在許多選擇面前我們要冷靜地思

外，要問供應商的關鍵問題還包括硬

發人員應該考慮的評估準則。對於基

義，諸如射頻發射功率和在鏈路預算中

了沒包含價格外，指南中列出了本文

努力，但低功耗藍牙SoC晶片可能是

考許多因素。以下列出了在為新設計

體類型和屬性、提供的軟體發展和整

於主控的架構來說，關鍵的額外參數

使用的接收靈敏度等因素勢必有影響，

討論的大多數因素，並提供了模組資

包括主控與低功耗藍牙模組之間使用

但像天線類型和方向、環境射頻雜訊，

料手冊的超連結供大家瞭解進一步的

的連接種類、模組允許主機控制的命

以及鏈路另一端的元件功能都有很大的

細節。這份列表主要收集的是美國市

令、控制和資料選項，以及主控必須

影響。就功耗估計而言，開發人員的最

場提供的模組，以及針對大量生產的

要處理多少上層通訊協議等。對於獨

佳方法是縮小候選範圍，然後測試、測

設計用模組，因此應該沒有涵蓋現在

立或無主控的模組來說，開發人員應

試、再測試。

市場上全部的模組產品。

低功耗藍牙模組選擇

費類產品來說，這種價格差異對產品

Thousands

價格可以低至0.99美元。特別是對消

$800

Module Net Profit

$600

SoC Net Profit

$400

Breakeven(SoC Profit-Module Profit)

Breakeven
Zone

是某些案例的理想選擇。

該開發低功耗藍牙功能實現之後剩餘
的應用資源。記憶體、IO、介面等都
是需要考慮的內容。
無主控模組所用的CPU也是需要

$200

考慮的一個因素。當模組同時用作應
$-

用處理器和低功耗藍牙周邊時，CPU
的選擇可能從多方面影響設計工作。

$(200)
10,000

25,000

50,000
100,000
Annual Volumes

200,000

300,000

開發人員需要熟悉並擁有適合這種
CPU架構的工具和程式庫，或者要購
買它們。工具的可用性及來自供應商

圖4：使用無線模組和無線SoC的盈虧平衡比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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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支援也一樣重要，此外，CPU

圖5：在可穿戴設備等應用中，模組的高度也可能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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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智慧家庭必備感測器
作者：Nicole DiGiose

雖然家中的感測器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但由於智慧家居

可不是筆小數目。

的蓬勃發展，它們變得越來越夯。當今，你可以發現涵蓋

一旦安裝了光感測器，它就可在黎明時關燈、黃昏時

多種用途、具備各種功能、隨處可見的這些小型智慧探測

開燈。它不僅可為你省錢，而且還可以在你外出旅行時從

器。無論你是否已安裝了能想得到的各種感測器以「保家

外面看起來像是家裡有人。市場上有大量的光感測器可供

衛戶」，或者才開始關注此道，但以下這六款感測器是每

選擇，是最開心的事之一。

圖3：溫度感測器分為室內室外應用。

個家庭都該配備的。

漏水感測器
運動感測器

從此與地板淹水說再見，也可節約。你可知道，美國保險

當您思索可以保家衛戶的感測器時，運動感測器可能是首

公司每年為各種水患支出數十億美元？無論是自然災害、

先想到的，考慮到許多最新的智慧警報需依賴它們，這應

溢水、漏水還是其他疏忽造成的淹水，整理起來都不是小

不會出乎意料。現在，歸因於物聯網(IoT)和連網智慧家

錢；另外，沒有人想和保險公司打交道。

圖4：天氣感測器可配合智慧警報器
對溫濕度、空氣品質等發出警報。

花點錢買個漏水感測器，可一勞永逸地解決水患，絕

居，運動感測器可以有多種用途。
一個例子是與家中的智慧照明整合，當你在兩個預定時

對物超所值(圖2)。

刻之間進入房間時，燈會立即點亮。當然，你也可以通過諸

Fibaro漏水感測器售價為69.99美元，可配合Apple

如以下方式設置浴室照明來添加情調：在傍晚7點到晚上11

HomeKit和Z-Wave工作。它不僅能在漏水時向你發出警

點之間點亮，而在凌晨時分發出柔光。

告，還可以在該感測器被移動或被動手腳時通知你。最重

可靠的運動感測器還有另一個有用的功能，那就是實現
對特定區域的實際觀察——例如每當你的小寶寶或者小狗太

圖5：門鈴感測器除了可提
醒有人按門鈴外，還可實現
門外實況視頻播放。

對於室內的感測器來說，它們可助你熬過酷暑。比方
說，它們可以讓家中的空調在你下班進門前10分鐘開機，
例如HomeSeer HSM200或Elgato Eve。

要的是，如果發生嚴重漏水，它會關閉閥門——如果你離

天氣感測器

家遠行，盡可無憂無慮。

與溫度感測器類似，除了能告訴你出門到停車場是否需要

過靠近後院內的地面游泳池時，就會收到警報。

帶把傘。天氣感測器能做的事還有非常多(圖4)，如果將其

三星(Samsung)的SmartThings運動感測器是最受好評
的型號之一，價格為39.99美元。

溫度感測器

整合進智慧家用網路，它們就可與其他感測器互連，自動

雖然你不需要某個漂亮的設備告訴你外面是否很熱，但你可

執行任務。

能需要某個設備「告訴」你家其他智慧家居設備外面很熱。

有個例子是將你的天氣感測器與智慧警報器配合工作，

基本上，可將溫度感測器分為室內和室外兩種用途

如果雷雨即將到來，你將收到警報告訴你家中有哪些窗戶是

想要既省錢又更安全嗎？光感測器為你「照亮道路」(圖1)。

(圖3)。安放在室外的感測器可以幫助控制你家花園安裝的

開著的。市場上有很多天氣感測器，但Netatmo也許最有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常常會忘了關燈，或者你可能把賬算

智慧設備，例如若過去兩天溫度一直超過某一個值就打開

名，它能測量溫度、濕度、空氣品質和附近的聲音等級。

在某位健忘的家裡人頭上。無論如何，若以十年計算，這

噴頭。

光線感測器

門鈴感測器

TDK 技術
連接世界。
薄膜和多層射頻元件

微型化壓力傳感器，
實現極高精度

門鈴感測器近來越來越受矚目，為廣被接受的運動感測器
帶來了新的應用。門鈴感測器不僅能在有動作發生時向你
提醒並發出警報，還能在有人靠近門口時，即使他沒有按

高效電能管理模塊，采用SESUB
技術 (半導體嵌入基板)

下門鈴，也能播放實況視訊(圖5)。
門鈴感測器適合每個人，特別是獨自居住的人，這些
「小衛兵」還讓你避開煩人的推銷人員。
想裝一款門鈴感測器？你可能聽說過售價179美元的
圖1：光感測器實現智慧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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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漏水感測器解決水患問題。

增強型鏡頭致動器，
實現更高成像質量

Ring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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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雜訊可提高RFID效能

嵌入式電阻測量
作者：John Dunn

假設在一種無法穿入的灌封材料中有
一個T型電阻網路，你想直接測量其

作者：Rex Niven

XMM1

中一個電阻的阻值。由於無法接觸中
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FID)是一項偉大

本設計實例在接收和空閒階段關

些因素可能會降低其性能。採用低頻

閉了開關電源，讓模組使用C2中儲存

訊號(例如130kHz)的RFID讀取器，

的能量繼續工作。

Transmit
50ms

像 L M 2 5 76這樣的降壓轉換器都

這個頻率範圍內的雜訊就非常敏感。

有一個關斷輸入接腳，使得上述操作

開關電源經常會產生這個頻率範圍內

很容易實現。
微控制器(MCU)的RFID模組發射

度，通常需要使用較重的、昂貴的線

控制線(/TXCT)透過U3和Q1也可以控

性電源。

制關斷線，若是需要，還可以採用獨

LM2576
Activity

立MCU輸出來控制關斷線。

又稱電阻表)為R1供送的電流，然後

VSP voltage

為零，使得無法接觸的那個節點的電
圖2：典型的電源工作週期時序。

電流，使RFID工作起來相當困難。若

感。這幾個階段分別是：大功率階段

用RFID進行位置檢測，從而實現自動

是使用本文介紹的控制技術，使RFID

(發射、功率10W、持續時間50ms)；

物流，以及限速等安全功能。

週期與修改後的馬達驅動週期保持同

低功率階段(接收、18ms)；空閒階段

電動堆高機所處環境的雜訊特別

(最長33ms、取決於硬體)。雜訊只是

大，馬達驅動中所產生的高頻調變大

from MCU
to MCU
to MCU

2

R2 100R

4

R3 100R

6

100R

3

ON/OFF

GND

Q1

R6

10K
BC817 - 40

圖1：選擇性關閉電源的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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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個電阻。
在理想的SPICE模擬中，這個概念

U1輸出100 μ V的電壓。豪蘭德電路將

電壓轉換器和豪蘭德(Howland)電流泵

這個100 μ V分配在R12上，致使R5輸

來實現。圖3中使用虛擬運放只是為了

出10nA的電流。在這種電流平衡條件

更清楚的描述，實際運放也可以用。

下，流經R6的電流為零，R6上的電壓
也為零，此時歐姆計上顯示的數字就

在上述例子中，歐姆計為R4注入
10nA電流，承載相同電流的R7會使

可用圖2來解釋：

是R4的值。

U1
XMM2

TXCT
RXDT

VSL
VSP1

XMM1

L2

RXCK
TIRIS_007B

_ + Ohmmeter

27µH

3

4
2

1 A/A

R1
4.321kΩ

VSP2
GNDP1

0

Inaccessible
node

_ +

R2
1 54.9kΩ
R3
2.26kΩ

R4

R5

4.321kΩ

54.9kΩ

XMM3
+ _

R6
2.26kΩ

XMM4
R8

R9

10kΩ

R7

GNDP2

Measure this resistor’s value

+ _

U2 10kΩ
_
+

10kΩ
_ U1
+
OPAMP_3T_VIRTUAL

10k

C2 +
D1
DIODE 3A
4700µF low ESR

100µF

這樣，歐姆計將只能檢測到R1一

R4

47µH - 470µH

5

3

C1

VS(13.6V)

13

2

壓也為零。

實際上，這個概念可以用電流到

低問題就可以得到極大的改善。

11

L1

圖1：嵌入式電阻測量問題。

步，由馬達驅動干擾引起的靈敏度降

R1

4

Measure this resistor’s value

流。這樣做的結果是，流經R3的電流

RXDT line
(validated by RXCK)

電動堆高機(Forklift truck)經常使

Vout

54.9kΩ
R3
2.26kΩ

用的技術是檢測歐姆計(ohmmeter，

含多個階段，只有一個階段對雜訊敏

R7
10K

R2

4.321kΩ

全可以。

TXCT line

從T型網路另一邊的R2輸出等值電

的雜訊，因此為了得到最大的靈敏

U2
+24V to +48V LM2576(HVT)
1
Feedback
Vin

R1

得這個任務不可能完成，但事實上完

Receive
18ms+
Idle

為了測量上 圖1R1的阻值，一般採

如業內常用的TIRIS RFM-007B，對

然而，RFID讀取器的工作週期包

心節點，其他兩個電阻的存在似乎使

在時間很短的接收階段出現的問題。

的技術，但是有雜訊的電源和其他一

Inaccessible
node

_ + Ohmmeter

R5
1k

OPAMP_3T_VIRTUAL

R10
10kΩ

R11
10kΩ U3
+

R12
10kΩ

_
OPAMP_3T_VIRTUAL

U3

INV

圖2：嵌入式電阻測量概念。

圖3：嵌入式電阻測量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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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全可編程SoC提升ADAS架構與安全性
作者：Aaron Behman、Adam Taylor/Xilinx

道路安全性在摩爾定律(Moore s Law)

上的高速網路，採用菊花鏈拓撲

的演進下受益良多，隨著處理效能的

結構；

提升及CMOS影像感測器(CIS)和其他

· 乙太網路音視訊橋接(AVB)：具有

感測器技術的發展，讓汽車製造商得以

在需要時提供車輛周圍的影像數

推出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此系

據與其他數據的能力。

統能增強駕駛對周遭環境的感知，減少

如果選擇使用網路，系統架構必

發生碰撞的機率，部分系統還能監控駕

須確保提供所需頻寬，以便在滿足
降低應用延遲的要求下，攝影機和

駛，並在駕駛瞌睡等情況時發出警告。
ADAS逐漸取得為駕駛提供停車

圖1：ADAS的抬頭顯示器導航與情況感知資訊

ADAS核心之間能傳輸影像數據。

輔助、車道輔助和主動車距控制巡航

靈活性來運行所需的演算法，且具有

ADAS產生的數據可能需要與汽

等功能方面協助的主導權(或為無人

連接不同類型感測器和網路的能力。

車中的其他系統共享，如主動車距控

隨著ADAS應用效能需求升高，帶

制巡航或停車輔助，因此ADAS必須

駕駛系統提供資訊)。

圖2：Zynq支援與感測器和消費者的任意介面。

因此不意外地，目前ADAS市場

來了幾個最容易被忽略的系統難題，

能夠與CAN或FlexRay等其他一般汽

的年複合成長率(GAGR)為10%，預

汽車製造商為了滿足嚴格的污染標準

車介面連接。

計2021年規模將來到420億美元。

要求，其整體解決方案的重量和功

在架構層面，使用基於All

ADAS常使用嵌入式視覺、雷達

耗相當重要，且生產的車輛以數十萬

Programmable Zynq SoC的方法可

(Radar)和光達(LiDAR)等多種感測

計，因此解決方案的成本也很關鍵。

帶來許多優勢。例如當點對點連線

器來取得所需的訊息，並運用感測器

在系統的保密和安全非常重要且受

被用於連接攝影機時，攝影機的接收

融合技術，整合來自多個感測器的

多重標準約制的情況下，使用SoC或

器能應用影像處理鏈前的可編程邏輯

資訊。在嵌入式視覺領域中，ADAS

FPGA能幫助解決一系列相關問題。

(PL)；當使用All programmable SoC

開發，藉由使用C或C++等更高級程

能構成自己的原型和展示平台。透過一

此開發人員需要確保自己使用的是

圖3：用於多攝影機系統、基於Zynq架構的模組。

時，處理器系統應具備足夠高的靈活

式語言，而不使用VHDL或Verilog等

般運行於處理器核心內針對嵌入式視覺

符合汽車工業規格的元件，以通過

控，解決車道偏離、物件偵測、盲點

系統架構

性，整合可編程邏輯中的邏輯，或必

傳統硬體描述語言來開發IP，以縮短

開發架構如OpenCV，便可產出一個精

AEC-Q100認證的元件而言，它們的

偵測和交通標誌辨識等問題；另一類

開發用於監測內外部攝影機的嵌入式視

要時整合外部PHY，就能輕易地採用

產品上市時間。

簡的原型系統，該系統即可使用SoC的

製造和認證標準比商用元件高。

負責內部系統監控，擁有駕駛瞌睡偵

覺ADAS可以說是一項更具挑戰性的應

CAN、乙太網路和FlexRay等其他通

欲進一步加速演算法可使用像

測和眼睛偵測等功能，但不管是內部

用方案。該系統需要與車身四周多個攝

訊協定。雙核處理器與可編程邏輯是

OpenCV等開放原始碼架構來達成。

或外部的ADAS應用在運行影像處理

影機連接，處理影像並為乘客提供資

個完美組合，因系統緊密整合，僅需

使用該架構開發的演算法被建置於支

安全性

改，原因在於這可能導致災難性的

演算法時都面臨挑戰。

訊。許多攝影機解決方案使用點對點

極低的單位畫素功耗。

援Vivado HLS和SDSoC的HLS影像

ADAS的基本性質就是增加汽車的安

後果。

又可劃分為兩大類，一類負責外部監

這些挑戰從導入應用所需的演算

LVDS連線來傳輸數據，但因佈線需求

可編程邏輯進行效能最佳化。

系統的安全性也必須列入考慮，
來防止未被授權人員對系統進行修

資料庫中，這可以簡化從概念的驗證

全性，因此該系統必須像其他可靠性

使用All Programmable SoC，

與展示，到運行於特定硬體上之特性

高的系統一樣，遵循一個開發標準，

就能運用安全開機的功能，來防止

描述和認證的演算過程。

對ADAS而言，可適用的標準就是ISO

未授權程序和位元流被配置到系

法能力，到符合正規的汽車標準，

而增加成本和重量，因此其他替代方

All Programmable SoC架構

不一而足。許多ADAS應用還需要透

法逐漸普及，這些方法把部分功能內建

SoC展現優勢的地方是將可編程邏輯

過感測器融合來整合多個感測器的輸

在攝影機中，如果攝影機的影像輸出採

導入至攝影機介面和影像處理鏈；同

許多現存的架構會使用處理器的

26262。該標準定義了一系列以小時

統裡。要做到這點，開發人員可

入，因此所需的處理能力明顯提高。

用壓縮方式而不是原始影像，則基於網

時SoC的處理系統(PS)可提供所需的

DDR記憶體作為畫面暫存體(frame

計算失效率的汽車安全完整性等級

將AES加密、HMAC和RSA認證與

感測器融合在使用多個同類感測器的

路架構的傳輸就有可能實現。這些網路

通訊、控制和額外的演算法處理。影

buffer)，這使得當使用基於乙太網路

(A-SIL)，在總共四個A-SIL等級中，D

TrustZone技術結合使用。TrustZone

時候，稱為同質感測器融合，而在使

可以圍繞一般汽車匯流排(automotive

像處理管線可使用眾多IP資料庫及來

的系統或PCIe時，可以讓處理器存取

為最高且最難達到的，而A則是最低級

可讓系統設計人員利用正交軟體環境

用不同類型的感測器截取所需訊息

buses)來建構，例如：

自相關廠商所提供的專業IP核心來產

需要的影像，並進一步向前傳輸。其

別。要滿足這些要求，需使用整合工

(orthogonal SW environments)，

生，以縮短產品上市時間。

還可以使用處理器系統的效能來運行

程交付生命週期，來確保不僅能達到

限制對包含可編程邏輯周邊設備等在

額外的影像處理演算法，然後需要時

目標A-SIL，且產生的資料封包能存留

SoC內部硬體功能的存取。

再導入影像處理鏈中。

必要的證據來證明達到目標。

時，則為異質感測器融合。
許多應用都選用全可編程系統
單晶片(All Programmable SoC)或
FPGA來運行系統，因其具備高度的
26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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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導向系統傳輸(MOST)：一種
能以光學或電氣物理層方式呈現
的高速網路；
· IDB-1394：應用在電氣物理層

如果要開發額外的演算法，可
以運用Vivado HLS、SDSoC和
MATLAB等高階合成工具套件來加速

有趣的是，這樣的功能使SoC本身

汽車應用受制於嚴苛的環境，為

系統的運行狀況可透過監測SoC
供電電壓和晶片溫度的XADC加以控
www.edntaiwan.com |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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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開發人員還可使用外部SoC接腳

員能夠得到因零件數量減少所帶來

Programmable SoC能帶來一系列好

可快速抽取，沒有無效空間，因此化

來監測廣泛系統範圍內的其他類比訊

的好處，而減少元件數還可降低元件

處，包含實現更高整合度、減輕系統

學變化相當乾淨快速。閥體設計可確

號，進一步監測系統的健康狀況和使

故障率。

重量，以及提高系統效能。最新高階

保在很小的面積內達到高流量，Cv流

合成工具能促使影像處理功能的快速

量達到25.8，這是一般提升型閥的兩

總結

開發，供OpenCV等眾多開放原始碼

倍，而且比其他堰式閥高。端視管路

從系統層面和裝置層面來看，使用All

通用架構使用。

尺寸而定，流量效能提升14~70%(圖

用情況。
由於該SoC將處理器和與ADC內
部的可編程邏輯緊密整合，設計人

1)。可耐受化學品的PFA與PTFE結構
材料能讓流動路徑保持乾淨，不沉積
汙染物，這對於所有半導體製程而言

新一代半導體製程大量化學品輸送技術進展

圖2：Entegris堰式閥體設計流量適中，可快速
抽取，而且流動路徑相當乾淨。

相當重要。閥的流量也相當適中，阻

作者：Rick Lindblom、Jim Kegley 、Mark Caufield/Entegris

的這類原料運輸到更遠的製造廠房工

使得閥可以更緊密排列在一起，如此

具，並且以提高純度和一致性來滿足

的特性加上整體縮小的面積，使得設
備內部所需的空間變小。

礙相當小(圖2)。此外，整合式安裝腳

自1980年代中期起，大量化學品輸送

5年的8倍以上，2017年預期將延續

為半導體製造業的領導者，而且中國

現今提煉需求的製程進行處理，對於

系統一直用於從子晶圓廠的大量儲存

2016年的整併步調。整併加上半導體

計畫增產晶片的舉措已促使晶片製造

不太受重視的一部分基礎設施構成極

設備將半導體製程所用的化學品運輸

裝置的需求成長，代表價格更有競爭

商在中國境內建立或擴大新晶圓廠。

大的壓力：大量化學品配送系統。

到晶圓廠的製程工具。通常以此方式

力，這導致大型晶圓廠的快速部署，

輸送的四種化學品包括製程清潔化學

藉以實現規模經濟，這對於利潤營運

對於大量化學品輸送系統的影響

低的壓損運輸更多這類化學品而言，

品、有機溶劑、光微影技術和特用化

極為重要。一般邏輯代工廠現在的每

這表示晶圓投片量增加需要增加使用

提高流量的大量化學品配送系統相當

學品(specialty chemical)。大量輸送

月晶圓投片量(WSPM)可達到80,000

特用化學品，包括濕式蝕刻與乾淨化

重要。這需要正確類型的閥，才不會

結論

系統一直很安全，而且效率更高，因

片，一般記憶體晶圓廠的WSPM可達

學品，化學機械研磨的研磨液和其他

妨礙、抑制或以其他方式破壞大量流

隨著半導體製程的不斷發展，供應商

為這些系統取代了運送瓶裝、小包裝

到120,000片。晶圓廠也群聚集中，例

超純度化學品，其中有些是高腐蝕性

量和輸送。

必須確定釐清影響支持基礎設施而且

或罐裝危險(通常是揮發性)化學品的

如台灣新竹科學園區。此外，中國成

化學品。從子晶圓廠的貯放槽將更多

對於透過現今的大型晶圓廠以最

獨特的單件介質隔膜相當適合真空
應用，閥的使用壽命更長，而且可改
善運轉時間(圖3)。它在真空狀態下不
會分離，黏著型隔膜就很容易分離。

不斷變化的需求，並開發具有成本效

做法，這種做法相當陳舊、麻煩，而

正確的閥所產生的差異

益的可行解決方案，使製程最佳化，

且可能有危險。

現今市場上大多數的堰式閥均採用兩

並且實現製程的價值。在大量化學品

多年來，由於半導體製造同時擴大

件式隔膜：主要介質隔膜安裝於彈性

輸送系統中，Entegris引進以高純度

到更高的裝置體積和更精細的節點，

體支架，並且以黏性材質固定。這些

材質製成的小尺寸堰式高流量閥，已

化學品輸送系統的需求也隨著化學品

兩件式黏著型隔膜的缺點是，如果主

解決影響大量化學品輸送的難題。

純度、99.9%的可靠度、維持設備運

要介質隔膜失效，黏性材質無法確實

轉時間和滿足大型設施的較高流量需

防止滲漏，如果不潔的彈性體支架材

求而有所演變。

質接觸製程流，會導致製程化學品遭

本文將探討導致需要更多化學品，

受汙染。此外，黏性材質也有其他缺

而最終需要大量化學品輸送系統增加輸

點，例如，化學品會滲透聚合物，反

送量的近期趨勢、與此有關的挑戰，以

而會侵蝕黏性材質，如果將介質隔膜

及採用獨特的高流量堰式閥設計能夠如

與彈性體支架兩者隔離，則閥無法正

何解決這些難題，而有利於提升製程效

常運作。

率、減少汙染和提升良率。

開放位置

半導體供應商Entegris設計的創
新堰式閥不僅因應不斷變化的產業需

不斷改變的半導體基礎設施

求，而且解決了與兩件式隔膜設計有

過去幾年經歷了影響半導體製造基礎

關的問題。這包括單件隔膜與個別未

設施的重大變化。整併是最大的變

黏附的背襯，而且是以高純度PFA和

化，根據IC Insights指出，2015和
2016這兩年的合併和收購總額是前
28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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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位置

PTFE浸濕材質製成。
圖1：一般提升型閥、其他堰式閥、Entegris Integra Plus WS(堰式)閥三者的比較。

閥體設計使得流動路徑相當通暢，

圖3：單件隔膜可改善產品可靠度。
www.edntaiwan.com |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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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電池電量計加速產品上市時間
作者：Nazzareno (Reno) Rossetti、Bakul Damle/前者為Maxim Integrated資深作者，後者為行動電源事業管理部總監

穿戴式裝置正在推動一個極具吸引力

以及訓練)和19小時被動狀態(僅對時)

且成長快速的市場，其中智慧手錶

。為期1天的循環中，如果裝置在主

(Smart Watch)持續保持主導地位。

動模式下的功耗為40mA，在被動模

在這種密集且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每

式下的功耗為4mA，那麼將消耗總共

一個製造商都力爭將產品率先投入市

276mAh，正好是典型智慧手錶電池

場，而消費者則需要其裝置具有最精

的大約容量。為避免裝置操作的非預

確、最長的電池運作時間(圖1)。本文

期或過早中斷，就必須準確預測電池

討論與電池容量管理關鍵功能密切相

運作時間。

關的要求，並提出一種能夠克服挑戰
的顛覆性技術。

圖1：智慧手錶發出充電完成的訊號。

運作時間的持續時間也同樣重

收斂到0%，因此，電量計能夠在電

要。被動模式下，同一電池可能維持

池電壓達到沒電的同時準確指示SOC

長達69小時(276mAh/4mA)。功耗為

為0%。

上市時間的挑戰

50 μ A的典型電量計將縮短大約52分

如果我們假設SOC預測的系統誤

最佳的電池性能依賴於驅動電量計演

鐘的電池被動運作時間，是不可忽略

差預算為3%，EZ模型能夠覆蓋95.5%

算法的高精準度及高品質電池模型。

的時間量。

的放電測試用例— 非常接近人工定

花費大量時間進行客製的特性分析能

圖2：EZ系統誤差性能。

制模型的性能，後者覆蓋97.7%的測

夠獲得高精準度的電池性能、最小化

EZ解決方案

試用例。如圖2所示，當電池接近沒

電池電量的(SOC)誤差，以及正確預

Maxim Integrated開發了一種演算

電時，EZ方法的表現也是一樣的，這

測電池何時接近沒電的狀態。

法，能夠準確估算電池的充電狀態，

點特別重要。

儲存在電池中的能量(以mAhr為單

且能夠安全地運用在大多數電池上。

對於許多使用者來說，僅知道

位)依賴於多種參數，如負載和溫度。

該演算法在研究了常見鋰電池特性後

SOC或剩餘電量是不夠的，他們真正

因此，開發者必須在各種條件下對電

開發。

想知道的是剩餘電量可提供多少運作

運作電流，可理想用於電池供電的穿

態電流為18μA，比最相近競爭裝置

圖3：系統誤差的競爭產品分析。

池進行特性分析。在選取了與電池行

ModelGauge m5 EZ演算法(簡稱

時間。最簡單的方法，例如將剩餘電

戴式裝置，還可透過I 2C介面存取資料

的靜態電流低64%。此外，在低功耗

為一致的模型後，即可將其裝載到電

EZ)採用針對具體應用的電池模型，

量除以當前或預期負載，可能會造成

和控制暫存器。

休眠模式下，裝置僅消耗7 μ A電流。

量計晶片。這種嚴密的監控過程能夠

嵌入到電量計IC內部。設計師利用評

估算結果過於樂觀。EZ演算法能夠根

實現更安全的電池充電和放電。

估套件所提供的簡單組態精靈，可產

據電池參數、溫度、負載效應，以及

系統誤差的競爭產品分析

影響的運作時間從52分鐘降低到7分

生電池模型。系統設計師只需提供三

應用的空電壓，提供精準度高出很多

圖3所示為系統誤差的競爭產品分析。

鐘—實質性的性能改善。

條訊息：

的剩餘運作時間估算結果。

從柱狀圖可以看出，接近電池沒電時，

由於電量計特性化只能滿足大量生
產的客戶，不能顧及所有其他客戶，
不僅帶來了上市時間的問題，也成為
製造商發展的阻礙。傳統上，IC供應
商專注於高產量的應用，因為模型選
取通常需要大量的實驗室工作，而只
有少數IC供應商擁有所需的資源。

1. 容量(通常會顯示在電池標籤或資
料表)；
2. 沒電時所對應的電池電壓為(依賴
於應用情形)；
3. 電池充電電壓(是否高於4.275V)。
使用EZ，系統設計師不再需要執

電池運作時間的挑戰

行特性分析，因為這實際上已由電量

較差電池模型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之一

計供應商完成。

就是運作時間估算不準確。典型的智

包含在EZ演算法中的多種適應機

有了EZ演算法，大產量的製造商
可將EZ作為快速開發的起始點；在具

將其應用到以上討論的情況，可將受

MAX17055在大多數測試用例(26個中

總結

的15個)下的誤差在1%以內。

本文重點討論了有效率的電量計系統

有運作雛型之後，即可選擇精細調諧

中電池建模的重要性，以最大化電池

過的電池模型。而小產量的製造商可

運作時間精準度競爭優勢

運作時期的精準度和持續時間，還探

利用EZ為電池建立配對模型，並可以

接近沒電時的低誤差可確保電池電量

討了取得高精準度電池模型的障礙，

相容絕大多數電池。

最佳的使用，最大程度延長運作時

這一障礙將延長上市時間、影響低產

間，以及最小化操作裝置的非預期或

量電池應用的擴散。MAX17055內

採用ModelGauge m5 EZ的
單電池電量計

過早中斷。

建一種以ModelGauge m5 EZ演算
開發更快速、更簡單、更具成本效

法為基礎的顛覆性方法，使電池系統

慧手錶使用模型在為期1天的循環過程

制能夠幫助電量計學習電池特性，進

EZ演算法被內建到MAX17055獨立式

運作時間延長競爭優勢

中，包括5小時主動狀態(包括對時、

一步提高精準度。這樣的演算法可保

單電池電量計IC中。裝置擁有0.7 μ A

使用具有低靜態電流的電量計IC，可

益，並為廣泛的應用提供更好得電池

通知、app使用、音樂播放、通話，

證電池電壓接近沒電時，電量計輸出

關機電流、7 μ A休眠模式電流和18 μ A

有效延長運作時間。MAX17055的靜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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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被動感測—重新定義測量的可能性
作者：Greg Rice/安森美半導體(ON Semiconductor)技術行銷經理

對先進技術和物聯網(IoT)的日益依
賴，推動了對感測器的需求，這些感
測器從少量到大量的部署均很容易，
並且提供低擴展成本和免維護的特性。

天線塊

天線塊

具較高電流 SIO 通道的四通道 IO-Link 主控器
設計要點 566

刺激

連接裝置與感測的擴展

Eric Benedict

探測

技術進步使許多不同類型裝置之間的
連接成為可能。能上網的智慧型手機

圖1：智慧被動感測器結合了RFID技術及先進的被動、無MCU的感測塊。

已經演化成溫控器、家電、車輛和其
他被稱為物聯網(IoT)裝置的網路。物

設備外殼

RFID收發器

聯網是藉由各種介面來回傳輸數據的
許多裝置所組成，無線雲端介面是最
常見的介面。隨著連接裝置數量不斷
增長，對更多數據的需求也隨之增長。
數據有多個產生來源，電子感測器

射頻天線

通常用於收集連接裝置的數據。感測
器是一種將物理或環境特性，像是溫

溫度感測器

度和濕度，轉換成電子訊號的元件。
對數據的需求推動了許多類型感測

引言
IO-Link 是一項針對工業應用中智慧感測器和執行器
點對點三線式介面的通信標準。IO-Link 把這些器件
的傳統介面能力從簡單的 NC/NO 開關介面 (標準 IO
或 SIO 模式) 擴展到雙向智慧介面，後者能夠通過三
種不同速度 (COM1 — 4.8kb/s、COM2 — 38.4kb/s 或
COM3 — 230.4kb/s) 之一的編碼轉換以發送額外的資
訊。除了資料引腳 (C/Q) 之外，IO-Link Type A 介面
還具有一個 24VDC 電源引腳 (L+) 和一個公共返回引
腳 (L–)。
當一個 IO-Link 主控器上電時，它詢問每個連接器件
以決定各器件的正確操作模式：SIO、COM1、COM2

或 COM3。這允許老式傳統器件和支持 IO-Link 標準
的器件在同一個系統中無縫地工作。
LTC®2874 的額定 CQ 輸出電流為 110mA。通過並聯
多個通道可以獲得高達 440mA 的較高電流。雖然這
超過了 IO-Link 標準的規格限制，但是有些非標準
SIO 應用有可能要求供應更大的電流和 / 或必需保持
4 個獨立通道的功能。本文將說明怎樣改變 LTC2874
熱插拔通道的用途，以為 SIO 負載提供較大的電流
(被稱為 SIO+ 模式)，同時保持 LTC2874 的 IO-Link
特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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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市場，像是為系統提供數據的溫度、
濕度、壓力和距離感測器。由於物聯網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動能以處理大量管道
收集而得的數據，電子感測器將更加普

圖2：多個智慧被動感測器可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監測幾個地點的溫度。

及。據Markets and Markets研究，全

部的電子元件、數據處理及連接電

的是不用依賴於笨重昂貴的電池、微

球感測器市場預計將在2022年前超過

路。大部分的電子感測器包括感測元

控制器(MCU)及相關電路。我們發

380億美元。從更多地點獲取更多感

件、電源模組，以及在每個感測節點

現許多連接感測器大部分時間都處於

測器數據的努力也將推動新型感測器

的數據處理模組。

待機或睡眠模式中，利於延長電池使

開發，這些感測器體積更小、功耗更

隨著對感測數據的需求增加，擴

用時間，只在感測器被喚醒與主機系

低、成本更低，並且容易大量佈署，

展到多個感測節點的成本成為一些應

統交換小的數據封包的短短時間和頻

以及在狹小空間部署。

用的成本障礙，感測器電源和通訊模

率不高的期間，才需要電源和智慧功

組元件的物理尺寸限制了小尺寸感測

能。如果感測器可以暫時從外部電源

電子感測器結構

器的選擇，而電池供電感測器的維護

供電，並且在外部處理大部分數據，

傳統的電子感測器包括相同的功能模

和環境問題也限制了感測器在某些應

便有利於具成本效益的感測器網路擴

組，不管感測器的特定設計如何。一

用的部署。正當智慧感測與物聯網進

展，而多感測或拋棄式感測器等創新

個感測器的核心模組是實際的感測元

一步在我們生活的世界擴展，傳統電

也具有經濟上的可行性。

件，感測元件是感測器的一部分，實

子感測器的成本和尺寸卻成為感測器

有一種技術可以提供一個方案：

際上對感測器環境作出回應，並將環

網路擴展、多感測器系統部建、拋棄

無線被動感測器已可藉由無線讀取器

境條件轉換為電子參數。除了感測元

式感測器的障礙。

加載記憶體、收發或重寫，並由讀取

件，感測器還需要電源用於感測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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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一種替代方法，最理想

器傳輸的RF場能量啟動。傳統的RFID

圖 1：LTC2874 四通道 IO-Link 主控器配置了具有 3 個高電流
SIO 埠 (SIO+) 和 1 個具 L+ 熱插拔功能的標準 SIO 電流埠
10/17/566

設計實例
電路描述
如圖 1 中的埠 1 – 3 所示，通過把通道的熱插拔控制
器輸出連接至其對應的 CQ 引腳，即可在 SIO+ 模式
中提供任意大的供電電流。對於高電流埠，L+ 的熱插
拔功能是不可用的；但是，對於那些期望擁有該功能
的應用，則可增設一個外部熱插拔控制器。如圖 1 中
的埠 4 所示，未用於 SIO 輸出的 LTC2874 熱插拔控
制器可用於正常的 L+ 或其他用途。
在正常的 IO-Link 或 SIO 操作中，L+ MOSFET 關
斷，CQ 輸出通過 TXEN、TXD 和 RXD 正常地工作。
所有的 IO-Link 功能均得以保持，包括以 COM3 速度
進行的全速通信和喚醒脈衝發生。

流。由於 MOSFET 的較大電容和 CQ 驅動器的較快
邊緣速率，因此這種影響在 IO-Link 操作期間更為顯
著。為了防止充電電流脈衝在工作驅動器關斷時產生
振鈴，應最大限度地減小 MOSFET 源極和 C/Q 驅動
器輸出之間的寄生電感。
圖 2 和圖 3 示出了單個支援 SIO+ 模式的埠驅動一個
阻性負載、同時工作於 SIO+ 或正常 IO-Link 模式時
的工作波形。電源電壓為 24V，阻性負載分別為 56Ω
和 200Ω。

在 SIO+ 操作期間， L+ MOSFET 通過 SPI 寄存器介
面來控制，而 CQ 被停用 (TXEN 為低電平或處於 SPI
寄存器控制之下) 。寄存器 0xE 的上半位元組負責控
制 L+ MOSFET。在 SIO+ 模式中，開關頻率被限制在
大約 COM1 速度。
雖然 LTC2874 在 CQ 和 L+ 輸出同時處於運行狀態的
情況下不會損壞，但是建議不要執行該操作模式，因
為輸出波形的上升和下降軌跡是非單調的。這些軌跡
由於通道之間的時序差異以及各種不同電流限值和源
電阻的相互影響而出現。
SIO+ 模式的最大輸出電流由 MOSFET 和檢測電阻器
RS 的選擇來決定。電流限值由 50mV/RS 設定。圖 1 中
電路的典型電流限值為 500mA。考慮到容限和變化，
產生了一個 400mA 的埠額定輸出電流。必須選擇合適
的 MOSFET 以應對電壓、電流和安全工作區 (SOA) 要
求。更多詳情請見 LTC2874 產品手冊。
MOSFET 的輸出電容給 IO-Link 標準所允許的 1nF 最
大值貢獻了約 60pF。
由於該電路並聯了兩個驅動器，因此那個閒置的驅動
器充當著工作驅動器上的一個容性負載。當工作驅動
器改變狀態時，它將在閒置驅動器中產生一個充電電

圖 2：SIO+ 操作

通訊標準證實可靠，並提供強而有力

熱片等零件的智慧被動感測器，能接

的平台，能開發一種新的智慧被動感

收所有感測器射頻範圍內讀取器的週

測器，將感測功能與傳統電子感測器

期性讀取訊號。

所需的電源和控制電路分開。

和連接到雲端的RFID讀取器/收發器

智慧被動感測器

的監控策略。這比人工測溫或熱成像

智慧被動感測器可以釋放更多RFID技

等方法更即時、更具成本效益的保護

術潛能與標準，便於支援、高能效的

設備。

無線數據交換。其整合一個印刷式天

被動智慧感測器標籤也適用於數

線、刺激檢測回路及一個射頻IC實現

位農業應用，如檢查疾病或驗證排卵

被動感測器標籤的功能，圖1顯示了智

週期的牲畜監測。農民成功使用RFID

慧被動感測器的關鍵功能元件，包括

標籤在簡單用途，例如動物識別和追

天線、刺激檢測器和感測塊控制IC。

蹤，可注射標籤的產業標準已經確

智慧被動感測器使用產業標準

立。智慧被動感測器現提供進一步

UHF 2協定通訊，可以使用合適的

改善動物健康和增加養殖業產量的機

RFID讀取器讀取。一些採用固定形

會，增量投資於裝置或系統。

式或手持的現有商用讀取器，已經通

同樣，使用智慧被動感測器的濕

過標籤和功能驗證。安森美半導體的

度或壓力檢測已應用在醫療、工業測

智慧被動感測器生態系統提供了一種

試、汽車舒適性和安全性等場景中。

用可攜式電池供電的讀取器，內建天

例如醫療領域，濕度感測器可以自然

線、圖形用戶介面和物聯網連結，可

的裝設在醫院床單，檢測病人入住率

作為收集感測器標籤的數據中樞。

和床位餘量，非侵入式的溫度感測器

讀取器啟動通訊時，智慧感測器
IC經由測量刺激回路的阻抗變化來

圖 3：一個支援 SIO+ 模式之埠的 IO-Link
操作 (C/Q 在 COM3 速度)

圖2為一個基於智慧被動感測器

可以連接到病人的皮膚(圖3)，使用附
近的讀取器無線監測。

檢測濕度或壓力，並將這些數據，以

汽車行業中的漏水測試也是眾多

及片上溫度感測上的數位溫度數據發

應用之一：一系列智慧被動感測器可

送給讀取器。感測器監測幾個參數，

在漏水測試開始前在汽車中快速高效

包括檢測距離、運動或接收訊號強度

安裝，消除勞動密集型的人工探測，

(RSSI)、溫度和濕度。每個感測器還

同時也簡化數據收集和分析。

結論

具有一個可編程的EPC代碼用作獨一

此外，檢測安全帶狀態的濕度和壓

LTC2874 工作於 SIO+ 模式任意大的電流可以通過把
熱插拔通道改用作較高電流 SIO 驅動器來獲得。

無二的識別，且RFID前端自動補償

力感測及額外的距離感測，可以實現

環境的變化，以感測濕度、壓力和其

比傳統座椅有線或氣囊系統更智慧的

他參數。

汽車佔位檢測。智慧被動感測器能區
分人體和只是置於座椅上的物體，感

典型應用

測可簡單運用最小的額外成本擴展到

大量重要的應用可受益於低成本或拋
棄式被動感測器的可用性。例如，監
Data Sheet Download

www.linear.com/LTC2874
DN566 1017 45K • PRINTED IN CHINA
 ANALOG DEVICES, INC. 2017

想得到我們的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請電洽
02-2505 2622

測數據中心伺服器機架內或工業電源
開關內，高功率斷路器連接處的多個
位置的溫度，可以監控溫度變化趨
勢，以及快速檢測可能預示需要預防
性維護或糾正措施的異常高溫跡象。
直接連接到金屬外殼、元件封裝、散

圖 3：無 線體溫 感測 器標 籤快速 啟 用，舒適
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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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後排乘客座椅和可移動的座椅。

設計實例
築、供應鏈管理等眾多應用。

智慧被動感測器標籤也可針對漏水

度或距離，消除傳統智慧感測器的體

訊號饋送到16位元SAR ADC中。之

積、功耗、成本等問題。設備設計人

所以選擇AD7988，是因為其具備非常

檢測、在場感測和溫度或濕度水準監

總結

員現在可以擴展智慧系統和物聯網的

低的備用電流和良好的DC準確度，在

測，用於家庭自動化、連網汽車到工

智慧被動感測器為無處不在的感測引

動力到過去難以接近的領域和應用，

低取樣速率時，ADC在轉換之間自動

業控制、品質檢測、農業、醫療、建

入新選擇。可以監測壓力、溫度、濕

而不受尺寸限制或經濟因素阻礙。

關機，使1ksps時的平均電流消耗低
至10 μ A。LT6656電壓參考消耗不到
1 μ A電流，並偏置放大器、電平移位
電阻和ADC的基準輸入。

微功率零漂移運算放大器支援無線電流感測

工業強度的無線網格

作者：Kris Lokere/凌力爾特(現隸屬ADI)訊號處理產品策略應用經理

SmartMesh無線模組包括無線電收

圖2：電流感測電路隨感測電阻電壓浮動。斬波運放放大感測電壓並對其施加用於DC的中
間電源軌偏置。LT6656-3提供精準的3V基準。

發器、嵌入式微處理器和網路軟體。

無線電流感測

當多個SmartMesh節點在某個網路管

隔離勢壘。硬體可能更笨重一些，但

圖1所示電流感測電路利用LTC2063

理器的附近上電時，這些節點會自動

降，放大該電壓，以ADC讀取它，之

工作時不影響準確度，一般可承受數

斬波器穩定型運算放大器，以放大感

相互識別確認並形成一個無線網格網

後便知道電流的大小。但是，如果感

千伏特電壓。這類電路需要一個隔離

測電阻兩端的壓降。微功率SAR ADC

路。一個網路中的所有節點自動地實

測電阻所處的電壓與系統迥然不同，

型電源，但是這種電源有時可以整合

AD7988使壓降值數位化，並透過SPI

現時間同步，這意味著每個無線電收

那麼事情會變得更為複雜。典型解

到隔離器元件中。如果感測電阻物理

介面報告結果。LTP5901-IPM是無線

發器僅在非常短暫的特定時間間隔期

決方案可消除類比或數位域中的電壓

上是與主系統分隔開的，那麼也許還

模組，可自動與附近的其他節點形成

間上電，因此，每個節點能夠充當一

差。不過，這裡有一種不同的方法，

需要使用很長的導線或電纜。

一個基於 IP 的網格網路，該元件還有

個感測器資訊源，以及一個用於將資

最近出現的低功率訊號調理和無

一個內建微處理器，以讀取ADC SPI

料從其他節點向管理器轉發的路由節

高壓側電流感測放大器在類比域

線技術提供了一種新方法。透過允許

埠。LTC3335是一款毫微功率升降

點。如此可創建一高度可靠的低功率

運行。這些IC是精小的，但是它們能

整個電路隨著感測電阻的共模電壓浮

壓穩壓器，將電池電壓轉換成恆定輸

網格網路，在該網路中，從每個節點

鏈路多長時間獲取一次讀數，以及節

費用和宕機，結果是，需要能夠準確測

夠承受的電壓差受到半導體製程的限

置，並透過空中無線發送所測得的

出電壓，該元件還包括一個庫倫計數

至管理器提供了多條通路，儘管所有

點在網路中是如何配置。

量電池電量消耗的電路。LTC3335有

制。額定值超過100伏特(V)的元件很

資料，電壓限制就不存在了。感測電

器，以報告累計從電池抽取的電量。

的節點(包括路由節點)均依靠非常低

稀有，而且，如果感測電阻的共模電

阻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無需使用電

壓快速變化、或在高於和低於系統地

纜。如果電路的功率非常低，那麼甚

微功率零漂移運算放大器

之間擺動，那麼這類電路的準確度常

至不需要隔離型電源，用一塊小型電

常會下降。

池就可運行很多年。

許多電流感測電路遵循著相同的簡單

磁性或光隔離器常常破壞數位域的

方法：在感測電阻的兩端產生一個壓

即採用無線方式。

本文舉例的電路是以兩顆鹼性主

一個內建庫倫計數器，無論何時，該

電池供電。電池輸入電壓由整合了

穩壓器只要導通，就會追蹤從電池吸取

無線模組包括一個ARM Cortex-

庫倫計數器的LTC3335毫微功率升

的總電量，這個資訊可以用I 2C介面讀

為了最大限度減少感測電阻中產生

M3微處理器核心，該核心運行網路軟

降壓轉換器調節。該轉換器可從一個

出，然後可以用來預測電池更換時間。

的熱量，壓降一般限制到10mV~

體。此外，用戶可以編寫應用韌體，

1.8~5.5V輸入電源提供一個穩定的

100mV。測量這個範圍的電壓需要輸

以執行特定於用戶應用的任務。在本

3.3V輸出。視無線電收發器是處於

總結

入電路具很低的失調誤差，例如零漂

例中，無線模組中的微處理器讀取電

工作模式還是休眠模式而不同，工作

凌力爾特和ADI的訊號鏈路、電源管

移運算放大器。LTC2063是一款超低

流測量ADC的SPI埠，並讀取庫倫計數

週期型無線應用的負載電流可能在

理及無線網路產品相結合，可實現真

功率、斬波器穩定型運算放大器，最

器的I C埠。該微處理器還可以將斬波

1μA~20mA之間變化。毫微功率升

正的無線電流感測電路設計。圖2實

大電源電流為2 μ A。由於失調電壓低

器運算放大器置於關機模式，而能進

降壓轉換器在無負載時靜態電流僅為

例顯示，新超低功率斬波器型運算放

於10 μ V，因此該元件可以測量非常小

一步將其電流消耗從2μA降至200nA。

680nA，當無線電收發器和訊號鏈路

大器可準確讀出感測電阻兩端很小的

的壓降而不會影響準確度。圖2所示

這在兩次測量之間時間間隔極長的使

處於休眠模式時，這使整個電路保持

壓降，包括微功率ADC和電壓參考

為，將斬波器穩定型運算放大器配置

用模式下，進一步節省功率。

了非常低的功率。另外，該元件還可

在內的整個電路隨感測電阻的共模電

輸出高達50mA電流，這在無線電發

壓而浮置。毫微功率轉換器可透過一

毫微功率庫倫計數器

送/接受時，以及為各種訊號鏈路電路

小型電池連續多年為電路供電，同時

選擇合適的增益以使感測電阻上

對測量電路而言，一個節點每秒報告

提供了足夠的功率。

利用其內建庫倫計數器報告累計的電

的±10mV全標度電壓(對應於±1A電

一次的典型功耗低於5 μ A，而無線電

在高可靠性無線感測器應用中，用

池電量使用情況。無線模組管理整個

流)映射到輸出端上一個接近全標度範

收發器的功耗可能達到40μA。實際

光電池電量是絕對不可接受的。同時，

應用，並自動連接到一個高度可靠的

圍(以中間電源為中心)。這個已放大

上，功耗取決於各種因素，例如訊號

太頻繁地更換電池會導致不希望發生的

SmartMesh IP網路。

的功率工作。

2

為對一個10mΩ感測電阻兩端的電壓
進行放大和位準移位的情形。

圖1：一個低功率無線電流感測電路，由一個放大感測電壓的低功率斬波器型運算放大器構
成，以一個低功率ADC和參考進行數位化，並連接至一個SmartMesh IP無線模組。一個
低功率DC/DC轉換器處理電池，並追蹤從電池吸取的電量。
34 | EDN TAIWAN

2017.10 | www.edntaiwan.com

圖3：在一塊小型電路板上實現的一個完整的無線電流感測電路。惟一的物理連接是用於測量
電流的香蕉插口。無線模組顯示在右側，該電路用連接到電路板背面的兩節AAA電池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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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內建SAR ADC助力微控制器拓展新應用
大多數SAR和Sigma-Delta(DS)ADC

隨著SAR ADC解析度的提高，

括電能計量、掌上型醫療設備、工業

都將慘遭淘汰，因為在滿足頻率和延

CDAC單元的元件數量會呈線性增加，

控制系統、電源管理系統、遊戲機和

遲需求的同時還要實現低成本和低功

但這些元件的匹配要求會導致平方律區

儀器儀錶等，低成本微控制器(MCU)

耗目標太難。

域增大。為了限制元件總數，通常使用

為其提供高性能模擬功能逐漸成為可

本文將介紹的是一款基於自校準、

橋接或縮放元件來將DAC拆分成更小的

能。在通用控制系統應用中，往往需

自檢架構的低功耗16位元SAR ADC，

子DAC。這些縮放元件並非單位規格，

要奈奎斯特(Nyquist)ADC兼具低延

其配有雙橋分離CDAC和高速三級比

其寄生效應可能會導致進一步的不匹配

遲、高頻寬和低功耗特性，與此同

較器。生產資料表明，這種架構的精

和錯誤。通常由於區域限制，匹配超過

時，其精準度達到約14位元有效位數

準度高達14.5 ENOB，而且總成本

10~11位元對於微控制器整合是不可

(14位元ENOB)，價格也為大眾所接

(實現和測試)明顯低於市場上大多數暢

行的。因此，必須對ADC DAC元件執

受。在如此繁多的需求之下，目前的

銷的12位元SAR ADC。

行某種形式的校準才能滿足更高的解
析度和精準度要求。本文將介紹一種
差分、面積有效型16位元自校準SAR

V+

PLUS DAC

V_

PLUS
RESULT

+
SAR
Engine

+

NON_
CRITICAL

_

MINUS
RESULT

_

VCM

Subtractor
RESULT

圖1：包含2個互補CDAC的全差分ADC架構。

Switches to VINM/VREFH/VREFL
Ct

Bit15:11
VCM
31.5C

31C

31C

Ct

31C
Bit10:6

31C
Bit15:11

Switches to VINP/VREFH/VREFL

圖2：包含2個橋接電容的全差分5b-5b-6b分離CDAC拓撲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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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反饋迴路，並配有包括逐次逼近寄

No Missing codes, High linearity
VIN
Nonlinearities due to capacitor mismatch in a
binary-weighted DAC with oversized first scaling
capacitor after calibration

圖3：非線性度及提高CDAC線性度的方法。

存器的邏輯。DAC通常由一組二進位

的解析度決定。CMRR越高，所需的

在單端模式下，不需要在負端進行部

加權元件組成，在本例中使用的是電

逼近次數越少。例如，如果12位元

分逐次逼近，因此最高運行速度可達

容，一些應用中通常需要能夠對極性

ADC中比較器的CMRR為66dB，則只

460kS/s。此外，該ADC還具有低解

未知的差分輸入訊號進行轉換，轉換

需在負端進行2次逼近(12位元LSB的

析度的12位元模式，最高運行速率可

差分訊號也有助於透過共模雜訊抑制

1/2=78dB，因此負端逼近需將|V CMV -|

達1MS/s。

來提高結果的精準度。

電壓減到12dB)。

CDAC陣列

實現差分ADC常面臨諸多限制因

我們實現的是16位元ADC

素，其中一個是需要在逐次逼近期間

(1/2LSB=102dB)，比較器的CMRR

CDAC是SAR中最重要的組成部

大約為72dB，因此需要進行5次逼近

分。SAR ADC的線性度取決於電容陣

內。當比較器在共模電壓下自動調

(25=30dB)。對於5位元SAR，「非

列中的電容匹配，分離電容結構是限

+

零後，如果輸入偏離該共模電壓，將

關鍵」比較器必須解析的最小輸入電

制晶片面積的常用方法。圖2所示的

導致轉換結果出現錯誤，進而增加

壓為VREFH/32。在負端完成部分逐次逼

CDAC拓撲結構結合校準提供了一種

非線性度。為了防止這一問題，我們

近之後，使用精密比較器和正端DAC

可在電容陣列大小(96個電容)、速度、

添加了一個尺寸更小、功耗更低的

(負責採樣V IN+ )進行全16階逼近。兩

雜訊和線性度之間取得最佳權衡的設

「非關鍵」比較器。該比較器搭配負

個比較器輸出由SAR邏輯捕獲，以控

計。每個電容代表一組單位電容，透

端DAC(負責採樣V IN-)實現部分逐次逼

制相應的DAC進行逐次逼近。正端

過對最高有效位元電容進行校準，可

近。這樣可使比較器負輸入V - 足夠接

結果與負端結果相減會得到未經校準

以縮小單位電容的尺寸。

Csc1

31.5C
Bit5:0

Missing code(s)

將比較器的輸入保持在其共模範圍

+
0.5C

器。SAR ADC通常由DAC和比較器構

No non-monotonicities

_

_
Csc2

ADC架構
圖1顯示了ADC架構，不包括通道多工

_

MINUS DAC

0.5C

VIN
Nonlinearities due to capacitor mismatch in a
standard binary-weighted DAC

ADC的設計。

VREFH VREFL VIN+

VREFH VREFL VIN

Missing code(s)

Result

對於之前使用分立ADC的應用，包

Result

作者：Michael Berens、Jim Feddeler、Stefano Pietri、Brent Macha/恩智浦半導體(NXP)

Non-monotonic

近V CM ，從而確保比較器的精準度在

的結果，從該結果中減去預設的校準

本設計使用了一個大約125fF的

1LSB以內。負端所需的逼近次數由

值後即可得到最終轉換結果。該差分

單位邊緣電容，可以向未校準的電容

比較器的共模抑制比(CMRR)和ADC

模式的運行速率最高可達320kS/s。

提供充分的匹配，並使16位元的kT/C
www.edntaiwan.com | 2017.10

EDN TAIWAN | 37

設計實例

設計實例

雜訊保持在1LSB以下。CDAC根據單

法，是透過測量電容比例差來確定電

元11:0電容和端接電容(略大於2C)進

配置為低增益，以便儲存C3和C4上

位尺寸電容分為3個二進位加權的子

容誤差值，然後透過數位調整方式來

行比較。依此類推，每個MSB電容都

的偏移。

DAC。最高有效位元(MSB)子DAC包

修改結果。正端和負端CDAC的MSB

會執行這一過程，校準係數會進行累

在自動調零階段結束時，會將第

8

含5位元，中間有效位元(ISB)子DAC

電容均被校準。為了在調整SAR結果

加並儲存在記憶體中，每個ADC需要

一個casz解除置位，然後使用非交疊

6

包含5位元，最低有效位元(LSB)子

後不產生較大的非線性度，校準前

的儲存空間不到128位元。完成正常

時脈相位將cazd解除置位。ADC隨後

4

DAC包含6位元。LSB部分由用於位

的CDAC必須是單調的，將縮放電容

ADC轉換之後，從未經校準的結果中

會啟動逐次逼近階段，比較器級切換

元0和終止的半尺寸電容構建成一個5

Csc1(圖3)的尺寸調整為略大於理想

減去對應於MSB結果的校準值可獲得

到高增益配置，輸入訊號由折疊共源

位元陣列。

值可以保證單調性。圖3對這一概念

校準結果。

共閘增益級放大。在逐次逼近週期，

然後，應用基於累積校準係數的增

比較器輸出級由M12復位，DAC可穩

為了確定校準誤差值，每個MSB

益因數可生成最終轉換結果。該校準

定下來(clk為高電平)，接下來，會將

SAR ADC有許多種校準方法，一些方

電容(由位元15:11控制)都將與所有

方法可補償MSB電容之間的不匹配，

clk解除置位並進行比較操作。比較

法使用基於數位關聯的校準，另一些

最低有效位元電容的組合進行比較。

以及第一個縮放電容的不匹配和寄生

器佈局對ADC的性能至關重要，特別

方法使用相關技術測量DAC中的電容

例如，校準的某一步是將位元11電

效應。必須指出的是，為了提高未校

要注意防止類比和數位訊號的耦合。

進行了說明。

ADC校準

LSB

10

2
0
-2
-4
-6
VREFH
Frequency(MHz)

5.11

4.38 6.75 5.18 4.43

4.59 7.56

-3.79 -2.63 -2.98 -2.27 -4.34 -3.22 -2.82 -2.54 -5.29 -3.47 -3.8 -3.17

Min of INLmin - DIFF - 25

-3.44 -3.05 -2.93 -2.6 -4.18 -2.89 -2.77 -2.8 -5.19 -3.49 -3.42 -3.46

Min of INLmin - DIFF - 125

-3.21 -2.95 -2.64 -3.1 -3.81 -3.2 -2.99 -3.12 -3.5 -3.42 -3.16 -3.32

造，ADC電路已整合到90nm微控制

所有單位電容都具有相同的周邊結構。

器中，目前處於生產階段。在某一晶

15

在比較器設計中，需要權衡的主要

圓生產批次中隨機選取了4個元件，

14.95

是速度與精準度。精準度可透過提供

測得的ADC積分非線性(INL)誤差如

14.9

足夠的高增益、低偏移和低輸入參考

圖5所示。圖中所示的最小和最大

14.85

雜訊來保證。比較器偏移會引起ADC

INL的測試條件為：最大轉換速率、

傳輸特性的偏移，但不影響ADC的線

時脈頻率從1MHz~12MHz(最大時

性度，在我們的實現方案中，偏移透

脈頻率)、電壓從1.71V~3.6V、溫度

過自動調零技術來消除。比較器需要

從-40℃~125℃。

-11.8
-0.18

+12.1
+0.96

-11.8
-0.18

+12.1
+0.96

表1，典型情況和最差情況下CDAC INL和DNL的蒙特卡羅模擬結果。
avdd
agnd
cazd

M8
M6

cazdb
pbias

M9

M7

M5

M4

M10

M11

inp

M1

outm

M12

M2

outp

inm

C2

clk
casz
M13
M14
biasn

M3

M15

avss

圖4：具有電容耦合和自動調零功能的全差分比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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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C4

圖6顯示在8MHz和12MHz時脈速

問題(在16位元模式下，低至15mV左

率下的ENOB，11kS/s轉換速率時可

右)，並在規定的延遲時間內提供回

達到近15位元的ENOB。

應。在16位元模式下，最大ADC時

圖7是微控制器晶片上ADC的照

脈為12MHz，這種情況下比較器需要

片。CDAC位於中心部分，而開關位

在大約半個週期(即41.6ns)內完成每

於每個邊緣電容單元的下方。比較器

次比較。

和電流參考位於CDAC下方，通道多

這裡選用三級比較器來取得速度
C1

pcasc

足夠的增益來解決小於1LSB的電壓

M16

圖5：LSB中的最小/最大INL與參考電壓、溫度和採樣頻率之間的關係(在16位元差分模式
下的最大轉換速率時)。
Part 1

ENOB

ENOB
12.29
15.32

6.9

Min of INLmin - DIFF - -40

ADC採用90nm

INL

3.6

3.88 6.39 5.41 3.94

3.78

Max of INLmax - DIFF - 125 4.88 3.47

虛設的電容環，以確保電容陣列中的

DNL

3
12

4.62 4.51

術。此外，在電容陣列的邊緣採用了

Typical case
Uncalibrated
Calibrated

2.7

4.44 6.33 6.87 4.94

較。下一步是將位元12電容(2C)與位

+23.1
+1.85

1.71

4.12 4.23 7.28 4.32

調整結果。本文中ADC使用的測量方

-22.2
-1.57

3.6

5.87 7.16 4.31

實驗結果

+41.7
+1.40

3
8

3.9

制校準範圍，必須採用共質心版圖技

-31.0
-0.52

2.7

3.23 4.02 7.23 4.43

(由於Csc1過大而略大於1C)進行比

ENOB
11.46
14.92

1.71

4.8

改DAC元件或者透過數位調整方式來

INL

3.6

5.07 3.57

準電容的線性度和耐受過程梯度、限

DNL

3
1

Max of INLmax - DIFF - -40

容(1C)與位元10:0電容和末位元電容

Worst case
Uncalibrated
Calibrated

2.7

Max of INLmax - DIFF - 25

比例差，然後透過類比調整方式來修

CMOS製程製

1.71

Part 2

Part 3

14.8
14.75
14.7
14.65
14.6
14.55

SampleFreq(kHz) 4
AdcFreq(MHz) 8

7

6
12

11

Frequency

圖6：典型條件下SAR ADC ENOB與採樣頻率之間的關係。

工器位於CDAC上方，即電路的頂部。

和增益之間的折衷。每一級均獨立自
動調零，並與下一級電容耦合，請注

結論

意，前兩級是全差分比較器，第三級

借助90nm CMOS技術，現已成功使用

是單端比較器。圖5為比較器各級的

金屬邊緣電容實現一款低功耗差分自

簡化原理圖，利用折疊共源共閘結構

校準460kS/s 16位元軌到軌輸入SAR

可提供足夠的增益，以解決16位元

A/D轉換器。這款ADC在全速下測得的

ADC相關的電壓電平。在ADC採樣/自

電流消耗為800mA，適於多種應用。

動調零階段，差分對M1-M2的閘極連

矽測量顯示其總體性能達13.5~14.5

接到類比接地電壓(cazd為高電平)，

ENOB，該電路現已整合到90nm微控

輸出級透過M13-M14(casz為高電平)

制器中，目前處於生產階段。

圖7：微控制器晶片照片(突出顯示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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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櫥窗

還在分享同事
的雜誌嗎？

採用符合成本效益封裝的新
MOSFET
英飛凌科技(Infineon)擴充新CoolMOS

器體積小、安全性高、辨識速度超快，

PWM，運行速度可高達144MHz，有

P7技術系列，推出SOT-223封裝產

是業界爭相追逐的新一代技術。

助於進行高精準度控制，同時整合硬

品。新產品與DPAK基底面完全相容，

億光新品NIR-C19M系列為非接

體除法器，可提升演算法運算速度；

可直接進行替代。結合新CoolMOS P7

觸式光學虹膜辨識，採用獨特鑄模製

提供高達256KB記憶體、3組可靈活設

平台與SOT-223封裝，適合智慧型手

程，相較於傳統灌膠製程的紅外線

置的串列介面及具備高抗干擾能力，

機充電器、筆記型電腦充電器、電視

LED產品，表面平整度提升許多，可

達8KV ESD(HBM)/4KV EFT。

電源供應器和照明等應用。

靠度/信賴性大幅提高。其使用特殊紅

NuMicro M0564系列亦提供20

全新CoolMOS P7針對低功率

外波段810nm波長，搭配ISP影像處

組通道12位元ADC，可用來擷取資

SMPS市場需求所設計，擁有絕佳的效

理器和CMOS感測器接收經人眼反射

料，適合斷路器作為多通道電壓量

能且易於使用，讓設計人員能充分利

紅外光，達到虹膜辨識功用。

測。M0564系列亦支持電壓可調式介

C

用精簡外型尺寸的優勢。新產品採用

新產品在1,000mA操作下輻射強度

面，可為多樣化的外部元件提供特定

具價格競爭力的超接面技術，能為客

可高達2,700mW/Sr，熱阻4.38℃/W，

接腳，方便外部元件彈性化使用寬電

Y

戶端降低整體物料清單(BOM)。

在安全規範上，已通過國際IEC62471

壓(1.8V~5.5V)直接連接M0564系列，

CM

SOT-223封裝是DPAK的成本效

安全認證，保證對於人眼及皮膚不造成

毋需添加額外的電壓轉換電路。

MY

益替代選擇。此封裝版本CoolMOS

傷害。再加上體積僅3.5×3.5×2.3mm

新唐科技

CY

P7的散熱特性已於多項應用中進行評

的優勢，整體便利性更佳，合乎對機構

www.nuvoton.com

估。SOT-223置於DPAK基底面時，

設計空間要求較高的客戶。

溫度最多比標準型DPAK增加2~3℃，

億光電子

當銅面積達到20mm 2 以上，散熱效能

www.everlight.com

等同於DPAK。

K

宜普電源轉換(EPC)推出高效、靈活及
採用氮化鎵(GaN)電晶體的差分模式開

新唐科技(Nuvoton Technology )推出

頻率工作，包括無線充電應用普遍使

紅外線LED適合虹膜辨識應用

最新微控制器NuMicro M0564系列，

用的6.78MHz頻率。推出開發板的

億光電子(Everlight)推出NIR-C19M系

此產品以ARM Cortex-M0架構為基礎，

目的是幫助功率系統設計師以簡易方

列，其為高效紅外線LED，採用效果

工作頻率高達72MHz，內建256KB記

法對氮化鎵電晶體的優越性能進行評

對比最明顯的波段810nm，辨識精準

憶體及20KB SRAM。M0564系列不僅

估，使他們的產品可以快速量產。

快速且散熱性佳，適合安防設備(如門

與M051系列接腳完全相容，且增加了

這些開發板專為採用E類放大器

禁解鎖)和手持裝置的虹膜辨識應用。

許多更有競爭力的特性，例如：電壓

拓撲的應用而設計，例如無線充電應

隨著市場需求與高科技的發展演

可調式介面(VAI)、PWM運行速度高達

用，而且也可以支援採用低側開關

進，現行許多系統與裝置應用結合

144MHz、20組通道12位元的高速類

的其他應用，例如不限於推挽式轉換

「身體就是密碼」概念，以身體器官的

比數位轉換器(ADC)，以及3組可靈活

器、電流模式D類放大器、共源雙向開

獨特性取代密碼(生物辨識)，如指紋、

設置的串列介面(USCI)，M0564系列

關及諸如光達(LiDAR)的各種高壓短脈

聲音、虹膜、人臉等，辨識快速方便，

適合應用於在工業控制、智慧電表裝

衝寬度應用。

且可免於傳統記一長串密碼的問題。其

置及馬達控制應用。

宜普電源轉換

www.infineon.com

中非接觸式光學辨識「虹膜辨識」感測

CMY

新開發板鎖定無線充電及雷射
雷達應用

適用工業控制與智慧電表微控
制器系列問世

英飛凌科技

M

NuMicro M0564系列提供獨特

發板(EPC9083)，可以在高達15MHz

您也可以免費訂閱！
如果您已訂閱，
請儘快續訂以確保繼續收到雜誌。

立即掃描訂閱

www.epc-co.com.tw
備註： 僅符合條件的業內人士可獲得免費贈閱，出版方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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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發郵件至：
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註明「雜誌續訂」及您的讀者編號。

20VIN 和 20AOUT
Silent Switcher 2
®

Efficiency and Powe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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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
3.1V to 20V

12

LTC7150S

70

0

4

8 12
IOUT (A)

16

POWER LOSS (W)

VOUT ≥0.6V @ 20A

100

0
20

12VIN 至 1.2VOUT、效率達 92% 的單片式降壓
需要為您的數位 IC (FPGA、µP、µC、DSP、GPU、PLD、ASIC) 選擇高性能、高功率負載點電源嗎? LTC7150S 是一款運用了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的 20A、高效率、單片式同步降壓型穩壓器，可提供卓越的 EMI 性能並簡化電路板佈局。其可鎖相受控導
通時間的電流模式架構，可在高切換頻率下實現高降壓比，以提供高功率密度解決方案。PolyPhase 操作允許多個 LTC7150S 穩壓
器並聯錯相操作，可減少所需的輸入和輸出電容數量。它的工作電源電壓範圍為 3.1V 至 20V，並具有一個 0.6V 至 VIN 的輸出電壓
範圍。該元件的工作頻率可設定在 400kHz 至 3MHz 的範圍內，故能使用尺寸較小的電感器和電容器，並且可讓那些對雜訊敏感的
應用在此範圍內進行外部同步。

Selected Monolithic Single & Dual Buck Regulators
Part Number

IOUT

20A
15A
LTC7151S*
10A
LT8642S*
LT8652S* 8.5A/8.5A
6A/6A
LTC3636
3.5A/3.5A
LTC7124
LTC7150S

VIN Range

VOUT Range

3.1V to 20V
3.1V to 20V
3V to 18V
3V to 18V
3.1V to 20V
3.1V to 17V

0.6V to VIN
0.5V to VIN
0.6V to VIN
0.6V to VIN
0.6V to 12V
0.6V to VIN

Differential
Freq (Max) Remote
Sense

3MHz
3MHz
3MHz
3MHz
4MHz
4MHz

Yes
Yes
No
Yes
No
No

查詢詳情

Silent
Switcher

SS 2 ^^
SS 2 ^^
SS 2 ^^
SS 2 ^^
No
No

Package

www.linear.com/product/LTC7150S

5 x 6 x 1.3mm BGA
4 x 5 x 0.75mm LQFN
4 x 4 x 0.94mm LQFN
4 x 7 x 0.94mm LQFN
4 x 5 x 0.75mm QFN
3 x 5 x 0.75mm QFN

* Future product, please contact for more information. ^^ SS 2 = noise-cancelling hot loops and integrated capacitors

Find your local sales office: www.linear.com/contact

、LT、LTC、LTM、Linear Technology、Linear 標簽和 µModule
是 ADI 公司的註冊商標。SoftSpan 是 ADI 公司的商標。所有其他商
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