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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用測試解決方案解決 SoC 中的功能性安全問題
5 月 16 日 上午 10:00 - 11:30
由於汽車集成更多的電子設備來控制安全關鍵部件，系統內的 SoC 必須例行地進行現場
自我測試，以檢測由於老化而導致的結構缺陷，並符合 ISO 26262 的要求。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在您的 SoC 中加速數據融合的技術：高性能感測器，語音和音頻處理
展示使用具有預先驗證的硬體和軟體的集成 IP 子系統的技術，使設計人員能夠整合並
有效處理來自低功耗系統中日益廣泛的融合元素的資料。
讓數位式電源設計變得更輕鬆
當今的電源設計人員必須設計出可提供高效率、高功率密度、高可靠性、高階通訊功能
和高端控制功能的電源轉換產品，並且需要以較低的成本、快速地將這些產品開發出
來、推向市場。Microchip 提供一套完整的電源解決方案來幫助設計人員因應這些挑戰。
RF 轉換器支援多種寬頻應用
重點探討 RF 資料轉換器給無線電設計人員帶來的優勢和靈活性，并展示一些使用 RF
DAC 的發射器實例。
整合式 ADAS 網域控制器與汽車 IP
介紹最新的整合式汽車 ADAS SoC 架構，以及設計人員如何利用符合汽車產業標準的 IP
加速其 SoC 等級認證和投產進度。
優化中芯國際 (SMIC) 40LL & 40ULP 設計以提高速度和能源效率
詳細講述基礎 IP — 邏輯庫和嵌入式記憶體 — 怎樣幫助設計師充分利用 SMIC 的 40LL
和 40ULP 製程技術的功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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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國之本》二部曲
「Desenrascar；」我的東道主湊近，重複了一遍這個葡萄牙語詞：
「給我們再大的難題，我們都能解決，儘管我們的動作不一定優美；」

險投資人和科技媒體大亨，加之逾七萬多名國際參會者。
然而，會後似乎並未看到有外資進入葡萄牙建立科研中心；沒

他略為得意地解釋道。我們坐在里斯本(Lisbon)以北半小時的卡石
卡伊石鎮(Cascais)的一家海濱餐館，當地的特色菜是海鹽裹著烤

有這些投資，葡萄牙的優等大學每年培養的成千工程系畢業生仍不
得不出國求職。

的全魚(peixe ao sal)。
喜愛金庸大師的讀者可能記得，《射雕英雄傳》第十二回中，

但比人才流失更嚴重的是：沒有雄厚工程設計力量的國家只
能充當科技的「消費者」，而非「生產者」。這種國家將缺席於設定

黃蓉在江邊偷了雞，「用峨嵋鋼刺剖了公雞肚子，將內臟洗剝乾淨，
卻不拔毛，用水和了一團泥裹住雞外，生火烤了起來。烤得一會，泥
中透出甜香，待得濕泥乾透，剝去乾泥，雞毛隨泥而落，雞肉白嫩，
濃香撲鼻。」此道菜當然就是引洪七公出場的江南美食叫化雞，以
美魚代肥雞、海鹽代江泥，讀者即可以想像我們今晚的魚的做法。
熱情款待我的是若澤弗蘭卡(José Franca)，前葡萄牙國務卿
兼教育部長和美國IEEE院士。「我教你這個葡萄牙語詞可不是厚著

未來科技標準、搭建未來供應鏈架構、以及主導對本國有長期結構
性優勢的未來國際遊戲規則的討論圓桌。
追溯世界歷史，只有科技生產國推動了長期持續的經濟發展，
也收割了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紅利。在1998年為全國報刊《公眾
報》(Público)的一篇署名社論中，弗蘭卡把這種國與國之間的等級
關係稱為「科技版國聯」(technology league of nations)，並力倡
葡萄牙的工業策略側重培養新一代敏捷、眼觀國際但身居本國的

臉誇自己的國家喔…嗯，起碼不完全是…哈哈！」他一邊為我盛魚，
一邊接著暢談。「其實問題在於，為什麼葡萄牙老是避不開麻煩難
題？」弗蘭卡的臉色開始嚴肅。
看著今天的葡萄牙，很多讀者會把弗蘭卡的提問理解成這個
歐洲最西邊的小國的謙遜溫和。雖曾為殖民時期西歐列強之一，葡
萄牙在1970年代「康乃馨革命」推翻本國法西斯政權後，極力改善
和前殖民地以及世界各國關係，外交側重和平友誼。1999年澳門順

工程人傑，以推動葡萄牙晉身科技生產強國。
說到敏捷，您也許注意到最近ASPENCORE全球活動和覆蓋
面超於往常；我們真誠感謝參與3月在上海落幕之「中國IC設計領
袖峰會」的所有演講嘉賓、與會朋友和贊助商夥伴們。鑒於中國在
全球不僅領頭製造供應鏈還在人工智慧等高端科技領域屢奪新制
高點，本社將於今年11月主辦第一屆「ASPENCORE全球雙峰會」，
主題為智慧中國，廣聚歐亞美各地CEO和CTO等級的領袖。

利回歸中國以及之後持續升溫的中葡關係，亦見證了葡萄牙在歐亞
之間的橋樑價值。
經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葡萄牙果斷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迅速促進了本國經濟恢復成長、貧富懸殊縮小、就業擴大、以及財
政赤字降低。儘管有些政策公然違背了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要求的財政開銷緊縮，布魯塞爾(編按：歐盟總部)卻似乎毫不
介意。歐洲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今年3月在歐
盟議會上，更當面稱讚現任葡萄牙總理科斯塔(António Costa)政
府領導之「美麗的經濟復甦」。

現 已 確 認 出 席 講 演 的 嘉 賓 有：美 國 S i l i c o n L a b s 執 行 長
Tyson Tut tle、歐洲STMicroelectronics上任不久的CEO JeanMarc Cher y、以及台灣半導體協會( TSIA)常任理事盧超群博士
等；我們亦很榮幸再次邀請到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積體電路設計分
會理事長魏少軍教授。我們邀請您11月在氣候宜人的深圳，於本社
和各國科技界精英彙聚一堂。
話回葡萄牙。好客的弗蘭卡教授飯後堅持親自駕車送我回里斯
本皇家校場邊的酒店。下車時我突然想起了兒時聽家長講過的一個
典故：古時有七歲小童，舉止莊重像成年人，「聞講《左氏春秋》，愛

但弗蘭卡，前類比半導體設計公司Chipidea的創辦人，並非葡
萄牙經濟發展的圈外人：「近年來葡萄牙的創新創業廣受海外媒體
關注推崇，這當然是好事，但我們不能太相信自己的宣傳而忘記了

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群
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
迸，兒得活。」

實幹。早期取得的成果應該回種地裡、生根發芽，換來以後更大更

北宋司馬光滿腔愛國激情編撰《資治通鑒》，年少時就表現出

持續的豐收。」
一 個 典 型的 例 子：We b S u m mi t 是 一 場 被《富比士 雜 誌》
( F o r b e s M a g a z i n e) 評 為「地 表 最 強 」的 科 技 峰 會，彭 博 社

破甕救友的機智。而這機智何嘗不是急中生智？誠然，遇到緊急難
題會讓誰都頭疼，在執行宇宙探索等高風險科學任務時，問題解決
不妥更立即有生命危險。但人類在面對逆境時的勇氣和智慧─我

(Bloomberg)則稱其為「極客版世界經濟論壇」(Davos for geeks)；兩
年前該會議搬到里斯本舉行後，吸引了眾多科技金融界的甲級明星，
如滴滴出行總裁柳青、英特爾(Intel)執行長柯再奇(Brian Krzanich)、

們desenrascar的品質─ 有史以來都是每一個民族生存和進步的

已故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以及顯赫風

aspencore.com)或與您最喜愛的編輯聯繫。謝謝您的支持！

決定性因素。此亦可謂強國之本。
猶如以往，您若有任何建議或評論，請直接寫信給我(victor@

高志煒
W. Victor Gao
葡萄牙卡石卡伊石鎮

餐館名：Restaurante Porto Santa Maria

葡式叫化魚 90€

地址：Estrada do Guincho，2750-642 Cascais, Portugal

服務小費 15%

紅葡萄酒(兩杯) 15€
合計 146歐元

冰淇淋蛋糕(弗蘭卡) 12€

法式布丁(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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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頭戴式平板電腦可望主導輔助
實境市場？
作者：Brian Santo

在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

網狀懸臂上裝有一個小型視訊顯示器

能提供機制。HMT-1目前已可以辨識

中，一位家庭朋友用一個詞概括了

(圖1)。HMT-1針對工業環境進行了強

相當豐富的特定命令，Lowery表示，

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飾

化，提供使用者可能需要的任何視覺

接下來的研發工作之一是使其可支援

演的Ben Braddock應邁向的未來道

支援材料—手冊、教學和視訊等。

自然語言。

路：「塑膠(plastics)」(編註：當時，
塑膠產業被視為非常有前景的新興產

它是物聯網(IoT)的經典用例之
一，也是5G支持者嚮往的類型。

HPE VRG還使HMT-1用戶可以與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任何人進行協

業)。但這觀點自1967年以來發生了變

實質上，HMT-1幾乎具有與

作或向其諮詢。透過使用HPE VRG

化，RealWear席執行長Andy Lowery

Android平板電腦一樣的元件，包括

既有的功能，用戶和遠端訪客可以共

將會告訴你，「半人馬(centaurs)」關

高通(Qualcomm)8核心Snapdragon

用HMT-1攝影鏡頭捕獲的視訊，而遠

係從現在到未來的一切。

625處理器、16GB記憶體、Wi-Fi和藍

端訪客可以即時注解該視訊。想想專

牙(Bluetooth)，以及USB和MicroSD

業足球比賽電視解說員使用的視訊標

插槽。

記器，請參閱下文「籃球愛好者社區

你可能會記得，神話中的半人馬是
半人半馬的怪物，電腦輔助則定義了

(The hoops connection)」部分。

現代的半人馬。國際西洋棋超級大師

上述元件被重新組織進強化的馬蹄

加里˙基莫維奇˙卡斯帕洛夫(Garry

形裝置內，進而可安裝到安全帽或其他

HMT-1的大多數用戶都使用它來

Kimovich Kasparov)這位傳奇人物，

頭盔上。順便說一句，它就是頭戴式

接取對他們所做任何事情有用的資訊

用這個詞比喻那些用弈棋機戰術運算

平板電腦(HMT)的衍生產品。除配置

來源。這就是為什麼Lowery傾向於將

能力來補強自己西洋棋戰略智慧的人

外，最明顯的區別是螢幕較小— 其

HMT-1作為知識轉移平台。有了它，

類棋手。

高度和寬度與火柴盒相近—但近距離

半人馬就可以向電腦尋求幫助來完成

(1~3cm遠)看，影像清晰可見(圖2)。

任務。

據說，對於單獨一個人或單獨一
台電腦來說，要想擊敗一位能幹的西
洋棋半人馬幾乎是不可能的。
人類現在正在成為通用半人馬。
Lowery評論，「嬰兒潮一代正在退
休，千禧一代則不記得他們手上什麼
設備也沒有的時候。」
半人馬行為的一個常見的例子是，
即使去老地方，也用全球定位系統

該裝置採用一顆標準的5號可充
電電池供電，更換電池也非常簡單。

HMT-1鎖定輔助實境市場

一般使用情況下，續航力大約是12個

這種差異影響RealWear瞭解市場細分

小時。
HMT-1基於Android，可以託管
任意數量的應用。用戶可以調用本機
存放區的材料，也可以連網，接取儲
存在其他地方的材料。

(GPS)輔助來導航。一些年紀大的人

與普通平板電腦的另一個區別在

可能偶爾這樣做，而千禧一代(和更年

於，它完全是語音啟動。還可以使

輕一代)傾向於做到準確無誤。這正是

用USB插槽添加滑鼠或操縱桿，但

他們學會做事的方式，Lowery認為。

主要輸入方法是語音。Lowery指出，
這項技術與Alexa和Google「完全不

實現「半人馬」意義的裝置？

同」。「HMT-1走了條明顯不同的技

RealWear決定設計一款可用來實現

術之路。」

半人馬的設備— HMT-1。該公司

RealWear運行HPE視覺化遠端指

出售一種可安裝在頭盔的設備，在

導(VRG)，來為HMT-1的語音輸入功

圖1：HMT-1頭盔安裝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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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的方式。為了瞭解細分市場，我們需
要定義以下術語：
· 虛擬實境(VR) 是指視野內所有東
西都是電腦產生的影像。
· 擴增實境(AR) 是指將電腦生成的
影像投影到實境世界中。它是混
合實境(mixed reality)的一種形
式。
· 擴增虛擬(Augmented virtuality)
是指將真實物體置於虛擬實境
中。它也是混合實境的一種形
式。《銀河飛龍(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中的全像甲
板(holodeck)即為一例。
· 輔助實境(Assisted realit) 是指
電腦產生的影像在抬頭顯示器
(HUD)中呈現。

圖2：作者親自試戴配有HMT-1顯示器的頭盔。

訓其他外科醫生。

當威廉斯第一次看到HMT-1時，他

RealWear瞄準的是輔助實境市

顯然，RealWear的HMT-1將從5G

告訴Lowery：「你錯過了市場… …

場。HMT-1不是輔助/增強/虛擬實境

無線寬頻連線中獲得無限好處。在提

NBA、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

設備市場上技術最先進的設備，這是

到無線連接時，Lowery稱該設備是典

美國職業橄欖球大聯盟(NFL)和北美冰

設計使然。

型的串流媒體視訊應用。

球聯盟(NHL)的每一位教練手中都必須

該公司對出風頭的興趣不大，其

該公司有意不在產品中建立4G

人手一部。」

更感興趣的是在今年年底成為全球最

或5G連接，因為那樣做，它就必須

威廉斯現在是名國際教練，培訓世

大的可穿戴公司。

要經過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批准流

界各地的年輕球員，他每次旅行只會

為此，如果某款全功能設備是基

程，就會延遲產品上市時間，而得拖

和任何特定球員見幾次面，然後由當

於穩定和成熟的技術設計，那麼就可

到2018年的某個時候才能上市。該公

地的教練繼續做輔導。問題在於，本

以將它可靠地用於工業應用。此外，

司面臨整合無線寬頻連線和獲取早期

地教練的籃球專業技能非常少，有時

對於軍用和軍用外包市場，這也可以

市場主導地位的兩種選擇— 它選擇

候，威廉斯試圖教授的課程沒有得到

使它更容易地取得相應的軍用技術成

了後者。

強化，或者更糟糕的是，結果適得其

熟度/製造成熟度(TRL/MRL)準則的
資格。

實際上，HMT-1用戶可以透過設置

反。威廉斯說，「課程沒有持續。」

Wi-Fi熱點來連接寬頻連線，且其可以

所以他一直用HMT-1來協助教

Lowery表示，RealWear 2018年

是有線或無線方式，不過，該產品未

練。教練在訓練中佩戴它，威廉斯

的年營收目標為2,000萬美元。每台

來的版本可能內建5G。Lowery說，正

就能夠看到球員；再借助語言翻譯應

HMT-1售價約為2,000美元，目前為

是出於這個原因，諾基亞(Nokia)和華

用，就能向教練傳達如何強化他以前

止，該公司已出貨3,000台。2018年

為(HuaWei)都對HMT-1表現出興趣。

教給球員的內容，以及如何讓球員獲

第一季多一點的時間內，該公司實現

得這些技能，而且他可以從任何偏遠

籃球愛好者社區

的地方這麼做。威廉斯說，籃球讓他

HMT-1的客戶包括：石油公

現在該說說前美國男子職業籃球聯賽

有機會接受到他以前從未能負擔得起

司— 在石油鑽井平台上使用它；菲

(NBA)球員傑羅姆˙威廉斯(Jerome

的教育，「這就是我所推動的：經濟

多利(Frito-Lay)— 其洋芋片工廠雜

Williams)了。在場外，威廉斯的親

發展機會。」

的目標也稍微超過了四分之一。

訊太大，車間工人在使用HMT-1之

和力掩蓋了他的NBA綽號— 垃圾狗

此外，威廉斯還勸說RealWear

前根本無法溝通，以及芬蘭的一家醫

(Junk Yard Dog)— 你仍然會偶爾

推出可與硬質棒球帽協同工作的設備

院— 利用它來拍攝手術視訊，以培

聽到他以第三人稱的方式這樣自稱。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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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脈動

以電子技術實現新型醫療保健
作者：Busy Blogger

電子技術在讓使用者生活得更舒適簡便
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正如最近哥倫比
亞大學(University of Columbia)科學
家的一項研究所證實的那樣，這種趨勢
的重要性正在快速增加—該研究涉及
一種非常便宜的黑盒子，它可在很短的
時間內分析患者的血液，並檢測是否存
在危險疾病，如愛滋病(HIV)或梅毒。
刊登於《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期刊中的《A smartphone
dongle for

diagnosi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t the point of care(用於診斷
傳染病的智慧型手機外掛程式)》一文寫
道：「我們試圖借助以前在診斷硬體
小型化方面取得的成果，對愛滋病、
梅毒和其他性傳播疾病進行快速檢驗
(POC)診斷。事實證明，孕婦早期診
斷和治療這些疾病，可減少對母親及其
子女的不良健康影響。梅毒螺旋體抗體
在梅毒感染中出現的時間早於非梅毒螺
旋體抗體，這一發現已用於梅毒快速
診斷試驗(RDT)。最近，一些製造商如
Chembio、SD Bioline和MedMira等，
開發了雙重愛滋病/梅毒螺旋體梅毒測
試，但這些測試依賴側流或免疫過濾技

圖2：哥倫比亞大學提出的方案架構圖。

圖1：透過專用應用程式，在使用者智慧型手
機上提供對患者生物參數的快速和低成本醫
療測試。
(圖片來源：Android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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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術，這可能會限制其重複使用的性能和

統透過專用應用程式與使用者的智慧

能力。因此，我們試圖將台式 聯免疫

型手機介面結合，所以可自行進行檢

吸附測定(ELISA)儀器上的所有功能設計

查。此外，該方法也能很好地保護患

成一個小型診斷附件，即『dongle』，

者隱私：資料可以儲存在使用者的個

將其附加到智慧型手機上。」

人醫療記錄中(圖1)。

這種解決方案可保證節省大量

讓我們看看這個新的有趣方案的

花費— 其約50美元的成本與生物分

基本架構— 因其成本低、易於使用

析實驗室相比是很低的。因為這個系

少量元件實現，所以可望被廣泛使用。

技術脈動
如圖2所示，系統需要一些基本的
電子元件，如LED或光電二極體，將
其插入到整合電子IC中(圖3)。這對生
產這些元件的電子公司來說，意味著
將有很好的商機出現。
危險疾病的預防和早期診斷只是
這種結合電子技術與醫療保健、症狀/
疾病預防方法的第一步— 在不久的
將來，這一新的「電子保健」市場可
能會出現一些新變化。
新的「電子保健」市場還有哪些變
化值得關注呢？電子技術還可透過植入
式心律去顫器(ICD)預防心臟驟停，來

圖3：採用整合式IC、光電二極體和LED的電子系統。

(資料來源：circuitdigest)

挽救人們的生命— 在檢測到心臟停
搏的情況下，ICD施加放電以重啟受
影響心臟的心電活動。
美國心臟學會的《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植入式ICD)》
這篇文章指出：「ICD是一種放置在皮
下的電池供電設備，可以追蹤心率。
細導線將ICD連接到心臟，如果檢測
到心律異常，亦即心律紊亂且心律過
快，ICD將會施以電擊，以恢復正常心
律。ICD在預防已知持續性室性心動過

圖4：ICD感測放大器架構圖。

(資料來源：美國心臟協會)

速(NVST)或心房顫動患者的猝死方面
非常有用。研究顯示，對於目前沒有
但存在室性心律異常而危及生命危險
的高危患者，這類設備可能在預防他
們心臟驟停方面發揮作用。」
電子技術對實現這種預防系統的貢
獻巨大，如圖4中的架構圖所示。
最近市場上推出了一種新的皮下
去顫器，這種新設備有個有趣的新功
能：它放置在患者皮膚下，並且可以
在由於元件老化而導致故障的情況下
輕鬆更換。
《波士頓科學(Boston Scientific)》
提到：「植入式ICD旨在監測和治療心
律問題，可極大地降低與其相關的風

圖5：可以檢測人體心率和呼吸節奏的ADAS1000-4架構圖。

險。與這種設備相關的風險，包括但不

現代醫療電子技術提供多種方案來

限於：過敏反應、出血、死亡、發燒、

監測心率，此類更有趣且廣為普及的

感染、腎衰竭、需要手術更換、神經損

應用之一是心電圖。目前市場上能夠

傷、中風和組織損傷。」

即時監測心電活動的IC，亞德諾(ADI)

(資料來源：ADI)

生產的ADAS1000-4就是其中一個例
子(圖5)。
最近實現的另一應用於心臟監測電
子元件的新進展可參考圖6。
www.edntaiwan.com | 2018.05 EDN TAIWAN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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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Light提供的一篇《A new

於ActLight專有的動態光電二極體技

sensor increases smartwatch battery

術，由ActLight與一家全球醫療技術

life five times(新型感測器可將智慧

半導體供應商和洛桑聯邦理工學院

手錶電池壽命延長五倍)》文章寫道：

(EPFL)合作開發。」

「ActLight為可穿戴設備推出了新

你認為電子技術能透過持續監

一代心率感測器，其功耗比市場上

測用戶的心臟活動來幫助挽救生命

現有的產品低80%之多，且仍能提

嗎？你喜歡這一技術的這種可能應

供相同性能。這款心率感測器是基

用嗎？

圖6：ActLight製造的新型心率感測器。
(資料來源：ActLight)

電池供電邊緣AI有助減少IoT資料流量
作者：Richard Quinnell

在微控制器(MCU)領域，將機器學習

至完成，然後讓控制器彙集結果以供下

人工智慧(AI)導入網路邊緣的努力正

一條指令使用。Croome估計，就完成

風起雲湧。但是執行演算法— 如卷

的AI功能來說，其實現的處理性能比傳

積神經網路(CNN)— 的運算需求對

統數位訊號處理器(DSP)高出近20倍。

功率要求相當高。無晶圓廠半導體供

由於GAP8及其支援的軟體和開發

應商GreenWaves Technologies發

工具建立在開放平台上，因此可達到

佈了一款新處理器以回應這一要求，

這種性能水準的成本可能非常低。不

該處理器將AI應用於感測器讀數以協

涉及版權或授權費用，該公司的開發

助擷取資料，並減少資料的串流量。

投資只花費在其可以增值的地方而不

GreenWaves GAP8應用處理器

是構建基礎，因此，該公司預計，該

是針對視訊和音訊處理演算法，以及

晶片以100K的量出貨時，單價為5美

CNN最佳化的八核心運算集群。該處

元。進而，該公司預估，採用成本低

理器還具有專用於通訊、控制和感測器
資料預分析的核心。該元件的目標應用

Gapuino開發板提供一個機會，使用GAP8
處理器在邊緣快速開始和AI攜手合作。
(圖片來源：GreenWaves Technology)

包括：目標和人臉檢測、振動分析及音

於15美元的硬體，就可以實現消費類
機器人的機器視覺和語音控制。
該 處 理 器 的 軟 體 開 發 套 件

訊資料流程中的關鍵字辨識。GAP8基

的其他物件區分開來，就可以無需將視

(SDK)2017年12月開始提供，而

於開放的RISC-V架構，是歐洲平行超

訊資訊發送到雲端。相反，設備只需發

GreenWaves也在今年4月推出一款開

低功耗計畫(PULP)的一部分，旨在提

送它統計的人數，從而將資料速率從每

發板— Gapuino，從而使開發人員

高電池供電物聯網(IoT)應用(如感知)

秒幾千位元組降低到每天幾個位元組。

能夠快速進行產品開發。該SDK支援

的邊緣處理性能。

同樣，只需少量命令字的簡單語音控制

多種即時作業系統(包括mBed)，並包

應用，幾乎可以完全在GAP8等邊緣元

含一個自動拼接器(auto-tiler)來幫助平

件的處理能力範圍內運行。

行處理應用程式碼和資料流程。它還提

GreenWaves業務發展副總裁
Martin Croome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在邊緣擁有AI能力的好處，在於能夠

該處理器的架構採用單指令流多資

供一個用於常見AI演算法(如CNN)的程

顯著減少設備和雲端服務之間的資料流

料流(SIMD)，可支援九個相同的處理

式碼產成器，以及用於將TensorFlow

量。AI允許邊緣設備對其收集的資料進

器核心，一個核心用作結構控制器，

(用於人工智慧的開放原始碼軟體庫)AI

行分類，並僅發送分類結果，而不是原

並啟動其他八個核心以根據需要提供

描述橋接到Gap的軟體。基礎開發板的

始資料。例如，在人數統計應用中，使

平行處理。控制器能夠協調所產生的操

預訂價格為100歐元，並且提供感測器

物聯網攝影鏡頭能夠將人與現場視野中

作，因此每個核心可以獨立執行任務直

介面和影像外掛程式擴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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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台北世貿中心一、三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注意事項：
COMPUTEX僅6月9日開放18歲以上一般民眾購票入場參觀。
InnoVEX展區3天展期開放18歲以上民眾購票入場參觀。
未滿18歲者禁止入場。入場服裝儀容請符合國際禮儀。場內禁止零售，未經參展廠商同意，禁止攝影。
詳細參觀規範請參閱展覽官方網站。

封面故事

在智慧電網部署
智慧電表很高明？
作者：Steve Tarano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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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全球傳統電網開始因不斷增長的能

利用該技術來提高節能意識。利用這一

源需求而倍感壓力，且停電次數在增

概念—有時稱為智慧電網—電力公

加。我們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改進既

司設法利用進入使用者家中的網路，以

有的這些系統？

便可以主動管理輸電負載。

我們都聽說過的一種可能的解決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Arizona)，以及

方案是將資訊技術整合到電網中。透

世界許多其他地區，電力公司現在可以

過將現代技術、架構和工具整合到已

提供即時價格資訊，從而允許使用者調

經使用和服務的電網中，並在規劃新

整其電能使用。例如，在峰值負載條件

電網時整合這些方法，將是個非常好

下(如亞利桑那州典型的熱浪天氣)，電

的開端。

力公司可以向使用者發送資訊，通知

大多數傳統的電網由許多機電系統

他們價格將在下一個小時上漲，並鼓勵

組成；在這些現有的電網中，大多數情

他們關閉家電，而某種家用顯示器可以

況下通訊只是單向發送給用戶。我們必

顯示此消息。更好的是，電力公司可以

須有雙向通訊的機制來分享和使用資

透過智慧電表與家中的設備進行通訊，

訊，以提高輸配電的服務水準和效率。

打開恆溫器或關閉水池泵，以防止出現

傳統電網架構大多採用集中發電。

局部限電甚至大規模停電。該系統在電

主發電中心切切實實將總功率發送到輸

表和家電之間需要有可靠的通訊協定，

配電中心，以便在本地輸配給用戶。

有時稱為家用區域網路(HAN)。使用
ZigBee協定的900MHz無線通訊在此是

智慧電網(Smart Grid)

個很好的選擇，HAN的例子請見圖1。

我們需要的是在整個地區部署更多的
輸配管道，以建立真正的分散式能源

自動抄表(AMR)

架構，比如部署可再生能源— 這是

利用固態電子式電表，現在可以添

我們稱為智慧電網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智慧電網情況下，現在即使是
消費者也可以利用太陽能和風能等各

加通訊鏈路，因此，如果該鏈路是無線
的，那麼電力公司用車只需要從旁邊開
過就可以收集到該資料。

種手段(即使電力公司將其視為與自己
競爭進而阻擋它們)來產生能量，以及

先進讀表基礎建設(AMI)

配送多餘能量。事實上，智慧電網須

在電表演進的下一階段，AMI可以

是一種具有雙向通訊功能的連網系統。

與一系列其他的AMI電表連網；取決

由於傳統電網沒有採用類似典型智

於位置，可以採用衛星或低成本的射

慧電網架構中部署的各種現代感測器技

頻(RF)鏈路。目前使用的兩種主要射

術來實現監控，因此它們既「啞」又

頻通訊協定是電力線通訊(PLC)和免執

「瞎」。有時發電廠甚至不知道某個地

照的工業、科學和醫療(ISM)頻段，甚

區發生了停電或電力不足的情況，直到

至可以充分期待，5G在未來幾年內將

他們接到消費者的電話(電話系統有備

「風光無限」。

用電池供電)。在智慧電網架構中，眾
多感測器部署在整個電網基礎設施中，

智慧電表—電能表演變

可以進行監控、測試和通訊，此舉甚至

筆者還記得在我長大的紐約市布魯克

可以實現自我修復和復原/移除，以及

林區(Brooklyn)一幢六戶公寓的地下

自動重新引導電能繞過故障點。

室裡安裝的傳統電表。有一次，我清

隨著帶有通訊功能的電表進入到許

楚地記得因為拖欠/未付帳單，聯合愛

多家庭，電力公司和能源監管機構設法

迪生電氣公司(Consolidated E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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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切斷了我家的供電(我父母竭盡全力，
但在我成長的50和60年代，我家日子
過得緊巴巴)。聯合愛迪生電氣公司

LFZ
VUJMJUZ!OFUXPSL!CBDLCPOF

的那位員工走到我們小四房公寓的門
口，說要斷掉我家的電，讓我跟著他

OBO

IBO)[jhCff*

MBO)913/22* QBO)CU* TPNFUIJOH!FMTF

BQ!UP
CBDLIBVM
XBO)913/27*
JOUFSOFU

去裝著電表的地下室，而我那年剛滿
9歲，冬天即將到來。
來到排在一起的六台電表旁時，他
轉過身來對我說：「現在我得把你家公
寓的電表從這個插座上拆下來帶走。我
會用保護罩蓋住電表插座，以免裸露的

CSPBECBOE!QJQF

電線電到人。」因為我已經知道我將會
成為一名電氣工程師，所以我非常仔細
地聆聽和觀察。「在我蓋上這些電氣觸

圖1：HAN示例。

點前，我把這根線像這樣穿過這些觸點
連起來(他短接了與電表串聯的觸點)。
現在，在你老爸付清帳單前，你家也還
會有電。但這事對誰都別說，我不會承
認我知道這件事，懂嗎？」
好吧，那天我在人性和電氣方面真
的被好好上了一課！我感謝他，在那天
也學到了電表與電源是串聯的，並且
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繞過電表，那
圖2：19世紀末開始使用的機電式電表。

圖3：接下來是固態電子式電表。這種
電表可以測量暫態功率、功率因數和無
功功率，並儲存這些資料。

楚楚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直到今天仍

射標準，必須認真考慮通訊協定。

並未得到充分利用。《Support to Data

然歷歷在目—記得我從哪裡來，並瞭

900MHz、2.4GHz和5.8GHz是廣泛使

Transmission on Smart Grids Using

解了那時代那些老式的機電式電表。

用的幾個頻段，其中，900MHz是將電

the FM Band Spectrum(使用FM頻譜

表連接起來並連接至資料擷取目的地的

支援智慧電網上的資料傳輸)》一文中

智慧電表的射頻通訊鏈路

首選頻段，其可提供更長的通訊範圍，

提出了將這個未使用的頻譜時間用於智

如果你家像我家那樣，也有眾多的無

特別適用於低功耗及低預算應用。無線

慧電網資料傳輸的可能性。鄰近區域網

線設備(無線區域網路、家庭安全系

M-Bus是用於遠端抄表的歐洲標準，現

路(NAN)拓撲將包括智慧電表—它們

統和智慧型手機等)，以及從屋外大

在是EN 13757中擬定的EN歐洲標準規

將使用者用電和故障資訊發送到資料聚

量湧入的其他射頻訊號。這使得實現

範(EN European Normative Standard)

集點(DAP)，資料聚集點又形成都會區

可靠的無線資料通訊非常困難(射頻

中的一部分，此外，Silicon Labs有一

域網路(MAN)來管理收集到的資料並將

輸入端接收到亞微伏級別的訊號並不

款好用的無線M-Bus開發套件和軟體。

其傳輸給負責用電量的機構。

是1959年。大約兩周後我家付清了帳
單，一切都很順利，但這段經歷清清

少見— 甚至要抑制的不良射頻「干

該文透過使用FM頻段內的「空白

擾」功率等級更高)。由於電表可能放

未使用的調頻(FM)廣播頻段

頻段」，建立起完整的拓撲支援智慧

在屋內、屋外或地下室等任何地方，

即使厄瓜多(República del

電網應用。文章還提出了一種資料測量

因此其與電線桿或電力公司用車之間

Ecuador)已討論使用FM廣播頻段，該

系統架構，開發能夠發射射頻訊號將資

必須要有可靠的射頻連接。

國此段廣播頻譜(88MHz~108MHz)目

訊發送給DAP的設備，然後將該資料送

如果電表工作在免執照的射頻

前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事實上，由於

到位於厄瓜多爾中南部地區電力公司的

頻段，為了符合各地區或國家的輻

在某些時間段沒有有用的資訊傳輸，它

伺服器(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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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推薦拓撲需要產生NAN，其中
每個智慧電表都有無線發射器，將資
訊發送到DAP。在未使用的空白頻段
(FM)內特別選擇的通道將用於傳輸資
料，特定區域內的所有DAP產生一個
MAN，其資訊最終由EERCS中的伺服

0$1
Nfuspqpmjubo!Bsfb!Ofuxpsl

器收集。採用低功耗資料傳輸，可以防

OBO3
EBQ3

止與附近其他網路相互干擾，並且可用

EBQ4

頻寬足以滿足這種應用所需。

OBO4

EBQ2

FFSDT
OBO2

窄頻電力線通訊(NB-PLC)/無
線通訊
《On the Diversity of Hybrid
Narrowband-PLC/Wireless
Communications for Smart Grids(針
對智慧電網的混合NB-PLC/無線通訊

圖4：在厄瓜多將空白頻段用於智慧電網的拓撲。

的分集)》這篇文章中對雙向智慧電網
:13:39NI{

的NB-PLC，以及免執照的無線頻段

PGEN
Npevmbups

EBD

Epxo
Dpowfsufs

Vq
Dpowfsufs

PGEN
EfNpevmbups

BED

Fodpefs
4611lI{

(美國為902MHz~928MHz，即IEEE

Joqvu
Cjut

802.15.4g和新發佈的IEEE 802.11ah

0

PGEN
EfNpevmbups

BED

QMD
Diboofm

Tnbsu!Nfufs

'

Pvuqvu
Cjut

&RPELQHU

資料通訊考慮了3kHz~500kHz頻段內

Tpgu
Cjut

Efdpefs

Ebub!Dpodfousbups

標準)。
該系統可以在有通道和雜訊統計特
性(電力線和無線資料傳輸通常會遇到)

圖5：NB-PLC/無線分集系統框圖。

的情況下工作，這是因為電力線和無線

和長波廣播訊號等電源管理系統的雜

準確地測量和記錄電網狀況，提供對電

傳輸的通道和雜訊特性是獨立的，並且

訊/干擾結合，在3kHz~500kHz頻譜區

網穩定性和壓力的深入瞭解。PMU用

具有不同性質。該文透過在電力線和無

域內耦合至電力線。

來測量所謂的同步相量— 它是時間

線鏈路上同時發送相同資訊訊號提供的

該文研究了三種組合方法，並概述

分集來增強整個系統的可靠性，他們提

了它們對於處理智慧電網上電力線和無

出了有效的技術，在考慮到兩個鏈路上

線傳輸方法的通道和雜訊統計特性，作

衛星通訊的好處是它可以提供非常

雜訊隨機性的同時，將NB-PLC與無線

為傳統組合技術的新替代方案所具有的

廣範圍的服務，特別是在地面通訊基礎

鏈路接收到的訊號相結合，用於連續

不同性能和複雜度權衡。

設施不到位的地區。衛星通訊可以為諸

和差分調變方案(圖5)。

同步的數字，表示電力線正弦波的幅
度和相位角。

如機器對機器(M2M)通訊等應用提供良

衛星通訊(SATCOM)

好服務，但請記住，電動汽車(EV)不久

料集中器之間的最後一哩通訊，資料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SpaceX)的可

將在智慧電網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它

集中器由當地電力部門在中壓或低壓

重複使用火箭推進器等創新之作，降低

們既可以是負載，也可以是為智慧電網

電力線上部署。

了衛星通訊成本，並實現了更好的通訊

供電的電源。而且，瞭解電動汽車的確

免執照頻段(如902MHz~928MHz)

效率設計，使衛星通訊可能成為部署智

切位置，是實現智慧電網最佳化的一

由於射頻傳輸不協調，會妨礙智慧電

慧電網的另一種可行資源。過去，衛星

組重要資料點—可參考《The Tesla

網上的通訊，因此會有雜訊和干擾問

通訊由於性能不足且成本高昂，一直僅

Model S, ultracapacitors, and large

題。NB-PLC具有不同於窄頻訊號及與

限於監控和資料獲取(SCADA)使用。

energy storage(特斯拉Model S、超級

NB-PLC解決了用戶智慧電表與資

交流半波同步的週期性脈衝雜訊的雜

智慧電表和相量量測單元(PMU)將

訊/干擾。這與DC-DC轉換器、逆變器

產生大量新的電網資料。PMU能夠非常

電容和大容量能量儲存)》一文。
傳統上，衛星通訊的主要用途是單
www.edntaiwan.com | 2018.05 EDN TAIWAN | 15

封面故事
向媒體服務。隨著衛星通訊技術的最新
進展，雙向通訊現在成為了現實，其中
一例是為M2M應用提供IP服務。
一些示例包括：
· 國際海事衛星組織(Inmarsat)發
射了一顆寬頻全球網路(BGAN)
M2M衛星，其最大資料速率為
500kbps，延遲小於1秒，服務可
用性達到99.9%。智慧電網在可
用性方面有著嚴格要求，99.9%
的可用性相當於每年不超過50分
鐘的停機時間。
· 銥衛星(Iridium)覆蓋全球的66顆
衛星網路，由於其處在低地球軌
道(LEO)上而具有較低延遲，並且
因使用L波段頻率而不會受到天氣
影響。低延遲在智慧電網通訊應用

圖6：智慧電網應用可以利用衛星通訊，將它們映射到安裝相關設備的區域。

環境中非常重要，因為在嚴重斷電

款很好的電源管理IC(PMIC)是德州儀

磁性篡改透過使用磁體減慢電表字

的情況下，保證即時通訊和永遠連

器(TI)的TPS65290—它具有很好的

輪的轉速，而讓其看起來像是客戶使用

線(例如對變電站)必不可少。低延

靜態電流；對於電池供電的氣表或水

的電能比實際情況少。對策之一是使用

遲對於智慧電表最佳化其管理也

表設計來說，也能夠提供通用的電源

霍爾感測器檢測現場是否存在磁體產

很重要。

設計。另外，Silicon Labs的Si10XX

生的強磁場，同樣可以使用GPIO埠啟

是一款很好的低功耗無線微控制器

動一些警報。

· 下一代銥衛星(Iridium NEXT)在
2017年提供服務，資料速率將高

(MCU)。

電表還可以採用硬化技術，利用設
計分流器作為電流感測器，並配合隔離

達1.4Mbps。智慧電網所需的頻寬
正不斷增加，不能再以舊的窄頻

安全和防篡改

式Σ-Δ ADC，而使其不受強磁體的影

SCADA系統為標準，因為有些新

由於駭客攻擊電表，使其放慢或停止

響。另外，還有其他方法也適用防止此

應用需要的速率比100kbps更高。

用電統計資料的累計，非技術性原因

類竄改方式。

就通訊安全性來看，衛星通訊據信

致使全球的電力公司產生數十億美元

Powerbox行銷與通訊長Patrick

相比地面通訊系統更加難以干擾，亦更

的收入損失。這一損失使得電力公司

Le Fevre在保護智慧電網方面進行了

加安全。一些適用於衛星通訊的應用包

強烈要求加強新型智慧電表中的保護

廣泛研究。他在該公司網站上有很多

括客戶房屋和發電廠。例如適用於計

設計架構。其中一些篡改方法包括反

優秀的技術見解，例如他在《National

費和需求響應的自動抄表回程(圖6)。

接電表的接線端子、旁路掉電流、移

Electric Grid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智慧電網上的另一個衛星通訊應用

動電表連接的導線，以及磁性篡改

Action Plan(國家電網安全與復原行

是遠端網站的視訊監控。許多電力公司

等，這些都是從電力公司竊電的一種

動計畫)》一文中向美國聯邦政府提出

已經使用衛星通訊來監控其遠端資產，

方式。

的計畫。

因此高傳輸量和低延遲通訊應用將從衛

在防篡改的第一道防線中，一些
預防方法可能包括使用感應開關或機

智慧電表參考設計

械開關來檢測是否有人試圖打開電表

Maxim Integrated為智慧電表提供

智慧電表功耗

外殼，進入其內。開關會連接到一個

了一些很好的解決方案，包括一個名

電表設計人員可能會選擇低功率電表

GPIO埠—如果電表外殼被打開則改

為「Newport」的參考平台。恩智浦

設計，以便他們在電池供電的氣表和

變狀態，並向MCU發送警告，MCU進

(NXP)也有一些不錯的設計實例，可

水表中也可以使用該設計。我發現一

而發出警報聲或發送某種安全警示。

供參考。

星通訊中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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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接合和薄晶圓處理策略
作者：Ramachandran K. Trichur、Tony D. Flaim/Brewer Science

虛擬實境(VR)，以及自動駕駛汽車、

須以機械支撐薄晶圓處理，而載體輔

處理的一般處理過程流程。隨著產業向

人工智慧(AI)等承諾所帶來的資料爆

助晶圓處理已被證明為處理薄元件基

更大的異質整合、更大的封裝基板(如

炸，已經將半導體產業的重心從摩爾

板的可靠方法。此法以聚合物材料(在

面板)、甚至更薄的晶粒和封裝尺寸發

定律(Moore s Law)轉移到異質整合

薄化和其他處理期間控制結構的整體

展，新的處理挑戰不斷出現。因此，

和先進的高密度封裝。晶圓級封裝

穩定性)將元件晶圓暫時地接合到剛性

暫時接合解決方案和晶圓支援系統必

(Wafer-level packaging，WLP)已發

載具基板上。

須跟上這些挑戰，以滿足產業日益增
長的需求。

展到能夠實現系統級封裝(Wafer-level
packaging，SiP)整合。隨著晶粒面

暫時接合製程

積縮小、所需輸入/輸出(I/O)的頻寬和

暫時接合製程包括用多層聚合物接合

數量不斷增加，創造出以創新的先

材料系統將元件晶圓可逆地安裝到載

晶圓支撐系統和暫時接合技術
面臨的主要挑戰

進封裝設計來維持高頻寬的需求，

體基板上。接合材料和載體基板在減

包括FOWLP、功率元件、微機電系統

並在晶片、封裝和板級管理更高的

薄和隨後的晶背處理期間機械地支撐

(MEMS)、2.5D和3D IC，以及複合

I/O數量。

元件晶圓。由於主要接合材料及其輔

半導體在內的許多半導體產業區隔，

過去封裝產業一直依賴覆晶製程來

助層控制接合和脫黏特性，以及結構

其皆採用暫時接合技術來處理超薄晶

處理大多數的WLP應用。在過去幾年

在製程中的穩定性，因此必須仔細設

圓。雖然這些裝置區隔中的每一個都

已經開發許多新式WLP來達到更高密

計以承受熱循環產生的高應力、熱膨

代表了暫時接合中的一系列特有挑

度的應用，其包括多種形式的扇出型晶

脹係數(CTE)不匹配，以及其他一系

戰，但也存在共同的挑戰，正如表1

圓級封裝(fan-out WLP，FOWLP)、扇

列因素，而在製程結束時仍然維持容

總結所解釋的那樣。

入型晶圓級晶片尺寸封裝(fan-in wafer-

易分開。

FOWLP技術

level chip-scale packaging，FI-

暫時接合技術已經被應用在各種大

WLCSP)、3D FOWLP、2.5D整合中

批量製造環境中，用於透過諸如沉積、

市場研究公司Yole Développement

介層技術，以及使用矽穿孔(TSV)互連

乾燥法和濕潤法蝕刻、電鍍、清潔等標

預測，FOWLP設備市場總額將從2017

的真實3D IC整合。

準的晶圓製程技術來處理超薄晶片。

年的2億美元翻倍至2018年的近4億美

圖1顯示了暫時接合和載體輔助薄晶片

元。FOWLP技術的一個版本採用涉及

許多WLP技術涉及在製程期間必

晶圓重建製程的晶片優先方法，在該
過程中，揀出來自原始元件晶圓的已
知合格晶粒，並將其置放在基板上，
然後用環氧樹脂模塑料進行包覆成型
並固化以形成異質基板，被稱為重構晶
圓。接下來，重構晶圓會暫時接合至載
體，以進一步進行處理並在晶圓的一或
兩側上製成重分佈層(redisbrtibution
layer，RDL)。然後，接合的晶圓通常
經過電介質沉積、金屬化和光蝕刻法製
程，以從晶粒區域扇出到晶粒周圍之環
圖1：薄晶圓處理流程的一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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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樹脂成型區域的互連。最後，重構晶

技術縱橫
圓經過正常的晶圓級碰撞和切割製程。
重構晶圓中的晶粒主要由CTE為
2~3ppm/℃的矽製成，而包覆成型化
合物的CTE為7~8ppm/℃。根據晶粒

市場區隔

製程的特性

暫時接合材料的主要挑戰和期望

FOWLP

·高應力的異質基板

·大面積/面板製程

·面板型基板和厚度小於400μm的重構300mm

·高應力基板

·雙面RDL處理，SiP和PoP封裝可能需要暫時晶

CTE將介於這個寬廣範圍內。矽晶粒
和環氧樹脂模塑料的固有CTE不匹配

·低溫接合/剝離製程

晶圓需要晶圓支撐系統

尺寸和密度的不同，異質基板的有效

圓接合製程
功率元件

·將元件晶圓減薄到遠小於100μm

·超高溫(350℃+)

產生高殘餘應力和基板的顯著彎曲，

·高應力的元件晶圓

·高應力基板

必須滿足幾個設計規定和限制，以盡

·摻雜劑活化的處理過程溫度達350℃+

量減少這個彎曲。
FOWLP封裝正在變得越來越薄，
以滿足市場的需求，而300mm重構

2.5D和

·超薄晶圓處理(晶圓厚度~30μm)

·高應力基板

3DIC

·帶有TSV和中介層的高應力元件晶圓

·低溫接合/剝離製程

MEMS和

·非常脆弱和敏感的基板在低厚度時需要晶圓

·超高溫(350℃+)

III-V

晶圓越來越薄，需要一個晶圓支撐

·對於某些退火過程，後薄化製程溫度可能達到
350℃+

系統來處理。FOWLP封裝從單晶粒
FOWLP轉向雙面RDL，堆疊式封裝

·高應力基板

支撐系統

所有以上區隔的其他共同點

·提高製程處理量
·簡化製程步驟

(PoP)和SiP FOWLP架構也是如此，

·室溫/低溫接合製程

圖2顯示了FOWLP的封裝類型和基板

·真空狀態低排氣
·高產出量、低CoO

尺寸的演進。
目前的大批量生產是基於200mm

表1：暫時接合材料在各個市場區隔的關鍵挑戰。

和300mm的重構晶圓，並且預計由於
資本生產率和材料效率，大面板扇出
可能具有大於30%的成本降低潛力。
這些較大的面板和較薄的封裝尺寸具
有顯著內部應力，導致基板彎曲和翹
曲。將面板大小的基板暫時接合到諸
如玻璃板的載體基板，其將成為處理
薄大面積面板的優選路線，儘管最終
將尋求用於大面積基板的接合和剝離
的簡化製程。

功率元件
功率元件如絕緣閘極雙極性電晶
體(IGBT)和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
電晶體(MOSFET)製造涉及的薄化至
遠小於100µm ，以實現更好的散熱

圖 2：FOWLP封裝類型和面板尺寸的演進。

高准确度: 在-40 ~ +85 度温度范围内精度高达 ±3 PPM
超低功耗:电流低至 240 nA

M I C R O C R Y S TA L S W I T Z E R L A N D

RV
-8
80
3C

7

RV-8803-C7 全世界极小的溫度補償實時時鐘模組

Micro Crystal AG
Muehlestrasse 14 CH-2540 Grenchen Switzerland
sales@microcrystal.com www.microcrystal.com

RV-8803-C7_172x35_tw_230318.indd 1

www.edntaiwan.com | 2018.05 27.03.18
EDN TAIWAN
| 19
14:40

技術縱橫
這是非常困難的挑戰。幸運的是，一
些具有超高溫(UHT)能力的商業化平
台在目前的技術領域試驗中產生了令
人鼓舞的結果。

2.5D和3DIC整合
薄晶圓處理和暫時接合是目前用
於2.5D中介層製造和DRAM 3D堆疊
的成熟製程。對於中介層的製造，元
件晶圓通常暫時接合到支撐晶圓上，
並薄化到所需的厚度以暴露出TSV作
為構建晶背互連的第一步。相應地，
暫時接合材料必須能夠承受介電和金
屬沉積所需的高真空條件和高達250℃
的溫度，在與載體分離之後，殘留在
元件晶圓上的接合材料必須完全地移
除，並能利用溶劑容易地除去。對於
圖3：在功率元件製造過程中薄晶圓處理的簡化示意圖。
HT

VHT

尺寸高達300mm的晶圓來說，元件晶
UHT

圓的厚度通常要薄化到小於50µm，
接合材料必須達成後接合總厚度變化

高溫兼容材料
混合處理過程溫度

甚高溫兼容材料

超高溫兼容材料

(TTV)小於5%，以為了TSV均勻地顯

225+℃

300+℃

400℃

露在晶圓上，它還必須在整個晶背製

接合溫度

130~180℃

高、低、室溫

低、室溫

程中穩定元件晶圓以防止破裂和邊緣

剝離溫度

~180℃

≤275℃

室溫

1小時以上

1小時以上

1小時以上

載片、機械式或雷射

機械式或雷射

機械式或雷射

約為100 μ m。像所有先進封裝領域一

10~100μm

10~100μm

10~100μm

樣，2.5D和3D IC元件製造對於擁有成

在較弱的真空下穩定

在低真空下穩定

在低真空下穩定

BrewerBOND220材
料&其他產品

BrewerBOND305,
BrewerBOND510,
BrewerBOND701
材料

最高溫度下的穩定性*
剝離方法
接合線厚度
放氣
平台名稱

*備註：最高溫度下的穩定性取決於特定的產品，有些產品可以穩定長達幾個小時。

Gen4

碎裂。由於2.5D和3D元件通常具有
高達85 μ m的焊點凸塊，所以為了成
功地處理，暫時接合材料厚度必須大

本，吞吐量和產量都非常敏感。

複合半導體(III-V)和MEMS元件
在III-V市場中各式各樣的元件基

商品開發前/開發中

表2：暫時接合材料的分類。

板，常見的基板是砷化鎵(GaAs)、
碳化矽(SiC)、磷化銦(InP)、氮化鎵
(GaN)，以及在矽或藍寶石上外延生

和更高的功率密度。這些厚度下，由

以在暫時接合和晶背薄化後的產生背

長組合物的複合物。基板尺寸從2~8

於結構中的高固有應力，元件晶圓容

側漏接觸。這種摻雜劑活化步驟需要

英吋不等，取決於最終產品和現有的

易翹曲，而且，與其中活躍元件在元

高達350~400℃的溫度，因此暫時接

用在不同晶圓尺寸上生長外延層的能

件晶圓的正面上，並且在暫時接合之

合材料需要經受如此高的溫度而不分

力。大多數這些基板中是脆性的，薄

前完成製造的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

解，並且必須保持可溶解以用於之後

化至150 μ m以下時非常容易破裂，並

體(CMOS)元件晶圓不同，在IGBT和

的清洗。圖3描繪了用於功率元件製

且部分表現出高殘餘應力，其可能導致

MOSFET設備中，晶圓需要在晶圓的

造的簡化的薄晶圓處理流程，要讓暫

翹曲，使得載體支撐系統成為必需。雖

背面上進行離子注入和摻雜劑活化，

時接合材料成功地經受400℃處理，

然蠟或膠帶是暫時接合的傳統選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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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在使用聚合物接合材料系統，以承
受在III-V基板的薄化和下游加工製程中
所遇到的較高應力和溫度。
同的脆弱性，並且MEMS封裝通常需
要非常高溫的製程步驟，例如密封或
長時間暴露於高能反應離子蝕刻。相

複合黏度(Pa.s)

薄MEMS元件晶圓可能受限於相

關業者正在開發的新專屬設計聚合物
接合材料系統，在這些苛刻的條件下
提供穩定的暫時接合。
溫度(℃)

暫時接合材料
表2中的資訊代表了暫時接合材料的分

圖4：三個暫時接合平台的熔體黏度性質的比較。

類，其可用於或正在開發以用於不同
的應用。其中一些平台已經用於大批
量生產，而另一些平台則是商業化前
和開發材料，目前正在進行先進應用
方面的實測和客戶評估。
從更高層面看來，很明顯地業界
現正朝向以更高溫處理更薄、更高應
力且更大面積的基板與面板前進。一
直以來，對暫時接合材料的期望正朝
著以更低的溫度和更少的心力來進行
更簡化的接合和剝離過程，以提高產
量和處理量並降低製程的擁有成本，

圖5：掃描超高溫材料的聲學顯微影像：(a)後接合；和(b)在400℃暴露1小時後。

因此，我們看到暫時接合材料和製程

接合材料可以處理的應力而不分層、

Science的接合材料和製程開發路線

發展路線圖的動態變化。

排空或變形的量，基於熔體黏度特性

圖已經預見到產業日益增長的需求，

如表2所示，暫時接合材料可以

和其他物理參數(如黏合強度)，可以

事實上，它正在引導客戶採用更具成

根據其最大製程中使用溫度大致分

針對應力範圍從低至高不同的暫時接

本效益和更可靠的薄基板處理技術。

類。根據經驗，有三種主要的使用溫

合應用來選擇和最佳化材料平台。圖5

舉例而言，來自Brewer Science

度範圍：高溫(HT，175~225℃ )、

顯示與表2中列出的超高溫材料平台結

的新材料正在商業化，將可實現甚至

甚高溫(VHT，226~350℃)和超高溫

合晶圓對的掃描聲學顯微影像，即使

低、甚至是室溫的剝離。這已經轉化

(351~400℃+)。在這些分類中，可以

在400℃熱處理1小時之後，該接合的

成為烘烤和接合製程時間的減少。結

選擇特定的產品以適應不同的接合和

配對完全保留完好，在材料接合線中

合臨時晶圓接合製程早期步驟的進展

剝離方法、工具設計和其他處理過程

沒有發生缺陷。

與低至室溫的機械式或雷射剝離，可

流程要求，目前，大多數平台已經被

以達到每小時接近50個晶圓的高晶圓

開發，用於使用雷射輔助脫離或機械

暫時接合材料的未來

處理量，這些先進但簡化的接合和剝離

(剝離型)脫離的室溫剝離。

市場持續地推動技術的發展，以更低

方法也適用於面板加工。同時，熱塑性

圖4顯示了在溫度從50~300℃的

的成本創造出體積更小、速度更快、

接合材料平台的不斷改進正在減少清潔

情況下，三種接合材料平台的熔體黏

整合度更高的元件，元件製造商和先

時間和溶劑消耗。最後，熱塑性和熱固

度對溫度的曲線圖。在200℃下，材料

進封裝製造商正使用所有設計和製程

性接合材料的獨特組合正在被用來建立

B的熔體黏度是材料A熔體黏度的約15

工具來滿足這一需求。暫時接合技術

一個真正能夠在350℃或更高溫度下工

倍。在給定溫度下的熔體黏度能指示

對於持續的進展至關重要，Brewer

作的超高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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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更無害大腦分析神經探針
作者：Steve Taranovich

人類的大腦透過其神經元活動來協調感
知、想法和行動。神經科學家正努力透
過採用能夠在行為期間以單神經元和單
峰解析度分離、辨識和操縱神經元的方
法來理解大腦的功能。神經探針不僅
在細胞外記錄、腦機介面(BMI)和深部
腦刺激(DBS)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
在腦電圖、神經元功能恢復和腦部疾
病研究等一些新的應用中也成績斐然。
理想情況下，神經探針陣列應具

圖1：帶有光閘耦合器、多模干涉儀(MMI)分離器和螺旋波導臂的不平衡馬赫-曾德爾干
涉儀設計。

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具有高訊噪
比(SNR)的高密度電極、利用軟性電
纜實現的互連功能、高度整合的電子
架構，以及整合型微致動器(microactuators)，從而驅動電極柄實現神
經元運動追蹤。
為了能夠在大腦的多個區域內大
規模記錄單個神經元，神經探針需
要高密度、大數量的電極。遺憾的

圖2：在這個MOM壓力感測器橫截面中，下半部分顯示了壓力下的彎曲。

是，最新的高密度CMOS神經探針有
一個很大的「柄」，它是探針的一部
分，會植入到大腦區域。這個「柄」
的部分需要做到盡可能的薄，以避
免干擾或損害正常的大腦功能，現
在，它們還達不到神經科學家期望的
那麼小。另外，目前的電子設計架構
也不是最佳。探針設計由大量小型主

圖3：改進的MOM壓力感測器。

動電極組成，用於放大和緩衝神經訊

器，它們具有超高靈敏度和低雜訊特

如圖1所示，典型的MZI MOM壓力

號；CMOS畫素放大器(PA)位於電極

性，但在整合度較低的設計架構中使

感測器由1個MMI分離器、2個波導臂

下方極小的空間內，由於空間不足，

用最佳。

和1個MMI組合器構成。該設計將其中

訊號處理被迫在探針的底座完成。想

現在，我們將上述兩種感測器特

一個MZI臂置於軟性薄膜上(圖2)以承受

像一下這種非理想訊號路由中的雜訊

性合併為一個整合感測器，即MOM

差壓；另一個MZI臂用作固定參考。在

問題，理想情況下希望訊號處理緊接

壓力感測器。與壓電和電容感測器設

設計中確定螺旋中的環路數量時要做出

著PA進行。

計相比，這種元件可帶來更高的靈敏

權衡：增加環路數量會提高靈敏度，但

度和更好的抗雜訊特性，但封裝尺寸

卻會降低壓力範圍；反之亦然。

微型光機械(MOM)壓力感測器

卻相同。

在功能上，從MZI發出的光強取決

從壓力感測器設計開始。MEMS壓力

MOM元件採用馬赫-曾德爾干涉

於兩個臂之間的相位差及其所承受的

感測器有電容式和壓電式，它們體積

儀(MZI)系統或環形諧振器進行設計

差壓。由於其中一個臂比另一個長得

小，性能相當好。再來就是光纖感測

(圖1)。

多，MZI是「不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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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造該裝置的過程中，一個感測
薄膜被開發。當薄膜彎曲時，波導的
位置發生變化，從而引起光路延伸，
導致該特定臂發生相移(圖2)。

雷射
光譜頻寬是個重要參數，它極大地
影響了雷射的靈敏度。平衡MZI的實現
會考慮這種影響。
由於量子雜訊和雷射腔體的變化，
雷射輸出會產生雜訊。強度雜訊和波
長漂移是兩種重要雜訊，強度雜訊可

圖4：(a)顯示了在沒有濾波器的情況下，電路多工時發生的情況；(b)顯示透過積分對訊
號進行濾波，降低了頻帶外雜訊電平。

以利用添加一個電源分接頭校正，該
抽頭會直接將訊號中的雜訊減掉；波
長漂移可以透過在電路輸入端添加濾
波器(如環形諧振器)減少。

修改後的設計
改進後的MOM壓力感測器設計，MZI
是平衡的；第一個是大範圍測量用單
回路，第二個將敏感螺旋臂中的訊號
分成兩路去相位輸出，這樣就能始終

圖5：探針架構設計和訊號流具有從輸入到輸出的偽差分訊號路徑。

對每一壓力進行靈敏測量(圖3)。

神經探針
一個好的主動神經探針會盡可能靠近
源電極來緩衝放大輸入訊號，從而增
強訊號，獲取最佳記錄品質。這種方
法可減少源阻抗，並最小化附近長柄
線耦合效應引起的串擾。
PA的面積受到電極大小的限制。
其功率受限於可接受的組織加熱限

圖6：畫素PA架構。

制。雜訊需要比最小訊號幅度(可能

雜訊，在採樣發生之前，將低通濾波

的每一個都進入自己的通道模組，它

低至幾十微伏)更低。通常，降低雜訊

器裝入這個小PA區域是不可能的。設

們對訊號進行放大和濾波，使得輸出

的簡單方法是為PA電晶體提供更多電

計人員選擇使用能夠在T i 時間段對訊

僅有感興趣的頻帶。接下來，所有20

流，這也將帶來更高頻寬。

號進行積分的架構(圖4b)來衰減超出

個通道經過多工並由10位元逐次逼近

神 經 探 針 的 訊 號 頻 寬 約 為

採樣頻率f i的訊號，從而提高訊噪比。

寄存器型(SAR)類比數位轉換器(ADC)

7.5kHz，可以採用15kHz對PA輸出

探針架構設計(圖5)中的訊號流，

進行數位化，並發送至為ADC和多工/

採樣。設計人員發現可以將分時多工

利用一條共用柄線從8個多工PA陣列

解多工器(MUX/DEMUX)提供時脈的

(TDM)技術嵌入柄中(圖4a)，這樣做

的輸出流向底座。然後，該訊號進入

數位控制模組。在此，所有ADC的平

可以使每個獨特的柄線上有M個PA輸

探針底座中的積分器，積分器的輸出

行輸出經序列化後僅有6條數據線。

出。如果沒有加抗混疊濾波器進行限

透過8個標記為Vo<x>的採樣保持電路

制，則PA頻寬會因折疊而產生頻帶內

進行解多工。接下來，8個單獨的Vo中

畫素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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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人員將其PA架構設計成兩個

Opto-Mechanical Pressure Sensors

可預計，未來該電子領域的架構進

區域很有創意。PA本質上是個電壓電

for increased sensitivity and pressure

步將會層出不窮。醫療電子將極大地

流轉換器(圖6)。

range(用於提高靈敏度和壓力範圍的雙

受益於MEMS和感測器，以及其他架

MZI MOM壓力感測器)》一文。

構進步，加之半導體創新，將幫助改

圖6顯示電壓電流轉換器的輸出
電流由電容C i積分2.5 μ s，然後經過採

最終，與現有頂尖水準的探針相

善患者及健康和健身人群的生活。讓

樣並移動到解多工器上。訊號鏈的更

比，這種設計架構實現的同時記錄通

我們用工程技術令世界變得更美好，

多細節可參見《Double MZI Micro-

道數量至少增加了2倍。

讓人們更健康。

三進位制Trit與二進位制bit關係分析
作者：Stephen Woodward
+5V

首先解釋「Trit」：名詞(運算)，把

通常單個bit更多的資訊。從資訊理論
R1

1bit等同於三進位制，是可以有三種

0 TO 2V
的角度看，1Trit≈1.58bit，這是很有
T1

不同狀態的基本資訊單位。

8.25K
意義的，例如，只需5Trit就可獲得接
Q1
R4
R3

1M

1M

2N5087

1LST = 8mV

+5V R2

330K

2.00

2.00

1.50

1.50

1.00

1.00

2N5087

330K
近8bit的解析度。
T3

《電子技術設計(EDN)》主編

+5V R6

105K

OUTPUT VOLTS

Q2
然而，從一個資深類比設計師的
R9

Michael Dunn寫過一篇有趣的文章

105K 2N5087

「三進位制DAC：解析度更高，位數

角度看，最有趣的是將理論轉化為精
T9

更少」(刊登於《電子技術設計》4月

Q3
確的輸出，同時適應溫度變化、單軌
R27

號)，文中探索了一個有趣的想法：

T27
電源帶有雜訊並可變等現實世界的複

+5V R18

34.8K

34.8K 2N5087

+5V R54

+5V

從那些能夠單獨程式設計為輸出和三

Z1
雜問題。Dunn的文章闡述了一些有趣
R81

進位制(即0、高阻、1，分別對應三

方法，圖1則是另一種。
T81

11.5K

Q4

11.5K 2N5087
R162

0.50

0.50

+5V

LM4040-N-2.0

Q6

0.00
0

Q5

我的設計想法是使用離散電晶體對

進位制值0、1、2)的埠接腳，得到比

R7

2N5089

81
162
DAC SETTING

243

0.00
0

R5
30K

20K
相關精密電阻所控制的五個Trit接腳中

圖2：三進位制DAC具有良好的線性和單
一性。

每一個的三進位制加權電流(1、3、9、
27、81 μ A)進行求和。每個阻值由其

+5V
R1
1M

1M

2N5087

+5V R2
R3
330K

T9

1.50

Q2
105K 2N5087

+5V R18
R27
34.8K
T27

Q3
34.8K 2N5087

+5V R54
R81
11.5K
T81

Q4

11.5K 2N5087
R162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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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儘管將普通的二進位輸出多工至各

偏置雙極結(在此為2N5087的發射極/
0.50

種便宜且容易獲得的單片DAC晶片有

基極結)兩端電壓常見的二極體公式，

多種可選方法，本文還是介紹了這種

0.00
它對源於每個DAC
Trit的不同電流的
81
162
243
0

V BE產 生 影 響 。 2 V 項 來 自 L M 4 0 4 0 參

圖1：三進位制DAC結合離散電晶體與
並聯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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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

R5
30K

和準確性。

讀 者 可 能看出0.06 l og項是正向

DAC SETTING

2N5089

(1)

1.00

+5V
Z1
LM4040-N-2.0

性能，包括良好的單調性、積分線性
0.004

1.50

0.50
+5V

Q5
R7
20K

0.009

算出的值就可得出圖2中預測的不錯

Rt =1M·(2V-0.06·log 10(3 t)) / 2V/3 t
1.00

(2)

用圖1中的標準值代替公式1中計

...，根據公式1，有：

+5V R6

R9
105K

參考比決定，對於t = 0、1、2、3、4
2.00

2.00

2N5087

OUTPUT VOLTS

T3

8.25K
R4

Q1
330K

PSRR = 20kΩ/(26mV/120μA)=39dB

特定Trit的電流權重與施加其上的電壓

0 TO 2V
1LST = 8mV

T1

-0.006

81

可節省幾個埠接腳的元件密集方法。
-0.011
162

243

當然，前述均不能解決其明顯的實用

考，它提高了電源抑制比(PSRR)精

性或性價比問題。想一想，這可能是

準度，2N5089的射極跟隨器阻抗耦

一件好事。

合進其20kΩ偏置電阻則會影響PSRR
精準度。

或許，並非所有令人愉悅的難題一
定要實用？

81

設計實例

主動濾波器設計工具比較
作者：作者：Michael Steffes

使用供應商提供的多回饋(MFB)低通
主動濾波器工具到底有什麼好處？讓
我們深入探討以獲得答案。
在此線上設計工具精確度的探索
中，市場上4種供應商工具針對相對簡
單的二階低通濾波器給出的RC值，是
以MFB拓撲實現。本文將使用這些值
進行模擬，以對所得濾波器形狀與理
想目標進行比較，得出每個方案的擬合
誤差(fit error)。標稱擬合誤差是由RC的
標準值約束和有限放大器的增益頻寬積

圖1：在TINA中給出ADI未調整GBW的RC值並使用LMP7711的主動濾波器模擬。

(GBW或GBP)所引起，使用相同運算放

亞德諾(ADI)工具都允許下載模擬資

被修改為17MHz(在具集指令中將C2從

大器模型得到的每個RC方案的輸出點

料— 這裡是LTC6240。為繼續比較

20pF增加到33.3pF)，使獲得的結果可

和積分雜訊結果，由於電阻大小和雜訊

不同方案的雜訊和LG，將RC方案移植

與ADI工具所得LTC6240模擬資料相比

增益(NG)峰值差異而略有不同。

到TINA，同時使用LMP7711作為每個

較。為便於Aol測試，LTC6240並未出

MFB濾波器內的雜訊增益形狀由期

方案的雜訊模擬的公共運算放大器。

現在TINA庫中，但這裡假設其符合資

望的濾波器形狀和雜訊增益零點所產

由於ADI工具也用於一種稍微不同的濾

料手冊中的GBW = 18MHz。

生。由於特定RC方案給出的雜訊增益

波器形狀(1.04dB峰值 v.s.其他工具中的

與目標不匹配的第一級是標準電阻

零點不同，不同方案的峰值雜訊增益

1.0dB)，因此，為了比較，首先將其回

值選擇。有5個RC值可以選擇，但只有

差異很大。本設計示例將對這些差異

應擬合結果隔離出來。

3個設計目標，通常先選出E24(5%步

進行說明，同時還會顯示對於不同工

ADI目標響應形狀：

長)電容值，然後對3個設計目標得到

具得出的RC方案，其最小頻帶內環路

Av = -10V/V(20dB)

E96(1%步長)精確電阻的最終結果。

增益(LG)的差異。

fpeak = 54.34kHz

這些值可以放入理想(無限GBW)的公

f-3dB = 100kHz

式中，以便先評估此步驟預期有多少誤

標稱增益回應與理想回應的擬
合誤差

Q = 0.9636(1.04dB峰值)

差。先選擇標準電容值，3個電阻精確

fo = 80kHz

方案的標準值會高於和低於精確結果，

有許多方法可以評估擬合誤差。所有

使用圖1中的電路(以及顯示的RC

雖然在當前這些工具中不太可能實現，

這些工具在大部分頻率範圍內得到的

編號)，這兩種ADI解決方案將在ADI

但未來可對高於或低於精確值的8個標

回應形狀非常相近，其中大部分偏差

工具中使用LTC6240和在TINA中使

準值排列進行擬合接近度測試，然後從

發生在回應的峰值附近。一種簡單的

用LMP7711進行模擬，圖1是使用

準確值「轉到」錯誤最少的標準值。更

擬合衡量標準是，將每個實現電路得

LMP7711的TINA設置。實現有效擬合

常見的情況是，3個精確值電阻分別選

出 的 f 0和 Q 與 其 理 想 目 標 進 行 比 較 ，

比較的關鍵要求是運算放大器的真正

用與其最接近的標準值。根據精確值

得出它們的百分比誤差，然後求這兩

單極點開環增益頻寬積，使用TINA模

最初與標準E96電阻值接近的程度，擬

個誤差的均方根值(RMS)，得到一個

型測試LMP7711 Aol(開環增益)回應顯

合誤差有一定的隨機性。

組合誤差指標。

示出26MHz GBW的結果，而其報告值

接下來可以將這些值應用於有限

為17MHz GBW。在模擬之前，該模型

GBW運算放大器模型，並在應用RC容

無論設計選用何種運算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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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標稱響應形狀與目標接近但不
完全一致。RC元件容差的影響使已經
偏移標稱結果的預期回應形狀進一步擴
大。灰色LMP7711的RC值是經過GBW
調整，在圖中看起來擬合最差，與Q的
擬合也最差，但是它的RMS擬合誤差
最小，並且與和所得的f-3dB擬合最好。
顯然，如果標稱響應已經相對於目標
偏移了，那麼在包含RC容差時，改善
這種擬合以提供更多以目標為中心的擴
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請注意：ADI工具
還提供了回應擴展包絡資料下載—但
這超出了本文討論的範圍)。
繼續使用德州儀器(TI)和Intersil工
具的RC結果，這裡列出了略微不同的
目標：
Av = -10V/V(20dB)
表1：ADI目標和方案的擬合誤差結果一覽。

fpeak = 54.08kHz
f-3dB = 100kHz
Q = 0.957(1.0dB峰值)
= 80.26kHz
fcutoff或fpassband = 76.49kHz
這些工具似乎都只為「理想」運算
放大器提供RC方案。為了測試使用相
對較慢(17MHz、LMP7711)的元件有何
影響，這裡只使用Webench和Intersil的
RC值，用150MHz GBW的OPA300模
型模擬的結果也會顯示。
對於理想運算放大器公式，相對標
準阻值的初始誤差似乎在0.38~0.59%

圖2：54.34kHz下1.04dB目標峰值周圍響應匹配的放大特寫。

的範圍內。假設有一個理想的運算放
大器，從Filterpro下載第一列和第二列

差之前進行模擬，以得出最終標稱擬

想公式，因為其目標似乎不對。使用實

回應資料顯示出相似的初始誤差。使

合誤差。表1總結從使用LTC6240模型

際運算放大器模型顯示標稱結果，沒有

用17MHz GBW(LMP7711)模型進行模

的ADI工具下載的資料，以及從使用改

為GBW調整RC值，得到3.4~4.2%的較

擬時，誤差從3.21%增加到5.1%。使用

進的GBW LMP7711模型的TINA下載

大均方根誤差，這是因為本設計選擇了

更為「理想」的元件(如150MHz GBW

的資料。請注意，使用這些標稱標準

一款超低GBW元件。ADI GBW調整後

的OPA300)重新執行，誤差降低到1%

RC值，沒有哪個有限GBW運算放大器

的RC值大大改善了這種情況，使和Q

RMS以下。圖3顯示了表2的設計在增

模擬能達到1%以內的期望100kHz f-3dB

的標稱均方根誤差僅為1.2~1.8%。正

益峰值附近的回應形狀。

頻率。

如預期的那樣，它們比選用E96標準電

這裡最佳擬合來自Intersil的RC值

理想的運算放大器值假定有無限的

阻值的0.41%誤差略有升高。圖2對這

(假設是一款理想運算放大器)和快得

GBW，其誤差僅由所選標準電阻值引

些模擬結果與理想值進行了比較，在峰

多的OPA300。看來在ADI工具推薦的

起。經GBW調整的RC值不能應用於理

值附近做了放大。

GBW低端使用元件會導致相對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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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TI和Intersil方案的設計和目標擬合誤差總結。

圖3：54.08kHz下1.0dB目標峰值附近的響應匹配放大特寫。

標稱擬合誤差。在需要採用較低GBW

為6nV~7nV，對該濾波器的RC方案

(和功率)元件的地方，謹慎的做法是採

進行調整。為簡單起見，雜訊比較都

用一個調整過GBW的RC程式。顯然，

將在TINA中使用LMP7711模型來完

使用像OPA300這樣快得多的元件可

成。檢查該模型，平帶中的輸入雜訊

以提高擬合精準度— 但在這些示例

為4.9nV/√Hz，而不是資料手冊中給

中，其代價是，OPA300的電流高達

出的超過1/f轉角更高頻率下的5.9nV。

12mA，而LMP7711僅為1.15mA。

為了將這些模擬明顯的輸入電壓雜訊
提高到RC方案中假定的約6.0nV，只

不同方案的輸出點雜訊和訊噪
比(SNR)

需在執行MFB雜訊比較模擬之前，在

假設LMP7711、LTC6240和ISL28110

地，然後利用運算放大器模型雜訊進

運算放大器既有的輸入電壓雜訊約

行均方根處理。由於這是一款CMOS

非反相輸入端添加一個602Ω的電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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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放大器，因此可以放心地忽略輸
入電流雜訊的影響。圖4顯示了使用
ADI工具產生的、經過GBW調整的RC
值的電路和輸出點雜訊。模擬中一個
新元件是在非反相輸入端增加的一個
接地的602Ω電阻，用來在與從簡單
的100V/V測試模擬增益得到的既有
4.9nV/√Hz相結合時，生成運算放大
器模型資料手冊中指定的5.9nV/√Hz
資料。
圖4的點雜訊曲線顯示了1kHz起始

圖4：使用LMP7711模型、經過ADI工具調節的RC方案的輸出點雜訊示例。

點處的1/f拐角，然後在中頻區域趨於平
坦，並在諧振頻率附近達到峰值。由於
這種拓撲結構既有的雜訊增益峰值，大
多數主動濾波器設計都會顯示出這種雜
訊尖峰，4個設計示例都將採用這種模
擬得出平帶和峰值雜訊。
一種查看積分雜訊的方法是使SNR
形成特定的預期最大V pp輸出。這些設
計示例還會針對SNR進行模擬，並使
用4Vpp最大輸出的假定(在TINA的雜訊
面板中輸入1.414Vrms的4Vpp RMS值)積
分到1MHz。表3總結了使用4種設計的

表3：雜訊模擬結果。

雜訊模擬結果。
圖5是使用LMP7711 TINA模型對
表3中4組RC值示例模擬得到的輸出點
雜訊與頻率關係圖。
觀察圖5的雜訊圖，得到下面的
結論：
1. Intersil值給出了最高的平帶雜訊
(最高電阻值)，但在該水準上峰值
最低；
2.其他3種設計的平帶雜訊幾乎相同，
其中ADI設計的峰值最小；
3. FilterPro設計的峰值最高，原因是
輸入電阻大於回路內電阻；
4.平帶內的輸入參考雜訊並非遠大

圖5：輸出點雜訊模擬比較。

形狀。

於LMP7711模型+602Ω雜訊的

5. ADI和Intersil的RC方案的SNR，

5.9nV/Hz。這表示電阻已被調

比FilterPro設計要好1dB以上。

整到只會輕微影響總體結果的範

這是因為與其他三種方案相比，

雜訊增益峰值和LG分析

圍。R2/R3比率(以及由此產生的雜

FilterPro設計的雜訊增益零點展

MFB拓撲既有的雜訊增益頻率回應

訊增益零點位置)的差異對積分雜訊

開得更寬了。這些差異是由於RC

隨著頻率的變化達到峰值。峰值的產

和相應的SNR有更大影響；

方案全都針對相同的濾波器回應

生歸因於期望的頻率響應極點和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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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表3中不同RC方案的雜訊增益回應形狀。

圖7：表3中Intersil RC值的雜訊增益和所得LG，以及LMP7711 Aol。

訊增益零點— 它們被控制產生或多

外，分子完全受到期望的濾波器極點

或少的頻帶內峰值，同時仍能提供期

所限制。這說明可以使用元件比，在

望的閉環回應形狀。圖1電路的MFB

一定限度範圍內移動零點。MFB雜訊

雜訊增益由公式1給出，公式的分子

增益的零點總是實數，但可以用熟悉

(用於求解傳遞函數零點)是盡可能根據

的、類似於公式1中分母的ω z 和Q z 格

目標回應形狀而寫出。

式來描述。Q z 總是小於0.5，顯示有2
個實零點。為得到ω z和Q z以及零點，

1
𝜔𝜔
S2 + S o +
+ (1 + Av)𝜔𝜔o2
R2C2
1
Q
=
β
𝜔𝜔
S2 + S o + 𝜔𝜔o2
Q
[MFB noise gain]

求解公式1的分子部分，得到公式2和
3，它們根據期望的主動濾波器極點
ω 0和Q p來寫出。

(1)

除了內環中的1/(R 2 C 2 )積分元件

𝜔𝜔z = 𝜔𝜔0 1 + A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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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 =

Qp 1 + Av
1
1 + Qp
𝜔𝜔0R2C2

(3)

零點落在期望的濾波器f 0的上方和
下方，將Q z增加到0.5將使下方的零點
頻率上升。這樣可以隨頻率降低峰值
雜訊增益，為任何所選運算放大器增

在LG = 0dB交叉處形成更高的雜訊

狀的精準度和精確驅動負載的能力

增益。

相互影響。

f0附近的最小LG與濾波器回應形狀

從這裡的最小GBW設計開始，使

透過幾種方式相互影響：
1. 由於LG最低，這會是響應中的峰值
增益誤差頻率；
2. 這也會是整個回應範圍內的最大閉
環輸出阻抗；
3. 最 小 L G 也 意 味 著 最 小 諧 波 失 真

加通帶LG。
表3中的每種方案都可以使用公式

用更快的運算放大器會直接影響最小
LG。例如，使用150MHz的OPA300與
17MHz的LMP7711，會使表4中的最
小LG增加20log(150/17)= 18.9dB。針
對時域的應用通常更接受較低的最小
LG，在需要最低諧波失真的地方，應

抑制。

考慮採用速度更快且靜態電流增加最

1對NG形狀進行分析，使用公式3得出

增益頻寬調整程式通常包含運算放

小的元件。

Q z ，並解出較低雜訊增益零點。然後

大器Aol影響，但很少包含輸出阻抗峰

表5總結了使用修改後LMP7711模

使用公式1可以為表3中的不同RC方案

值。LG減小了特定元件的開環輸出阻

型的4個設計示例性能。顯然，RC方

產生不同NG與頻率關係曲線，如圖6

抗，但開環輸出阻抗可能本身電抗非常

案的微小差異會導致最終標稱性能顯

所示。這顯示所有針對相同閉環回應

大，直到最近才在現代軌到軌輸出元件

著不同。

的方案在峰值NG上有巨大差異。

中良好地建模。

評論和建議總結

將NG曲線與LMP7711的Aol曲線結

表4總結了4種不同工具給出的

合，並產生差值作為LG，可以得到最小

4 種 方 案 示 例 的 雜 訊 增 益 Q z、 得 到

本文詳細評估了標稱擬合精準度和一些

LG。圖7中的示例計算了表3中Intersil

的較低雜訊增益零點、NG峰值和

動態範圍。所有4種工具都使用理想運

RC方案的雜訊增益，顯示了LMP7711

最小LG。報告的峰值雜訊增益是在

算放大器，獲得了很好的標稱擬合精

的17MHz Aol曲線，以及相應的LG。

20*log(11V/V) = 20.8dB的DC值上的增

準度— 選擇E96步長電阻值時，標

加。11V/V的DC雜訊增益是假定，該

稱擬合誤差小於0.6%。所有的回應形

反相式濾波器是由零歐姆電源所驅動。

狀都偏離了目標，包括一款真正的運

1. LMP7711的Aol曲線使用17MHz

在可能的情況下，最好在其他約束

算放大器— 因此不應期望得到符合

GBW。從40dB增益線上看，它穿

條件內拉高較低的雜訊增益零點，使

目標的完美標稱擬合。使用最小增益

過170kHz並乘以100倍可以看出；

其盡可能接近f0。Intersil RC解決方案

頻寬放大器進行操作可以顯著節省功

2. NG曲線顯示了f0附近的峰值特性。

已經這麼做了，此時來自DC雜訊增益

耗，但應與GBW調整方法結合使用，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表3中使用

(20.8dB、11V/V)的峰值降低了—比

以減少標稱擬合誤差。

Intersil RC值的設計示例，其峰值

Filterpro解決方案低大約2.6dB。請注

較新的工具(ADI、Webench和

降低了(如圖6所示)；

意，所有4種解決方案中的峰值NG都

Intersil)可將R值調整到符合運算放大器

3. 對於期望的濾波器形狀，當NG跌

明顯高於回應形狀中的1dB目標峰值。

既有輸入雜訊指標的範圍。然而，區分

落到f-3dB以上時，LG在接近最大雜

較低的雜訊增益零點控制該最大NG峰

積分雜訊的主要機制是放置雜訊增益零

訊增益處達到最小值，且在從此

值，它對此峰值不太大的低通主動濾

點。Intersil工具可增加Qz並降低雜訊增

處到約10倍f-3dB頻率的範圍內保持

波器設計中的最小LG值和SNR影響最

益峰值，其他3種工具如何對待此策略

相對平坦；

大。全部4種設計的最小LG都相對較

尚不清楚。

所有二階低通MFB LG圖都表現出
與圖6相似的特徵。關鍵點包括：

4. NG因設計中的回饋電容，在較高

低，這是所選的17MHz GBW元件使

頻率處接近0dB(1V/V)。這顯示需

然。使用更高(高於此處所選17MHz)

要有單位增益穩定的運算放大器，

的GBW元件有幾個理由：

解決這個約束的方法是在反相輸入
端使用一個額外的接地電容。在基

1. 響應形狀的標稱偏差離期望目標
更低；

工具開發和設計建議如下：
1. 考慮到本文提及的指標，在選擇
放大器時，注意平衡GBW裕量與
功耗；
2. 盡可能在測試之前驗證運算放大器

於FDA的MFB濾波器設計中，為改

2. f0區域的最小LG更高；

模型，並在需要時做相應修改以提

善回路相位裕度，需要時可以在

3. 更低的輸出諧波失真；

高結果的有效性；

輸入端跨接一個差分電容，以便

4. 更低的閉環輸出阻抗—與回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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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帶NG峰值和LG最小值的NG Qz和較低NG零點頻率總結。

表5：LMP7711運算放大器選擇結果匯總。

的適用空間擴展到低得多的速度/功

現或公式中沒有任何約束，用戶

率運算放大器和/或提高標稱擬合精

可以自由選擇採用VFA運算放大器

準度；

或精密全差分放大器(FDA)，這點

4. 將RC解決方案偏向更高的雜訊增
益Q z，這將提高SNR並改善NG峰
值區域內的LG；

非常有用。
主動濾波器設計的下一步是選擇RC
容差，然後執行蒙特卡羅(Monte Carlo)

5. 對於每個二階級，允許直接設置目

程式來評估此處考慮的標稱起點的回應

標極點。這樣，用某些功能更強大

擴展。需要注意的是，全2% E48系列

的協力廠商工具產生的設計就可在

C0G(或NPO)電容並不容易得到，但

運算放大器供應商工具中實現，從

價格稍高的5% E24系列中的2%容差電

而更好地將RC解決方案與運算放大

容則庫存充足。電阻通常選用1% E96

器參數綁定；

值，但是，E96步長中0.5%容差電阻值

6. 在5% E24步長中留出2%的電容容

比全E192系列值更容易獲得。回應會圍

差，在1% E96步長中留出0.5%的

繞標稱值顯著擴展，從5%的電容和1%

電阻容差。它們比全E48電容系列

的電阻變為2%的電容和0.5%的電阻，

或E192電阻步長值更容易獲得；

並且只增加很少的BOM成本(包括佔大

7.擴展MFB方案以包含衰減階段。與
SKF拓撲結構不同的是，反相MFB
設計非常適用於衰減器— 在實

宗的運算放大器成本)。
關於改進SNR和LG的MFB詳細設
計步驟可能在以後的文章中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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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脈衝回應分析後均衡ISI
作者：Ransom Stephens

每個訊號完整性工程師都知道，分析
閉眼圖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傳輸通
道的頻率回應(或缺少頻寬)會導致符
碼間干擾(ISI)，這是造成閉眼問題的
元兇。之前筆者寫過關於閉眼分析技
術的文章，這次將探討如何測量均衡
後遺留下的ISI，亦稱為駐留ISI，在
此過程中，我們將認識到決策回饋均
衡(DFE)其實很簡單。
脈衝響應在定義高速串列匯流排的

圖1：傳輸通道的有限頻寬延長了(a)窄峰，h(t)；(b)單個位元，SBR(t)。
(圖片來源：Anritsu)

技術標準中越來越受歡迎。可透過碼型
產生器發送一長串0、後接一個1、然
後另一長串0來產生脈衝。也就是說，
脈衝是不歸零(NRZ)位元；脈衝回應則
與單位元回應(SBR)相同。
與窄峰回應(impulse response)
一樣，脈衝回應也包括像電路，以及
軌跡、連接器、線纜、接腳、焊球的
阻抗等訊息。無論幅值還是相位，它
們都是內建的，甚至可透過在侵擾器

圖2：每個UI採樣M次的SBR(t)，產生比每個UI採樣一次更詳細的波形。
(圖片來源：Anritsu)

(aggressor)上傳輸脈衝以產生串擾脈
衝響應，並在受體上測量SBRx(t)。圖1
顯示(a)窄峰和(b)脈衝回應是等價的。
脈衝回應SBR(t)與窄峰回應h(t)有
如下關係：
SBR(t) = pulse(t’)h(t − t’)dt’

其中pulse(t)是一長串0、一個1(對
於PAM4，是一個3)，以及另一長串0。

圖3：有和沒有均衡的脈衝回應的ADS IBIS模擬。（圖片來源：Wild River和Keysight）

可以用向量網路分析儀(VNA)的頻

在實際系統中，接收器以串列傳

域來測量脈衝回應SBR(t)，並借助時域

輸速率(即NRZ的位元速率和PAM4位

反射法/時域透射率法(TDR/TDT)，或

元速率的一半)離散地對每個符號進行

使用示波器，從模擬中擷取也很容易。

一次波形採樣。

因為脈衝回應測量提供了關於通道
的所有資訊—所有關於通道的線性和

SBR(tn) =Σpulse(tp)h(tn − tp)
p

採樣點tsp是位於SBR(t)初始上升後
的一個UI。
駐留ISI，可稱之為ResISI(n)，
是均衡後每個UI保留的ISI。為計算
ResISI(n)，需要在發射脈衝中包含發
射器均衡— 去加重或發射器前饋均

時間不變的資訊，這應該是需要考慮的

其中總和是在脈衝回應的持續時

衡(FFE)。還需要將接收器連續時間線

一切，用於特定性能變數的測量和計算

間內累加的。SBR(t)的細微性和h(t)

性均衡(CTLE)的影響包括在內，這在

指標包括通道工作裕度(COM)和訊噪

通常是每單位間隔(UI)M=32個採樣，

ADS(Keysight高階設計系統)等IBIS

比失真率(SNDR)。

如圖2所示。

模擬器中很容易實現。DFE可以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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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Note
具 2.5μA 靜態電流和超低 EMI 輻射的 42V、2A / 3A 峰值同步降
壓型穩壓器
Dong Wang
引言

5.5V 至 42V 輸入、低 EMI、高效率 5V/2A 電源

LT®8609、LT8609A、LT8609B 和 LT8609S 是具有
3V 至 42V 寬輸入範圍的同步、單片式、降壓型穩壓
器。該器件系列專為那些需要低 EMI、高效率和小解
決方案尺寸的應用而優化，適合於要求苛刻的汽車、
工業、計算和通信應用。該系列中的所有穩壓器均擁
有相同的 2A 連續、3A 瞬態 (< 1 秒) 負載電流能力。
它們的特點匯總於表 1。

圖 1 示出了一款 5.5V–42V 輸入至 5V/2A 輸出電源。
該解決方案採用了一個具 2MHz 開關頻率的 16 引腳
LT8609S 穩壓器。構成這款完整的解決方案僅需少
量的元件，包括電感器 L1 和幾個無源組件。如圖 2
所示，此解決方案能實現 92.9% 的峰值效率。

LT8609、LT8609A 和 LT8609S 具有 2.5μA 的超低
靜態電流，這一點對於電池供電型系統是很重要。這
些穩壓器憑藉集成化頂端和底端 N 溝道 MOSFET 實
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輕負載效率。LT8609B 僅工作
於脈衝跳躍模式，雖然靜態電流高於其他幾款器件，
但是它在輕負載工作期間產生的紋波較低。
該系列的所有器件均達到 CISPR 25 Class 5 輻射 EMI
規則要求，這是針對汽車設備的最嚴格 EMI 標準。
此外，LT8609、LT8609A 和 LT8609S 還擁有擴展
頻譜頻率調製操作功能以降低 EMI 峰值。在此產品
系列中，LT8609S 具備最引人注目的 EMI 性能，這基
於其下文所述的專有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

可執行高載模式操作以改善輕負載效率
對於電池供電型應用來說，在輕負載運行和無負載
待用模式期間，高效率和低閒置電流是很重要的特
性。LT8609、LT8609A 和 LT8609S 在輕載模式
(Burst Mode ® ) 操作中具有 2.5μA 的低靜態電流。
在輕負載和無負載情況下，逐漸地降低開關頻率，從
而在保持輸出電壓紋波相對較低的同時極大地減少功
耗。圖 2 顯示了輕負載效率保持在 85% 以上，而功
耗在極小負載情況下接近零。

圖 2：基於 LT8609 / LT8609A / LT8609S 之 12VIN
至 5VOUT 降壓型轉換器的效率與負載電流關係曲線
圖 1：具超低 EMI 輻射的 12V 至 5V 同步
降壓型轉換器 LT8609S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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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開關頻率以及超低 EMI 輻射和改善的熱性能
在包括汽車系統在內的諸多環境中，EMI 相容性是一
個引人關注的問題。憑藉集成化 MOSFET、先進的工
藝技術、和高達 2.2MHz 工作頻率，該系列的所有器
件均可實現小巧的解決方案尺寸，並滿足最嚴苛的
EMI 標準。除了 LT8609B 之外，其他幾款器件都提
供了可降低 EMI 峰值的擴展頻譜頻率調製操作功
能。而且，LT8609S 運用了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
Silent Switcher 2 器件具有集成型熱環路和暖環路電
容器，以使 EMI 性能不容易受到電路板佈局和電路板
層數的影響。可採用層數較少的電路板以降低製造成
本，並且不犧牲 EMI 和熱性能。

圖 3：圖 1 所示電路採用 2 層和 4 層電路板時的
CISPR 25 輻射 EMI 性能比較

如圖 2 所示，LT8609S 在該器件系列中擁有最佳的
峰值和滿負載效率。圖 3 和圖 4 示出了圖 1 所示解決
方案採用 2 層和 4 層電路板時的 CISPR 25 EMI 性能
對比和熱性能對比。

結論
LT8609 系列中的器件是簡單易用的單片式降壓型穩
壓器，具有集成化功率 MOSFET 和內置補償電路。
這些器件專門針對那些需要寬輸入電壓範圍和低 EMI
雜訊的應用而優化。2.5μA 的低靜態電流和高載模式
操作功能使它們成為卓越的電池供電型降壓轉換器
解決方案。200kHz 至 2.2MHz 的開關頻率範圍使其
適合大多數低功率至微功率應用。集成的 MOSFET

圖 4：圖 1 所示電路採用 2 層和 4 層電路板時的
熱性能比較

和高達 2.2MHz 的開關頻率能力最大限度減小了解決
方案尺寸。CISPR 25 掃描結果顯示了符合最嚴格 EMI
標準的出色輻射 EMI 性能。LT8609S 所運用的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使其性能不會受到電路板佈局和層數
變化的影響，從而極大地降低開發和製造成本。

器件

封裝

性能

操作模式

LT8609

MSE-10

高效率

高載模式操作
脈衝跳躍模式
擴展頻譜模式
同步模式

LT8609A

MSE-10

專為效率和 EMI 性能而優化

高載模式操作
脈衝跳躍模式
擴展頻譜模式
同步模式

LT8609B

MSE-10

高效率

脈衝跳躍模式

LT8609S

LQFN-16

運用 Silent Switcher 2 技術，並擁有最佳的
效率和 EMI 性能

高載模式操作
脈衝跳躍模式
擴展頻譜模式
同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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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到駐留ISI的單個參數測量值，

輸入：

{

只需添加其組成部分，即根平方和，就

0n=0
ResISI(n) = SBR(tsp + nTb)
SBR(tsp + nTb)

像為直角三角形添加一條邊一樣。

− b(n) x SBR(tsp) 1 ≤ n ≤ NDFE
NDFE < n

影響脈衝。

可以在圖3中看到三個等化器如何
可使用同樣的方法，利用SBRx(t)
計算均衡方案如何影響串擾。借助侵

ResISI(n)是預均衡脈衝回應和後

擾器的SBR和SBRx，可以透過明確包

均衡脈衝回應之差，完美的均衡意味

含DFE的方式(就如我們對ResISI所做

著對於所有n，ResISI(n)= 0。其中最

的)計算任何波形的後均衡形狀。也就

酷的部分(我認為它很酷)是如何透過其

是說，可以看到波形在深植到接收器

抽頭b(n)將DFE明確包含在內。這是顯

內部的削波器(slicer)上看起來是什麼

而易見的，對吧？但仍然不可思議。

樣子。

繼電器和螺線管在機電產品
中的應用概述
作者：Scott Deuty

隨著自動化的發展，機械功能越來越
依賴電子控制，螺線管(Solenoid)為許

dvssfou

多這類應用提供了機電介面。另外，
nbhofujd
gjfme

許多電子負載通常需要不斷地被導通
和切斷，繼電器就是一種可以切換電
子負載的螺線管。本文介紹繼電器和
螺線管的基礎，並描述作者經歷的幾

sjhiu!iboe

圖1：右手定律。

個有趣故事。
螺線管基本上就是塊電磁鐵，它是
利用對線圈接通電流而形成。在物理
學，我們學過「右手定律」，它可決
定電流在線圈中流動時磁場的方向，
透過以手掌握住柱狀線圈的形式彎曲
手指，當電流流出包覆的指尖時，磁
場流向將流往伸出的拇指尖。
在線圈內插入電樞，當線圈通電
時，磁力會將電樞往外推向拇指。力
的大小取決於線圈繞組的匝數，以及
流經線圈的電流量。這種力被用於驅
動各種負載，包括發動機啟動馬達、
電動門鎖，以及移動閥門(比如在自動

圖2：頂部照片顯示帶藍色標記的連接
器，其螺線管側有三根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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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包含觸點和線圈的繼電器內部。
(圖片來源：Explainthatstuff.com)

管也禁止引擎啟動。後一種故障實際上

外壓降，最終解決辦法可能是採用更直

是由於螺線管和繼電器都失效的緣故，

接的連接路徑。

查看線束才能瞭解到失效的原因。啟動

繼電器是移動一組觸點以便切換電

車輛時，螺線管啟動以打開燃油閥，這

路開關的螺線管。在汽車控制中大量使

需要更大的動力來保持閥門打開，以維

用繼電器，隨著負載的增加，電流路

持發動機持續運轉。額外的啟動動力

徑保持在本地，而不是一直連接到儀

由繼電器接入，繼電器觸點跳火，以

錶板下的開關和控制訊號。因此，繼

及與連接器一起變得更具阻性，這兩

電器可以利用低電平訊號來為更高的

種情況的組合還導致電壓下降，並且

電流負載供電。

「虛搭(hokey)」的接地系統已將螺線

與半導體開關和相關支援元件相

管上的電壓降低到不能將燃油閥拉出

比，繼電器通常成本更低。繼電器也是

夠遠以啟動發動機的程度，結果是啟

隔離的，這意味著開關電路可以單獨的

動時燃料不足。帶藍色標記的連接器

接地為參考，或者開關觸點可以執行電

圖片(圖2頂端)顯示了連接器電磁線圈

壓的高壓側切換。對於汽車應用，繼電

一側的三根導線：

器為刀片式端子提供一個通常帶有安裝

1. 紅色保持線；

位置的密封外殼，這就很容易做到隨插

2. 白色電樞啟動線；

即用，而半導體電子電路則要求隔離、

3. 黑色地線。

保護和安裝電路板的措施，以及半導體

但請注意，下方圖片中線束側的綠
Dpjm
Dpoubdu

Dpoubdu

Ifsnfujd!Tfbm

b/!Pqfo!Sffe!Dpoubdu
J

J

c/!Dmptfe!Sffe!Dpoubdu

圖4：磁簧繼電器圖。(圖片來源：NI)

封裝或電路板跡線的端接等。

色保持線要細小得多。與12V時的啟動

除電壓隔離外，繼電器還可以切換

電流相比，10.7V時的保持電流設計得

大電流，包括驅動馬達和其他負載的大

較低，但是，每個電流路徑都有太大壓

電流。因此，可能會出現開關電弧現

降，從而導致啟動和運轉時出現問題，

象，特別是那些對於具有較大初始電流

更換螺線管和繼電器可能會解決問題，

尖峰的容性負載，接觸不良是繼電器常

減少線束中的電壓損耗可能也是解決之

見的問題，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出現觸點

道。最後，地線穿過線束，這增加了額

焊接在一起的情況。我安裝在自己卡車

販賣機中看到的那種)，而你所聽到的
「 噠(click)」聲實際上是施加磁力時
電樞撞擊閥門的聲音。
實際上在螺線管動作中有兩個力：
第一個是移動電樞所需的力，第二個是
將電樞保持在設定位置的力。由於大多
數電磁鐵都有一個彈簧一直在將電樞回

Specifications

Reed Relay

Mechanical Relay

Semi-conduct Relay

Switching Time
Life Expectance:
Low Level
Power Consumption
Switching Voltage
Switching Current/
Carry Current

100μs~1ms

>5ms

<100μs

1010 cycles

106 cycles

Nearly umlimited

3mW possible
10kVDC

50mW
1.5kVDC

3mW possible
1.5kVDC

Max. 3A/Max. 5A

Up to 40A

Up to 40A

拉，所以電力必須夠大以克服彈簧力，

Load Minimum

No load requirement
50mW
(μV/pA)

從而使電樞移動或保持在設置位置。在

Insulation
Resistance

1014Ohm

Noise

No switching noise

Insertion Loss
Overload

Low(0.5dB)
Very sensitive
Linear graph from
DC to GHz range
Galvanic isolation
(air gap)

這些力中，保持力小於用於啟動電樞運
動的初始啟動力。
最近，我就經歷了一次柴油發動機
中引擎停止的事件，其原因就是由於電

General

樞保持電流不足。用於控制燃油閥的螺

General

線管失效，不能保持燃油閥處於打開狀
態，因為沒法將閥門打開得夠大，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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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繼電器類型和特性比較。(資料來源：NI)

109Ohm
Partly high
switching noises
Low(0.5dB)
Insensitive
Linear graph from
DC to GHz range
Galvanic isolation
(air gap)

50mW
109Ohm
No switching noise
High(2dB)
Distortion of
the signal
No galvanic isolation
(low/high)

設計實例
上的一組越野燈，有一次就發生了這種

中佔有重要地位。繼電器觸點脈衝開啟

情況，我不得不開下高速公路，斷開燈

和關閉以均衡來自交流發電機的電壓，

泡，以避免使對面的司機花了眼或者烤

因此，許多老式汽車的車主將其交流發

焦我前面車輛司機的頭皮。

電機替換為更可靠的固態版本。基於繼

另一種形式的繼電器是磁簧繼電

電器的電壓穩壓器不僅不可靠，而且還

器(reed relay)。磁簧繼電器為軸向設

需要費力的調整流程，此外，許多穩壓

計，其觸點也提供彈簧張力以創建一

器外殼都是導電的金屬，必須使用橡膠

個開路，線圈通電後會產生一個關閉

密封圈將其與金屬安裝位置隔離，當墊

觸點的磁場。磁簧繼電器的電流比標

圈變乾、破裂和老化時，穩壓器會發生

準機電繼電器小，但開關速度更快。

短路，帶來許多麻煩。

繼電器壽命與繼電器開合的週期數

繼電器作為負載切換的一種選擇，

有關。觸點打開和閉合的次數越多，產

即便在現今的整合半導體時代也仍然

生電弧的可能性就越大，這會降低繼電

有用武之地，對許多應用來說，它們

器的使用壽命。表1比較繼電器開關速

仍然是可行的選擇。隨著世界的電子

度、預期壽命和電流承載能力。

化，螺線管將會出現在越來越多的應

開關繼電器曾經在汽車穩壓器應用

用中。

解析電阻在電源設計中的
幾種用途
作者：Phil Ebbert

市場上有各種各樣的供電電源，這些

(降壓)的輸出電壓。

電源設計中採用的多種電阻更是大大

現成的電源適用於許多市場和常規

拓展了選擇範圍。為明確起見，本文

用途，但在某些情況下需要定制設計。

所涉及的電源是指具有高達幾千伏固
定直流輸出的電源設備。

線性穩壓器

無論何種應用，電源設計人員都

要知道元件在電源中的作用，有必要

必須瞭解適用領域的具體安全或環境

瞭解電源工作的基本原理。許多工程

規定，以及實際的電氣性能。本文將

師都記得設計一個如圖1所示的電路。

重點介紹如何使用電阻來調節電源輸

該電路使用齊納二極體(Zener diode)

出並保護電源不發生故障。
電源的分類通常取決於輸入是交
流還是直流，以及使用何種類型的調

為負載(R2)提供恆定電壓，R1用於提供
最小電流以保持齊納二極體處於恆定
擊穿狀態，並提供負載電流。

節方式來提供正確的直流輸出，通常

此類系統適用於功率較低且供電電

是開關模式或線性模式。主電壓通常

壓和負載都相當穩定的電路。如果負

為AC-DC電源供電，而DC-DC電源可

載電流降低或電源電壓突然增加，則

以由電池或任何其他直流電源供電。

可能會超出齊納二極體的額定功耗，

這些DC-DC轉換器使用開關模式技術

這種電路中的電阻很容易選擇，只要

將輸入電壓調節為更高(升壓)或更低

其額定功率符合齊納二極體和負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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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功率要求即可。
對於供電電壓或負載可能變化的

S2

電源，串聯設計可以使用傳輸電晶體
(pass transistor)，這將確保負載電

WT

流穩定，並可將電壓輸出降低到所期

S3

W[

S2!>

WT!`!W[
J[!,!JS3

望的範圍。
圖2顯示了這種電路，這些設計通

圖1：一個簡單的齊納二極體穩壓器電路。

常使用IC或低壓差(LDO)穩壓器來調
WJ

節負載電源，由R 1 和R 2 形成的分壓器
感測並設置相對於參考電壓的電壓輸
器位於內部；對於其他應用，可以在

2,

S2
S3

y!WSFG

S3
WSFG

外部放置一或兩個電阻。
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精準度。如果比

WP!>

S2

`
,

出。如果電路具有固定輸出，則分壓

選擇電阻值以提供所需的比率，

WP

圖2：線性串聯穩壓器簡圖。
STIBSF

較器電路具有高增益和高輸入阻抗，

小的特定負載電流，當然，假負載電

則可以使用圖1中的公式輕鬆計算最

阻也會有功耗，從而影響整體電源效

差情況下的數值，首先選R 1 最大值和

率，因此在選定電阻時需要考慮這個

R 2 最小值，然後選R 2 最大值和R 1 最小

因素。規避該問題的另一種方法是當

值。這些計算可顯示出與期望輸出的

負載開路時在輸出端使用分流電阻，

最大電壓偏差。

基於安全的目的，SMPS設計也會採

WED2
S2
WP
S3
SMPBE
STIBSF
WED3
S4

用其他電阻。低阻值、高功率電阻通

開關電源(SMPS)

常可防止過壓情況，而限流設計則可

由於串聯的傳輸元件和負載都會消耗

防止短路。

能量，線性電源效率可能會比較低。

此類開關技術也可以用於DC-DC

隨著負載上壓降的增加，效率會更低。

轉換器設計，將直流電壓的一個值調

為提高效率，設計師經常使用另

節為另一個值。降壓轉換器在工作原

一種電源拓撲結構。SMPS採用未經

理上非常類似於前述的SMPS設計，升

調節的輸入直流電壓，並以高頻率

壓轉換器則使用電荷泵技術輸出比輸入

(10k~1MHz)進行切換；工作週期決定

端更高的電壓，這兩種技術都使用類似

整流和平滑後的直流輸出電壓。

方法調節輸出電壓並提供電路保護。

S5

圖3：平衡電阻在DC-DC轉換器之間分
擔負載。

SM2

D2

SC2

W2

SM3

D3

SC3

W3

SMPS輸出的調節也使用分壓器，
但是要調節開關頻率和工作週期。

電阻在電源設計中的其他用途

透過避免線性穩壓器壓降帶來的損

放電電阻 主要用於對電路中的電容進

失，SMPS可實現高達95%的效率。

行放電。它們與負載並聯，在AC-DC

由於高頻變壓器和濾波器/儲能電容尺

和DC-DC轉換器中分別用於對平滑

浪湧限制電阻可以限制AC-DC

寸要小得多，SMPS也可能比類似功率

電容和儲能電容進行放電，電源關閉

電源在初次接通，並且儲能電容充

的線性AC-DC電源設計更緊湊。

後，電容保持充電狀態，有可能對使

電時可能引起的浪湧電流量，這些電

SMPS的主要缺點是它要求必須

用者造成傷害，因此需要放電。當

阻通常阻值很低，並且與交流電源線

有最小負載，空載狀態可能會損壞電

為這項任務選擇電阻時，需要權衡兩

串聯。對於更高功率的電源，通常使

源，為避免這種情況，設計人員經常

點：它們應具有夠高的阻值，以便當

用負溫度係數(NTC)電阻達到這一目

使用一個功率電阻作為假負載。如果

電路工作時耗電很少；為給電容快速

的，這些電阻的阻值隨自身發熱而下

主負載斷開，該電阻可以用於吸收最

放電，其阻值又要夠低。

降，使用此類電阻的一個缺點是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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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平衡電阻確保輸出電容兩端的電
壓相等。

設計實例
作期間溫度必須保持恆定以確保維持

的電源設計，特別是那些使用功率電

為低阻值。第三種方案是使用脈衝式

晶體的設計。並聯多個電晶體為負載

(pulse-resistant)電阻，這些電阻的

供電，負載分配電阻在串聯中使用。

電電平下關斷電源。
高電流檢測用於測量供電電流。這
種測量方法採用分流電錶原理，需要串

功率通常以焦耳為單位，它能比採用

另一種需要平衡的場合如圖4所

聯一個低值電阻，並測量其上的壓降以

以瓦為單位的正常持續功率標度更好

示。在這種情況下，儲能電容與直流

計算電流大小。此類電路設計必須綜合

地執行其功能。

電源輸出串聯。電解電容漏電流的作

考慮電阻的選擇，一方面要求低阻值以

平衡電阻用於使用多個電源時

用類似跟電容並聯的電阻，如圖中的

最大限度地減少發熱和功耗，另一方面

調變負載電流。通常，與使用單個高

R L1 和R L2 。這些阻值可能會有相當大

又要求高阻抗以便於測量。

功率大電源相比，並聯設置使用多個

的變化，並且由於它們在整個輸出端

DC-DC轉換器可以更便宜、更節能、

起分壓器的作用，可能會導致電容兩

總結

更緊湊。在設計此類電路時，不能簡

端的壓差超過電容額定值，而匹配的

幾乎所有電源設計中的電阻選擇都有

單地將輸出連接在一起，必須採用一

電阻R B1和R B2抵消了這種效應。

不同特性優先順序和性能要求，包括

個方法來確保平均分擔負載，圖3顯

高壓分壓器用於向調節電路提供

需要能夠處理高電壓、大電流和高功

示R SHARE 電阻填平了轉換器輸出之間

回饋。這些電阻通常還有其他次要作

率的電阻，以及需要低容差的電阻。

的餘差。

用，例如監測除顫器中的高壓電源，

通常還需要電阻具有特定的屬性，如

以及為儲能電容充電，並在期望的充

浪湧抑制能力或負TCR等。

這種負載分擔方法也用於其他類型

一個抑制可調光LED EMI的簡單方法
作者：John Dunn

嗯，你的新設計很厲害，它差不多能
滿足電磁干擾(EMI)要求，但又不完
全如此。令你吃驚的是，電路產生
的傳導EMI剛好超出你必須滿足的限
制，而這個EMI當中至少有部分來自
可調光LED。
LED的亮度變化是透過對LED的電
流進行脈衝寬度調變(PWM)控制，所
產生的脈衝電流波形便是產生EMI的
罪魁禍首。LED調光需要採用PWM控
制，但它產生的EMI也必須予以抑制。
圖1顯示一種抑制EMI的簡單方法。
圖1中的黃色和藍色部分，分別是
抑制前後的LED調光電路。左邊的黃
色電路淺顯易懂，電晶體Q1的開關控
制LED電流的通斷，然而，從+5V電
源吸收的電流也隨之上下變化，EMI
便由此產生。
圖中右邊藍色部分是改進後的電
路。它增加了一個由Q3和Q4組成的

圖1：PWM控制LED的EMI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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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流源。恆流源的電流在Q2關斷時流

從+5V電源吸收的電流幾乎保持恆定，

元件比左邊多了不少，並且其消耗的

過LED，在Q2導通時不流過LED。和

因此幾乎沒有EMI產生。

電能也比左邊要多，但是，如果能夠

左邊的黃色電路一樣，LED上脈衝電流

的確，這兩個電路有一個差異是

的工作週期對LED亮度進行控制，但是

相位相反。圖中右邊的驅動器使用的

承受這些成本，那麼EMI降低的收益
也可能很值得。

趨勢和追蹤—實用示波器診斷工具介紹
作者：Arthur Pini

示波器的追蹤(track)和趨勢(trend)特
性添加了兩個數學測量功能，可用於
深入瞭解測量資料的意義。趨勢是一
種所測量參數的數值順序展示圖，以
測量事件數作為水準方向的數值；而
追蹤是測量參數值與時間的關係圖。
這兩個功能可以讓示波器執行一些任
務，如資料記錄、探測測量值之間的
函數關係、辨識長資料記錄中的異常
情況，甚至可以解調角度調變或脈衝

圖1：源自脈衝寬度調變波形的脈寬趨勢和追蹤。

寬度調變(PWM)訊號。
無論趨勢還是追蹤都基於示波器
的測量參數，大多數示波器都可以提
供約25個測量參數，其中包括頻率、
幅值，以及升/降時間。示波器持續追
蹤這些測量值，並使用它們來顯示參
數值的統計資訊，當然也可以將這些
數值繪製為趨勢和/或追蹤圖。
圖1顯示如何使用趨勢或追蹤功
能的示例。所獲取的跡線(trace，上

圖3：使用時間間隔誤差跟蹤來解調相位調變輸入並輸出到PLL。

方網格中黃色所示)是脈衝寬度調變

(progression)衡量，從2~1,000,000

號。透過追蹤參數頻率，也可以使用

訊號。參數P1逐週期測量所採集波形

可選。此例中，趨勢圖和源波形同步，

它來解調調頻(FM)或調相(PM)訊號。

上的脈寬，參數統計包括脈寬最小值

因為100個值的趨勢圖長度恰與源波形

(2.698ns)和最大值(49.3ns)脈寬，以

的週期數匹配，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及所有測量值的平均值和標準差。採集

中心跡線(橙色)是脈寬的追蹤，

的波形有100個週期(100k採樣)，每個

該波形包含與採集波形相同的100k

週期的脈寬都記錄在統計資料報告中。

個點。對每個測量值進行升採樣

頂端跡線是RMS線電壓的趨勢。觸

底部跡線(藍色)是脈寬測量的趨

(upsampled，即加大取樣速率)以匹

發遲滯(hold-off)用在每次測量之間插

勢，它包含這100個脈寬測量值，按

配源波形每個週期的持續時間，追蹤

入5秒延遲。頂端往下數的第二條跡線

照其被測順序排列。該跡線上的每個

圖始終與源波形同步。

是熱電偶輸出趨勢，數學跡線F4(頂端

資料記錄
趨勢功能非常適合資料記錄。來看看圖2
中的測量資料。

點代表一個值，趨勢圖中值的數量通

由於追蹤功能具有時間同步特性，

往下數的第三條跡線)對熱電偶輸出進

常是用戶可選的，一般以1-2-5的級數

可以使用它來解調脈衝寬度調變波形訊

行濾波，並重新以攝氏度進行數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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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例

圖2：資料記錄示例記錄RMS線電壓和室溫的變化。觸發遲滯用於每隔5秒讀一次數。

度。整個顯示記錄了2,000次測量，每

請參見圖3右側頂端往下數的第二條跡

次間隔5秒，共記錄了2.7小時的時長。

線。追蹤功能可以查看PLL輸入和輸出

當空調系統開啟時，線電壓下降，

的相位變化，提供了源跡線中不明顯的

然後溫度稍微下降。整個過程呈現週

相位變化的視圖，這很重要，因為PLL

期性變化，這可利用交叉關聯原始趨

是相位敏感元件。

勢波形進行驗證，在底部跡線中有顯

通常使用脈衝函數作為輸入訊號來

示。在相關功能中清楚地顯示出週期

測量訊號的頻率回應。差分該階躍響應

性，大約每252次測量或大約每20分鐘

產生脈衝響應，第三組跡線分別顯示了

迴圈一次。

解調的PLL輸入和輸出訊號，分別在圖3
的左側和右側。

使用追蹤進行解調

圖3中左下方的跡線顯示了PLL的脈

在某些應用中，解調角度調變訊號很

衝回應FFT。請注意，這是個基本平坦

有幫助。例如，在測量鎖相迴路(PLL)

的回應，在右下方的跡線中，PLL輸出

的頻率回應時，可以使用追蹤功能查

脈衝回應FFT顯示了PLL的頻率回應。從

看PLL輸入和輸出處的相位變化，圖3

技術上講，頻率回應是輸出與輸入FFT

顯示了PLL頻率回應測量。

的複數比，但由於輸入在頻譜上是平

任何元件的頻率回應都可以透過使

坦的，輸出頻譜接近PLL的頻率回應。

用階躍函數激勵來測量，差分該階躍
回應並對該回應進行快速傅立葉轉換

趨勢還是追蹤？

(FFT)。在圖3中，左上方的跡線是PLL

趨勢是資料記錄的不二之選。趨勢跡線

輸入：66.67MHz的正弦波，在波形

僅包含每個測量值的一個點，因此儲存

的中點有一個2弧度的相位階躍。測

效率很高。如果需要執行時間相關的操

量參數P1測量波形的時間間隔誤差

作(例如FFT或對跡線的濾波)，則追蹤

(TIE)，TIE測量波形邊緣或閾值交叉點

是必需的。若擬將異常測量讀數追溯回

的測量位置與該邊緣的理想位置之間的

源跡線，追蹤也很有用，因為追蹤與源

時差，TIE本質上是訊號的暫態相位。

跡線保持時間同步，但追蹤完成這一工

圖3左側頂端向下數的第二條跡線顯示

作的代價是在該函數中使用更多採樣。

了PLL輸入的TIE追蹤，TIE追蹤解調了

趨勢和追蹤功能可讓你查看單個

相位調變輸入，輸入波形中心的相位

參數測量的歷史記錄。利用對波形進

階躍顯而易見。

行一系列測量，可以使用示波器的數

右 上 方 的 跡 線 是 PL L 的 輸 出 。 測

學和分析工具來深入瞭解關於被測過

量PLL輸出的TIE並使用追蹤來解調相

程的資訊，從而可以大大縮短故障排

位，可以看到PLL對相位階躍的影響，

除和調整測試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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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櫥窗

高性能六軸慣性測量元件
鎖定AR/VR應用
Bosch Sensortec於慕尼黑上海電子

RH850/E2x系列MCU整合多達6個

輸入電壓擾動的保護功能。透過整合

展發表一款高性能六軸慣性測量元件

400MHz的CPU核心，並成為業界第

800V MOSFET與最佳化前緣遮沒時間

(IMU)BMI085。BMI085將一個三軸

一款能實現最高處理性能9,600MIPS

可支援最高達350V AC的AC線路輸入。

16位元MEMS加速度感測器和一個三

內建快閃記憶體的車用MCU。這款新

透過節能模式降低切換損耗，在中量和

軸16位元MEMS陀螺儀整合在單一輕

推出的MCU系列還具有高達16MB的

輕量負載情況時降低切換頻率。

巧的封裝裡。

內建快閃記憶體，以及增強型的安全

這款功能強大的IMU非常適合要

功能和功能安全性。

除了標準輸出短路、過載及過電
壓保護之外，CoolSET可偵測異常線

求苛刻的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

此28奈米世代的汽車控制MCU

路 輸 入 情 況 。 系 統 內 保 護 包 括 V CC與

(AR)，以及其他應用，如導航、身

是一款新的突破性產品，它採用了次

CS腳位短路至接地，以避免控制器在

體/人體移動追蹤和高階遊戲。輕巧

世代技術以實現汽車的控制，搭配針

異常啟動情況中受損。過溫度保護利

的MEMS感測器封裝具有多種功能，

對雲端連接與感測所設計的R-Car家

用遲滯改良操作故障處理。所有保護

結合了極低漂移陀螺儀和低雜訊加速

族系統單晶片(SoC)，成為Renesas

模式皆包含自動恢復功能，使系統運

度器，可減少令人不適的暈眩效應。

autonomy平台的兩大支柱。

作中斷的情形降至最低。

英飛凌科技

此外，新元件對偵測頭部運作瞬

汽車OEM和一線製造商如Denso

間的檢測極精確且將時間延遲縮短至

等，已經開始採用此新款28奈米

幾乎不可察覺的最小值，因此，電子

MCU，並見識此MCU在開發下一代

裝置製造商能夠創造出更加真實和身

高燃料效能引擎上所提供的性能，以

臨其境的虛擬和擴增實境體驗，使耳

及隨著汽車電氣/電子(E/E)結構改變，

高效率MOSFET IC適用車用
LED燈頭驅動器

機使用者能有更長時間沉浸在虛擬環

此平台對於電子控制單元(ECU)整合需

東芝電子元件及儲存裝置(Toshiba)

境中，不需要常休息。

求具備擴展性。

推出搭載高效率靜電放電保護的雙

瑞薩電子

MOSFET IC—SSM6N813R，此新

www.renesas.com

產品適用於需耐高壓及小尺寸的車用

BMI085的極低時間延遲性可讓耳
機製造商去除影像漂移並提供真實的
實境體驗。IMU提供低於3ms的低動

www.infineon.com

產品或裝置，包括發光二極體(LED)

示器(HMD)或擴增實境頭戴式耳機的

新電源供應器元件具高效能與
電路保護

高溫變化環境下，實現穩定性。

現今的電源供應器元件需求最佳的效

源極電壓(V DSS )可確保並適用需要多

Bosch Sensortec

能、效率、耐用性及設計易用性。為滿

個LED的車用頭燈產品，高靜電放電

www.bosch-sensortec.com

足上述要求，英飛凌科技(Infineon)發

抗擾為此提供支援。此新產品採用最

表第五代定頻700V/800V CoolSET。

新製程，且為TSOP6F封裝(比SOP8

首款內建28奈米快閃記憶體
MCU出貨

此解決方案以單一封裝整合PWM控制

封裝小70%)，其具備1.5W的允許功

IC及最新700V與800V CoolMOS P7

耗及低導通電阻。

瑞薩電子(Renesas Electronics)採

系列，支援隔離與非隔離返馳式拓撲。

新元件特點包括小型封裝、高效率

用28奈米製程技術的業界首款內建

全新定頻700V/800V CoolSET採

靜電放電保護，以及低RDS(ON)，主要應

快閃記憶體微控制器(MCU)樣品開

用高壓超接面MOSFET，並以疊接組

用為LED頭燈驅動IC。

始出貨。為了實現更高效率及可靠性

態結合內部穩流器。此結構可以提供

東芝

的下一代環保汽車和無人駕駛汽車，

快速啟動的機制，同時亦可輕易實現

www.toshiba.semicon-storage.com

態至光子延遲，能夠在連續頭戴式顯

40 | EDN TAIWAN

2018.05 | www.edntaiwan.com

頭燈驅動IC，並於4月開始量產出貨。
新SSM6N13R擁有100V的最大漏

還在分享同事
的雜誌嗎？

您也可以免費訂閱！
如果您已訂閱，
請儘快續訂以確保繼續收到雜誌。

立即掃描訂閱
備註：僅符合條件的業內人士可獲得免費贈閱，出版方保留最終決定權。

只需發郵件至：
eMedia.Support@AspenCore.com，
註明「雜誌續訂」及您的讀者編號。

LTC7821
72V 非隔離式
混合型降壓控制器
 PCB 占板面積是
傳統降壓型控制器的一半

尺寸減半
效率不變

 省去電感器，空間減幅
>50%
 VIN 範圍：10V 至 72V
 VOUT 範圍：0.9V 至 33.5V
 高達 500W

35mm

35mm

 軟開關/低 EMI
 快速和準確的多相均流
 非常適合中間匯流排
轉換器應用

35mm

Bottom

12mm

Top

在 500kHz 時的效率達 97.3% (48VIN，12VOUT/20A)

特點白皮書
72V 混合型 DC/DC 縮減尺寸高達 50%
www.analog.com/LTC7821

產品手冊
www.analog.com/LTC7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