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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使用 ASIL D Ready 嵌入式視覺處理器設計更智慧，更安全的汽車
消費者、代工廠和政府主管機關要求每款新一代汽車都要有更高等級的汽車功能安全
性。嵌入式視覺，使用先進的神經網路，在安全自動駕駛車輛和 ADAS 應用推向市場方
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針對 5G 無線電基地台的 RF 技術
討論針對新興 5G 無線電在 RF 技術創新方面的相關挑戰和機會。首先概述 5G 技術及其
對無線電的影響。然後討論 6GHz 亞頻段和毫米波頻率範圍的 5G 無線電。
相機和感測器介面的最新創新 — 設計師可以從中獲得什麼？
設計人員需要一個具有低延遲和低功耗的特點，且能夠在 SoC 和影像感測器之間傳輸高
解析度影像資料的介面。MIPI CSI-2 規範已經成為行動、工業、消費性和汽車等應用的
首選介面。
適用于高絕緣電壓應用的寬爬電距離光耦
在工業控制應用中，近來的趨勢需要具有更高絕緣電壓、高瞬態電壓、寬爬電距離和電
氣間隙的光電耦合器，以滿足更高電壓系統和安全管理標準的要求。
用測試解決方案解決 SoC 中的功能性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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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設備的可靠連接
討論關鍵的無線電性能規格，確保電池供電物聯網設備實現可靠的無線連接。這些設備
在全球通用的 ISM 頻段內工作，產生某些可能導致通信鏈路不可靠的 RF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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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IoT)取得了廣泛的成功，也
取得了廣泛的失敗。因此本文將深
入研究物聯網獨特的經濟價值，並
探索其最有前途的六大商業應用，
還將說明每個應用的具體實施。

相關報導
讓義肢有痛覺需要用那些
「黑科技」？
疼痛當然不會令人愉悅，但對截肢患者來說，
讓義肢適當疼痛卻是他們長久以來的盼望。為
什麼需要痛覺？原來痛覺是一個訊號，意味著
「小心！」，可以避免義肢損壞。要知道，一
些義肢價格超過70,000美元。那麼，實現義肢
痛覺，要用到哪些技術？
https://goo.gl/t6vixR

這款無線充電背夾有個大
bug！
筆者妻子出了一趟遠差，用光了Mophie背夾
電池和手機的電量。稍晚當她將手機放到充電
器上時，Seneo前面板LED從藍色變成綠色，
顯示它辨識到Mophie的存在…但實際上Mophie的電池並沒有被充電…發生了什麼事？
https://goo.gl/X2p1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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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等待5G串流？
還是下載視訊吧！
作者：Brian Santo

視訊串流(stream video)和下載視訊哪

訊的主要原因是，為不能接取串流來源

Taitz繼續說道：「毫無疑問，Wi-Fi

種更好？嗯，這是個好問題。兩者各有

而做準備，例如，當人們期望在飛機上

正在變得越來越好，5G也有希望做得更

優劣，但在5G網路即將推出之際，選

或乘坐汽車時觀看內容時。

好。但我不確定，我們離無論何時何地

儘管如此，視訊消耗量正在迅速增

都能可靠、不間斷地串流視訊到底有多

長，有些部分需要讓步，其中之一就是

遠。如果這種情況1~2年內能夠發生，

近年來，透過4G網路串流已成為

4G網路。大多數最大的無線營運商已

那很好！但我們會問客戶：你是想等一

手機使用者的預設配置。無限制的資料

經開始了巨大而又昂貴的5G無線技術

兩年去為你的客戶提供更好的體驗，還

方案(也就是吃到飽費率)使串流的價格

升級工作，從而輔助現有的3G和4G網

是想現在就給他們這種體驗？也許有一

變得便宜，壓縮技術使串流對頻寬的要

路。5G將極大提高網路頻寬、容量和

天，由於串流與5G完美結合，我們的

求變低，並且與下載不同，串流不會耗

可靠性，但要解決與視訊流量相關的問

技術會過時，但同時，我們提供了一個

盡終端設備的有限記憶體。

題應該有很長的路要走。

很好的解決方案，即使這只是個臨時解

擇串流在現在和未來不都是順理成章的
嗎？也許是，也許不是。

串流很方便，但它從未提供一致的

實際上，電信營運商要到2018年底

決方案。而且我不知道「臨時」是指2

高品質體驗。串流服務可盡可能減少快

或2019年上半年才會開始提供行動5G

年、5年還是50年。我認為這個問題不

取(cache)，但仍會有延遲發生。暫時

服務。此外，直到2019年都不會有多

會馬上解決。」

降低解析度是快取的替代方法，這種方

少5G行動設備，第一批支援5G的設備

Penthera技術長Joshua Pressnell

法現在常被使用。

將是筆記型電腦和平板電腦，隨後是智

贊成，隨著消耗量的增加，即使使用

4G網路現已負載過重，流量需求繼

慧型手機。即使是最大的電信營運商也

5G，提供高品質串流的問題依然存

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思科(Cicso)以其

會是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一個市場

在；他同樣認為，5G在未來幾年不會

視覺化網路指數(VNI)解釋與網際網路上

接著一個市場地逐步推出服務。

大範圍普及。

消耗的資料量相關的「皆位元組(ZB)」

Penthera營運長Daniel Taitz評論，

鼓勵下載這種網路管理技術將繼續

這個詞，並在2017年底的VNI報告中估

至少還有幾年，數以百萬計的無線用戶

有用。Pressnell表示：「借助下載，

計，到2021年，網路上所有流量當中

將繼續使用4G網路播放視訊串流，他們

你用時間兌換了你的網路容量。如果可

有82%將會是視訊。

今天遇到的視訊串流問題今後只會變得

以在一夜之間下載某個視訊，並在想看

至少作為部分回應，串流服務現在

更糟。該公司認為，服務供應商的解決

的時候準備好，那就不用擔心有其他

提供下載內容的能力。在2015年，亞馬

方案應鼓勵觀眾更頻繁地下載，因此該

3,000個人同時立刻想看這個內容。」

遜(Amazon)Prime開始為使用者提供下

公司也開發了一款用於下載的消費類應

雖然這是個網路管理問題，但服務

載內容的選擇。Netflix最初拒絕此舉，

用程式，以及其他支援該過程的產品。

供應商必須小心對待實作與行銷的交

但隨後於2016年晚些時候開放了下載。

Taitz告訴《電子工程專輯(EDN)》：

集。下載過程需要由客戶來啟動——這

當人們下載時，網路品質和容量不

「哎，我沒有水晶球。當然，有些人認

個過程必須是拉動，而不是推送。一些

再是問題(當然，只要他們在消耗視訊

為，世界各地馬上就會遍佈免費或廉價

客戶會將下載內容解釋為他們的設備，

之前做得很好)。毫無疑問，下載視訊

的連接。隨著視訊需求量的增長，以及

以期待他們可能想要的入侵，在其設

可提供更一致的觀看體驗，但下載選項

頻寬密集型視訊的出現，到底會是怎

備上消耗有限的記憶體資源將會加重這

似乎不常被使用，並且在使用時，也很

樣的狀況，我不做評斷。但隨著4K視

一局面。

少能實現更好的觀看體驗。所有分析機

訊、8K視訊、虛擬實境(VR)等形式的

構有關下載與串流的百分比的估計都顯

出現，視訊內容只會越來越多，而非更

示，下載所佔只有個位數。人們下載視

少，這都將佔用越來越多的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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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5G可能只是個臨時解決方案？其
實還有ZB的事情要考慮呢…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DN Taiwan網站)

技術脈動

網路、儲存、RAM和快取融合
可消弭I/O瓶頸
作者：Jean-Jacques DeLisle

自文明的曙光乍現以來，磁碟機和隨

觀柱體(submicroscopic columns)的三

機存取記憶體(RAM)之間不堪的I/O關

維(3D)設計中創建隨機存取技術—這

係一直是運算瓶頸。固態硬碟(SSD)的

些柱體的密度要比傳統記憶體高10

出現有減緩但卻沒有改變這一瓶頸，

倍。XPoint(交叉點)裸片(圖2)具有兩層

因而目前有三項進展正在密謀將這個

和一個交叉開關矩陣設計，NAND資料

瓶頸推向中央處理器(CPU)。

是依照數kB塊定址，而3D XPoint NVM

首先，近十年來，存取和連網速率

可以逐位元組定址，延遲時間不超過

分別登頂至25Gbps和58Gbps，且正

7μs。由於XPoint晶片可以安裝在DIMM

在向100Gbps逼近。電腦可以快速地將
資料從遠端系統移動到自己的磁片上，
其次，磁片和RAM間的I/O屏障即將消

圖1：硬碟、SSD、新型超高速記憶體、
RoCE、L2快取和L1快取的存取時間。
(資料來源：Infiniband產業協會)

上—就在記憶體匯流排上，因此可以
消除「磁片」與RAM之間的差異。
當3D XPoint和其他新的持久性記

失；在這之後，RAM和快取(cache)之

書《RoCE Accelerates Data Center

憶體技術(如3D Super-NOR)將RAM

間的障礙也就隨之瓦解。

Performance, Cost Efficiency, and

記憶體與我們所認為的磁片儲存技術

想像所有的內容都在RAM硬碟中，

Scalability(RoCE可加速資料中心的性

結合時，一切都會改變。在3D XPoint

但不僅在RAM，還在L1快取內。你可

能、成本效率和可擴展性)》；還有其

等技術實現其承諾的同時，RoCE將在

能花不到2,000美元買一台內建64GB

他技術聲稱可以實現相同的奇蹟，其中

400Gbps網路上運作，到那時，磁片

RAM的電腦，但想像一下艾位元組

包括Infiniband本身和iWARP。)

和RAM之間的區別將不復存在。

(Exabyte，EB)如此大的快取容量，這

RoCE是個複合縮寫名詞—

未來將不再遵循從遠端磁片到本

是個很大的數目，只需5EB就可裝下人

RDMA over converged Ethernet，

地磁片、到RAM、到快取、再到資料

類說過的所有話。來看看圖1中的圖表。

其中RDMA代表遠端直接記憶體存取

處理的供應鏈，而是直接從「磁片」

硬碟(HDD)和固態硬碟的磁片存取

(DMA)。DMA一直內建於個人電腦中。

到資料處理。不僅會將「磁片」視作

時間在左側，RAM和快取存取時間在右

它使內部週邊零件(磁碟機控制器、音效

甚至比「撥號盤」更過時，而且隨著

側。美光(Micron)的3D Xpoint非揮發性

卡、圖形卡、網卡等)得以讀寫系統記憶

全球的資料都高效儲存在RAM中，資

記憶體(NVM)技術凸顯了這一趨勢：新

體而不會麻煩到處理器。RDMA將DMA

料處理將不再受主機板和物理位置所

的資料儲存技術正在朝著RAM存取時

推廣到網路介面卡，以便資料可以在

限制。本地和雲端運算之間的區別將

間的方向發展。

不透過CPU或傳輸控制協定(TCP/IP)的

會消失，光速將成為設備可作為的決

綠色的融合乙太網路上的RDMA

主記憶體路徑情況下，在不同伺服器

定性因素，而CPU本身會成為處理瓶

(RoCE，發音為「Rocky」)列是該難題

上的應用間傳輸。也就是說，RDMA

頸，摩爾定律(Moore's Law)也將繼續

的第二部分：將網路上的許多NVM「磁

使網路介面控制器(NIC)可以直接存取

起支配作用。

片」直接連接到RAM。(為「磁片」加引

RAM，從而繞過作業系統並且完全沒

號，是因為固態硬碟與旋轉磁碟機的差

有使用TCP/IP。

別就像手機上的按鍵與「撥號盤」一樣

這一難題的另一個關鍵部分是新的

大。)可以肯定的是，RoCE並不是唯一

NVM技術，如3D XPoint，它是由英特

能夠實現這個的技術，它只是我所瞭解

爾(Intel)與美光合作開發基於相變的固

的一個。(免責聲明：筆者為Infiniband

態NVM，速度會比快閃記憶體快1,000

產業協會撰寫過一篇關於RoCE的白皮

倍。該想法是在具有垂直導線連接亞微

圖2：3D Xpoint設計使用堆疊裸片來增加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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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窺測

智慧音箱拆解：對比Echo Dot
與Home Mini
作者：Brian Dipert

上次，我拆解了Google 2017年10月
推出的Home Mini智慧音箱，這次，
來拆解它的一個主要競爭對手— 亞
馬遜(Amazon)第二代Echo Dot。這款
產品2016年10月推出，是該公司同年
3月推出的第一代Echo Dot的升級版。
兩代產品之間最明顯的區別在於，
第二代Echo的頂端設計有專用的「向

圖1：頂端和底部影像。

圖2：3.5mm類比音訊輸出
和micro USB電源輸入。

圖3：橡膠底座。

圖4：四顆T8型的Torx螺絲。

上」和「向下」音量按鈕，取代了第一
代中採用的頂端旋鈕音量控制(設計變化
主要是為了透過簡化設備的機械結構，
來降低成本並提高可靠性，更不用說讓
拆解更容易了)。儘管這兩款設計都採用
了7顆麥克風陣列(相比之下，Google
Home Mini中只有兩顆MEMS麥克風)，
但是據說，亞馬遜還利用這次升級，提
高了其遠場語音辨識能力。
現在來探究它。
其音量控制分別位於上方和下方，
麥克風開關控制位於左邊，「動作」控
制位於右邊，位於中心的小孔是MEMS

圖7：設備底部內側的
RFID標籤。

麥克風(圖1)。
圖2左側是3.5mm類比音訊輸出(如
前所述，Google Home Mini這一競爭
產品沒有音訊輸出口)，右側是micro
USB電源輸入。請注意，拍攝時音箱
是上下顛倒的，正常操作的順序是相
反的。你會注意到，音箱的黑色光滑

圖8：揚聲器自身底部的
QR二維碼。

塑膠外殼比較容易沾染灰塵。
我最近購買的熱風槍(在我先前的
拆解中已有提到)再一次大顯神威，輕
易拆除了音箱的橡膠「底座」(圖3)。
同樣，我的iFixit 64合一螺絲刀

圖6：將揚聲器從其外殼
中分離。

套裝也輕鬆卸掉了四顆固定的Torx
螺絲— 這次是T8型的，而且相當長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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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包含揚聲器的外殼
底部掀開。

圖9：音箱上半部分的「三
明治」結構。

請注意 ...

射頻訊號產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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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382 ... DC至2GHz

$4,290

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2-2655-2200
傳真：886-2-2655-2233
Email：sales@teo.com.tw

趨勢窺測

圖10：兩個系統PCB板透過帶狀電纜互連。

圖11：micro USB電源和3.5mm
類比音訊輸出連接器的特寫。

圖12：將兩個PCB中位置較低的一個
解開。

這時，包含揚聲器的外殼底部就掀
開了(圖5)。
輕輕按一下，就將揚聲器(與
Google Home mini相比更為小巧，也
反映出其輸出相對較少)從其外殼中輕
鬆分離出來(圖6)。
圖7是設備底部內側的RFID標籤。
圖8是揚聲器自身底部的QR二

圖14：較低位置的PCB更有
趣的一面。

圖13：較低位置PCB一邊的獨立影像。

維碼。
現在來看音箱上半部分的外觀，它
具有類似三明治的結構，包括一個白色
塑膠「層」、一個橡膠「層」和一個以
金屬為主的元件(圖9)。
掀開頂蓋，可以看到帶狀電纜如
何將兩個系統PCB互連起來(圖10)。
在繼續拆解之前，先近距離看看
micro USB電源和3.5mm類比音訊輸
出的連接器(圖11)。

圖15：掀開大金屬遮罩板。

圖16：兩個嵌入式天線兩側的特寫。

來看兩個PCB中位置較低的一個，
用一把細平頭螺絲刀翻開ZIF連接器，
從那一端的連接器插槽中鬆開帶狀電
纜(圖12)。
圖13是較低位置PCB一邊的獨立
影像，它已經從金屬元件上拆下來。
請注意圖13中的那個散熱墊，這
表示金屬元件不僅可提供機械硬度和
「重量」，還可以散熱。提起散熱，

圖17：橡膠層。

圖18：塑膠墊圈的「輻
條」為什麼不對稱？

圖19：最上面的「mic
PCB」。

較低位置的PCB的一面以被動元件為

在這個PCB的任何一邊都嵌有

主，另一面要更有意思一些，以被動

1×1 Wi-Fi和藍牙天線(請注意其中

元件為主的那一面唯一的IC是德州儀

一個上面有用黑墨水筆手寫的奇怪的

左邊是Micron 6PA98 JWB30多

器(TI)的數位類比轉換器(DAC)，標記

「2」字樣)，左上方是聯發科(MTK)

晶片封裝，包括一個4GB EMMC介面

為「DAC 32031 TI 68K D29G」，大

的MT6323電源管理晶片。佔據PCB

的MLC快閃記憶體，以及一個4GB行

概是用於驅動揚聲器，因此我猜測也整

下半部分的那個大金屬遮罩板肯定會

動LPDDR3 SDRAM。中間是聯發科

合了一個D類放大器(圖14)。

引起你的注意，有兩個散熱墊仍然黏

MT8163四核心應用處理器，而位於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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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上面(圖15)。當然，你知道接下
來要幹什麼…

趨勢窺測
側的是聯發科MT6625，它管理Wi-Fi、
藍牙、FM和GPS功能(後兩項功能沒在
這個特定設計中使用)。
在結束對這個特定PCB的研究之
前，再看看兩個嵌入式天線兩側的特
寫(圖16)。
現在來看那個「三明治」。圖17
是橡膠層(我猜測它至少是用來對下面
的揚聲器與麥克風陣列進行隔音，它

圖20：MEMS麥克風四個角的ADC，以及
標記為R3108的神秘IC。

還能對天線與金屬元件進行RF隔離)。
還有一個塑膠墊圈(圖18)—有哪
位機械工程師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它的

圖21：將元件翻過來，揭開最上面的一
層，看到四個頂端按鈕。

「輻條」是不對稱的嗎？
最上面是帶狀電纜標記所指的
「mic PCB」(圖19)。
正中央是一顆MEMS麥克風(輸入
埠在底部，這與Google Home Mini一
樣，因此也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個位於

圖22：「動作」開關旁邊有個U3晶片，似
乎是調節LED輸出強度的環境光感測器。

設備頂端中心的小孔)；其他6顆MEMS
麥克風均勻分佈在PCB的邊緣，這些
圖23：感測器磁體旁邊兩個金屬觸點
之一。

麥克風周圍還放置了12個RGB LED
燈。位於中心的MEMS麥克風四個角
分別有一個TI雙通道類比數位轉換器
(ADC)，標記為「ADC 3101 TI 681
AE4X」(總共四個ADC晶片，對應7
顆麥克風輸出，以及一個備用的未使
用輸入通道)。
在右下角是一個標記為R3108的

圖24：兩個金屬觸點用兩個彈簧夾壓緊配
合，以為音箱供電。

微程度堪比米粒大小。

神秘IC，它應該是負責處理整個頂端

以下是最後一個有趣的設計方案，

PCB管理工作，包括頂端按鈕按下檢

以及一個最終的設計謎團，然後就可以

測、LED控制、多ADC輸出訊號合

結束這篇文章。在前面的揚聲器影像

併，以及透過帶狀電纜傳輸到另一個

中，你可能注意到感測器磁體旁邊有

PCB等(圖20)。

兩個金屬觸點，圖23是其中的一個。

將這個元件翻過來看，揭開最上面

當設備組裝完畢後，它們用下方的

的一層，更有趣的東西出現了(圖21)。

PCB上帶狀纜線連接器附近的兩個彈簧

安裝在PCB上的四個開關對應四個

夾壓緊配合，從而為音箱供電(圖24)。

頂端按鈕，肉眼即可看出(哪位細心的

這個神秘的設計謎團是，上方的

讀者可以告訴大家，為什麼左邊麥克風

PCB也帶有兩個彈簧夾，如圖25所

控制開關周圍的PCB區域是白色？)。然

示，它們與金屬元件中的突起部位吻

而不太明顯的是U3晶片，它與「動作」

合(穿過中間橡膠和塑膠環層)。

開關在一起，這似乎是一個調節LED輸
出強度的環境光感測器(圖22)。
本文有一些很好的特寫影像，其細

我很困惑這些特定的連接有什麼
作用。如果您有任何想法，請告訴我
你的評論。

圖25：上方的PCB帶有兩個彈簧夾，
它們與金屬元件中的突起部位吻合，是
什麼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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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酵中的物聯網
新經濟」
作者：Dan Jamie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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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與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一樣，物聯網

品成本+利潤的原則。假如一家公司

(IoT)的出現既取得了廣泛的成功，也

生產一個硬體的成本是X，將其銷售

取得了廣泛的失敗。創業者、投資者

給消費者的價格就是X+Y。但是，這

· 直接或間接的營運效率提高；

和政府紛紛熱情接受物聯網證明了其

種模式在物聯網中就比較複雜了，因

· 永續的指數式增長；

深遠的社會和經濟潛力，然而，許多

為成本X通常是不斷累積和反覆出現。

· 產品具有極短、不變的生命週

情況下這種熱情已經超過了理性可以

這是因為物聯網產品會產生持續、

理解的程度。結果，新興的物聯網產

與基礎設施相關的成本，而傳統硬體

業充斥著各種錯誤運算資料和濫用情

就沒有這種成本。為了保持正常工

況，這些都會影響物聯網早期階段的

作，物聯網設備需要一個運作網路，

若不能滿足這些條件，以傳統模

接受和發展。

以及一個用於收集和管理資料的服務

式銷售連網產品的業務極有可能會失

然而，物聯網的發展已經過了嬰

平台。結果，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或

敗。這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

兒期，某些趨勢和經濟現實也越來越

產品老化，傳統的單位經濟模式迅速

持續發生的後端成本會蠶食掉公司

清晰。這些啟示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走向崩潰。

利潤。

傳統的硬體商業模式並沒有做好採用

· 消費品的持續銷售或增加銷
售量；

期；
· 透過資料收集開啟新的收入
來源。

為應對這種情況，物聯網公司紛

在接下來的部分，將介紹一些物聯

紛採用新的商業模式來保護其利潤免

網技術最有發展前景的商業應用，並

這主要是由於物聯網設備會產生

受侵蝕，這些模型通常依賴於客戶的

以具體的應用案例來詳細說明。

跟基礎設施相關、持續性的成本，而

迴圈支付，例如新式的「硬體即服務

這並不適用於傳統硬體設備。因此，

(HaaS)」模式。簡而言之，HaaS就是

只有當物聯網的應用可為客戶帶來持

一種硬體製造商將其產品租賃給客戶

合規性監測(Compliance
Monitoring)

續的價值時，物聯網技術才會顯現出

使用的模式，按每年或每月收費。同

美國製造商每年花費在遵守經濟、環

真正的優勢。

時，物聯網平台供應商為客戶採集、

境和工作場所等安全法規方面的資金

管理和清理設備產生的資料，也會每

高達1,920億美元。然而，在這個天

月收取一定的費用。

文數字的背後，存在無數可以提高效

物聯網技術的準備。

這種價值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
式實現，包括提高效率、降低營運成
本，以及促進合規。本文將側重於深

由於這些經常發生的成本，物聯

入研究物聯網獨特的經濟價值，並探

網技術只有在為客戶提供持續性價值

物聯網技術已經在這一方面顯示出

索其最有前途的六大商業應用，還將

時才具有經濟優勢。經驗顯示，有一

巨大潛力。利用遠端監控敏感資產，

包含特定的應用案例以說明每個應用

些共同的條件必須全部或部分滿足，

物聯網設備可以協助企業大幅降低與

的具體實現方式。

才能使連網設備投入正常使用並取得

遵從法規相關的成本，物聯網促進合

成功：

規性的一個很好的使用案例就是它在

· 模式能夠提供年收入(經常性收

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應用。

物聯網經濟效應
傳統的硬體商業模式是基於經典的產

入流)；

率的機會。

石油和天然氣開採及加工場所受制

圖1：石油和天然氣工廠的合規性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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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於非常嚴格的合規標準。環境和工作
場所的安全規定非常嚴格，需要時刻
保持警惕。然而，網際網路連接的感
測設備現在使得合規性變得更容易、
成本更低。
過去，現場監理人需要實際檢查提
煉或加工現場以確保合規性。現在，
可以在現場部署物聯網設備，以遠端
監控重要的合規指標，例如漏油和氣
體排放(圖1)。這一便利性不僅可以降
低與現場監控相關的成本，還可以提

圖2：燃氣渦輪機的預防性維護。

高回應速度。現場監理人可能只能每
季訪問一個特定現場，但物聯網設備
可以即時提供持續的最新資料，這種
快速回應還有助於減輕發生違規行為
時的處罰程度。以洩漏和排氣為例，
監管處罰金額通常與所洩漏材料的數
量成正比，因此，利用物聯網設備可
以對洩漏情況更快地做出回應，以降
低公司潛在的處罰風險。
物聯網技術在促進保險業的合規方

圖3：遠端診斷在農業領域的應用。

面也證明是有用的。各種形式的保險
公司都在使用物聯網感測設備來監測
政策遵守情況。在房屋保險市場上就
有一個有趣的例子，保險公司正在使
用物聯網設備來監控房屋地下室的濕
度狀況，當水在客戶的地下室積聚到
一定程度時，物聯網設備就會向保險
公司和屋主發出警報，以便他們可以
在重大損害發生之前及時糾正問題。
這種即時響應不但能夠幫助保險公司
降低索賠成本，而且也能透過防止家
庭受到損害而讓屋主受益。
利用這些方式，物聯網技術既可

圖4：供應鏈管理可視性的資產追蹤。

的)可能會導致違反法規。

即使是輕微的技術故障也會導致效率

以減少與合規性相關的開銷，也可

值得慶幸的是，物聯網技術促進

降低及巨大的經濟損失。與此同時，

以顯著降低公司面臨的潛在風險—

合規的功能特性也有助於企業保護寶

災難性的故障可能會讓企業損失高達

無論是減少罰款還是政策執行的花費

貴的現場資產。再回到石油和天然氣

數億美元。

減少。

開採的環境，可以看到物聯網技術為
設備維護帶來的革命性變化。

預防性維護

現在，可以部署低成本的物聯網
設備來遠端監控這些設備，追蹤維護

石油開採現場充滿了高度複雜且

計畫並防止故障發生(圖2)。如果一個

設備出現故障的損失可能極大。一台

昂貴的設備。傳統上，這類設備僅靠

設備開始出現故障或表現不佳，物聯

發生故障的機器可能會減緩生產，破

不常見和不完善的現場檢查來保護它

網設備會立即發出自動警報，這樣做

壞整個供應鏈，而且(正如前面所討論

的正常運作。鑒於其規模和複雜性，

會限制低效率造成的損失，並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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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防止全面故障和設備損壞。
透過這種方式，物聯網設備可以將設備維護從被動回應
模式轉變為積極預防的方式。

遠程診斷
物聯網技術的遠端監控能力在機械維護領域之外也有成功的
應用。物聯網設備可以收集詳細而即時的診斷資料，適用於
從醫學到農業的廣泛領域。強大的資料收集功能甚至可以讓
企業自動化某些流程並利用遠端系統管理生產。
農業是展示這些功能的一個很好的應用領域。具有前瞻
性的室內種植者和苗圃場主已經安裝了物聯網設備，用來協
助監測和管理植物生產(圖3)。在這種狀況下，連網的設備
可持續監控環境條件，如溫度、濕度、陽光和土壤條件等。
這些資料被收集、處理和組織，以幫助種植者分析長
期的環境趨勢。物聯網設備也可以設計為自動對環境資料
做出回應，例如，如果設備所記錄的土壤濕度較低，則會
自動觸發灌溉系統進行澆水，這種功能既提高了生產力，
又降低了人力成本。與其他物聯網應用一樣，最終結果是
更高效、更高生產率且成本更低的系統。

資產追蹤
可視性是供應鏈管理中最有價值的資產。儘管如此，仍然
有超過60%的公司缺乏完整的供應鏈可見度，而美國零售
商的平均庫存準確率僅為63%。
值得慶幸的是，低成本的物聯網技術現在可讓企業克服
這些盲點。採用一個連接到3G網路的簡單微控制器，即可
從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進行即時辨識、追蹤和監控資產。這
種前所未有的可見度有助於企業防止損失和失竊，提高運
輸車隊的效率，並改善需求預測的精確度。追蹤資料也可
以與供應鏈中的其他實體即時共用，以進一步提高可視性
並減少無效操作。
基於這些能力，DHL和思科(Cisco)兩家公司預測物聯

TDK 技術
連接世界。
緊湊設計的
薄膜與積層射頻
芯片組件

超高信噪比的
MEMS麥克風和運
動傳感器

網技術將對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產業產生高達1.9兆美元的
影響。為了幫助說明這一點，來看看基於物聯網的資產追
蹤能力如何有利於簡單、線性的供應鏈(圖4)。

自動履行訂單
供應鏈環節中消費者端的可視性增強也使商家能夠實施新
的、更有前途的服務模式。最後一分鐘的庫存和消耗資料
可以實現客戶訂單的自動履行，這可以為新客戶群體提供
更高水準的服務(圖5)。
這一功能可以透過改進需求預測、推動銷售增長，以

超薄設計、帶觸覺
反饋功能的
PiezoHapt™
壓電執行器

提高圖像質量的
光學圖像穩定器

及衡量行銷宣傳活動來使企業受益。與此同時，消費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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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越來越普遍，資料將成為製造商的重
要收入來源。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
積極參與物聯網專案的受訪者中，有
66%的人表示他們「從客戶、供應商
或競爭對手收集資料和/或將資料發送
給對方」。

總結
物聯網技術獨特的基礎設施相關成本
圖5：消費類產品的訂單自動履行。

迫使傳統的硬體製造商重新構想商業
模式。在這些新模式下，物聯網企業
必須接受並為客戶提供持續性的價值
才能取得成功。
成功的物聯網公司透過採用基於
服務的商業模式和/或對客戶資料進行
貨幣化，而從客戶那裡獲得持續性價
值。為確保這些模式吸引客戶，成功
的物聯網企業也必須能夠為客戶提供
持續性價值，這個價值可以以各種不

圖6：設備利用資料實現貨幣化。

能從更少的產品缺貨和更高效的客戶

同的形式出現。隨著物聯網產業趨向
也開始引起關注。

成熟，清晰的趨勢已經開始出現，在
這些趨勢中，物聯網設備透過以下方

服務中受益。

優質客戶追加銷售

式提供持續性價值：提高營運效率、

亞馬遜(Amazon)Dash按鈕。亞馬遜

企業越來越多地將現有產品或服務的

促進合規性、提高銷售能力，以及開

Dash按鈕是一個小型的物聯網設備，

網際網路接取版本作為「高級」替代

創新的收入來源。

透過配置，使用者在按下按鈕時即可

品推銷給客戶。這些產品以增強的功

以創造一個或多個這樣的價值點，

對特定物品重複下單，例如，客戶可

能和更好的服務為客戶提供持續性價

物聯網技術在各種應用和領域被證明

以對設備進行編碼，在按下時訂購一

值，與此同時，製造商利用更高的價

有巨大價值。在眾多應用中，本文列

件12包的Bounty紙巾。由於每個按鈕

格標籤和資料貨幣化來抵消其不斷增

出的六個領域最有發展潛力，然而，

一次只能設定一個商品且數量為一，

加的後端成本。

隨著物聯網的發展，無疑將會看到越

這一物聯網應用的最佳案例就是

來越多的新穎和創新應用。

因此它們以組合包裝形式銷售。這

這種應用的一個例子是消費級的

些按鈕可以很容易地安裝在用戶的家

「智慧」恆溫器(圖6)。這些連網的恆

在2015年的一份報告中，麥肯

中，靠近每個商品的位置，這種模式

溫器可以由客戶遠端控制，並收集資

錫(McKinsey & Company)估計，到

不僅有助於增加銷售，而且還可提供

料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效率。為了

2025年，物聯網的潛在經濟價值可

有關顧客消費習慣的寶貴資料。

應對這些增強型服務的基礎設施相關

以達到每年3.9~11.1兆美元。若按最

這類新興的服務模式雖然還處於

成本，智慧恆溫器比傳統型號昂貴得

高價值估算，包括消費者盈餘在內，

新生階段，但它們的潛力顯而易見。

多，但是，這些昂貴的物聯網設備也

總價值水準將達到世界經濟的11%。

截至2016年底，亞馬遜宣佈自2015

可以透過資料貨幣化來抵消這些重複

要想參與這場經濟革命，企業需

年以來Dash銷售額增長超過400%，

性成本。對於像連網恆溫器這樣的產

要重新考慮與商業和消費電子相關的

而且已經有60個新品牌簽約參與這一

品，製造商可以將消費者資料出售給

商業模式。這些公司也應該特別關注

計畫。雖然Dash模式依賴客戶輸入

電力公司或空調製造商。

那些物聯網已經在發揮價值的產業和

來觸發補貨，但真正的自動補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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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物聯網技術在消費領域的應用

應用。

技術縱橫

強磁場環境下無磁芯電源
設計要領
作者：Steve Taranovich

本文將以大家熟悉的核磁共振成像

設計最佳的電源

是用於核磁共振斷層掃描(MRT)系統，

(MRI)醫學掃描器設計為例，說明應

設計電源板需要很多資源，並且需要

它將會受到非常強的磁場影響，這意

如何設計電源架構，才能使其在強磁

進行大量的測試。定制電源需要很快

味著，開發人員不能為上述產品使用

場環境下正常工作。

設計好，以便完成MRI掃描器項目，且

帶磁芯的設備。

核磁共振室對電子設備來說是一種

可能與現成的電源品質不同，因為現

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包含一項新技

非常苛刻的電磁(EM)環境。電子設備

成的電源已經過多年的開發。此外，

術。新開發的無磁芯感性設備可讓電

外部可能採取遮罩，以便將磁場強度

電源還必須符合患者監護系統(如IEC

源在強磁場下也能正常運行。此外，

衰減到某個程度，而使設備可正常工

60601)的相關安規，因為這類電源已

設計人員在前面板連接器上加裝了一

作而不至被破壞。如果沒有適當的遮

通過認證過程，所以它只需要符合特

個80dB的遮罩，可以阻擋測量系統對

罩，MRI掃描產生的磁場會損壞電子

定專案架構的要求即可。

MRT系統的干擾。
該電源具有DSP穩壓轉換器，以

設備，甚至可能將鐵磁物體吸入MRI
的孔內。另一方面，來自電子設備的

MRI設備及其周圍環境

及內建速度控制的通風裝置。設計

干擾可能會導致MRI成像錯誤，因此必

MRI使用磁場和無線電波能量脈衝來

人員開發出一種新技術，該技術具

須解決電源設計方面的問題。

創建身體內部器官和結構的影像。由

有無磁芯感應和600kHz的四相開關

最近，設計用於MRI環境的電源功

線圈產生的磁場通常在1~4T的範圍

功能— 總共2.4MHz，可以使空芯

能比較有限，這取決於它們靠近MRI設

內，這是一個巨大的磁場，會對某些

(air-core)工作，以及一個數位文書處

備的距離，存在的磁場通常會導致電源

電氣設備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例如

理器，可管理從開關參數到輸出電壓

失效。由鐵磁材料製成的物體會被吸入

電源的變壓器可能會因此飽和，而無

顯示的一切。2.4MHz開關頻率可以與

MRI機器中，貼在MRI磁體上，這不是

法在這樣的環境中正常工作。出於患

MRI或其他設備中的外部時脈同步，該

件好事，具有帶鐵芯變壓器和電感的電

者在MRI掃描期間的安全性和舒適度

頻率減小了空芯電感的尺寸，並將開

源有可能造成這種災難性情況的發生。

考慮，一些設備要求電源盡可能靠近

關電源的開關頻率保持在MRI設備的

過去，為防止電源被吸入MRI機

負載，這意味著供電設備在受到線圈

敏感範圍之外，從而確保MRI設備中

器中，通常會使用魔術貼將電源固定

產生的高磁場影響的情況下，必須仍

測量訊號的準確處理，這是獲得高品

到房間的地面或其他固定樁上。在這

然能夠安全地運行。

質影像的關鍵。

種情況下，會使用一條長遮罩電纜將

MRI使用大型磁鐵和無線電波來觀

該電源的輸入電壓為+13VDC，

電源連接到需要供電的病人監護儀。

察人體內的器官和結構，當為MRI架

輸出電壓包括：+6.90VDC/60A、

這種方法違背了MR患者監護儀的兩

構設計電源時，有許多具有挑戰性的

+3.45VDC/50A及+1.65VDC/50A。

個關鍵特點，首先需要控制成本，但

設計要求。由於MRI機器測量的敏感

作為同類產品中的第一款結構單

遮罩電纜價格昂貴；另外需要具備移

性，電源的振盪器頻率需要精確地固

元，該電源的架構是一個降壓轉換器

動性，但病人監護儀的可移動範圍受

定在某個點上，而不能干擾MRI成像。

模組，能夠暴露在MRI掃描器的高輻

其所連接遮罩電纜的限制，最好的設

射磁場中而安全地工作。該電源具有

計是將電源附著在病人監護設備上。

MRI電源配置

350W的輸出功率，當需要更高的功率

由於遮罩電纜可以大幅縮短，這可以

Powerbox的設計人員要開發一種新型

時，可以採用交錯式並聯，從而降低

降低相應成本，且患者監護儀的移動

的無磁芯(coreless)供電電源GB350，

EMI。現代MRI系統通常會產生1~4T

性也增加了，因為電源沒有連接到固

設計專案啟動後出現了很大的挑戰，

的磁場，而使採用鐵氧體材料的常規

定樁上。

這才意識到其複雜性。由於電源設備

電源無法工作，因為MRI磁體會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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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傳輸而導致電感飽和。

要注意不應使鐵磁材料飽和，不

測量訊號而獲得高品質影像。

為了防止寄生飽和，電源一般放置

然就會失去衰減磁場的能力。上述解

在遮罩手術室外。遠端安裝電源需要

決方案建議建置一個雙層遮罩層，其

MRI電感設計步驟

較長的電纜，而且會產生能量損耗；

中外層具有較低的相對磁導率和較低

MRI電源所需的電感與開關頻率成正

對於在快速瞬變負載條件下需要嚴格

的飽和磁化率，這將使得內遮罩層可

比，如公式(1)所示：

穩壓供電的新一代測量設備來說，這

以很好地遮罩磁場。

也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該解決方案採用670W無磁芯設

L=

針對MRI電源的離散方案

VOUT
ΔI × FSW

(1)

×D

計，採用從電感向電感傳遞能量的原

德州儀器(TI)在其網站上對同步問題

其中：L是μH級的電感，V OUT是輸

理。為了確保最佳性能，設計人員採

也有很好的評論，可參見《Create a

出電壓，ΔI是電感波紋電流，FSW是開

用DSP控制，以及具有並聯和交錯的

power supply for an MRI application

關頻率，D是工作週期。

高階電源拓撲結構，從而簡化了功率

(為MRI應用設計電源)》一文。電源的

一旦計算出了所需的電感值，就可

調整，降低了EMI。為了保護整個電

開關頻率必須與2.488MHz時脈同步，

以使用公式(2)確定空芯電感的大小：

源免受電磁洩漏的干擾，電源還採用

因為MRI在掃描時會輻射出一個高強度

了80dB的遮罩層進行遮罩保護。

磁場，一般在1~4T的範圍內。由於電

L=

源中使用的傳統磁芯材料會在這種強

(d 2 × n 2)
(18d + 40I)

(2)

MRI環境的離散電源設計

度的磁場下飽和，因此必須使用空芯

其中：L是μH級的電感，d是以in

有許多應用要求開關電源解決方案完

電感來替換磁芯，然而，對於沒有鐵

為單位的線圈直徑，I是以in為單位的

全不受強磁場的影響— 即使是精心

氧體磁芯材料的電感，空芯方法只能

線圈長度，n是匝數。

遮罩的鐵氧體磁芯變壓器也會因為強

提供非常低的電感值。

對照公式(1)和公式(2)，可以看

磁場而飽和，可能會使用開關電容電壓

德州儀器為MRI電源配置推薦一

到較高的開關頻率會導致較低的電感

轉換技術。然而，在自製設計中，MRI

款達到汽車級要求的雙通道同步降壓

值。較低的電感值所需的空芯電感尺

設備發出的RF場也需要予以考慮，設

控制器。這款IC能成為MRI應用理想

寸就比較小。

計人員需要瞭解他們的設計應該如何

之選的一個特性就是，它能夠與高達

表2列出MRI設備的典型電源要

進行RF遮罩，可參考《Power Supply

2.6MHz的外部時脈實現同步。這個

求。其最高的電源軌是20.5AX12V，

for MRI Environment(針對MRI環境的

頻率可以使用較小的空芯電感，並且

(標稱)輸入電壓為48V，MOSFET

電源)》一文。

保持開關電源的開關頻率處於MRI設備

R DS(ON) 和開關損耗(在2.488MHz工作

的敏感範圍外，就能精確處理MRI中的

時是主要的MOSFET損耗)兩者結合，

通常情況下，空芯變壓器效率不高
(20~30%)，但可以完成這項工作。設
計師需要問的問題是：能夠在市場上
買到的空芯電感效率如何？這可以滿
足我的設計要求嗎？
此外，市場上容易獲得的無磁芯
電感有多大？Farnell出售的型號似乎
最多只有0.5μH。

遮罩材料
設計人員可能希望使用遮罩材料來隔
離高強度磁場。相對磁導率對於所有
頻率不會保持不變，不同的遮罩材料
具有不同的相對磁導率，因此有效遮
罩的特定頻率範圍也不同，表1列出遮
罩材料在150kHz的電氣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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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s
Silver
Copper, annealed
Copper, hard-drawn
Gold
Aluminum
Magnesium
Zinc
Brass
Cadmium
Nickel
Phosphor-bronze
Iron
Tin
Steel, SAE 1045
Beryllium
Lead
Hypernick
Monel
Mu-metal
Permalloy
Steel, stainless
Metshield

Relative
Conductivity(σ r)
1.05
1.00
0.97
0.70
0.61
0.38
0.29
0.26
0.23
0.20
0.18
0.17
0.15
0.10
0.10
0.08
0.06
0.04
0.03
0.03
0.02
0.01

Relative
Permeability(μ r)
1
1
1
1
1
1
1
1
1
1
1
1000
1
1000
1
1
80000
1
80000
80000
1000
60000

*Assuming that the material is not magnetic flux saturated. Taken from MIL-HB-419A.

表1：150kHz時遮罩材料的特性。(資料來源：Hemming，1992)

Absorption Loss(dB)
1mm
1mil
51.96
1.32
50.91
1.29
49.61
1.26
42.52
1.08
39.76
1.01
31.10
0.79
27.57
0.70
25.98
0.66
24.41
0.62
22.83
0.58
21.65
0.55
665.40
16.90
19.69
0.50
509.10
12.90
16.14
0.41
14.17
0.36
3484.0*
88.50*
10.24
0.26
2488.0*
63.20*
2488.0*
63.20*
224.4
5.70
3000.0*
75.00*

2018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s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s have
become mature during the last decade. We 4. DECEMBER
are facing a change of semiconductor power
MUNICH-AIRPORT

switches away from Silicon to SiC and GaN.
It is important that systems design engineers
get involved in the advanced design work using wide band gap devices for their
next project. The experts from th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s and the early users
are important to teach the field their experience and take the barrier down using
new technology.

Power-Conference.com

技術縱橫
使得熱管理極具挑戰性。
解決方案是用氮化鎵(GaN)FET
替換MOSFET。GaN FET的效率要比

VIN
(V)

FSW
(MHz)

VOUT
(V)

IOUT
(A)
7.2

46~50

2.488

3.3

MOSFET高很多—因為其具有幾乎為

46~50

2.488

5

0.6

零的反向恢復時間、較低的RDS(ON)和較

46~50

2.488

8

20.5

46~50

2.488

12

20.5

低的閘極電荷(QG)，所以可以將損耗

46~50

2.488

15

2.4

46~50

2.488

-8

15.84

46~50

2.488

-15

15.84

降低至可控的水準。GaN FET具有關
鍵的閘極驅動要求，因此GaN FET驅
動器也是必需。此外，AVX提供空芯電

表2：MRI電源軌。(資料來源：TI)

感樣品，Coilcraft有Air Core Springs

壓為48V~-15V(和48V~-8V)時的電

控制器能夠在輸入電壓為65V(絕

和設計者工具。

源要求不同，這種反相升降壓拓撲的

對最大值為70V)的情況下工作，克服

傳遞函數(公式3)要求控制器能夠承

了過電壓應力的危險。

大電流下需要負電壓輸出

受V IN +V OUT ，即50V MAX +15V=65V的

MRI應用中更具挑戰性的設計要求之一

電壓。

是在大輸出電流下需要負輸出電壓，
這是需要克服的另一個難題。MRI反

VOUT = −VIN ×

在具體的系統中到底採用哪種類
型的架構方案還是由設計人員決定。

D
1 −D

希望本文能夠提供一些幫助，為設計
(3)

相升降壓電源在電流為15.84A、電

專案做出正確的選擇。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DN Taiwan網站)

感測器趨勢：影像擷取和辨識正在「融合」
作者：Heather Hamilton

CMOS影像感測器技術在性能、尺寸和

與開發」，該公司發佈新的醫學影像

功耗方面不斷改進，使得它們在汽車、

感測器，它們在很小尺寸上整合很高

醫療和安全等高可靠性應用領域得到越

的性能。

構3D影像。
第二款感測器具有1,080p高畫質解
析度，其寬頻雙重防反射塗層可消除眩

來越多的應用。更高的功能整合還使得

新聞稿中，該公司將新推出的

光，而且可輕鬆整合到一個很小的封裝

影像感測器非常適合用於安防攝影鏡

OH01A描述為首款以60fps的速率提供

中。OmniVision表示，該感測器適用

頭、機器視覺和醫療儀器等。

1,280×800解析度的醫學影像感測器，

於診斷和手術中使用的內視鏡設備，包

OmniVision Technologies相信影

尺寸為2.5mm× 1.5mm。OmniVision

括氣道管理和胃腸道應用等。

像感測器將在幾個方面進一步改進，其

希望該感測器可為內視鏡和泌尿科應用

該感測器具有適於低光操作的1/6

中包括畫素尺寸縮小、格式增大(更多

提供最佳解決方案。OmniVision行銷

英吋光學格式，1.4微米畫素尺寸，

畫素，從24M移動到100M)、更高速度

和業務開發經理Tahzeeb Gunja補充：

以及RAW資料輸出支援。其功耗低至

(每秒幀數從30fps到60fps，再到120fps

「這些應用需要廣視角和近焦距離，以

90mW，可在60fps和全高畫質(FHD)解

甚至240fps)、更低功耗，以及更加智慧

及低功耗，以減少散熱並提高患者的舒

析度下工作，可讓內視鏡的尖端保持涼

的影像感測器(如在同一晶片中整合高階

適度。」

爽，讓患者感到更為舒適，並可以同步

此感測器的特性包括：1/11英吋

兩個感測器以生成3D視訊。該元件還

OmniVision技術長Boyd Fowler表

光學格式、1.1微米畫素、RAW資料輸

整合一次性可程式設計(OTP)記憶體和

示：「過去10年來，在安全、汽車和

出，以及其1,280×800解析度可調整

脈衝寬度調變器(PWM)。

處理和影像擷取功能)。

醫療等應用領域中CMOS影像感測器已

為高畫質720p(16:9寬高比)或800×800

經從玩具發展成為儀器」。據Fowler

(方形顯示)。與過去的醫學影像感測器

稱，透過「持續快速技術和產品改進

相比，功耗降低25%，並且可以同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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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wler表示，「成像技術的未來
發展是影像捕捉和辨識的融合。」
(因篇幅有限，完整圖文請參閱EDN Taiwan網站)

設計實例

利用ZSI驅動無感測器控制
無刷直流馬達
作者：Ebby Darney Paulraj、Dora Arul Selvi B

Z源逆變器(ZSI)是一種DC-AC轉
換器，可以單級執行降壓和升壓功
能。ZSI的一個獨特優勢是其直通狀
態，在這種狀態下，同一相腳的兩個
開關可以在同一瞬間即時導通，不需
要死區時間，輸出失真也大大降低，
不使用LC濾波器就能提供更高的輸
出。ZSI克服了傳統系統的概念和理
論障礙及限制，在沒有DC-DC升壓轉
換器或升壓變壓器的幫助下也可以提

圖1：ZSI饋電式BLDC馬達的無感測器控制。

升DC輸入電壓。
永磁無刷直流(BLDC)馬達由於
其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功率重量比和
更低的維護成本而被用於多種應用場
合。梯形電動勢(EMF)BLDC馬達需
要轉子位置資訊以便為變頻器驅動排

圖2：透過混沌序列的三角載波。

序，這種位置資訊通常是由放置在馬
達非驅動端的三個霍爾效應感測器產
生。但是，這些對溫度敏感的感測器
不但會增加馬達成本，而且需要特殊
的機械設置來安裝固定。
本文旨在探討如何提高BLDC馬達
驅動系統的性能，為此提出了一種ZSI
驅動器方案，即採用巧妙的隨機脈衝
寬度調變(RPWM)技術來驅動無感測
器控制的BLDC馬達。所提出的系統
使用反電動勢(BEMF)感測進行位置估
算，並且ZSI驅動器可以提供更寬範圍
的升壓電壓。針對ZSI-BLDC馬達驅動
器，本文提出了一種迂迴的雙隨機性
簡單升壓PWM(DTRSBPWM)技術，
該方法能夠以四種初始載波實現兩種
方式的隨機性。

圖3：DTRSBPWM產生器的邏輯示意圖。

器獲得的變頻三角波。DTRSBPWM

且已經使用SPARTAN-6現場可程式

其中兩個載波是正常和反向的固

諧波功率分配方法要勝過簡單升壓

邏輯閘陣列(FPGA，即XC6SLX45)

定頻率三角波版本，第三和第四載

PWM(SBPWM)方法。驅動系統的模

元件進行驗證。本文將重點討論輸出

波是透過混沌頻率產生器及其逆變

擬研究是在MATLAB軟體上完成，並

線電壓的總諧波失真(THD)、直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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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ZSI的規格。

線利用率，以及諧波擴展因數(HSF)。

Input Voltage

60V DC

Input frequency

50Hz

ZSI工作原理

Input Inductor (L1 = L2 = L)

1mH

ZSI是一種DC-AC轉換器，可以作為

Intermediate capacitor (C1 = C2 = C)

13μF

單級執行降壓和升壓功能。ZSI克服

Switching frequency

20kHz

了傳統系統的概念和理論障礙及限
制，在沒有DC-DC升壓轉換器或升

表2：無刷DC馬達的規格。

壓變壓器的幫助下也可以提升DC輸

Poles

4

入電壓。ZSI的工作原理可以分為四

Rated Power (P)

400W

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傳統的主動狀

Rated dc link Voltage (V)

200V

態(active state)模式，即逆變器橋充

Rated Torque (T)

1.5Nm

當直流鏈路的電流源；第二種模式是

Rated Speed (w)

2,000RPM

直通狀態模式，即逆變器橋在兩個傳

Torque Constant (Kt)

0.74Nm

統的零向量之一中工作，並直通逆變

Phase Resistance (Rph)

2.8750Ω

器的上下三個元件；第三種模式是非

Phase inductance (Lph)

25.71mH

直通模式，即電感電流協助降低線電

Moment of inertia (J)

1.3e-4kg.m2

流的諧波；第四種模式是傳統的零狀
態，即逆變器橋在其中的一種零狀態
下工作。

簡單升壓PWM
ZSI最常用的開關方法是簡單升壓
PWM。這是一種簡單的辦法，只需兩
條直線來控制直通狀態。當三角波形
高於上包絡線V P ，或低於下包絡線V N
時，電路工作在直通狀態，其他情況
下，它就像傳統的載波PWM一樣工
作。在簡單升壓PWM期間，整個元件
產生的電壓應力很高。
圖4：電感和電容兩端的電壓。

ZSI饋電式BLDC馬達無感測
器控制
ZSI的無感測器控制如圖1中所示，透
過估算反電動勢的過零瞬間(來自端
子電壓)和正確的換向瞬間，並饋送到
ZSI電路，由此對BLDC馬達進行無感
測器控制。馬達的速度控制是利用一
個比例積分控制器(PIC)來感應，並與
控制動作的參考速度進行比較。

建議的RPWM方法
本文所提議的DTRSBPWM方法涉及兩
圖5：ZSI的輸出電壓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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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級別的隨機性，利用四個(兩組)三

設計實例

圖6：預估的BEMF波形。

圖7：定子(Stator)波形。

圖8：電源電壓從-350Vdc變化至300Vdc時的速度回應。

角載波來實現。三角載波是在混沌亂

率每個週期都改變。以下來深入探究

數產生器的協助下生成，基於混沌的

由公式(1)描述的混沌序列。

PWM基本原理是使用混沌訊號來改變
開關頻率或載波頻率。被限制在一個

fn = flow + (fhigh − flow + 1)

預定範圍內的混沌數被饋送到三角波
產生器，該數目固定為當前載波週期

x(n +1) =

x(n)
0.5(5c −1)

2x(n) if x(n) = 0 and x(n) ≤ 5c
5c − 2x(n) else

(1)
(2)

的頻率並生成載波，載波的數量和頻
www.edntaiwan.com | 2018.08 EDN TAIWAN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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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 n是混沌PWM的第n個開關
頻率，混沌序列x n 可以簡單地透過反
覆運算生成，因此，開關頻率可以從
下限f low 變化到上限f high 。任意的週期
性軌道可以使用c的不同值得到，利用
混沌序列獲得的典型三角載波如圖2所
示，這種載波形式及其180 相移(反相
器形式)被認為是第一組載波。
第二組載波是從公共三角波及其
反相器形式獲得，雙隨機載波由偽
隨機二進位序列(PRBS)表示。對於
4×1多工器(MUX)，如圖3所示，所
有四個載波都作為輸入提供，週期選

圖9：速度回應隨負載轉矩變化而變化。

擇則由線性回饋移位暫存器(LFSR)
中的兩個選擇位完成。多工器的輸出
是所需的隨機載波，與傳統的正弦
PWM(SPWM)情況下的正弦參考值進
行比較，以獲得脈衝。

模擬和實驗調查
模擬是在MATLAB-Simulink(版本
2010a)軟體中用常微分方程(ODE)求
解器ode23tb進行，表1和表2分別列
出了ZSI和BLDC馬達的規格。混沌頻
率限定在2kHz~4kHz之間，另外兩個

圖10：轉速從950~1,000rpm(TL=1.5Nm)時的速度回應。

載波分別是+3kHz和-3kHz。
圖4顯示阻抗網路電容和電感兩

表3：諧波傳播能力。

端的電壓。

MI

圖5顯示了ZSI的輸出電壓。

0.1

預估的BEMF波形如圖6所示，A

HSF
SBPWM

DTRSBPWM

8.43

4.06

0.2

8.02

3.93

0.3

7.76

3.71

圖8和圖9顯示了開發系統對電源

0.4

7.24

3.56

電壓和負載轉矩階躍變化的抗干擾

0.5

7.03

3.47

性能。

0.6

6.43

3.33

相電流和A相BEMF如圖7所示。

在負載轉矩T L=1.5Nm的情況下，
轉速從950變為1,000rpm的速度回應

0.7

6.12

3.01

0.8

5.81

2.85

0.9

5.67

2.71

如圖10所示。
本文提議的驅動系統可以使用

證和實現。

線，其他優點還包括低成本、小尺寸

SPARTAN-6 FPGA(XC6SLX45)元

本文提出的基於ZSI的BLDC馬

和少維護等。基於四個三角載波的新

件實現。該架構使用VHDL語言進行

達驅動和無感測器速度控制具有很

型RPWM方案改進了系統的諧波功

設計，其功能模擬使用Modelsim 6.3

多優點，不但能夠提升直流電源的電

率擴展特性，在DTRSBPWM的情況

工具進行，使用綜合工具Xilinx ISE

壓並提高系統的安全性，而且適用於

下，HSF的值降低，從而可降低雜訊

13.2可以完成寄存器傳輸級(RTL)驗

惡劣環境，因為它不需要感測器和導

和機械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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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反饋電路雙埠分析的侷限性
作者：Sergio Franco

雙埠(TP)分析廣泛用於負反饋電路的
研究。這種類型的分析要求首先須確
定所分析的電路屬於四種拓撲結構中
的哪一種(包括串聯-並聯、並聯-串
聯、串聯-串聯或並聯-並聯)，然後適
當調整基本放大器，以適應回饋網路
負載。
教科書確實指出，TP分析假設
了某些近似值，因此其結果不一定準
確。然而，如果不是完全合適的話，
很少教科書透過顯示TP分析不充分的

圖1：(a)電壓跟隨器；(b)小訊號等效電路。假設gm=20mA/V，rπ=2.5kΩ，
ro=50kΩ，R1=R2=1.0kΩ。

實例對此進行過深入討論，因此，在
熟練掌握TP分析之後，人們可能會錯
誤地認為結果就是確定的。讓我們以
圖1中的電壓跟隨器來舉例說明。
圖1a的電壓跟隨器形成了一個
串聯-並聯配置，它很簡單，可以
直接得到精確的閉環增益。參考
圖1b的交流等效圖，使用節點分析可
以很容易得到熟悉的公式：
Aexact =

Vo
Vi

圖2：(a)TP分析塊圖；(b)得到調整增益amod=vo/vi的電路。

利用讓g m →∞，來獲得得到A ideal

與低頻操作有關，但在高頻時會變得

所需的條件a mod→∞。這使得v π→0，

更加明顯，接下來的例子可以說明這

所以通過rπ(並因此通過R1)的電流趨於

一點。

1

=

1+

(1)

R1 + rπ
(1 + gmrπ )(R2 // ro )

為了研究頻率特性，使用圖3的交

零，表示v o→v i。所以：
接下來，使用TP分析將電路置於
圖2a的模組示意圖中，其中a mod 是為
了考慮負載因素而調整過的基本放大
器的增益，A ideal 是a mod →∞時的閉環

將a mod 和A ideal 代入公式(2)，可以

Vo

ATP =

Vi

= Aideal

ATP =
1

Vo
Vi

1

=

1+

R1 + rπ

(4)

其中a mod /A ideal 之比也稱為回路增

「0」，以便將它與前面A exact 公式中

益。參照圖2b，透過檢查，可以得

對應的「1」進行對比。使用圖1的一

到：

組值，可以得到：

vo = gmvπ (R2 // ro ) = gm(R2 // ro )
amod =

Vo
Vi

= gmrπ

R2 // ro
R1 + rπ

R1 + rπ

vi

A exact=0.93458V/V ATP=0.93336V/V (5)

(3a)

的動態特性。公式(1)和(4)仍然成立，

gmrπ

gmrπ
gmzπ = gm [rπ // (1/j𝜔𝜔Cπ )] =
1 + j𝜔𝜔rπCπ (6)

之 後 ， A exact和 A TP都 成 為 j ω 的
其 中 ， 在 A TP公 式 中 ， 故 意 顯 示

rπ

容Cπ,，該寄生元件決定了射極跟隨器

(0 + gmrπ )(R2 // ro )

(2)

1 + Aideal / amod

流等效電路，其中包括基極-發射極電

只要進行如下替換：

得到：

增益，該電路的增益可從以下熟悉的
公式得出：

(3b)

A ideal=1V/V

在這個示例中這種差異最小，這

函數。現在，考慮到ω→∞，且有
g mz π(jω)→0，然後：
lim
Aexact (j𝜔𝜔) =
𝜔𝜔 ∞
lim
ATP (j𝜔𝜔) = 0
𝜔𝜔 ∞

R2 // ro
R1 + rπ + R2 // ro

(7a)
(7b)

從數學的角度，A TP與A exact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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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

rπ
R1 + rπ

[(R1 + rπ ) // R2 // ro ]

在圖5b中，利用分壓器公式來表
示：
aft =

Vo
Vi

=

R2 // ro
R1 + rπ + (R2 // ro )

(9b)

將圖1中的一組值代入公式(8)，即
可算出T和a ft：
圖3：使用電容Cπ來看頻率回應。

ARR=0.91625+0.01833= 0.93458V/V

(10)

這 與 公 式 ( 5 ) 的 A exact值 一 致 。 事
實上，將公式(9)代入公式(8)，可以
用 一 些 代 數 計 算 來 驗 證 A RR的 表 達 與
A exact 的表達是一致的。但是，從簿記
的 角 度 來 看 ， A RR更 有 啟 發 性 ， 因 為
它分開顯示了由於前饋增益和饋通引
起的分量。
圖4：RR分析示意圖。

電流回饋放大器(CFA)實例
如果有那麼一個電路受到TP分析侷限
性的嚴重影響，且因此一直是不公正
的指責主題，那就是電流回饋放大器。
參照圖6(上)，Q1~Q4，以及Q11~
Q14形成兩個相同的單位增益電壓緩
衝器，分別具有低輸出電阻r n和r o(圖6
下)。由反相輸入節點處的外部電路引
起的任何電流不平衡In都會被一對互補

圖5：圖中的電路可以算出(a)gmvπ源的回歸比T；(b)相同源的饋通增益aft。

差異源於公式分母中的「0」而不是
「1」。從物理的角度，可注意到，在

ARR =

高頻率時，Cπ接近短路，Vπ和gmVπ都

Vo
Vi

=

Aideal
1 +1/T

=

aft
1 +T

Wilson電流鏡Q5~Q7，以及Q8~Q10
檢測並複製到輸出緩衝器的輸入節點，
(8)

的CFA中，該節點表現出較大的等效電

接近於零，從而將圖3的電路縮減為單

要找到電壓跟隨器示例中的T(也稱

純的分壓器，這可由公式(7a)證實。顯

為環路增益)和aft，請參考圖5的交流等

然，TP分析未能解釋這種物理現實，

效電路。在圖5a中，施加一個測試電

因此其結果必須予以特別考慮。

流i t，得到回歸電流i r如下：

回歸比(RR)分析是優於TP分析的
一種替代方案，可以產生精確而非近
似的結果。這種類型的分析如圖4所

ir = gmvπ = gm
= −gm

示，其中T是模擬放大器增益的相關
源的回歸比，而a ft 是饋通增益，即相
路的增益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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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π
R1 + rπ

rπ
R1 + rπ

T=−

ir
it

阻Req和較小的寄生電容Ceq。可利用公
式來表達這一想法：
Req = rc7 // rc8 // rb14

(−ve )

其中r c7 和r c8 是Wilson鏡的輸出電
阻，r b14是輸出緩衝器的輸入電阻。考

[(R1 + rπ ) // R2 // ro ]it

慮到Wilson鏡的輸出電阻是(1+β/2)
r o ，其中r o 是輸出BJT的集電極交流電

g mv π源的回歸比T為：

關源的增益設置為零時的增益。該電

也稱為增益節點(圖6下)。在設計良好

阻，且達靈頓型(Darlington-type)緩
= gmvπ

(9a)

衝器的輸入電阻是在輸出負載乘以β 2

設計實例
的數量級上，這對於一個設計良好的
CFA並不奇怪。
R eq 比較大(一般在MΩ範圍)，C eq
在pF範圍。如果定義：
Req

z = [Req // (1/j𝜔𝜔Ceq )]

(11)

1 + j𝜔𝜔ReqCeq

那麼顯然增益節點電壓是z×I n 。
以圖7所示的方式，將1×I n 源、增益
節點元素和輸出緩衝器合併成單個電
流控制的電壓源，電壓值為zI n ，輸出
電阻r o 。這裡，兩個外部電阻R G 和R F
也被添加到CFA的閉環運算配置中，
接下來將進行探討。
圖7的電路類似於用傳統運算放大
器實現的非反相放大器，主要區別在
於，精心設計的CFA中r n 非常小(在幾
十歐姆或更小的範圍內)，而運算放大
器的輸入電阻非常大(在兆歐姆或更高

圖6：電流回饋放大器示意圖(上)及其AC等效電路(下)。

的範圍內)。無論如何，在觀察到z →
∞的情況下，可以得到V n→V p=V i，所
以可以表示為：
(12)

A ideal=Vo/Vi=1+R F/R G

該電路似乎是串聯-並聯類型，所
以嘗試用TP分析並將其分成兩個獨立
的模組：(a)基本放大器，但做了相應
調整以適應回饋網路負載，以及(b)無
負載的回饋網路本身。如圖8所示，
電流控制電壓源zI n 已被電壓控制電壓
源zI n =z(V pn /r n )所取代，使得CFA更

圖7：非反相放大的CFA配置。假設CFA的rn=25Ω，ro=50Ω，Req=500kΩ，
Ceq=1.2732pF。此外，使RF=1.25kΩ和RG=RF/9

接近熟悉的運算放大器。透過檢查，
可得出：
Vo =
=

用 圖 7 中 的 資 料 來 計 算 A ideal和
a mod，然後插入公式(2)，得到：

RG + RF

z

ro + RG + RF rn
1

ATP =

Vpn

z

rn

1 + ro /(RG + RF ) rn rn + (RG // RF )

Vi

Vo
Vi

=

10V/V
1 + (1.554kΩ)/z

Vr = zIn = z

(14)

之前曾討論過，對於r n = r o =0，公
式(2)將給出A=(10V/V)/(1+R F/z)，所
以根據TP分析，r n 和r o 將對R F 產生影

因此調整後的增益為：
amod =
×

Vo

=

Vi

參考圖9a，我們有：

(apparent value)1.554kΩ。

1 + ro /(RG + RF )

rn + (RG // RF )

z

(13)

Vn
rn // RG

rn rn(rn // RG ) + RF + ro

Vi

因此，利用代數計算可以得到zI n
源的回歸比：

響，從實際值1.25kΩ提高到表觀值

1

z

=−

0 −Vn

T=−

Vr
Vi

=

z
rn + (1 + rn / RG ) × (RF + ro ) (15a)

現在希望使用RR分析來得出確切
的結果，看看TP分析的近似度如何。

在圖9b中，以常規方式處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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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仍然表示TP分析只是近似的(而RR
分析是準確的)。如果使公式(14)和
(16)中的z→0，而獲得增益的高頻漸
近值，那麼差異就會變得更加明顯。
lim
ARR (j𝜔𝜔) =1/61.16V/V
𝜔𝜔 ∞
lim
ATP (j𝜔𝜔) = 0
∞
𝜔𝜔

(17a)
(17b)

使用PSpice和圖7的分量值，為
1V輸入生成如圖10所示的快照。請注
意，為了保持10.328V的輸出，相關
源需要(10.328V)/(500kΩ)=20.66μA

圖8：為了對圖7中的回饋電路進行TP分析，將其分解成調整的放大器以適應回饋網路
負載，以及無負載的回饋網路。

的控制電流I N 。當I N ≠0，R F 和R G吸取
不同的電流，這會使圖8b中TP分析
所假定的無負載回饋網路無效。事實
上，TP分析使用虛構電路，旨在便於
利用手工計算估計環路增益。但是，
當進行實驗室測量時，將面對如圖10
所示的真實電路，而不是圖8的虛構
電路。

電壓回饋還是電流回饋？
回饋給CFA反相輸入的訊號是什麼樣

圖9：利用RR分析來計算(a)zIn源的回歸比T；(b)相同源的饋通增益aft。

子？TP分析規定了在輸入端串聯求和
的電壓回饋，但事實如此嗎？為了找
到答案，使用由R.D.Middlebrook開創
的雙注入技術，它既適用於SPICE模
擬，也適用於實驗室測試。這種技術
要求，在使電路處於休眠狀態之後，
在興趣點斷開反饋回路，並分別注入
一個串聯測試電壓V t 和一個並聯測試
電 流 I t。 這 些 激 勵 會 導 致 電 路 對 正 向
響應V f和I f發生反應，反過來又伴隨著
返回回應V r和I r。如果讓：

圖10：對應1.0V直流輸入的電壓和電流。

以得到：

aft =
=

ARR =

Vo
Vi
1

1

(15b)

=

Tv =

Vo
Vi
10V/V

1 + (1.559kΩ)/z

+

(1/61.16)V/V

1 + RF / ro 1 + rn /[RG // (RF + ro )]

請注意，由TP分析提供的RF表觀
用圖7中的資料來計算A ideal 、T和
a ft，然後插入公式(8)，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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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現在是1.559kΩ，而不是1.554kΩ。
在這個例子中，這種差異非常小，但

(18)

and Ti = I
Vf
f

那麼回路增益T可以在如下的條件

(16)

1 + z/(1.559kΩ)

Ir

Vr

下得到：
1
1+T

=

1
1 + Tv

+

1
1 + Ti

(19)

因想知道回饋到輸入端的是什麼，

設計實例

圖11：使用電壓和電流注入來獲得圖7電路的環路增益T。

圖12：Tv、Ti和T的頻率曲線。

圖13：使用傳統運算放大器的並聯-並聯配置：電流回饋還是電壓回饋？

所以就在回饋網路與輸入緩衝器的輸出

流和電壓回饋的混合是由什麼決定，

節點交會處，斷開測試訊號注入回路，

由Ti和Tv滿足相應條件就可得到答案。

如圖11所示。圖12中的曲線表示T的構
成，包括電流和電壓分量，但是由於T
更接近Ti，而不是Tv，所以電流分量佔

1 + Ti
1 + Tv

=

Zf
Zr

(20)

優勢。事實上，使用PSpice的游標，可

其 中 Z f和 Z r分 別 是 從 測 試 訊 號

發現Ti0=384.8、Tv0=1935.5、T0=320.7

注入點、前向和反向看到的阻抗。

的直流值，確實滿足公式(19)。

在 圖 1 1 中 ， Z f= r n= 2 5 Ω 且 Z r= R G/ /

如果想知道回饋路徑上給定點的電

( R F+ r o) = 1 2 5 . 5 Ω ， 因 此 證 實 直 流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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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有(1+384.8)/(1+1935.5)=25

而在反相輸入接腳處斷開電路，則會

端的回饋主要是電壓類型，即使在TP

/125.5。顯然，只要滿足條件將主要

遇到條件Z f>>Z r(Z f=r i，Z r=R F+r o)。從

分析認為輸入端是並聯類型的配置中

是電流回饋：

公式(20)和(19)可以看出，這是明顯的

也是如此，比如圖13的I-V轉換器。若

電壓型回饋，若r i→∞，回饋將完全是

r i→∞，為測量T i注入的測試電流只能

電壓類型。因此，傳統運算放大器也

沿著返回方向流動，因此由公式(19)

在r n →0時，將得到V pn →0，回饋

被稱為電壓回饋放大器(VFA)，以區

可以得出，T i→-I r/0=∞，且T→T v。

將完全是電流類型。TP分析是不會考

別於CFA。另一方面，如果使用CFA

相反地，對於精心設計的CFA電

慮到這些，因為無論公式(21)是否滿

實現圖13的I-V轉換器，在輸入端滿

路，輸入端的回饋主要是電流類型，

足，TP分析都只能預測到其虛擬電

足條件Z f <<Z r ，則回饋實際上是電流

即使在TP分析認為輸入端為串聯類

路的電壓回饋，而精心設計的CFA電

類型，在這種情況下確定為並聯-並聯

型的配置中，比如圖7的非反相放大

路一般可以充分滿足公式(21)。實際

型是合適的。

器。若r n →0，為測量T v 而施加的測試

rn<< RG // (RF + ro )

(21)

上，一些CFA在輸入緩衝區周圍使用

電壓只能沿著返回方向延伸，因此由

本地回饋來實現真正的低r n 值，很明

總結

公式(19)可以得出，T v →-V r /0=∞，

顯，術語「電流回饋」對這些元件來

為便於人工計算環路增益，TP分析將

且T→T i。

說非常適合。

負反饋電路分成兩個虛擬子電路：(a)

儘管TP分析有侷限性，但它能夠

使用傳統運算放大器的電路可以

調整的運算放大器以適應回饋網路負

對回路增益做出很好的估算，至少在

進行雙重論證。圖13所示為流行的I-V

載；(b)無負載的回饋網路。但是更改

饋通可以忽略不計的情況下，因此仍

轉換器，也稱為互阻放大器。從TP分

後的電路可能不再反映原始電路的確切

有一定價值。然而，若使用TP分析來

析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並聯-並聯配

工作原理，並且由TP分析得出的結果

質疑，甚至試圖推翻利用RR分析或雙

置，意味著這是電流類型的回饋。但

也可能不準確，TP分析在判斷實際回

注入技術所得出的確切結果，註定是

真是這樣嗎？一個精心設計的I-V轉換

饋到輸入端的訊號類型時也可能出錯。

失敗的嘗試。遺憾的是，所有企圖抹

器R F <<r i ，所以如果為了施加雙注入

在精心設計的VFA電路中，輸入

黑CFA的嘗試都是基於TP分析。

別讓等效串聯電阻浪費電能及損耗電容
作者：Bill Schweber

記得在學校時，我們從電氣工程基礎

這些都跟特定頻率有關。如果從實際

課上瞭解到，理想的電容是一個簡單

串聯電阻、漏電電阻和介質損耗角度

的基本電抗元件。它很容易用容抗來

來看，ESR從一個僅與理想電容串聯

表達：

的電阻，變為更複雜的元件，如圖1所
示。請注意，實際的電容也會產生互補

X C=1/(2 π fC)

寄生自感，稱為等效串聯電感或ESL，
但這又是另一回事了，這裡先不討論。

其中f是頻率，C是電容值。然

為什麼要擔心ESR？對於基本的直

後，在一些(但不是全部)課程中，剝
去理想的外衣之後，會瞭解到現實並
不是那麼簡單。理想電容在現實世界
中有一個重要參數，稱為等效串聯電
阻(ESR)，它可以量化電容對RF電流
的有效電阻R S。
ESR參數實際上受到多個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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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理論電容(theoretical
capacitor)是一個簡單的電抗元件，但
由於歐姆串聯電阻、洩漏電阻和介質損
耗，實際電容會帶有等效串聯電阻。
(資料來源：QuadTech)

流電路，ESR可能影響不大。但是，
當設計開關電源或RF電路時，ESR
顯然會影響設計，以及電路的實際性
能。ESR會移位並降低電容工作電路

影響，包括電極和端子引線，以及電

的諧振，以及電路的品質因數Q。ESR

介質、板材料、電解質溶液等，所有

跟頻率有關，顯然也受到電容類型、材

設計實例
料、結構和電容值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如圖2所示。
ESR不僅僅影響電路性能，作為一個「電阻」，它還
會產生熱功耗P，這是流過電容的電流函數，用公式表示
為P=I 2R S。ESR不僅浪費電能(多數情況下由能源消耗和工
作時間決定)，而且這種能耗會增加系統的熱負荷，即使它
不會給系統造成負擔，也可能很快超出電容本身的熱額定
值。例如，一個基本的0.47μF電容在1GHz時的平均ESR約
為0.1Ω，其功耗約為75mW，視電路和系統的具體情況，
以及電容額定參數的不同，這樣的功耗也許不算什麼，但
也可能影響重大。
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如何確定ESR？對於大多數工程師而
言，答案很明顯：可以查看供應商的資料表參數，以及ESR
與頻率的關係圖。信譽良好的供應商會提供詳細的ESR規
格，不僅標明數值，還會解釋清楚它們是如何確定。
如果想自己測量ESR，這可不太容易。《微波
(Microwave Journal)》雜誌上有一篇題為「The Methods

圖2：ESR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工作頻率及電容材料和類
型。(資料來源：Murata)

的技巧。不同供應商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方法，無論嘗試哪種
方法，都需要考慮測試和儀器的許多細微之處，因為在處理
GHz和更高頻率的訊號和分量時總會遇到這種情況。

and Problems of Capacitor ESR Measurement(電容ESR

在設計中有沒有因ESR過大而受到影響的情況？有沒有

測量的方法和問題)」的文章，詳細介紹了可對ESR進行測量

試過深入研究你用過的某個特定電容ESR的詳細情況，或試

的長期且可接受的方式及其侷限性，也提供了一個較為先進

圖自己測量ESR？請分享你的經歷和想法。

使用回饋電阻網路降低FET失真
作者：Ron Quan

在上一期雜誌的「如何在電壓控制電路中使用FET」一文
中，已分析了FET壓控電阻、基本壓控電阻電路，以及平
衡或推挽式壓控電阻(VCR)電路。接下來，來看看帶回饋
的N通道JFET衰減器電路(圖1)。
對於沒有回饋電阻的壓控電阻，可以看到透過S1和S2
斜率，VDS>0V的電阻比VDS<0V時的電阻要高。如果圖1
中的VDS>0V或為正電壓，則VDS的一部分(Q1的漏極和
源極兩端的電壓)正電壓透過R3被加到閘極電壓上。再加

圖1：回饋電阻R3和R4可減少失真。

上VR1的滑動電壓，就使得閘極的負電壓減小，這意味著
漏極至源極電阻下降。

Id = IDSS [2(1 −

當VDS<0V時，額外的負電壓通過R3施加到閘極，這使

Vgs
Vp

)(

Vds
-Vp

)−(

Vds
Vp

)(

Vds
Vp

)]

(1)

得閘極負電壓更大，導致Q1的漏極和源極上的電阻更高。

希望能夠消除(V DS/V P)(V DS/V P)相關項，這樣求I d相對於

因此，使用回饋電阻網路R3和R4，VDS>0V和VDS<0V的

V ds 的導數時，電導(g ds )只跟V GS 有關。對於線性電導，仍

電阻值變得更接近，這將減少失真。

然需要漏極電流方程中的V ds項，它將乘以一個常數或與控

請注意，當R3=R4時，R3和R4將VDS電壓的一半饋
送給閘極。來看看為什麼這有助於消除失真。先看漏極電
流公式(1)：

制電壓相關的因數。
使V gs = V c +kV ds ，其中V c 是控制電壓，k是回饋因數，
0<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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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1
k=1/2

對於回饋電阻R3和R4：
k=1/2=R4/(R3 + R4)

這意味著在回饋因數k = 1/2時，R3 = R4。
圖2：P通道壓控電阻電路示例，利用回饋電阻網路R3和R4來
降低失真。

對於Vgs=Vc+kVds:
k=1/2
k=0.5
V gs=Vc+0.5Vds

現在再回到公式(7)：

− IDSS (

這將得出：
Vc + kVds

Id = IDSS [2(1 −

Vp
Vc + kVds

Id = IDSS [2(1 −

Vp
Vc

Id = IDSS [2(1 −

Vp
Vc

Id = IDSS [2(1 −
− IDSS (

Vds
Vp

Vp

)(

Vds
Vp

−
)(

)(
)(

Vds
-Vp
Vds
-Vp

kVds
Vp
Vds
-Vp

)(

)−(

Vds
Vp

)(

-Vp

Vp

Vds

)] − IDSS (
Vds

Vds

Vp

)] − IDSS (

)] + IDSS [2(-

kVds
Vp

IDSS [2(

kVds
Vp

kVds
Vp

)(

)(

Vds
-Vp

Vds
Vp

)] − IDSS (

Vp
Vds
Vp

)(
)(

Vds

Vds

)(

Vds
Vp

Vds
-Vp

)] + IDSS [2( -

kVds
Vp

)(

Vds
-Vp

)]

(7)

)

Vp

Vp

Vds
Vp
)(

)(

Vds
-Vp

Vc

Vds
Vp

gds =

)

)]

d
dVds

Id =

Vds
dVds
Vc

gds = IDSS [2(1 −

)=0

gds = IDSS [ -2(

)(

Vp

)

)=0

Vp

Vds

)(

Id = IDSS [2(1 −

(7)

Vds

Vp

)]

)

)] − IDSS (

Vds

)(

Vp

若k=1/2，公式(7)的最後兩項就抵消了。

設置最後兩項來相互抵消，即：
IDSS [2( -

Vc

Id = IDSS [2(1 −

圖3：帶回饋網路的N通道MOSFET壓控衰減器電路可減少失
真。

Vp
1

Vp

Vds
-Vp

IDSS [2(1 −

)(

)( 1−

Rds = 1/gds = 1/{IDSS [ -2(
Rds = 1/{IDSS [ -2(

1
Vp

1
-Vp
Vc
Vp
1
Vp

)( 1−

(8)

)]
Vc
Vp

)(

Vds
-Vp

)]

(9)

)]

(10)
)]
)( 1−
Vc
Vp

)]}

Vc
Vp

)]}

(11)

對於給定的V p和I DSS，公式(11)表示，漏極到源極的電
阻R ds 僅取決於控制電壓V C ，而跟V ds 無關。因此，使用回

或者：
IDSS [2(

kVds
Vp

)(

饋電阻R3和R4可以比較近似地提供一個線性壓控電阻器。
Vds
Vp

)] = IDSS (

Vds
Vp

)(

Vds
Vp

圖2顯示一個利用回饋電阻降低失真的P通道JFET。
)

請注意在圖1和圖2中，回饋電阻網路使用高電阻值以
便讓FET(例如，圖1和圖2中的Q1和Q2)漏極-源極電阻跟

如果公式兩邊都除以I DSS ，然後兩邊再乘以(V p )(V p )，
即可得到：

R2一起形成一個分壓器。
例如，如果R3和R4=22kΩ，那麼將會有一個大約

2(kVds )( Vds ) = ( Vds )( Vds )

兩邊都除以(V ds)(V ds)，可以得到k：

44kΩ的電阻與R5及FET的漏極-源極電阻相並聯，這個電阻
將「清除」一些FET的R ds影響。當R2=47kΩ、FET處於截
止(例如無限電阻)狀態時，輸入訊號Vin不會無衰減地通過。
使用回饋網路來減少失真也可用於增強型MOS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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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Note
具超快瞬態回應和低功耗的有源整流器控制器
Bin Wu
引言
LT8672 是一款有源整流器控制器，該器件 (與一個
MOSFET) 可在汽車環境中為電源提供反向電流保護
和整流。在傳統上，這項工作是由一個肖特基二極
體承擔完成的，相比之下，LT8672 的主動保護擁有
一些優勢：
• 少的功耗
• 小、可預知、穩定的 20mV 電壓降
另外，LT8672 還具有多個旨在滿足汽車環境中電源
軌要求的特點：
• 反向輸入保護至 –40V
• 入工作範圍：3V 至 42V
• 超快瞬態回應
• 整流 6VP-P，高達 50kHz；整流 2VP-P，高達 100kHz
• 用於 FET 驅動器的集成化升壓型穩壓器之工作性能
優於充電泵器件
圖 1 示出了一款完整的保護解決方案。

對輸入紋波整流的快速回應
汽車標準 (ISO 16750 或 LV124) 規定，汽車電子控
制單元 (ECU) 能夠接受一個具有高達 6VP-P (在高達
30kHz 頻率下) 之疊加 AC 紋波的電源。LT8672 用於
控制外部 MOSFET 的柵極驅動器足夠強大，能處理高

達 100kHz 的紋波頻率，從而最大限度減小了反向電
流。圖 2 示出了此類 AC 紋波整流的一個例子。

與肖特基二極體相比具有低功耗
當 採 用 圖 3 所 示 的 設 置 時 ， LT 8 6 7 2 ( 採 用
IPD100N06S4-03 作為外部 MOSFET) 的性能堪與一
個肖特基二極體 (CSHD10-45L) 不相上下。這裡，位
於輸入端上的一個 12V 電源用於模仿汽車電壓源，
而輸出端承載了一個 10A 的恒定電流。圖 4 示出了
這兩種解決方案在穩態情況下的熱性能。當未採取冷
卻措施時，LT8672 解決方案的熱性能遠勝一籌，達
到的峰值溫度僅為 36°C，而肖特基二極體解決方案
的峰值溫度則高得多，達到了 95.1°C。

額外的低輸入電壓操作能力
汽車任務關鍵型電路必須能夠在冷車發動情況下運
行，此時的汽車電池電壓會驟降至 3.2V。考慮到這
一點，許多汽車級電子產品被設計成能在低至 3V 輸
入的條件下工作。肖特基二極體的可變正向電壓降在
冷車發動期間會帶來一個問題，此時該壓降將產生一
個 2.5V 至 3V 的下游電壓，這對於有些系統的運行
而言就過低了。相形之下，LT8672 解決方案則憑藉
其穩定的 20mV 電壓降保證了所需的 3V，從而簡化
了電路設計並改善系統的堅固性。

圖 1：LT8672 有源整流 / 反向保護解決方案
所有註冊商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04/1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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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VBATT 降至 3.2V 時，LT8672 控制型系統 (a) 保持
VIN > 3V，因而使 LT8650S 能保持其輸出 VSYS 穩定在
1.8V，而在肖特基二極體系統 (b) 中，LT8650S 的輸
入電壓 VIN 降至低於其最小工作電壓，故而使它無法
在其輸出 VSYS 上保持 1.8V。

集成化升壓型穩壓器
許多替代型有源整流器控制器採用充電泵為柵極驅動
器供電。這些解決方案通常不能提供強大的柵極充電
電流和一個穩定的輸出電壓，因而限制了連續整流的
頻率範圍和性能。LT8672 的集成化升壓型穩壓器可
提供一個嚴緊調節的柵極驅動器電壓和強大的柵極
驅動器電流。

圖 2：輸入紋波的整流

(a)

結論

(b)

圖 3：系統組態 (a) LT8672 控制型系統； (b) 肖特基
二極體系統

LT8672 能夠對汽車電源上的高頻 AC 紋波進行整
流。該器件採用一個集成化升壓型穩壓器以驅動一個
MOSFET，從而在連續整流過程中實現超快瞬態回應，
這相對於充電泵解決方案是一項改進。LT8672 採用
纖巧型 10 引腳 MSOP 封裝，其具有整流和反向輸入
保護功能以及低功耗和一個超寬的工作範圍 (這對於
冷車發動是很可取的)。

(a)
(a)

(b)

圖 4：熱性能比較 (a) LT8672 控制型系統； (b) 肖特基
二極體系統

圖 5：用於冷車發動測試的系統組態
(b)

圖 5 示出了一款用作比較的冷車發動測試設置，其
採用一個 LT8650S 降壓型轉換器作為下游測試系
統。LT8650S 輸出在 4A 恒定負載情況下被設定為
1.8V，而且它的最小輸入工作電壓要求為 3V。測試結
果示於圖 6。
下載資料手冊

www.linear.com/LT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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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冷車發動”情況下的系統電壓比較 (a) LT8672 控制型
系統； (b) 肖特基二極體系統

如需文件資料或應用的協助
請電洽 02-2650 2888

設計實例
(圖3)。
要消除增強型元件的失真，回饋網路R3和R4應該具有
相等的電阻。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緩衝放大器(如
圖7)可以更好地降低失真。
圖4顯示一個P通道MOSFET壓控衰減器。

改善降低失真的電路
圖1、2、3和4都是利用回饋電阻網路R3和R4來降低失真，

圖4：利用電阻網路R3和R4來降低P通道MOSFET壓控衰減器
的失真。

但這種方式也有一些缺點：
1. 只使用阻值非常大的電阻R3和R4，限制了衰減範圍；
2. 電阻網路跟控制電壓相連，這會使R3和R4向漏極端子
洩漏輕微的DC或控制偏置電壓；
3. 電阻網路R3和R4會將控制電壓範圍減半施加給閘極。
如果FET具有較高的夾斷電壓，如-10V，則需要-20V
的控制電壓。
為了改進上述的第一點和第二點，圖5、6、7和8利用

圖5：透過R3和R4網路減少失真，利用U1A將緩衝的漏-源電壓
回饋到N通道FET的閘極。

電壓跟隨器U1A，將緩衝的漏-源電壓回饋到閘極。
R3和R4的電阻值可以降低，而不會限制衰減範圍。
請注意，這裡沒有添加其他元件，只使用現有的輸出緩
衝放大器U1A。可以看出，電阻R3和R4不會再增加任何直
流偏置或控制電壓到FET的漏極端子。更重要的是，R3和
R4的串聯電阻不再與R5並聯，也不再與FET的漏-源電壓
控制電阻並聯。
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R3和R4可以是阻值較低的電
阻，這樣控制電壓可以在更高的頻率下運行，而不必擔心

圖6：P通道JFET壓控電阻電路透過緩衝放大器U1A、利用電
阻網路來降低失真。

FET的閘-源電容會降低頻率回應。
類似地，圖6表示了一個P通道JFET的例子，圖7和8則
顯示了MOSFET例子。
無論訊號是否被緩衝，利用回饋電阻網路R3和R4降
低失真的效果都很好。但是，至少在MOSFET的一個例子
中，緩衝器降低失真的效果要比透過R3連接漏極和閘極更
好(圖7)。
對於N通道MOSFET，比如SD5000 DMOS元件，使用

圖7：一種N通道MOSFET透過緩衝放大器U1A來減少失真的
例子。

緩衝放大器U1A(或等同的產品)可以更好地降低失真，這要
比使R3與漏極和閘極連接、R4連接到控制電壓和閘極的效
果更好。有關P通道示例，請參見圖8。
在圖5、6、7和8中，失真減小了，並且回饋電阻R3與
FET的漏極隔離。但是，應該觀察到控制電壓V cont在FET的
閘極中衰減了50%。
可以使用如圖9和10所示的求和放大器將整個控制電壓
傳輸到閘極，這樣就不需要兩倍的控制電壓。

圖8：P通道MOSFET衰減器電路使用電壓跟隨器U1A，以及
R3和R4來降低失真。

為了提供從漏極到閘極的失真減少回饋，緩衝放大器

是R2(20kΩ)的一半，所以在U1B的接腳7處增益為-0.5。單

U1A將漏極電壓耦合到R2。由於U1B的回饋電阻R4(10kΩ)

位增益反相放大器電路透過R5、R6和U3A將U1B接腳7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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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反相，使Q1A漏極電壓的一半發送至閘極。
控制電壓以VR1無衰減地發送至Q1A的閘極，這是利
用包含U1B和U3A的加法放大器電路完成。圖9表示一個N
通道JFET Q1A，其中控制電壓可從0V變化到-V；如果N通
道JFET變為P通道JFET，則控制電壓將從0V變化到+V。電
阻R7為FET的閘極提供一些保護，因為在電源啟動狀態下有
可能引起閘極正向偏置到源極結點。
類似地，對於圖10中的N通道MOSFET，有一半的漏極
訊號電壓利用U1B和U3A傳輸回閘極。R2和R4在U1B接腳
7上構成一個50%反相增益放大器，帶R5和R6的單位增益

圖9：包含U1B和U3A的求和放大器電路可以避免控制電壓衰減
到Q1A的閘極。

反相放大器U3翻轉U1B接腳7的相位，使得50%的漏極訊
號電壓耦合到U2A的閘極。VR1透過單位增益放大器，包
括帶R3和R4的U1B，以及帶R5和R6的U3A，將其全控制
電壓傳輸到U2A的閘極。
對於N通道MOSFET，控制電壓從0V變化到+V，而對
於P通道元件，控制電壓從0V變到-V。本系列文章的下一
篇將介紹透過降低漏極-源極電壓來實現FET調變器電路和
可變增益放大器。

圖10：利用U1B和U3A求和放大器可從VR1傳輸控制電壓而不
會衰減。

提升產品可靠性與故障預測的新方法
作者：Craig Armenti/Mentor電路板系統部門PCB行銷工程師

今天，許多電子產品都需要能夠在長期的環境壓力下正常

試，可提供明確的機制來確保產品的可靠性，並找出由於

運作。因此，設計可靠產品的需求已不是一個新概念，然

環境因素造成的潛在故障，且它是在量產前由專業技術人

而，依賴一個產品「生產地」的標籤作為可靠性指標的日

員來執行。HALT測試是透過施加比實際產品會遭受到的更

子早已過去了！現在，消費者希望，不管實際的生產地在

高疲勞度來進行，因此產品在經過嚴格的測試時，會強制

哪裡，各種產品都要具備可靠性。

產生故障並據此來找出弱點。但是，此流程所費不貲且具

一家公司若擁有能生產可靠產品的名聲，相較於產品可
靠性較差的競爭對手，自然能因為更受青睞而贏得市場。具

破壞性，可能需耗時4個月之久，而且每個設計平均花費約
3萬美元或更多的成本。

可靠性的產品比較不容易故障、較少被退貨，而且較不需要

針對軍事產品和應用，HALT是在合格測試前進行，目

保固維修，這些都有助於提升企業的獲利能力。印刷電路板

的是要在產品驗收時提早發現故障。由於軍事產品(以及運

(PCB)設計人員現已瞭解，要在製造之前先掌握到設計的物
理限制與疲勞問題至關重要，如此才能提升產品可靠性，並
減少電路板故障的可能性。

物理驗證測試
業界統計顯示，新推出的電子產品第一年的現場故障率高達
15~20%。在惡劣的環境中，疲勞可能佔這些故障的20%。
大多數的設計團隊都依靠物理測試來確定可靠性問題。一種
稱為高度加速生命週期測試(HALT)的物理振動與加速度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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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一個設計在執行振動模擬後的視覺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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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和機械)是為高可靠性應用所開發，
必須在最惡劣的環境下最妥善地運作。
因此，在各種環境條件下以完備且嚴格
的安全條件進行測試和驗證，包括電磁
和物理環境非常重要。但是，它的結果
會因測試實驗室的不同而有差異，因
此可能會隱藏了元件的準確度和功能
限制，而使其在現場時發生故障。受

圖2：電路板變形的後處理視覺化顯示，可清楚看到故障的零件。

限於昂貴的成本與更快的上市時間要
求，僅有少數原型設計會實際經過物
理振動和加速度測試。

設計階段透過模擬提升
驗證測試
為了最佳化設計流程，並縮短找出和
修正問題所需的時間，應該在設計階

圖3：會導致最壞情況變形的頻率。

段增加可用來模擬振動與加速度的軟

以找出元件導線架和接腳接觸區

典型的模擬使用案例

體(圖1)。運用模擬軟體並不能完全免

域的薄弱環節。此結果稍後可用

在佈局階段進行振動和加速度模擬，

除對實體HALT的需求，但是在佈局

來推斷潛在元件故障的可能性；

有助於減少物理測試的需求。藉由採

階段透過分析以提早解決故障問題，

· 恆定加速度：提供線性靜態分

可使設計團隊減少HALT的費用，並

析，允許設計中施加恆定加速度來

確保可靠性專家有更多的時間專注於

計算Von-Mises應力、變形和安全

· 為了測試運送過程中的問題，業者

找出隱藏的問題。振動與加速度模擬

係數，所有這些資訊稍後都可用來

通常會將其產品運送到世界各地的

結合了電氣和機械設計原理，有助於

推斷元件的合格/不合格值。

多個目的地，然後再將其送回。如

提高測試覆蓋率並縮短設計週期，可

一旦找到了故障的零件，應利用具

果送回的產品沒有問題，那麼就驗

確保更高的產品可靠性和更快的上市

備完整動畫顯示功能的後處理器(post-

收合格；若有問題，便需要修正設

時間。

processor)介面，來決定造成零件故障

計來解決有問題的零件、建立產品

在振動和加速度模擬過程中，應該

的確切變量和因素。簡化的後處理影像

的修訂版本，並重複物理測試的過

在所有的方向上施加加速度負載，才能

應突顯出有問題的部分，讓使用者能查

程；

找出電路板在實際使用時哪些地方會承

明和修正潛在的元件故障(圖2)，這能

· 為了測試使用過程中的問題，業者

受應力。為了提高效率，分析功能必須

使不具備產品可靠性專長的工程師或

會將其產品放在倉庫內的大型地板

緊密整合並容易使用，以便可以在元件

設計人員也能輕鬆判讀設計中的疲勞

上，並進行物理振動分析。這當然

就定位的情況下進行測試。透過自動讀

和振動問題。此外，軟體還應提供進

是一個非常昂貴、耗時且具破壞性

取電路板的物理層疊和材料，以及設計

階的視覺化顯示模式，讓產品開發團

的過程；

的元件重量和邊界條件，此軟體能簡化

隊能更深入地挖掘並找出造成產品故

· 設計具有大型連接器的電路板公司

模擬的設定。使用者只需定義掃描頻

障的直接原因。除了能夠客製化虛擬

通常需要在沒有連接器的情況下進

率，以及在模擬過程中使用的約束或

原型的視覺化顯示之外，後處理器工

行物理測試，以便為所需的測試夾

邊界條件的類型，最後，模擬應允許

具程式還應提供一種機制，來配置關

具預留空間。然而，這是一個不準

使用者直接檢視可能導致故障的所有

鍵區域的變形強度，以便能直接檢視

確的測試環境，可能導致錯誤的結

元件上的諧波頻率和施加應力。最好

電路板是如何變形。電路板的變形情

果。透過虛擬模擬，能針對備齊了

的情況是，應在佈局階段提供兩種快

況應能夠在完整的動畫中顯示，使設

所有元件的設計，就像最終產品一

速的設計模擬選項：

計人員能直接檢視電路板在振動分析

樣地進行測試。

過程中如何彎曲和振動。

這些只是運用虛擬的振動和加速

· 振動： 計算相對應力和變形值，

用虛擬的振動和加速度模擬，可減少
或免除物理測試的範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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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模擬而減少或免除物理測試的一些
例子。各行各業的產品都能因採用此

險的設計；
· 透過產生第一次就正確的設計，降

和改善設計。它的元件建模庫由超過
4,000個獨特的3D實體模型組成，可

低物理測試的成本。

用來建立高度定義的零件模擬。3D

想一下，新聞報導中曾出現的產品

模型庫可讓使用者輕鬆地將幾何圖形

虛擬模擬的好處

現場故障消息。保固期索賠、業務損

匹配到他們的2D單元資料庫，設計人

現今的產品必須面對和克服在惡劣環

失，以及潛在的市佔率流失都會對企

員可以在電路板上組裝零件模型，並

境中的諸多挑戰。虛擬的振動和加速

業帶來嚴重的後果。在佈局階段為每一

自動對其進行網格分割以進行效能分

度模擬是一種可提升產品可靠性的

塊電路板進行虛擬模擬，能使工程師和

析，其中，包括所有所需的加強件和

新方法，它是以故障預測演算法為基

設計人員在將電路板交給製造商之前，

機械零件。

礎，採用快速、準確的全自動有限元

提早在產品開發過程就先找出問題。

先進技術而受益。

直覺式的後處理器和精靈(wizard)
功能可讓使用者快速、輕鬆地設定模

素分析(圖3)。在PCB佈局階段執行
虛擬HALT模擬可帶來多項好處，包

提升PCB系統可靠性的獨特方法

擬，以實現快速、準確的虛擬原型設

括能夠：

Mentor，a Siemens business可提

計。後處理器技術可讓設計人員快速

· 視覺化並立即找出有問題的零件；

供業界PCB設計專用的振動和加速度

查看故障可能性高的元件，並分析邊

· 發現處於故障臨界值的元件，它們

模擬解決方案。Xpedition技術提供

界條件、材料性質和環境配置檔案。

可能會在物理測試時被漏掉；

了易於使用的自動化環境，此環境是

此外，亦可執行特定應用的加速度應力

· 分析接腳級(pin-level)的Von-

以有限元引擎開發，可實現快速、準

模擬，例如恆定加速度條件下的安全係

Mises應力和變形，以確定故障的

確的分析。與其他的工具不同，此技

數模擬、接腳級的Von-Mises應力、詳

可能性和安全因素；

術已專為PCB佈局設計人員進行了最

細的應力和變形圖，以及三軸使用者定

佳化，可利用桌上型電腦來進行模擬

義的施力向量(X，Y，Z)模擬等。

· 模擬所有的設計，而不僅僅是高風

無線充電完整方案簡化設計複雜度
作者：Ralf Ködel、Verena Lackner/本文作者依序為英飛凌(Infineon)微控制器行銷協理、
無線充電全球應用行銷部(消費性/工業)

的充電體驗。

無線充電產品的設計人員，必須因應

年更將以每年1億組的速度增長。在

眾多的挑戰。除了與磁性相關的問題

此同時，這項技術也從單一裝置充電

之外，設計人員也必須克服效率、機

的發射器，進展到能夠同時進行多部

感應與諧振

械封裝和電磁干擾(EMI)等障礙。不

裝置充電的發射器(使用多線圈電感或

無線充電解決方案通常包含三項關鍵

過，一旦建置了最佳化的元件，並且

諧振充電技術)。

元件；變壓器/充電器、發射器及接

符合特定的基本標準(例如，充電器

無線充電生態系統的整體成功關

收器。變壓器連接到市電電源，並供

與裝置的對準、線圈尺寸，以及因尺

鍵，在於將技術運用於智慧型手機以

電予發射器，通常具備範圍5~20V

寸而異的線圈間距)，就能達成良好

外的其他應用，例如穿戴式裝置、醫

的穩壓直流電壓；發射器包含了採用

的耦合因數，進而實現高效率的電力

療器材、機器人、無人機和銷售點終

MOSFET的變頻器，可將直流電轉換

傳輸。此外，金屬異物(例如硬幣和鑰

端機。英飛凌的無線充電解決方案系

為交流電的波形，並產生交變磁場。

匙)可能會干擾充電，因此也必須加

列，包含從低功率應用支援(使用極小

這通常會是半橋或全橋拓撲。為了提

以偵測。

型的線圈，可進行多裝置充電)到彈性

供所需的彈性和功能，變頻器主要透

整體市場正在快速成長。IHS的市

的高功率方案(與智慧型手機等較低功

過微控制器及相關的MOSFET驅動器

場分析師預測，在2018年將會有2億

率的產品回溯相容)。現有的智慧型手

元件，進行控制。磁感應技術有不同

組無線充電器出貨，而且接下來的幾

機充電解決方案，尚未提供這些類型

的類型：感應和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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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是一種電感標準，支援緊耦合充電
技術。
AirFuel聯盟擁有廣泛的技術平台，
涵蓋諧振與非耦合技術。AirFuel的諧
振技術可實現「隨放即充(dropandgo)
」的近場充電，提供了優於電感解決方
案的使用者體驗和效益。這項技術適合
含有大量金屬、具有複合形狀(與智慧
型手機不同)，或是能夠受惠於多裝置
圖1：電感式與諧振式解決方案的參考設
計，所支援的各種無線充電應用。

充電的裝置。AirFuel的非耦合技術是
透過射頻(RF)傳輸來輸送電力，容許多

首先介紹感應技術，這項技術採用

部裝置在更大的距離間隔下進行充電。

標準的單線圈感應式充電發射器。為

目前，無線充電可採用幾種不同

此，必須把待充裝置直接放置於充電器

的拓撲，這些拓撲各有其優點。單線

的線圈上，而且僅限於單一裝置充電。

圈電感方法是最簡易、普及的解決方

只要具備良好的設計和高品質的功率轉

案，由單一發射器線圈構成，運作頻

換電子元件，在100~300kHz頻段之間

率介於100~300kHz之間。這項方法

的充電效率，甚至媲美有線充電。多線

需要將待充裝置精確地與發射器線圈

圈的感應式充電器在裝置的放置範圍方

對準擺放，而且一次只能進行單一接

面，提供了更多的彈性水平擺放空間。

收器裝置的充電。

如果使用諧振式充電器，最大的

將這種模式擴大為多線圈型態，

差異在於，6.78MHz頻率的磁諧振充

就能造就出多項優點。裝置擺放位置

電，即可實現大上許多的50mm或以

的精準度要求大幅降低，而智慧系統

上的垂直充電範圍。多個裝置可以透過

可以偵測最接近待充裝置的線圈，並

較大型的單一線圈充電，而更廣的操作

將電力導向該處。

區域，也代表充電器足以提供較大的效

諧振充電法的運作頻率為6.78MHz，

率「甜蜜點」。因此，感應式設計雖然

透過發射器與接收器之間的諧振，能夠

可在精確就位時達成高效率，不過諧振

以顯著提升的效率來傳輸電力。諧振

模式則提供了更大的擺放位置彈性。

模式可透過單線圈為多部裝置充電，

在定義精準且控管良好的條件
下，極緊密耦合式電感解決方案雖可

並允許發射器與接收器相隔更遠(可達
50mm)。

提供更多電力，但是在位置變動的狀
況下，其電力傳輸效率則遠遜於較具

EMI與系統效率的提升

空間彈性的諧振模式。諧振模式也可

現有的D類全橋架構(採用串聯諧振LC)

讓多種類型的裝置進行無線充電。這

是使用方波來驅動線圈。此種方波會

種技術也不會因為充電區出現金屬物

以大功率注入多重的高次諧波，而且

體而受到影響。

非常難以濾波。處理此等EMI所需的
濾波器，勢必造成損失，而且非常昂

無線充電標準

貴，強大的高次諧波，也會降低整體

無線充電的市場是由兩組產業聯盟

的系統效率。

和標準所推動：無線充電聯盟(WPC)

針對限制EMI的環境(例如汽車)，

支持無線充電的Qi標準，這項標準是

英飛凌架構使用擬正弦波電壓來驅動線

市場中的主流。從技術的角度來看，

圈，相較於D類架構，這種驅動波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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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無線充電解決方案通常包含三項關鍵元件；變壓器/充電器、發射器及接收器。

含較少且振幅較低的高次諧波。處理此
等EMI所需的簡化濾波器，減少了效率
的損耗，也降低了整體的發射器成本。
標準的異物偵測(FOD)方法是使用
大型的初級線圈繞組來偵測異物，也因
此降低了靈敏度和訊噪比(SNR)。由於
大上許多的初級線圈對於磁場的影響很
小，因此難以偵測較小型的物體，現有
的發射器解決方案，會在線圈驅動器的
直流端，測量計算功率變化(電壓和電
源)時所需的參數。相較於線圈上的實
際值，這種做法會讓測量值失真，造
成發射器損耗的計算不正確。

圖3：無線充電發射器的拓撲採用兩種主流標準。

改良的異物偵測方法使用較小的感
應元件來偵測小型異物，這也提高了靈
敏度和訊噪比。這項方法改善了線圈品
質因數測量的準確度，即使是位於初級
線圈區域外的最小型異物，也能確保在
充電開始時就順利偵知。

彈性的軟體式架構
在通訊協定和電力輸送方面，無線充
電解決方案並未仰賴應用特定的IC，
其優勢在於模組化的軟體式架構。隨
著標準的成熟，以及新的產品和應用
在市場中推出，無線充電技術正持續
不斷地演進。這項解決方案的高比例
軟體內容，容許多項參考設計一併使

圖4：採用AURIX的車內汽車無線充電系統，改良的驅動器設計實現更理想的EMI。

設計能夠涵括多個世代。

的參數測量技術，可確保最佳化電力輸

用共同的硬體架構，而每項參考設計

軟體會負責指揮系統中所有主要的

送與異物偵測的最高精確度。精準地控

皆具備足夠的彈性，支援多種類型的

無線充電功能。在因為未對準而導致線

制頻率、工作週期和電壓，為接收器提

應用。此外，未來對無線充電標準的

圈耦合微弱時，全數位的解調系統可提

供了正確的整流電平；而在某些系統上

變更，可以透過軟體升級來進行，進

供更高的解碼通訊靈敏度，也能確保與

的雙向通訊，則實現了採用雙向認證

而創造出未來導向的產品設計，此等

舊型接收器最高程度的互通性。新一代

的智慧充電功能。在較高層次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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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XMC微控制器提供了強大、具成本效益的平台，可應用於從快速充電智慧型手機、20W機器人到60W無人機等的各式產品。方塊
圖內顯示的，乃是採用XMX的15W電感式無線充電解決方案。

底層，則有即時引擎可追蹤發射器運

滿足客戶的關鍵安全需求。

圈，不致受到鄰近的金屬物體所妨礙。

作的所有面向(從輸入的電源、效率到

AURIX微控制器能夠協助下一代

前述的優點使得這項技術非常適合針

熱效能)，並根據需要來進行調整。最

的車內無線充電系統，滿足汽車在安

對穿戴式裝置、耳機、智慧服飾及其

後，在發射器初始啟動期間執行的自我

全、環境及法規等方面的嚴格要求。

他連網的物聯網(IoT)應用等，提供所

校準步驟，提供了可預測的基準效能，

另一方面，XMC微控制器則提供強大

需的充電功能。

進而確保每項產品皆符合應用的要求。

且符合成本效益的平台。可擴充架構

電感式智慧型手機/手持裝置解決

能夠支援快速充電智慧型手機、20W

方案提供15W的充電，並符合現有的

無線充電專用微控制器

機器人，乃至於60W無人機及其他多

標準，包括高效率充電的快速充電智慧

AURIX與XMC微控制器系列，可針對

種應用。搭配MOSFET和驅動器IC等

型手機，而不需進行特殊的熱管理。此

智慧型手機、穿戴式裝置、醫療和工

相關的功率產品，此系統可提供全功

方案可達到媲美有線充電的充電速率，

業裝置，提供高效率、易於使用的無

率的無線充電功能，而無需進行複雜

並且能夠在同一硬體上支援自訂充電特

線充電功能。提供高效能的彈性晶片

的散熱管理，通常能夠達到媲美有線

性和產業標準。

組，其中包含軟體IP，能夠實現智慧

充電的充電速率。

電感式汽車車內解決方案支援15W
充電和所有現有的標準，包括快速充電

且安全的無線充電應用。英飛凌與系
統解決方案合作夥伴共同合作，針對

參考設計

智慧型手機。這項解決方案可以透過單

電感式與諧振式無線充電解決方案，

英飛凌提供完整的參考設計，可支援

一控制器同時進行兩個裝置的充電，此

提供了參考設計：適用於行動充電，

目前和下一代的多種無線充電應用。

單一微控制器支援無線充電、系統應

無論是在車內、家中或公共場所。

這些參考設計包含了硬體設計、材料

用、CAN和外接NFC介面，內建的安
全功能符合最新的汽車要求。

微控制器與電源裝置能夠無縫地

表、PCB佈線範例，以及在客戶的產

搭配運作，提供完整的充電解決方

品中整合無線充電需要的所有文件。

60W的電感式無線充電解決方案適

案。最佳化的電壓穩壓器、驅動器及

發射器採用軟體式架構，隨著標準

用於各種裝置，可透過最小的線圈提

功率MOSFET，可實現高效率的電源

的演進或新產品在市場中推出，此等

供業界最高的功率電平。這項方案提

轉換，而網路IC則符合最高的汽車標

架構也可配合更新。彈性的發射器架

供最高60W的高效率充電，而不需進

準，能夠提供可靠的通訊。完整的解

構，可在單線圈或多線圈應用中支援

行特殊的熱管理。此外，解決方案也

決方案，可透過軟體更新來進行未來

自訂線圈。

能回溯相容於智慧型手機的充電標準

的變更。強化的功率級架構，相較於

採用XMC的2.5W低功率解決方

(5W或15W)和快充裝置。典型的應用

市面上現有的解決方案，可將EMI效

案，是成本最低的諧振無線充電器。

為電動工具、筆記型電腦、機器人、

能提升10~15dB。新開發的輔助性異

如果使用較高的頻率(6.78MHz)，就

小家電、無人機、手持式終端、醫療

物偵測系統，可加強偵測的準確度，

能在各種外型尺寸中使用非常小的線

器材、工業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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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櫥窗

頂層散熱SMD解決SMPS
熱管理難題
板為IIoT首選

日趨複雜的終端產品為高功率電源

無論在桌上型電腦或遊樂機上執

供應器設計帶來新挑戰：在更小的面

行遊戲，支援FreeSync的螢幕和電視

艾訊(Axiomtek)推出mini-ITX工業

積上需求更高的功率與效率。半導

都將呈現極致流暢的視覺體驗。加上

主機板MANO311。新產品搭載雙

體產品對於現今開關式電源供應器

宏

(Acer)Predator Helios 500筆記

核心Celeron N3350中央處理器

(SMPS)的運作與效能而言極為重要。

型電腦，即使是在筆電上運用Radeon

(Apollo Lake)，擁有定製的輸入/輸

過去幾年來，表面黏著裝置(SMD)

顯示核心執行遊戲，FreeSync已成為

出埠、12~24V寬電壓、出色的繪圖

發展已成為趨勢。目前SMD型SMPS

必然的選擇。

效能等優勢。優異的產品設計協助客

設計的散熱管理仍是提升效率上的

AMD

戶加速系統佈署，並大幅縮短產品上

障礙。

www.amd.com

市的時間，成為工廠自動化、零售、

英飛凌科技(Infineon)推出首款

數位電子看板、醫療影像，以及其他
工業物聯網(IIoT)相關領域的首選。

封裝，滿足如伺服器、電信、太陽

微型化消費電子用三軸地磁感
應器問世

能，以及高階個人電腦(PC)電源等高

愛盛科技(iSentek)推出0.8毫米(mm)

援1組204pin最高達8GB的DDR3L-

功率應用之要求。此全新封裝方案能

×0.8mm尺寸三軸地磁感應器

1867 SO-DIMM插槽記憶體及選購內

以更小的體積和重量提供快速切換與

IST8306，該尺寸為全球最小微型化

建4GB記憶體顆粒，儲存介面包含1

高效率，將整體擁有成本降至最低。

系統單晶片(SoC)產品。

組SATA-600連接器、1組mSATA插槽

Double DPAK(DDPAK)頂層散熱SMD

Mini-ITX工業主機板MANO311支

此創新的頂層散熱封裝超越了業

除尺寸適合小體積的穿載式裝置、

與1組SDXC插槽；提供12~24V範圍直

界的品質要求。由於創新的頂層散

物聯網(IoT)設備，以及消費性電子產

流電源輸入選擇。透過兩組HDMI埠與

熱概念，進一步打造了高功率SMPS

品外，低功耗及超低磁滯一般使用情

18/24bit單/雙通道LVDS顯示介面，支

市場。DDPAK封裝加上現有600V

境下免校正的功能，可提供更好的用

援獨立三螢幕顯示功能。此外，新產

CoolMOS G7 SJ MOSFET與CoolSiC

戶體驗。

品還提供1組PCIe x1插槽、1組PCI

肖特基二極體650V G6的高電壓技術

IST8306採用0.8mm×0.8mm×

Express Mini Card插槽與1組SIM插

優勢，其印刷電路板與半導體的熱解

0.5mm WLSCP封裝。標準模式下的耗

槽，有效提升擴充能力，讓無所不在

耦可帶來更高的功率密度或更長的系

電性能為50μA@10Hz，耗電僅為市場

的工業自動化與嵌入式領域應用更加

統使用壽命。

上同等級產品的三分之一。此外，更有

靈活。

英飛凌

低功耗模式可選用(10μA@10Hz)，磁

此Intel Apollo Lake工業級mini-

www.infineon.com

滯性能為小於10mGauss@50Gauss，

ITX主機板提供1組PCI Express Mini

接近外界磁場後不易有磁殘留，可大幅

Card插槽與1組SIM插槽，方便安裝

AMD Radeon FreeSync技
術獲三星多款電視採用

減少消費者重新校正的次數。

3G/4G、GPS、Wi-Fi與藍牙(BT)模

磁滯性能針對較易接近外界磁場之

組，輕鬆達到現今必備的連網需求。

超微半導體(AMD)Radeon FreeSync

穿載式裝置應用，或裝置後不易進行

為確保系統穩定可靠的操作，內建看

技術創下另一項重大里程碑。FreeSync

校正的IoT設備，提升便利性。

門狗計時器與硬碟監控功能，以便控

將跨入電視領域，並已搭載於多款電

愛盛科技

制系統溫度、電壓與風扇速度等狀

視，三星(Samsung)已著手更新超過

www.isentek.com

態，有效避免突如其來的意外發生。

20款2018年上市的電視，這些新品都
將支援FreeSync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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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訊

新超薄多功能經濟型工業主機

www.axiom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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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3351

具備健康狀況監視器的
超級電容器充電器
 具電路斷路器的

熱插拔
備份電源

整合型熱插拔控制器
 可對 1 至 4 節串聯

VIN

VOUT

超級電容器進行高效率
降壓充電
 備用模式中的升壓模式
可提供更高的超級電容器
儲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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