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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戶，與技術
大咖互動交流！
不受時空束縛，線上！行動！
www.edntaiwan.com/webinars

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透過MIPI協議啟用ADAS SoC實現自動駕駛
如果您正在設計用於汽車ADAS應用的LiDAR、雷達和相機IC，包括自動駕駛，並且需要能以高資料
速率運行且實現先進視覺的介面，那麼您一定不能錯過此次網路研討會。
為什麼選擇智能門級驅動光電耦合器？
參加本次網路研討會，得以瞭解智慧門級驅動光電耦合器如何將這些功能集成到IC中，以幫助減少
元件數量，節省空間，降低成本和時間。
透過微型模組產品簡化電源設計
本線上研討會將說明我們的 µModule (微型模組) DC/DC電源產品。它們是完整的系統化封裝 (SiP)
電源管理解決方案，在緊湊型表貼 BGA 或 LGA 封裝內集成 DC/DC 控制器、功率電晶體、輸入和輸
出電容、補償元件和電感。
光電耦合器發光二極體的性能劣化 - 事實還是虛構 ?
線上研討會一開始會介紹該公司，博通本身簡介， 然後會講解關於光耦合器技術的細節，如絕緣等
級和老化機制，靜電放電和高壓浪湧的影響和發光二極體的長期操作時的性能劣化表現。最後，我
們來看看目前博通擁有的隔離產品組合和一些關鍵的新產品介紹
採用ADI REM交換器的即時POWERLINK
隨著對更高效率和更高功率密度解決方案的需求增加，隔離式閘極驅動器的時序要求也隨之提高。
本線上研討會將闡述關鍵的時序要求，如傳播延遲和驅動強度，並展示應用中的指標測量方法
SoC 安全需要主動防護
參加本次網路研討會，您將瞭解：SoC 開發人員關注的常見安全威脅以及如何防範這些威脅；
可信執行環境 (TEE) 的類型和典型的 SoC 安全實現；保護 SoC 所需的關鍵構建模組；完整的安全
IP 解決方案，可防禦不斷演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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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8V轉型到需要超低電壓/高電
流的應用，業界電源IC公司提供
各種最新節能省電方案，為工程
師帶來打造資料中心電源架構的
理想選擇。

相關報導
新產品過不了出廠測試…
是怎樣？
在開發新一代稅控收銀機後，有一款主機板連
初步測試都無法通過。問題似乎出在採用最新
版本的通用邏輯陣列(GAL)元件有一半的時間
無法順利運作。經過多次嘗試後，我們發現只
要(在通電後)改變GAL元件的輸入狀態，就足
以讓它恢復正常。從這件事學到的教訓是：單
一零組件的改善，不一定會讓整個系統設計也
跟著改善…
https://bit.ly/32FHmTA

世界上第一座真空管時鐘
在哪？
我一直到1930年代才開始注意到前驅物技
術，還有從那時才第一次聽到從著名的「第
一號數字指示器實驗」(Numerical Indicator
experimental No.1；NIX-1)演變成的Nixie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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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管時鐘。你呢？你是否能解答或是知道有
誰能幫忙解答一下世界上第一座Nixie真空管
數位時鐘的問題？
https://bit.ly/30Mo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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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PoE++幫你解決問題還是
製造麻煩？
作者：Bill Schweber

業界引頸期盼已久的IEEE 802.3

率級相當高，足以驅動各式各樣的

「4對線乙太網路供電的實體層和

裝置，包括LED區域照明。

管理參數」(也稱為IEEE 802.3bt-

但誰需要PoE++呢？(相較

2018和PoE++標準)總算正式公

於正式但沒什麼辨識度的IEEE

佈— 該標準於去年12月獲得批

命名，我個人更喜歡PoE++這個

准，並於今年1月正式發佈。

非正式的描述名稱。)顯然地，

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畢竟

建築師和辦公室照明安裝人員將

圖2：乙太網路聯盟開發其包裝標識，用於指
示IEEE 802.3 Cat-6A佈線的合規性等級。

該標準已經存在多年了。元件和產

會率先試用。在《佈線安裝與

(圖片來源：乙太網路聯盟，在《Cabling

品供應商一直在使用其先期版本來

維護》(Cabling Installation &

開發支援IC和交換機—例如微芯

Maintenance)出版刊物中，就針

其他案例介紹)，介紹PoE++如何

科技(Microchip Technology)旗

對該標準進行了大量的報導，不只

用於辦公室照明。因此，PoE++

下子公司Microsemi的PDS-408G

是針對IC或產品設計人員，還從必

已然到來；真實，而且落實於現

PoE交換機(圖1)。如今，供應

須安裝PoE++系統的人員觀點，

場應用。

商們可以開始把產品標記為「合

提出了以現實為基礎的現場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PoE++的功

規」了。(當然，他們應該一直在

在該期刊中，最近的一篇文

率等級更高，但並不只是針對

密切關注這項標準，並進行最終

章《IEEE 802.3bt標準對擴展PoE

現有乙太網路佈線進行簡單升

的審核)。

市場的影響》(The IEEE 802.3bt

級。首先，它必須使用新的6A類

在此並不詳細討論最新PoE版

standard’s impact on the

(Category 6A)乙太網路佈線，而

本的規格和功能，網路上可以找

expanding PoE marketplace)

且它還提供了從1到8總共8個功率

到很多這方面的資源。簡言之，

提供了初步的介紹，而《聚焦佈

等級。透過乙太網路聯盟(Ethernet

在適當的環境下，如果乙太網路

線創新者》(Cabling Innovators

Alliance)所提供的認證標識，即可

(Ethernet)佈線無誤，就可以為負

Spotlight)這一簡潔的案例研究則

辨識新的佈線。乙太網路聯盟是一

載提供高達100W的功率。這一功

以一個非常真實的例子(當然還有

個廠商中立的獨立組織，專注於乙

Installation

&

Maintenance》中發表)

太網路技術的發展，並對IEEE標準
進行推廣行銷(圖2)。
儘管業界為此進行了各種努
力，但我擔心市場上也會出現貼
有這些標識的偽造Cat-6A電纜，
宣稱可以達到性能要求但實際
圖1：在IEEE 802.3 PoE++升級標準正式批准後不久，Microsemi就發佈了PDS-408G
PoE交換機。(圖片來源：Micro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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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無法提供。根據《Cabling
Installation & Maintenance》以

評論
及其他資料來源所述，這在Cat-X
佈線時就經常遇到，要對佈線進
行現場驗證或確認也非常困難。只
有在安裝了佈線、經過使用或歷經
幾個月之後，偽造線纜的缺陷才會
暴露出來。

3

即使是使用了真正的電纜，
也可能存在嚴重的散熱問題，尤

Device—Camera or Door Reader

PoE Injector or Switch with PoE

Network Data Wires

3

Data Pair

Data Pair
4

4

其是在未考慮資料線纜耗散的情況
下，這個問題可能特別麻煩。這會
產生IR壓降和I 2 R損耗，引起自發
熱現象。由於PoE++ Cat-6A佈線

DC to DC
Converter

48 volts DC

1

Network Data Wires

1

Data Pair

Data Pair
2

通常緊密捆綁其他PoE++線束，

2

甚至是在電纜線槽或封閉管道中
的交流(AC)電源線中，這個問題
就變得非常棘手。因此，鑒於可
能出現明顯的溫度上升，實際的額

圖3：針對PoE安裝，這種大幅簡化的方塊圖只能看出一開始需要將哪些東西合併，然
後將電源與資料分離。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涉及冗長的BOM以及許多主動與被動元
件。(圖片來源：Kintronics)

定功率會遠低於100W。這已引起

舉。但是，當我們開始為資料優

美國國家電氣規範(NEC)的顧慮，

先(data-first)的電纜(例如PoE++

那麼，PoE++將會應用在哪

使其從可容許的包裝、過熱和可能

或USB-C，甚至RS-232/485)添加

裡？它會變得普及尋常嗎？或者

的燃燒等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

電力傳輸與管理，或為主要的電力

其應用是否僅限於高度專業化的

PoE++具有許多潛在的優

傳輸電纜(電力線寬頻)添加資料功

應用，例如商業建築照明與控制？

勢，不僅可以實現更多且更好的

能時，在啟動和測試方面很快地就

它會成為另一個「有希望的競爭

電力控制，而無需為電源及其控

會變得棘手。當然，為電力線添加

者」，但卻無法如預期般地流行

制部署高壓AC線路，而且還可以

低速資料功能，對於智慧電表來說

嗎？等到5年後再回過頭來看看，

免除或減少需要合格技術人員維

還可行，但電力線寬頻(BPL)可就

可能會非常有趣。畢竟，也許USB

修電纜的次數。但這還只討論到

不一定了— 它需要使用很多主

的開發人員早已料到，在PC及其

安裝佈線方面的好處。我擔心的

動和被動元件使其合併，同時保

鍵盤/滑鼠之間的低速、低成本互

是，PoE++正將一個由電源、開

持安全性。

連，將在短短20年內(USB在1990

不同的話題了。

關、銅纜和負載所組成的簡單迴

PoE++大概介於二者之間

年代中期推出)被用來實現高速資

路，轉型至另一個由協定驅動的

—其電壓等級足夠低，短時間的

料和電力傳輸，但我懷疑大多數

系統。對於這樣的系統，我們必

安全不成問題，但仍然需要在每個

設計工程師都不曾想過。

須為其進行複雜的查詢、響應和

終端對主動、被動和磁性元件進行

您對PoE++(以及PoE+和基

驗證，才能在使它首次啟動後保

合併，然後再將資料與電源分開

本PoE)的優勢和市場需求有何看

持正常工作。

(圖3)。當然，工程師已經為其應

法？從您的角度來看，任何重大

這種直連方法易於連接、

用設計了許多「自定義」的非標

的新方案是否「不經歷風雨，怎

除錯簡便，可支援的功能不勝枚

準方案— 但這又是另一個全然

麼見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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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起溝通網路
V2X讓行車更安全
作者：Steve Taranovich

車輛對外界資訊交換(V2X)技術的進展速度並不如期

的V2X解決方案，就是一款專門定義用於快速移動物體

待。然而，我們迫切地需要利用這種技術去拯救生

的Wi-Fi衍生產品，即使在非視距(NLoS)條件下也能建

命。V2X必須要有強大、獨立的網路安全協定。理想

立可靠的無線電鏈路。此外，ST與V2X晶片組製造商

上，應該要開發一個全球平台，可能先在某些地方部

Autotalks建立了長期合作夥伴關係。Autotalks開發了

署，並考慮跨區域通訊，以便日後在全球範圍內實現

一款無需依賴蜂巢式網路的理想解決方案，該系統還

互連互通。

帶來了諸多優勢。
接下來，我將介紹開發V2X的一些新思考。

V2X近來發展亮點
福特(Ford)領先其他競爭對手致力於蜂巢式V2X

確保高速公路行車安全

(C-V2X)無線電系統。針對C-V2X，我在EDN發

國際知名期刊《IEEE T-ITS》的一篇文章「V2X通

表的《讓自動駕駛車輛安全上路的電子技術》

訊實現多車互連系統的編隊控制：設計與實驗」

(Autonomous vehicles: The electronics road to

(Platoon Control of Connected Multi-Vehicle

making them safe)文章中有更多的介紹。

Systems Under V2X Communications: Design and

例如，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ST)完整

(1) corresponding to matrix (a)

Vehicle N-1

Experiments)當中討論了編隊駕駛，特別是在高速公

(3) corresponding to matrix (f)

(2) corresponding to matrix (b)

Vehicle 1
Vehicle 2

Vehicle N-1

Vehicle 0

Vehicle 1
Vehicle 2

Vehicle 0

Vehicle N-1

Vehicle 2

Vehicle 1

Vehicle 0

(a)

(1) corresponding to matrix (c)

(2) corresponding to matrix (d)

Vehicle 1

Vehicle 1

Vehicle N-1

Vehicle 3

(3) corresponding to matrix (f)

Vehicle 2

Vehicle 0

Vehicle N-1

Vehicle 3

Vehicle 2

Vehicle 0

Vehicle N-1

Vehicle 2

Vehicle 1

Vehicle 0

(b)

(1) corresponding to matrix (f)

(2) corresponding to matrix (e)

(3) corresponding to matrix (c)

Vehicle 1

Vehicle N-1

Vehicle 3

Vehicle 2

Vehicle 1

Vehicle 0

Vehicle N-1

Vehicle 3

Vehicle 2

Vehicle 1

Vehicle 0

Vehicle N-1

Vehicle 3

Vehicle 2

Vehicle 0

(c)

圖1：BDLF通訊協議。(圖片來源：《IEEE T-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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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脈動
路上。在這種情況下，多輛汽車可
透過車對車(V2V)或V2X通訊協議
環境來利用某種跟車模型。其目
標是在更短的時間內以更高的安全
性駕駛到達目的地，並且速度保持
一致，從而實現緊密跟隨，並降低
空氣阻力。
該實驗的目標是將車隊中的每
輛車都視為單獨的動因(agent)，然
後設計與車輛間距和速度相關的控
制演算法，進而達到狀態一致。為

圖2：配備V2X裝置的測試用車。(圖片來源：《IEEE T-ITS》)

了使系統能夠利用實際的連網車輛

該研究取得連網車輛在未變換

較新，尚處於早期不成熟技術階

(Connected Vehicles；CV)控制策

車道的情況下持續在同一車道中的

段。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它缺乏

略，車輛間的互動就必不可少。

跟車行為，並制定了新的跟車模型。

有效的通訊安全協議。

同時，它也使用小擾動模型進

這項技術結合網路安全，可

行了穩定性分析，然後使用縱向和

使我們每個人、乘客、駕駛和行人

系統中有N輛車在直線道上行

橫向車隊控制演算法進行了車隊控

更加安全。有關這個主題的討論如

駛，第0號車輛(Vehicle 0)作為前

制設計。接著再使用四輛配有V2X

今也在快速增加中。目前有美國、

導車，其後有N-1輛跟隨車。該實

裝置的連網車輛進行實驗。IEEE

歐洲和中國三項標準，美國《IEEE

驗採用雙向引導車跟隨(BDLF)通訊

802.11p用於作為通訊鏈路。車載

1609車載環境無線存取》(IEEE

協定。也就是說，每輛跟隨車都可

單元(OBU)包括差分全球定位系統

1609 - Wireless Access in Vehicular

以即時存取前導車的位置和速度資

(DGPS)、主晶片以及一款專用短程

Environments；WAVE)是目前最主

訊，而前導車可以透過V2X通訊存

通訊(DSRC)模組。路側單元(RSU)

要、最先進的標準。其基礎是IEEE

取每輛跟隨車的資訊。

包含控制箱、DSRC模組和DGPS，

802.11p WLAN通訊標準，工作頻

用於接收車輛發出的交通流量資

率為5.9GHz。

通訊

信標傳輸分析
信標可定期給出位置、速度和

訊。測試過程包括車隊形成、車輛
併入以及車輛分散(見圖2)。

歐洲標準則由歐洲電信標準協
會(ETSI)制定，是ETSI EN 302 636-

方向。在該實驗中，通道中只傳輸

由於需要考慮通訊延遲和封包

一個信標。信標可能有三種狀態：

遺失等問題，本研究所設計的控制

圖3中的這種安全存在一些缺

空閒狀態下無信標傳輸；只有一個

演算法有限。這將成為該小組後續

點：每輛車都必須有網際網路存

信標可成功傳輸；多輛車嘗試在通

工作的重點。

取權限，才能驗證和更新證書。

道 中 發 送 信 標— 但 這 會 導 致 衝

4-I (見圖3)。

所有的技術都要注意漏洞，包括

突。該《IEEE T-ITS》文章中介紹

VANET的安全問題

硬體安全、身份驗證、惡意資料

對於車輛信標傳遞的成功與否進行

安全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即將

的檢測和校正、公開金鑰基礎架

概率研究。

推出的各種5G應用中。「車載

構、群組簽名以及憑證授權等。

隨意網路」(Ve h i c u la r Ad-h o c

這在《IEEE Access》的「車載隨

NETworks；VANET)的研究相對

意網路安全問題綜述」(A Review

跟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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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脈動
of Security Aspects in Vehicular
Ad-Hoc Networks)一文中有詳細說
Applications

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智慧

SN

IN
MI

步，以及5G等通訊技術的發展速

Networking &
Transport

Access

化正隨著人工智慧(AI)而快速發

SI

目前，雲端和資料中心運算的進

Facilities
NF

MN

為物聯網實現HRLL通訊

Management

金鑰等。

SA

FA
SF

MA
MF

算成本以及難以建立更堅固的安全

Security

明。一些需要改進的里程碑包括運

M3

展。5G將為此帶來高可靠和低延
遲(HRLL)，有助於推動V2X網路

它還可以為「行動性」(mobility)的

SN

Security

提供延遲低於55ms的上行鏈路。

Networking &
Transport
IN

Access

SI

個基地台約可支援超過1,000輛車，

Facilities
NF

MI

LTE-V2X網路在鄉村環境的每

Management

與HRRL對於V2X的成功至關重要。

SA

FA
SF

MA
MF

超高可靠低延遲通訊(URLLC)

Applications

MN

的發展與成功。

管理提供強大的解決方案，支援達
M3

10Mbps的資料速率以及高達140km/
h的速度。因此，LTE-V2X在十字路
口特別有用，可為路口車流(cross-

圖3：ETSI 102中車輛間通訊的加密/解密過程— 上圖是加密過程，下圖是解密過
程。(圖片來源：IEEE Access, 2019)

traffic)輔助應用提供可靠的資訊
交換。
V2X通訊網路的終極目標在於
實現高效率、零事故的自動駕駛，
而使道路的利用更加有效。
圖4是未來V2X部署的一個
示例。
這些例子只是近來相關研究和
測試的一部份，目的是在道路上使用
V2X來拯救生命，使高速公路和街道
的交通變得更好，並降低事故率，從
而實現更安全的駕駛。總有一天，我
們可以完全達到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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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V2X的未來應用。(圖片來源：IEEE, 2018)

趨勢窺測

拆解：具有運動傳統的智慧手錶
作者：Brian Dipert

今天我們的拆解對象來自一家老牌的定位與活動記錄

還包含基於SRAM的嵌入式畫素記憶體，從而無需不

手錶製造商—Garmin。fēnix是Garmin最新手錶的品

斷刷新顯示器DRAM。這兩種功能明顯地是要實現功耗

牌名稱，以其前代Forerunner戶外運動錶為基礎而設

最小化。手錶一側有兩個按鈕，其間還有個神秘的開口

計，但為更通用的智慧手錶未來奠定基礎。

(圖2)：另一側有三個用戶介面按鈕(圖3)。

這次要拆解的是fēnix 5 Plus Sapphire Edition的

錶面就這樣了：沒有觸控螢幕(考慮到當手錶在室

47mm直徑外殼尺寸版本。從它的命名即可知包含了

外活動環境中使用時，手指可能潮濕、寒冷、不乾淨

藍寶石玻璃鏡片。這個特定型號還提供不鏽鋼(本文所

或戴手套等等，而無法有效使用觸控功能，因此，不

示)和鈦錶圈選擇。其他主要特徵包括：

採用觸控螢幕倒也能理解)，也沒有原生的語音控制。

· 直徑1.2吋(30.4mm)、240×240畫素、功耗最佳化

不可否認地，與Apple Watch、Fitbit、Google Wear

的穿透反射式畫素記憶體(MIP)顯示器；

OS以及其他競爭產品相比，這樣的用戶介面有點「老

· Wi-Fi、藍牙、低功耗藍牙(BLE)和ANT+無線連接；

派」的感覺，但鑒於其目標市場，這個問題影響不大。

· 支援NFC，以實現Garmin Pay非接觸式支付功能；

在其中間設有光電容積脈搏波(PPG)光學心率感測

· 支援GPS、GLONASS和Galileo全球衛星定位服務；

器，一側設有專用的四墊連接器，用於實現充電和數據

· 手腕式心率監測器；

傳輸。說到這裡，包裝盒內還有幾樣其他東西：幾份文

· 一系列內建感測器技術：氣壓高度計、指南針、陀

件，以及USB連接線。

螺儀、加速度計和溫度計；

手錶前面有五顆梅花頭(確切地說是T5)螺絲，背面

· 內建(各種)揚聲器。

還有四顆。只需把這幾顆螺絲擰掉，就可以完全看到手

閒話不多說，先來看看這款產品的外觀。很快地將
錶盒的頂部打開，手錶就映入眼簾(圖1)：
錶盤上所看到的影像其實是一塊可拆卸的保護塑料
薄膜，而不是LCD實際運作的樣子。然而，從這個模擬

錶內部。如往常一樣，我的iFixit 64合一螺絲刀工具套件
輕鬆搞定這些螺絲。
卸下前側螺絲後，就可將顯示器錶圈提起(圖5)：
我認為，PCB的顯示器是靠那根銅色的寬排線驅

的錶面影像可以瞭解到，這款特定型

動，而那根較窄的黑色排線當然就

號的手錶可支援彩色地圖和其他資訊

是用來連接PCB到NFC天線。我想

的動態顯示。

法拉第(Faraday)屏蔽罩上方的銅色

儘管這只手錶是一款特殊版

圓盤應該是個簡單的揚聲器。伸出

本，但其錶盤用的是LCD，而不

PCB一側的那三根金屬桿提供與前

是日益普及的OLED。它主要依靠

錶圈的連接。

來自周圍環境的反射光實現照明，

而在錶圈和主體之間有個必

而僅在必要時才提供穿透式背光作

備的黑色墊圈，是用來防水和防

為補強，因此有了「穿透反射式」
(transflective)顯示器這個稱號。它

圖1：Garming fēnix 5 Plus Sapphire
Edition智慧手錶。

風雨— 這款手錶的防水等級為
10ATM (100m)。現在還可以看到，
www.edntaiwan.com | 2019.08 EDN TAIWAN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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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手錶一側的兩個按鈕以及其間
的神秘開口。

圖5：卸下前側螺絲後，即可直
接掀起顯示器錶圈。

圖3：另一側的三個用戶介面按鈕。

圖6：各組裝元件仍然相連時
的另一個角度特寫。

圖9：分開後的前錶圈背面視圖，可清楚地
看到下方的NFC天線和專用LCD。

圖7：PCB的背面。

圖4：手錶的背面。

圖8：取下背面時彈出了藍色墊圈。

圖10：背面的兩側。

大部份的錶盤覆蓋著黑色NFC天線，在其背後是白色的

示在它下方的NFC天線和專用LCD。圖10是背面兩側。

顯示器背面(圖7)。這次墊圈呈藍色並楔入錶身—當我

請注意鏡頭底部錶圈上的灰色區域。前面提到三

把背部取下時，它就彈了出來(圖8)。
這裡又有兩根排線，這次都是銅色。但只有其中一
個將PCB連接到背面組裝，背部連接器的四個導電墊一

根伸出PCB的金屬桿在此接觸(圖12)。
仔細觀察可以看到兩顆十字平頭螺絲，用於讓PCB
固定位置。將它們拆卸掉，就可將PCB拿出來了。

路穿過背面後連接到PCB本身，這表示它們既可用於數

還記得前面提到的第二根背面排線嗎？還有我之前

據傳輸，又可能由PCB上的電路來管理充電過程。在這

提到過的手錶一側的神秘開口嗎？這二者是相關的。將

方面，它使用了225mAh的鋰離子電池。

底部內容固定到位的那個金屬支架(圖13)，它自身又是

在它下面的是觸覺馬達。其下則是光學心率感測
器。由於我擔心它會產生煙霧、惡臭以及發熱，因而
不敢嘗試把電池取下以便觀察感測器。
圖9是斷開排線後的前錶圈背面視圖，更清晰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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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兩顆易於拆卸的十字平頭螺絲進行固定。
接著是時候辨識一些IC了。左下角是東芝
THGBMHG7C1LBAIL 16GB e-MMC NAND快
閃記憶體模組。在它的右上角是華邦(Winbond)

趨勢窺測

圖11：PCB的頂部與底部特寫。

圖12：將平頭十字螺絲卸掉，即
可取出PCB。

圖13：將金屬支架卸下。

圖14：卸掉法拉第罩。

W987D6HBGX6E 128Mb低功耗SDRAM (圖15)。它的
左邊是個神秘的晶片，我在Google查不到這一料號，
但其上有‘NXP’字樣，顯示它可能是NFC控制器。
而在SDRAM的右側是Maxim MAX20303電源管理IC。
現在回到PCB這一側的下半部份。在NAND快閃記
憶體模組的右側有兩個晶片：一是賽普拉斯(Cypress)
CYW20719 SoC，製造商宣稱它可以用來處理藍牙5.0

圖15：華邦128Mb低功耗
SRAM。

圖16：Kinetis K28 Arm
Cortex-M4應用處理器

和藍牙低功耗(BLE)任務；另一個是在其上的Atmel(現

碼—而在其上印有韌體修訂標籤。Kinetis K28包含

為Microchip) ATWILC1000 2.4GHz Wi-Fi控制器。在

2MB的嵌入式快閃記憶體，足以啟動該系統，但可能無

這些晶片旁邊還有兩個IC：Nordic nRF52832 ANT+晶

法完全運行。前面提到的NAND快閃記憶體模組可以保

片，以及其上的神秘IC。沿著PCB右側邊緣的是聯發科

存程式碼，並加載到DRAM執行，但我猜它只是專門用

技(MediaTek)的MT3333多合一GNSS晶片組。

於儲存非揮發性數據。

在理想的採光環境下，就可以看清這款鏡面拋

最後一個謎團是：我們已經辨識出GPS和NFC天

光的主IC身份(圖16)。它是主系統CPU，即飛思卡爾

線了，但2.4GHz天線在哪裡？由於藍牙、BLE、Wi-Fi

(現隸屬於恩智浦) MK28FN2M0ACAU15 Kinetis K28

和ANT+都共享相同的ISM頻段，我猜想出於節省成本

Arm Cortex-M4應用處理器。然而，法拉第籠一角

和簡單的原因，它們應該也共用同一個天線。我還猜

有一大顆IC，其身份是個謎。另一款Garmin手錶(型

測它嵌入在PCB內部而不是獨立的天線。但是，儘管嵌

號：A03405)也有一塊類似的IC，在FCC的照片中稱其

入式天線結構通常肉眼可見，但在此特定情況下我卻找

為Wi-Fi收發器，但在這個特定設計中並非如此。

不到，除非它是由PCB頂部外緣周圍的一個或多個裸銅

鑒於它與處理器靠得很近，我猜測它是個未知
製造商和容量的SPI快閃記憶體，用於儲存系統程式

區域所構成？
(完整圖文請參閱EDN Taiw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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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資料中心能源效率
節能省電再出新招
作者：Steve Tarano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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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三相供電

根據預測，到2025年，全球的總數

務供應商因此也將必須改善或轉變

據量將會超過175ZB。隨著5G的

其基礎架構，以便支援5G的發展。

採用三相供電通常可平衡電

來臨—最早將於2020年日本奧運

大部份接取5G網路的資料都會存在

源負載，並為每個負載提供最大電

會採用—以及人工智慧(AI)和機

於雲端，突顯資料中心必須扮演的

流。採用分區冷卻，還能防止產生

器學習(ML)的發展，資料中心的建

重要角色。

孤立過熱事件，並使能耗降到最

設與部署，以及升級現有較傳統的

低。為系統提供冗餘，則可在局部

供電挑戰

硬體或軟體失效時確保不間斷操

未來會有很多連網技術希望利

預防資料中心的系統受到破壞至關

作，而對多家供應商的電源硬體進

用5G的優勢，其挑戰是需要高速

重要，畢竟，停機會造成大量的金

行協調管理，則可以保持資料中心

處理大量資料。至於邊緣運算，它

錢損失以及客戶投訴。營運商可能

持續運作。

可能會是雲端運算之後的下一個主

依靠不斷電供電系統(UPS)及配電單

要技術趨勢。它指的是在最接近資

元，以便安全可靠地對於敏感的設

料來源的地方處理資料。這樣可以

備供電。擁有備用電源的中小企業

直接液冷等新冷卻技術開始受

確保速率以及低延遲，協助達到5G

和住宅建築物也可能採用負載管理

到關注。市場正為這種技術探討多

的性能目標。然而，有些應用對延

方案。通常每機架供電超過10kW，

種方案，例如直接為晶片給水，或

遲要求不高，這一類應用仍然需要

因此在機架內不太容易實現電源保

將伺服器完全浸入到水中。施耐德

中央資料中心的支援。

護，業界即將採用機櫃列尾(EoR)

電機(Schneider Electric)的資料中心

式UPS系統。

部門就把液冷定為其下一個重大成

資料中心任務都將突飛猛進。

我們將會見到新一代電信局端
(NGCO)的發展。它們是邊緣雲端資
料中心，可以支援固定和行動資料串

冷卻

長領域。超大規模資料中心以及雲

智慧電源管理

端平台是這項技術的主要推動力。

流。NGCO將設置在無線電接取網路

智慧電源管理(IPM)指的是為電

(RAN)和中央核心網路之間，相較於

腦系統與資料中心實現最佳化配電

目前支援大約5,000個訂戶，未來每

與用電的軟硬體組合。雖然安裝IPM

資料中心的UPS系統開始採用

個局端平均可支援35,000個訂戶。

需要前期費用以及持續的維護，但

鋰離子電池代替鉛酸電池，作為備

無論資料在哪裡進行儲存或

從長遠來看，由於這項技術可節能

用電池。

處理— 是在邊緣、區域中心(都

省電、減少停機時間並延長硬體壽

會區網路)或是中央— 對於容量

命，因而能夠節省成本。

此外，該公司也討論了直接為晶片
給水以及完全浸入水中等方案。

高壓配電可降低I2R損耗。相較
於12V配電方案，轉用48V配電的功

的需求都將持續增加。從2019年底

最高效的IPM解決方案包含溫

開始，這一需求將會大幅提高，服

度監控與調節、穩壓、限流以及負

現在看看從48V轉換到需要超

載分配。先進的IPM技術配有支路

低電壓/高電流的GPU應用，業界主

保護(每一組插座都有自己的斷路器

要的電源IC公司為此提供了各種最

或熔斷器)，以及集中/整合型管理功

新的解決方案，在資料中心這一越

能，從而使管理人員能夠監控資料

來越具挑戰性的領域，為電源工程

中心的所有硬體，進而快速隔離並

師提供打造電源架構的理想選擇。

耗可降低16倍。

解決問題。此外，它還具有智慧減
圖1：LinkedIn位於美國俄勒岡州
Hillsboro的資料中心。(圖片來源：LinkedIn)

載功能，可在特定的條件下有條不

宜普電源轉換公司

紊地關斷非必要的裝置。

宜普電源轉換公司(EPC)執行長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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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創辦人Alex Lidow曾經針對隔
離與非隔離、穩壓與非穩壓架構案
例進行了研究。他的觀點是，第一
階段可能不需要穩壓，而是作為直
流變壓器(DCX)工作。在這些案例
中，Lidow考慮了4種採用中間匯
流排的不同解決方案：
1. 隔離磚式穩壓轉換器
(a)

2. 非隔離DC/DC轉換器
3. 48V降壓LLC DC變壓器
4. 48V-1V混合轉換器
採用雙電感混合轉換器(DIHC)
或是具有6VOUT的LLC轉換器經測定
可實現最高效率。然而，DIHC拓撲
較新，仍待普遍採用。在新的AI和
電競應用中，48VIN–6VOUT LLC轉換
器，配合6VIN–1VOUT降壓轉換器，
由於具有高效、高功率密度及低成
本等優勢，因此正被快速採納中。
在所有採用48VIN的拓撲中，氮

(b)
圖2：(a)N:1 LLC轉換器的電源架構原理圖，其上配有中心抽頭整流器；(b)1MHz、
900W、48V-12V的LLC轉換器照片及其尺寸。

化鎵(GaN)元件實現了最高的效率。
原因在於其電容更低且尺寸更小。
GaN也是資料中心電源架構的
首選功率電晶體，因為小型化、高
效率以及開關速度在此非常重要。
尤其是EPC將增強型氮化鎵
(eGaN)元件用於資料中心，以實
現從六個邊散熱。由於GPU的電能

圖3：1MHz、900W、48V–6V LLC轉換器設計。

需求與日俱增，某些資料中心開始

隔離、500W穩壓以及1/8磚式轉換

換器。這項設計也採用GaN功率元

考慮採用液冷方法。相較於其他功

器，其輸出為12V、42A。EPC9115

件，其高頻開關可實現矽基元件無

率元件，eGaN更有助於延緩這種

的效率是96~97%。由於高頻GaN

法企及的更小佔板面積。該設計在

費錢費力的工作。但是要不要採用

開關縮小了磁體，因而較傳統矽基

15A負載條件下可實現97%的峰值

隔離？

解決方案的佔板面積更小。

效率，而在25A時可達到96.5%。

隔離前端

非隔離前端

48V-12V降壓LLC DC變壓器前端

對於前端電源設計，EPC提

對於非隔離前端，該公司提

這個設計在作為具有固定轉

供硬開關、48V-12V降壓、變壓器

供48V轉5-12V、25A的同步降壓轉

換比的DCX使用時，可在很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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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範圍內保持高效。EPC提供的

可以實現最高效率。EPC坦言DIHC

入、4:1轉換比以及高達1kW的散

48V-12V展示板效率超過98%。

拓撲較新，還未能普遍採用，但在

熱設計功耗(TDP)。

這種架構中採用GaN將具有優勢。

這個設計所用的MOSFET全部

48VIN–6VOUT LLC轉換器配合

具有零交叉開關(ZCS)，所有元件都

這個設計可以在1MHz頻率

6VIN–1VOUT降壓轉換器使用的效率

是現貨元件，而且高度低於5mm。

時處理900W功率，它採用了14層

會更好，而且由於其具有高功率密

其尺寸是1/8磚，在360W時效率高

PCB、2.2μH磁電感，以及GaN功

度和低成本等優勢，因此適合新的

達98%。

率元件。

AI和電競應用。

8:1變壓器的48V–6V LLC轉換器

STBuck(堆疊降壓)、48V-12V穩壓IBC
48V轉4V

意法半導體

這個轉換器架構輸入為36V至

目前的趨勢是轉用4V來為負載

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

60V，輸出為12V，可通過PMBus進

架構供電。這取決於輸出電晶體和

ST)由於加入了電源模組聯盟

行調節。外形尺寸是1/8磚，可擴展

某些其它元件，但從6V改為4V輸

(PSA)，讓開發雲端資料中心電源方

至4個單元。

出的影響並不大。該變壓器由於是

案的設計人員和採購人員，可以從

矩陣變壓器，因此在900W時，其

不同的電源供應商取得適合各種形

尺寸會按比例增大一點。這個架構

式和功能的電源解決方案。

從效率曲線可以看到，最高效率
為98.4%，此時輸出為150W(圖8)。

48V至POL直接轉換

的效率大約是98%。

48V–12V非穩壓中介匯流排轉換器
48V-1V混合式轉換器

這個設計的輸入範圍是40V至

這個設計具40V至60V輸

60V，針對Intel VR13HC處理器提

該設計採用基於Dickson開
關電容轉換器的DIHC架構。這一
DIHC架構在輸出端採用兩個交錯

C7
C5

式電感器，而不需要混合式Dickson

C3
C1

轉換器所需的兩個大型同步開關(圖

S4

4中的S9和S10)。
相較於混合式Dickson轉換
器，該設計可使DIHC實現約低兩

Vin

＋
－

S12

S11

S10

S9

S8

S7

S6

S5
＋

C2
C4

S1
Co
Rload
VSC

S3

－
S2

C6

倍的DC輸出阻抗(由於開關及飛跨
電容導通所產生)，進而實現低2倍

圖4：8-1 Dickson轉換器。

的導通損耗。

磁體
高頻變壓器的頻寬在大約2MHz
時，可改善此設計的響應時間。

結果分析
DIHC或6V OUT的LLC轉換器都

圖5：DIHC在48V輸入以及多種不同低電壓輸出情況下所測得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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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1.8V Typ的V OUT，完全符合Intel的
測試計畫。此外，它還能以1.2VTyp
對DDR供電。
其TDP為205W，最大值為
413W。在開關頻率為570KHz時，
其IOUT最大值是228A。功率密度是
100W/in2、佔板面積為1.6×2.6"。

Vicor
Vicor的非隔離匯流排模組(NBM)
是一種雙向固定架構，從48V轉

圖6：開關式儲能轉換器(STC)、非穩壓中間匯流排轉換器。

(圖片來源：ST

換到12V的峰值效率為97.9%。
Vicor還將推出下一代版本，計劃將
效率提升到98.5%。鑒於NBM具有高
功率密度(在22.8×17.3×7.4mm的封
裝中可提供800W的連續輸出功率)，
他們還有多項設計是在主機板上把
NBM放在12V多相穩壓器的前面。
其DC/DC轉換器模組(DCM)是
一種48V至12V的非隔離轉換器，可
以在採用傳統12V配電的資料中心內
支援48V高性能GPU。

圖7：穩壓中間匯流排轉換器可擴展架構，輸出功率高達3.2kW，TDP為800W。
(圖片來源：ST)

Vicor還提供一系列完整元件，
可支援380V、AC和傳統的12V負
載連接到48V中心。這個「中心」
(hub)可在機架內實現48V或安全
特低電壓(SELV)配電，從而使得損
耗最小化。由於他們提供分解式電
源解決方案，包括平行及垂直供電
方案，因而可實現從48V一直到為
CPU供電。其NBM和DCM產品可實
現48V到12V轉換，因此也支援傳統
的12V多相穩壓器。
雖然這些12V主機板本來是設

圖8：STC的效率曲線。

垂直供電

(圖片來源：ST)

進行處理，因而需要提供創新的設
計架構，以便適時支援這些應用。

計給高性能運算(HPC)使用，但設

由於GPU需要消耗500A電流，

計人員只需稍對它們進行修改，就

未來還將提高到1,000A電流，再加

如今，為了在5G、智慧家庭

可以給48V機架使用。

上資料中心開始採用AI和深度學習

和智慧工廠等應用中降低延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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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設計人員正在其架構中加進越

400μΩ走線的功耗，發現在200A電

理器封裝接腳(通常為大電流供電

來越多的核心。現在已經有500W

流時，電路板自身功耗就佔到10%。

才會需要)轉而用於擴展I/O功能。

的處理器了。其目標是把所有的東

就算有99%的效率，在200A電流時，

西都放進相同的晶片中，從而降低

電路板走線的I R功耗也會很高。
2

延遲，而也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希
望把光耦合器就放在處理器旁邊。

封裝內電源(power-onpackage)技術可以讓電流倍增，從

由於雜訊會影響處理器精度而
引起誤差，因此在處理器附近設有
「禁區」(off limits)。垂直電源模組
(VPM)具有超低雜訊拓撲。

Vicor認為電路板功耗影響重

而實現更高的效率、功率密度以及

多相設計中存在的一個問題

大，這甚至比為電源解決方案提高

頻寬。在封裝中倍增電流，可以減

是，電感器/磁性元件的雜訊很

1%的效率更加重要。他們研究了

少高達90%的互連功耗，同時讓處

高。Vicor並未在其輸出級中採用電
感，因此雜訊不高，而使得轉換器
可以放置在很接近處理器和I/O線
路的位置。
另一個問題是，大多數的AI處
理器和其他超高速GPU處理器都需
要連接至處理器晶片的四周。資料
中心以及其他電子架構希望幾乎看
不到電源，這些限制為電源設計人
員帶來了挑戰。

嚙合式(geared)電流倍增器架構
圖9：48V至POL直接轉換，可支援隔離型或非隔離型。

(圖片來源：ST)

Vicor致力於發展垂直供
電(VPD)。他們根據客戶對於
CPU、GPU及ASIC峰值供電的要
求製成了圖表。從圖12中可以看
到，大約從2010年開始，峰值電
流大幅增加。這是因為AI處理能力
增加，以及處理器製程節點越來越

圖10：Vicor的穩壓器可放在處理器附近。

先進—從14nm、12nm、10nm
(圖片來源：Vicor)

發展到現在的7nm。
電路板所需的功率增加，意
味著更需要關注轉換器的效率，以
及供電與配電的功耗。問題之一在
於：隨著功率增加，轉換器的尺寸
通常隨之增加，這表示它們就不能
放到處理器附近。這個佈局問題又
會使電路板產生更多功耗。

圖11：Vicor的嚙合式電流倍增器(GCM)架構。

(圖片來源：Vicor)

採用Vicor分解式電源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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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I處理器—Nvidia SXM3f，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解決方案



可以提供超過1,000A的峰值電流。


3HDN&XUUHQW $

相較於傳統的穩壓器，這些元件由
於具有小型化和纖薄的優勢，更有
利於放在接近處理器的位置。




電路板的損耗(圖13)。從圖中可以







3URJUHVVLRQRI&XVWRPHU&38*383HDN&XUUHQW
5HTXLUHPHQWV

圖12：峰值電流隨時間不斷增加。


於與Nvidia解決方案中所用的類似

(圖片來源：Vicor)




平行配置時，這些元件通常可將電









(IILFLHQF\

:DWWV :

電流繼續增加，除了要縮小穩壓器



,PSOHPHQWDWLRQ<HDU

看到，在200A時，電路板會損失

路板的損耗降低90%。然而，隨著





且還會發熱。Vicor繪製了400μΩ

當將其分解式電源解決方案用





這些I 2 R損耗導致效率降低而

10%的效率。








的尺寸外，還必須降低供電損耗。
隨著處理器消耗更多電流，運算能
力提高，I/O的數量和速度都必須增
加，穩壓器的尺寸就成為非常重要



         
952XWSXW3RZHU
2XWSXW&XUUHQW $
3&%/RVV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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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縮短穩壓器與處理器的距離，可以降低I 2R損耗。

(圖片來源：Vicor)

的考慮因素。將穩壓器(任何公司的

為客戶提供的處理器基底(或封裝)

GPU來說，這一功率水準大約是每

穩壓器)平行放置在處理器旁邊，可

設計。這項合作使得設計人員可以

處理器約500W，而每個處理器的電

能會擋住往返處理器的重要通道。

迅速利用其VPD穩壓器解決方案。

路佔板面積通常為10cm×10cm。
在板卡方面，Infineon提供基

這正是Vicor採用VPD的原因。
它幾乎完全消除了供電損耗，並實

英飛凌科技

於GaN的半橋以及傳統的矽基解決

現無障礙連接處理器的四周。他們

轉用48V拓撲架構是因為機架需要增

方案，同時還有另一種解決方案：

可以將用了10年的相同分解式電

加功率。當Nvidia去年推出DGX-2

氮化鎵電晶體。

源架構導入VPD穩壓器中。其電流

平台時，完全導入了48V。之所以

如圖14所示，採用這種拓撲的

倍增器已經從VTM發展到模組化電

採用48V解決方案，是因為截止功率

48V系統，可以採用全橋整流實現。

流倍增器(MCM)，再到目前的嚙合

是在10到20kW之間—在這種使用

隨著運算架構逐漸轉用GPU來進行

式電流倍增器(GCM)，正好放在處

高電流的GPU架構中若超過這個範

平行處理，每機架功耗將增加3倍到

理器的底部。這不僅僅可以實現供

圍，就必須盡可能把損耗降低。英

20kW或者更高。對於這一用例，採

電，該GCM元件還包含正好位於處

飛凌科技(Infineon Technologies)

用12V電源的配電損耗過大。通常採

理器下方的關鍵旁路電容。

提供多種解決方案，包括使用GaN

用GPU、高階FPGA和ASIC的加速

Vicor最近宣佈了與京瓷

功率元件的設計，例如，直接從交

卡以進行客製化AI工作。因此，在

(Kyocera)的合作，突顯其如何提

流電(AC)轉到48V的電源轉換方案

機架上提供48V電源越來越受歡迎，

供穩壓器解決方案，以及Kyocera

就採用了GaN元件。對於每個CPU/

主要是著眼於其效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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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是40V至60V。由於開關頻率高達
400kHz，而在開關節點處，電感所
見電壓只有輸入電壓的一半，因此
可以使用小型(0.75×0.73in)2μH電
感，例如SER2011-202ML。

圖14：伺服器供電包括帶兩個交錯式高頻橋臂的圖騰柱AC-DC整流器，以及帶中心抽
頭變壓器的LLC DC/DC轉換器。
(圖片來源：Infineon)
Top Side

佈局
圖15是該匯流排轉換器的一種
可能的佈局，它使用了PCB的上下

SER2011-202ML

兩側，佔板面積為2.7cm2。當電流
約為15A時，其效率接近98%。

12V轉處理器電壓
下一步是從12V轉到處理器所

1.45 in × 0.77 in × 0.42 in

需的電壓。這一步採用了LTM4700

Bottom Side

cm

1

µModule。轉換器模組可提供0.9V輸
出，其開關頻率在325kHz到425kHz

LTC7821

之間。增大電流可通過並聯多個
模組實現，例如採用4個LTM4700
模組，可實現8相操作，提供400A
輸出。在12V輸入、1V/100A輸

圖15：LTC7821的電路佈局。

出、200LFM氣流時，該元件可不需

在DC/DC級的原邊半橋採用

展望未來，Infineon認為中間

要加散熱器，在大約73.4℃溫度下

35mΩ GaN元件，可實現進一步改

12V匯流排將會下降到7V、6V或

工作。同時，它提供了I2C、SMBus

善。利用Q oss電荷低得多的優勢，

5V。在這些情況下，隨著頻率提

或PMBus介面。

以及諧振頻率及磁化電感的相關調

高，解決方案的尺寸將會縮小，從

整，系統效率大約可以提升0.3%。

而使電源可以更靠近處理器。

針對蓬勃發展的資料中心領
域，設計人員可以從廣泛的電源管
理解決方案中進行挑選。設計人員

把變壓器設置改為矩陣架構，加上
串聯初級線圈和並聯次級線圈，可

亞德諾半導體

需要與客戶協同合作，針對他們

以再提升0.3%效率。

亞德諾半導體(ADI)採用雙級的資

的特定要求，設計出最好的解決方

在PFC和LLC級取得改善後，

料中心電源管理解決方案架構，即

案。雖然設計當中會有折衷妥協，

在功率密度為30至35W/in3時，峰值

透過LTC7821實現48V-12V轉換，

但是，設計人員如果能有效結合自

效率可增加到98.5%。Infineon也正

然後再用LTM4700微型模組實現

己的設計專長，以及電源IC公司廣

與所有模組化電源製造商合作，為

12V-0.xV轉換，此時電流為100A

泛且富有創造力的解決方案及其專

它們提供解決方案授權。該公司仍

以上(多相)。

家經驗，則必定可為客戶設計符合

然認為，12V伺服器還將長時間繼
續主導伺服器市場。

第一步是採用LTC7821實現
48V到12V轉換— 其輸入電壓範

需求的節能省電解決方案。
(完整圖文請參閱EDN Taiw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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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RISC-V打造客製處理器
作者：Richard Quinnell

RISC-V基金會由於同時擁有開源

求。該架構的規範提供免費下載，

址空間進行了定義，並另行定義一

自由與標準化的優勢，正吸引著廣

開發人員可以自由實現基於ISA的

個精簡暫存器數的32位元指令集，

泛的業界關注。RISC-V核心標準

設計而無需支付授權費。

專門針對嵌入式系統設計的較少閘

穩定進展且即將被批准，其軟硬核

該計畫目前發展態勢強勁，已

數實現。除了存在附加指令以處理

心CPU以及晶片、開發板和工具都

經有RISC-V晶片以及核心的商用

較長字長，以及暫存器大小與位址

已實現商用，許多主要的公司開始

和開源了。SiFive、GreenWaves

空間匹配以外，這些變化版本的指

採用RISC-V來取代其客製架構。

和Microsemi等公司都已開發了

令編碼也都相同。

該架構的一個關鍵特性是CPU開

基於RISC-V架構的開發板。開發

圖1示意圖顯示了核心規範與

發人員可以根據需求調整RISC-V

工具、軟體庫和作業系統埠(包括

標準擴展的對話模式。RISC-V基

功能，而無需犧牲為基本標準所

Linux)都是當前RISC-V支援生態系

金會現已凍結許多規範，從而確

創建的適用工具與庫。這種適應

統的組成部份。但是，要全部利用

保基於這些規範的建置在ISA演進

性的關鍵在於必須瞭解RISC-V模

這項支援以實現客製設計，首先需

的過程中始終有效。這樣能夠確

組化指令集架構。

要認真研究RISC-V ISA的架構。

保今天編寫的軟體可以永遠在類

系統開發人員必須選擇為特定

似RISC-V核心上運行。某些擴展

應用領域最佳化的專有CPU架構，

基本規格

指令集仍處於草案模式中，因此

或設計自己的CPU架構。然而，要

RISC-V ISA的定義包含兩個關鍵

將來可能發生變化。還有一些被

追求自己的設計，開發人員就必須

檔案：基本用戶級(User-level)

保留以待未來的發展。例如，32

放棄現有CPU所形成的廣泛支援生

ISA規範和特權(Privileged) ISA規

位元和64位元基本整數ISA已經

態系統。一個折衷辦法是：在保留

範。其中包括對於基本要求和豐富

凍結，而128位元和嵌入式變數仍

大部份支援生態系統的同時，調整

的標準化、模組化擴展加以定義。

處於草案中。

專有CPU架構以實現客製。遺憾的

標準擴展是模組化的，在CPU設計

基本整數指令集(I)是建構其

是，由於專有架構涉及高額的授權

中實現任何給定的標準擴展都不會

他所有指令的基礎，必須包含於

費用，這種折衷方法對於許多設計

干擾任何其他標準擴展的實現。但

任何建置中。除了基本整數ISA以

團隊來說並不切實際。

是，某些擴展可能基於其他擴展，

外，所有的標準RISC-V建置必須

需要將基本擴展作為所需擴展的一

至少包含特權ISA的機器級部份；

部份來實現。

監管者(supervisor)級(S)和監管程

RISC-V計畫是在保留標準
化優勢的同時，為設計人員提
供可客製、創新的替代方案。為

RISC-V的整體設計基於暫存

式(hypervisor)部份則屬於標準擴

此，RISC-V基金會一直在推動模

器，所有的操作以及對一般記憶體

展。然而，特權級ISA被定義為：

組化、開源RISC-V處理器指令集

空間的載入和儲存存取都是透過調

如果開發人員願意，他們可以實現

架構(ISA)的社群發展，以滿足從

用31個通用暫存器進行。指令集對

客製形式的特權程式碼執行，而不

嵌入式系統到伺服器的各種應用需

於32位元、64位元和128位元的位

會影響基本整數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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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至30%。它可以任何基本
整數位元寬度和用任何其他標
準擴展實現(凍結)
S： 特權ISA的supervisor級擴展
(草案)
與用戶級ISA一樣，特權ISA
使設計人員可以決定所包含的複
雜度。該規範定義了兩組ISA：
機器級和supervisor級，以及為
了支援虛擬化hypervisor功能而
為相應指令保留的預留位置。這
圖1：RISC-V ISA構成了一個模組化的指令組合，可建置於CPU設計中，而彼此之間
互不干擾。

些指令集又使開發人員能夠支援
程式碼可操作的最多三個特權級

使用標準擴展以增強基本功能

G： 由於包含基本整數規範(I)以

(圖2)。單個特權級(機器級)意味著

基本整數ISA(I)和機器級特權ISA

及M、A、F和D標準擴展的建

所有運行的程式碼都可以完全存取

提供了基本通用CPU所需的所

置非常受歡迎，基金會將這個

系統資源，例如在簡單嵌入式系統

有功能。但是開發人員也可以透

組合定義為G，並配置為開發

中運行的單個應用程式。具有兩個

過向ISA添加擴展來增強這些基

中的編譯器工具鏈目標(凍結)

特權級(需要機器和supervisor ISA

本功能。目前已經有很多標準擴

V： 向浮點擴展添加向量指令的指

指令)，可以支援部份系統資源與

展，RISC-V基金會技術任務組對

令(草案)

應用程式碼隔離，以增強軟體安全

其進行管理，從而確保它們對設計

L： 十進位浮點計算指令(保留)

性，並使作業系統支援多個同步應

社群具有廣泛的吸引力，而且其指

B：位元級操作指令(保留)

用。三個特權級則可支援類Unix作

令並不會與其他標準擴展衝突。因

N：處理用戶級中斷的指令(草案)

業系統和hypervisor等。

此，開發人員可以自由地在其設計

P： 支援封包單指令、多資料指令

中包含他們需要的任何標準擴展，
而無需擔心指令編碼中會有衝突。
這些標準擴展包括：
M： 對兩個整數暫存器保存的值
進行乘法和除法的指令(凍結)

的擴展(保留)
T： 支 援 事 務 記 憶 體 操 作 的 指 令
(保留)
J： 支援動態翻譯語言的擴展(保
留)

憑藉標準擴展和特權級的所有
可能組合，‘RISC-V’的簡單命名
還不足以表徵ISA的某個實際硬體建
置。為了闡明程式人員在採用特定
硬體建置時能夠存取哪些指令，基
金會設計了一個核心命名法。如圖

A： 對 記 憶 體 進 行 原 子 讀 、 改 、

C： 支 援 壓 縮 指 令 執 行 。 基 本 整

3所示，該命名包含三個部份：所

寫操作的指令，以支援同步

數(I)規範要求指令字長32位

使用的基本規範(如RV32I、RV64I

(凍結)

元，並在記憶體的32位元邊

等)、增加的標準擴展(如M、F、A

F、 D和Q：符合IEEE 754-2008算

界上對齊。建置C標準擴展提

等)，以及每個元素的版本編號(如

數標準的(F)單精確度、(D)雙

供16位元常用操作的編碼，

版本1.2標為1p2等)。為了簡單起

精度和(Q)四精度浮點運算的

使CPU設計可在自由混合的

見，在許多情況下可以省略版本編

指令。每種精度的擴展取決於

32位元和16位元邊界上對

號(如RV32IC、RV64G等)。

當前的較低精度擴展。(凍結)

齊，從而使程式碼長度縮減

該命名慣例也可以用於辨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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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擴展。基本整數ISA的擴展使用開
發人員選擇的名稱並採用Xname的
形式，再加上適當的版本編號。如
果擴展涉及到特權ISA的supervisor
級，則形式為SXname。

超越標準擴展
即使模組化標準擴展提供了設計

圖2：兩個特權ISA級可以支援多種軟體配置，包括簡單的應用執行環境(AEE)、在
採用supervisor執行環境(SEE)的單個作業系統上執行的多個應用程式，以及具有
hypervisor的多種作業系統。(來源：RISC-V基金會)

靈活性，RISC-V標準並未提供許

二個暫存器的內容和立即數組合

多開發人員可能希望的指令增強

所指向的記憶體位址。S類指令的

功能。例如，某個應用程式需要

B類變體格式相同，但使用兩個值

頻繁地對兩個16位元整數(例如兩

來計算條件分支指令位址。U類指

個ADC的測量值)進行向下取整求

令可使用大於12位元的立即數，

平均值運算，即(r1+r2)/2。若使

而J類變體使用該立即數以執行無

用基本整數ISA，計算所需的平均

條件跳轉。

值將會需要執行兩條指令：整數

這些指令格式的定義方法讓

加法和算術右移(後者實際上執行

開發人員可以輕鬆地在混合指令

整數除以2，並向下取整)。但如果

集中添加自訂指令。所有的指令

採用一條可用一步執行兩個操作的

都在低位元包含一個7位元操作碼

自訂指令，就可以加快應用程式的

(opcode)，除了U類格式外的所有

明，可參考圖5中的流程圖。現

軟體執行速度。如果採用ISA的標

指令在12至14位元都有一個功能碼

有的整數類RV32I ADD和SUB

準指令格式，RISC-V ISA可以輕

(funct3)。R類指令在第25至31位元

指令遵循R類格式，並且opcode

鬆添加這樣的指令。

有一個第二功能碼(funct7)。當涉及

(0110011)和funct3(000)程式碼

RV32I基本指令集遵循四種基

目標暫存器位址時，它始終位於第7

值完全相同，僅funct7程式碼不

本格式，如圖4所示。R類指令從

至第11位元，第一個來源暫存器位

同(0000000 vs. 0100000)。沒有

兩個來源暫存器(rs1和rs2)取值，

址始終位於第15至19位元，另一個

其他RV32I指令使用該opcode和

並以某種方式(add、XOR等)對它

來源暫存器則位於第20至24位元。

funct3組合，剩下120多種可能的

們進行組合，形成一個值並將其

這種程式碼和暫存器指標安排的一

funct7值都可用於編寫新指令，

儲存到第三個暫存器，即目標暫存

致性意味著，如果使用者可以將其

而不會觸碰任何標準指令。如圖所

器(rd)中。I類指令獲取一個來源值

新指令映射為這些基本格式之一，

示，這些標準指令的一種可能建置

(rs1)和一個以指令本身編碼的12

並且可以以某個相容的RISC-V設

是，將兩個來源暫存器的值送往算

位元值(imm)，將其組合並儲存到

計開始，那麼建置該指令的硬體設

術單元進行加法或減法運算(取決

目標暫存器(rd)中。載入指令使用

計幾乎已經完成。大多數的新操作

於位元指令30)，並將結果傳送到

I類格式，結合來源值和立即數以

(例如指令解碼和暫存器資料存取)

目標暫存器。

確定記憶體位址，並將其內容傳

都存在於現有設計中，用戶可以充

送到目標暫存器。S類指令從一個

份進行利用。

來源暫存器取值，將其儲存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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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添加求均值指令為例來說

圖3：RISC-V的命名完整地描述了其所
支援的指令集。

添加新的求均值指令只需要對
這個硬體進行微幅更改。例如，可
以從指令解碼邏輯中提取指令位元

技術縱橫
25，用它來對算術單元之後插入
的一組新的多工器發送命令來完

31

25 24
funct7

20 19
rs2

15 14

12 11

7 6

0

rs1

funct3

rd

opcode

R-type

rs1

funct3

rd

opcode

I-type

rs1

funct3

imm[4:0]

opcode

S-type

rd

opcode

U-type

成。這一位元可以使多工器在將
修改前的標準ADD或SUB結果傳
送到目標暫存器之前，先將其右
移一位元。該設計現在僅用於少
量的附加閘數，就可以實現ADD

imm[11:0]
imm[11:5]

rs2

imm[31:12]

圖4：RISC-V指令的四種基本格式。(來源：RISC-V基金會)

和SUB以及兩條新的指令：求平
均值[(rs1+rs2)/2]和求差值二分
[(rs1-rs2)/2]。這種圍繞現有指令
編碼的自訂擴展稱為棕地擴展。

指令擴展機會比比皆是
RISC-V為棕地擴展提供了許多機
會。RV32I基本ISA由於利用3位
funct3和7位funct7值來定義大指
令類型上的微小變化，因此僅使
用128個(7位元)主要操作碼中的11

圖5：修改標準RISC-V建置，以添加兩條新指令。

個，就定義了其47個不同的指令。
大多數標準擴展和較長的基本整數
變體(RV64I、RV128I)只需要幾個
額外的主要操作碼。這就留下了充
足的空間，可用於對新的棕地擴展
指令進行編碼。只有壓縮指令(C)
標準擴展添加了大量獨特的指令程
式碼來解釋其在指令長度上的多種
變體。即使這樣，它也是以最小化
操作碼命令的方式實現的。
圖6給出了具有G標準擴展的

圖6：可用RISC-V主要操作碼的映射。

32位元、64位元和128位元寬基本

了其所有基本整數(I)和大多數標準

提供了三個30位元指令編碼空間，

整數建置中可用的未定義主要操作

擴展指令，其編碼的兩個最低有效

可以在不影響基本整數ISA或任何

碼，預計將成為開發人員所採用的

位元(LSB)都設置為x11。只有壓

其他標準擴展的情況下自由發揮。

最常見配置。

縮(C)標準擴展所定義的指令將這

RISC-V計畫的目標是促進創

對於希望為基本整數(I)規範

些位元設置為x00、x01或x10。

新和客製化，但又不至於導致成長

創建客製化擴展而不考慮所有標

因此，開發人員如果不需要C標準

中的生態系統零碎化，這需要所有

準擴展的開發人員來說，機會更

擴展，則可以隨心所欲地定義指

開發人員在擴展基礎架構時均遵守

加豐富。例如，RISC-V ISA定義

令的這些LSB位元模式。這為他們

ISA準則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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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功率最大時靈敏度最小？
作者：Kendall Castor-Perry

為什麼要將電源電阻和負載電阻設
置為相同的值？
&

&

&







本文使用稱為雙端接電感電容
(LC)梯形濾波器的拓撲結構，以深
LQ

入探討這一問題。由電感器和電容

5



器構成的網路有兩個「埠」—即
訊號得以出入網路之處。在我們的



濾波器中，訊號通過一個具有特定

9
$&

B

RXW
/


/


/


&

&

&

&









5


電阻值的電源饋入輸入埠(該電阻
可能位於他人的設備中，所以電
DFOLQH

阻值通常無法更改)，而輸出埠則
連接到另一個電阻，也可以說由
另一個電阻「載入」。
圖1是一個濾波器的示例，該

圖1：雙端接低通濾波器網路示例。
9 RXW
G%

濾波器端接至一個與電源電阻值

G%

相等的電阻。圖2顯示了良好且平

G%

坦的通帶響應，圖3則顯示如果不

G%

使用端接電阻將得到相當糟糕的

G%

反應曲線。

G%
G%

我們可以看到此處所使用的一

G%

組特定值，只有在端接了負載電阻

G%

時才能實現低紋波的平坦響應。這

G%

並不是因為接取了兩個電阻的結

G%

果；圖4顯示了一組網路元件值，
其給出的振幅響應(如圖5)與圖2
相同，即並未端接負載電阻，注
意其電壓增益為0dB而非6dB。在
大多數的實際應用中，你肯定會採

G%
G%
+]

+]

+]

+] +]

+]

+]

+]

+]

+]

圖2：圖1電路連接負載電阻時的電壓增益。

元件，何樂而不為？

惑。每一張圖都顯示了100個重

用這樣的濾波器，對吧？同樣的響

圖6和圖7解釋了為什麼我們

疊在一起的響應曲線，元件值可

應、更高的增益，還可能節省一個

要拒絕這種「單端接」方法的誘

以在±5%的範圍內變化。我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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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現在，在沒有電源的情況下要
使系統正常運作，但實驗室中唯一

9 RXWBQRUO

G%

能用的電子元件是被動雙線元件。

G%
G%

說說看你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以

G%

及系統如何運作。」

G%

這意味著沒有電池，也沒有電

G%

晶體或IC，更沒有變壓器。在答案

G%

揭曉之前 ，請先想一想(特別是在

G%

你馬上就要面試的情況下)。圖2

G%
G%

應該能提供一些思路。好了嗎？

G%

圖8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解決方案。

G%

僅採用被動雙線元件，即可

G%

+]

+]

+]

+]

+]

+]

+]

+]

+]

+]

建構一個高Q低通濾波器。圖9顯
示了當訊號產生器開路級設置為

圖3：未連接負載電阻的圖1電路之電壓增益。

1Vrms時，黑盒子的輸入電壓隨
頻率的變化。顯然我們已經達到

5

&

&

&





讓系統在指定頻率下正常運作所
需的電壓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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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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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得到的最大電壓增益是多









少？」為了找到答案，首先必須瞭

5
*

我們應該問一問：「從該解決方案

解的是，雖然從一組被動元件中獲
得電壓增益很常見，但要得到功率
DFOLQH

增益則不太可能(因為能量守恆)。
這是弄清這些被動濾波器網路中究

圖4：無需連接負載電阻時的一組元件值。

竟發生什麼的關鍵：即關於能量如

楚地看到，當所用元件值發生一

源電阻傳輸到負載電阻的過程中

些微小變化時，雙端接濾波器的容

發生了什麼。

差性確實更好。如果我們使用一些
設計技巧，以這些網路作為主動濾

假如你在應徵一個類比設計
的職位時被問到了以下的問題：

何進入和離開網路。
如果電源具有特定的輸出電
阻，能提供特定的輸出電壓，那
麼相連的負載最多能夠消耗多少

波器「原型」，而完全不需要這些

「假設你有一個正弦波訊號產

電感器，則仍然可以保留濾波器的

生器，其輸出阻抗為50Ω，開路

這就是所謂的「最大功率

這種特性。

時產生1Vrms的電壓。客戶提供了

傳輸定理」(Maximum Power

雙端接濾波器到底有什麼特

一個輸入阻抗為3.3kΩ的黑盒子，

Theorem)所討論的，它在被動濾

別之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

為了使其正常運作，它需要輸入訊

波器設計中非常重要。

需要瞭解當訊號在LC網路中從電

號在50kHz時至少提供3Vrms的電

功率都有嚴格的限定。

最大功率傳輸條件是負載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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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器。所有輸入LC網路的功率又
被輸出，採用正確的元件值，無

9 RXW
G%

論負載電阻為何值，在所要求的頻

G%

率下功率都可以全部傳遞到負載。

G%
G%

當使用變壓器或等效LC電路

G%

時，我們可以計算出50Ω電源電

G%

阻和3.3kΩ負載電阻之間可能產

G%

生的最大電壓增益。所需的電壓

G%

變換等於阻抗之比的平方根，此例

G%

中為8.12倍。此時的電壓增益是在

G%
G%

相同端接情況下獲得電壓增益的一

G%

倍。因此，採用任何LC值可以獲

G%

+]

+]

+]

+]

+]

+]

+]

+]

+]

+]

得的最大總增益應該為4.06x或大
約12.2dB。圖10顯示了在自製LC

圖5：未使用負載電阻仍可能擁有理想且平坦的響應曲線。

值和C值的結果，回應曲線的峰值

9 RXW

絕對不會超過預測值。在每個頻率

G%
G%

下增益值各不相同的原因是，負載

G%
G%

並不至於耗散所有的功率，其中一

G%
G%

些功率會被「反射」回電源電阻。

G%

設計LC網路時，應該確保

G%
G%

所有寶貴的電源功率都傳輸到負

G%
G%

載，這是稱為阻抗匹配的核心RF

G%
G%

技術。這確實很像在兩個阻值不等

G%
G%

的電阻器之間設計濾波器(每個電

G%
G%

阻器可能還有其虛部需要考慮)，

G%
G%
G%

變壓器中隨機選擇1,000個不同L

0+]

0+]

0+]

0+] 0+] 0+] 0+] 0+] 0+] 0+]

通常採用電感和電容實現就可以
了，用不著體積龐大且價格昂貴

圖6：圖1中元件值的蒙特卡羅分析(雙端接)。

的變壓器。微波頻段的變壓器既

等於電源電阻，用一些塵封已久的

率從電源電阻傳遞到負載電阻而無

不笨重也不昂貴，所以是個例外，

大學微積分知識就可以證明。利用

任何損耗(理想情況)，不過它一般

但當導體過於靠近時又會產生較

負載電阻功率消耗的運算公式，計

用於電壓、電流級不同的情況。使

大干擾。

算該功率相對於負載電阻R L 的導

用正確的匝數比，無論負載電阻

現在回到我們最初討論的問

數，設定該導數為零，並求解RL。

值如何，負載電阻都可以獲得理

題。為什麼(正確設計的)雙端接濾

想的功耗。

波器具有如此優越的「靈敏度」？

你的第一個想法可能是使用變
壓器，這是在負載電阻不等於電源

這正是圖8中的簡單LC濾波器

這是因為對於濾波器通帶內的一個

電阻時最常用的方法。變壓器將功

網路所實現的：我們製做了一個變

或幾個頻率，它工作在最大功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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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XW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0+]

0+]

0+]

0+] 0+] 0+] 0+] 0+] 0+] 0+]

圖7：圖4中元件值的蒙特卡羅分析(單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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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針對上述刁鑽面談試題給出的解決方案。

9 R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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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圖8解決方案的頻率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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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在文章一開始時比
較了兩種濾波器：一種是負載電阻

9 RXW

等於電源電阻，另一種不帶負載電

G%
G%

阻。那麼，對於任何給定的電源電

G%

阻和負載電阻比值，無論電阻比有

G%
G%

多大，我們能否製作出具有低靈敏

G%

度特性和相同頻率響應的理想濾波

G%
G%

器呢？好吧，有時候是可以的。但

G%

是對於這種特定的低通濾波器，卻

G%

不可行。針對這種特定的響應，我

G%
G%

們想要的是平坦的響應，其DC增

G%

益等於那些最大的「觸點」值。這

G%
G%

意味著在靈敏度最低的濾波器中，

G%
N+]

N+]

N+]

N+]

N+] N+] N+] N+] N+]

電源電阻和負載電阻必須相等。更
普遍的情況是，如果不必用衰減的

圖10：所有曲線的峰值都不會超過最大增益值。

輸點上。

辦法讓頻率全數通過或不通過，那

口向下)函數，與功率傳輸不受約

麼通常可以在任意兩個阻抗之間實

再看一看圖6和圖7，在雙端

束的情況相比，網路響應不容易出

現具有最低靈敏度的(即最佳匹配)

接濾波器的例子中，如果元件值

錯。在單端接情況下，或者在所設

濾波器設計。

發生任何變化，功率傳輸(相應地

計的濾波器響應實際上未達到最大

希望你現在已經感受到最大功

電壓增益)會下降而不是上升。在

功率增益值的情況下，網路響應會

率傳輸定理的神奇之處了，它為我

一些稱之為反射零點的關鍵頻率

出現錯誤。為了得到最大功率增益

們提供了一些要求高但可行的濾波

上，濾波器響應的「靈敏度」是

值，必須摒棄濾波器，並以具有正

器設計方法。未來我們還將進一步

網路中每個無功分量的拋物線(開

確轉換率的理想變壓器取而代之。

討論這個主題。

汽車電子中帶有看門狗電源的設計要點
作者：高楊

隨著汽車電子對於功能安全等級的

方塊圖、工作原理以及典型應用。

要求提高，越來越多的汽車電子系

通常，我們將帶有看門狗的電

統也採用了看門狗(Watchdog)功

源分為三類：

基本型看門狗電源
以意法半導體(ST)的線性穩壓器
L4995為例，從其系統方塊圖(圖1)

能來監測電源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基本型看門狗電源

中可以看到，基本型看門狗電路一

以滿足功能安全的要求。本文將介

· 視窗型看門狗電源

般有以下三種功能接腳：

紹搭配看門狗的電源之分類、系統

· 問答型看門狗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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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輸入)、V o (穩壓器電壓輸出)、
GND(電線接地端)
用3個接腳來實現看門狗的功
能：W i (WD PWM輸入、V cw (WD
電容器接腳)、R es(重設)
保護功能(僅列出部份保護功
能)：負載電流限流、溫度關斷。
連接的微控制器(MCU)由看門
狗輸入Wi監控。如果脈衝遺失，重
設輸出接腳設置為低(圖2)。利用
外部電容器C tw ，可以在較寬的範
圍內設置脈衝序列時間。帶有看門
狗的電路用恆流I cwd向電容器C tw放

圖1：線性穩壓器L4995的系統方塊圖

電。如果達到較低的閾值V wlth，則
可重設看門狗。

Wi
Twop

每個Wi正邊緣將電流源從放電
切換到充電。當達到較低的閾值時

Vwhth
VCW
Twol

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當電壓達到
上限時，電流從充電切換到放電，
其結果是一個鋸齒波。V cw 為看門
狗計時器電容器C tw處的電壓。

Vwlth

Res
GAPGMS00076

圖2：L4995工作原理。

視窗型看門狗
英飛凌(Infineon)的低壓差穩壓器
TLE7273-2中所內建的看門狗即
為視窗型看門狗，其系統方塊圖
如圖3所示。
以德州儀器(TI)低壓差穩壓器
TPS7A63xx-Q 1 為 例 ， 如 圖 4 所
示，每個看門狗視窗由一個打開的
視窗和一個關閉的視窗組成，每個
視窗的寬度約為看門狗視窗的50%
。但有一個例外：看門狗初始化後
第一個打開的視窗是看門狗視窗持
續時間的8倍。除看門狗初始化後

圖3：低壓差穩壓器TLE7273-2系統方塊圖。

打開的視窗外，所有打開的視窗都

時，看門狗只能在打開的視窗中接

在關閉的視窗中維護的看門狗，或

是看門狗視窗寬度的一半。初始化

收服務(透過軟體、外部MCU等)。

在打開的視窗中不維護的看門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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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MCU在正確的時間窗內執
行與看門狗相關的SPI通訊
時，並返回正確計算的回應(答
案)，看門狗認為這是好事件。
· 當MCU在正確的定時窗外執行
與看門狗相關的SPI通訊時，
或返回錯誤計算的權杖回應(答
圖4：TPS7A63xx-Q1內建看門狗的視窗持續時間。

會造成看門狗的報錯。

案)，或返回錯誤的正確答案順

定的訊息序列定期進行操作。根據

序，看門狗認為這是壞事件。

MCU的請求，DRV3205-Q1向SPI

· 當MCU在看門狗超時期間暫

問答型看門狗

上的MCU，鎖定在WDT_ANSWER

停看門狗相關的SPI通訊時視

TI的TPS65381(用於安全關鍵型應

權杖(token)U值暫存器中。

窗，看門狗將此視為無回應

用中的微處理器之多軌電源)系統

MCU執行一系列固定的對

方塊圖(圖5)可用於示意帶有問答

權杖值進行算數運算，並將產

· 內部計數器儲存wd_fail_cnt

型看門狗的結構。

生的權杖值返回給MCU通過寫

暫存器中的錯誤回應數，該暫

以下用DRV3205-Q1(TI針對

入WDT_ANSWER應答暫存器的

存器觸發。

汽車安全應用的3電流感應放大器

SPI。DRV3205-Q1設備驗證MCU

· 如果wd_fail_cnt達到預先定

之三相馬達前置驅動器IC)的問答

是否返回權杖值在指定的時間視窗

義的限制，則失敗。透過在

型看門狗來解釋工作原理(圖6)。

內產生(應答)，並且權杖值響應(答

wd_fail_max中指定限制註冊

案)正確。

後，可以為壞事件的數量設置

問答型看門狗透過SPI發送特

圖5：TPS65381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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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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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緩衝區。
問答型看門狗目前用在對應功
能安全等級ASIL-C/D的汽車系統
中，例如EPS。但這個電路的缺點
就是增加了控制軟體的複雜度，同
時也增加了硬體的成本，需要依據
具體的系統要求來選用。
綜上所述，汽車中帶有看門狗
功能的電源依據不同的應用場合可
以更適度地選用。需要在成本、
複雜性、可靠性和功能安全等方
面進行綜合權衡後得出一個折衷
的選擇。

圖6：看門狗計時器簡化流程圖。

使用近場探頭測量DC-DC轉換器電磁干擾
作者：Kenneth Wyatt，Wyatt Technical Services總裁

板載DC-DC轉換器產生的電磁干

安全，因為它不需要直接連接到電

因數(即下面等式中的M)。由於我

擾(EMI)是物聯網(IoT)產品的常見

路，只需耦合到DC-DC轉換器輸出

們不知道該互耦因數到底是什麼，

問題。這些小電路通常在1MHz和

電感器即可。

所以振幅無法與示波器探頭的實際

3MHz之間以次奈秒級(ns)的邊緣速

例如Rohde＆Schwarz HZ-15

測量值進行比較。因為我們的目標

率快速切換，結果產生超過2GHz的

近場探頭套件包括幾個磁場探頭(或

是EMI，所以在這裡主要關注上升

寬頻EMI。EMI會影響敏感接收器電

環)。探頭類型主要根據耦合的是

時間、一般開關波形和振鈴頻率。

路的靈敏度，尤其是蜂巢式和全球

軌跡線中的電流還是元件中的電流

導航衛星系統(GNSS)。

來確定的。最大的探頭太敏感、解

測量DC-DC轉換器EMI性能的

析度太低不足以隔離發射源。另一

一種有效方式是在時域中使用小型

個直徑約1公分的較小探頭(型號RS

磁場(H-field)探頭測量上升時間和

H 50-1)，適合在板級辨識和測量

振鈴。透過將磁場探頭耦合到轉換

EMI。簡單地將探頭連接到50Ω的

器輸出電感器，即可實現非侵入式

示波器輸入端，並進行調整，即可

測量(如圖1所示)。

獲得顯示良好的波形。

檢測開關波形上的振鈴很重

我們用數學方法來驗證這種特

要，因為振鈴頻率可以轉變為發射

性化測量(如圖2所示)。在電感器和

特性中的寬峰值。磁場探頭快速而

磁場探頭之間可能存在未知的互耦

DC-DC轉換器通常有一個近方

圖1：將探頭耦合到輸出電感器來探測典
型物聯網板載DC-DC電源轉換器產生的波
形。電感器採用相對較大的圓形封裝，所以
很容易辨識。如圖所示，探頭應擺平，以實
現最大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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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訊號(V L)，它來自轉換器開關節
+)LHOG3UREH

點(SW)和連到接地返回的輸出電感
器(L)，應該就是我們要用示波器探

'&'&
&RQYHUWHU

頭進行測量的訊號。通過電感的電

1
L

∫V

L

,/

/

9/

* dt

0

6:

流與電壓的關係如下：
IL =

Ω2VFLOORVFRSH=,1
9287

&287

圖2：DC-DC轉換器輸出電感器與通過互感(M)耦合的磁場探頭之間的開關波形(SW)。

假設磁場探頭靠近電感器，得

5 656++ILHOG3UREH &RXSOHGWR/

到互耦因數M(未知)，則探頭的輸
出是：
5 657=6*+]6LQJOH(QGHG3UREH /WR*URXQG5HWXUQ

VOUT =

Md(IL)
dt

合併前面兩個公式，得出：

VOUT = V

d 1
dt L

∫V

L

* dt =

M
L

VL

圖3：使用耦合磁場探頭(上部軌跡線)和直連單端探頭(下部軌跡線)測量典型物聯網裝置
的DC-DC轉換器輸出電感，顯示了相似的波形。但使用磁場探頭可以快速測量上升時
間、週期和振鈴，而不會有電路短路的風險。

6ZLWFK0RGH3RZHU6XSSO\5LQJLQJDW0+]

然後分解常數M/L，得出
VOUT∝V。
由於V OUT與V L成正比，因此可
以輕鬆且快速地測量最重要的EMI特
性，而不會與示波器探針產生連接
短路。將磁場探頭靠近每個DC-DC
轉換器電感器，可以測量上升時間

圖4：DC-DC轉換器的振鈴測量，可能在8MHz時產生EMI寬峰值(加上高階諧波)。

(表示諧波頻率的上限)、脈衝寬度
和週期(也考慮諧波頻率)和振鈴頻
率(在寬頻頻譜中會導致出現寬諧
振峰值)。
圖3和圖4比較了RT-ZS20
1.5GHz頻寬示波器探頭(帶短探針)
和RS H 50-1磁場探頭的開關波形
特性。除了振幅外，測量結果可以
進行比較。
將相同的磁場探頭連接到Siglent
SSA 3032X頻譜分析儀，其啟動和
停止頻率分別為1和500MHz，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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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DC-DC轉換器產生的寬頻頻譜在Marker1處顯示8MHz諧振峰值。

有120kHz的解析度頻寬，結果在

頻率很容易發生在100MHz左右，

寬頻頻譜內得到8MHz諧振峰值(如

引起發射頻譜的寬峰值，在這種情

圖5所示)。

況下，如果耦合到天線狀結構(通常

在我見過的許多案例中，振鈴

是電纜)，則可能導致EMI故障。

設計實例

用分貝表示絕對值
作者：Bob Witte

在《使用分貝要謹慎》(Decibels:

參考值是1mW，用dBm表示。

Use with caution)這篇文章中，我們
回顧了分貝作為兩個功率(有時是電

PdBm = 10log

P
0.001

壓)之比的概念。透過指定功率或參

率對應10log (0.000005/0.001) =
-23dBm。
另一個常見的功率參考值是
1W，用dBW表示。

考電壓，分貝還可以用來表示絕對

例如，1W的功率對應10log

功率和電壓級。一個最常見的功率

(1/0.001) = 30dBm，5μW的功

PdBm = 10log(P)

注意要將分貝的比率形式與
絕對形式分清楚。例如，你可以
問這樣一個問題：當輸入端訊號
為-20dBm時，增益為12dB的
放大器輸出功率是多少？對於這
個問題，放大器增益直接與輸入
功率相加就可以計算出輸出功
率：−20dBm + 12dB = −8dBm。
有時候工程師會錯誤地認為放大
器增益為12dBm，這是不正確
的。增益是兩個功率的比，表示為
12dB。同樣地，可能有人認為輸
出功率為8dB，這也是不正確的。
圖1：邊帶功率測量結果顯示邊帶比載波功率低37dB，或者說-37dBc。

分貝表示絕對電壓值
透過指定合適的參考值，電壓形式
的分貝公式可用於表示絕對電壓
值。一個常見的參考電壓值為1V，
絕對電壓值用dBV來表示。
VdBV = 20log(V)

另一個常見的參考電壓值為
1μV。
PdBμV = 20log

圖2：用頻譜分析儀測量訊號及其諧波，顯示出諧波的低於基波振幅(-15dBm)。

V
0.000001

分貝通常用於表示音量，這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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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有關VU(音量單位)表的話題，
在此並不討論音量細節。電子產品
中還有許多其他絕對分貝值，表1

1
0.8

列出了最常用的一些。

RMS Value (0.707)

0.6
0.4

相對讀數

0.2
0

另一類分貝也使用參考值，但並

-0.2

非固定值。例如，dBc表示相對

-0.4

於載波的功率級。雖然「載波」

-0.6

(carrier)一詞帶有明顯的通訊特

-0.8
-1

色，但dBc可在任何將較小訊號與
較大訊號進行比較的情況下使用。
圖1顯示使用頻譜分析儀測量

圖3：該正弦波的RMS值是峰值電壓的0.707倍。

一個帶有兩邊帶(sideband)的訊

當滿足所有系統規範時可以達到該

dB$

號結果。位於中央較大的訊號是

值。滿量程訊號級可能會受到資料

我曾經建議一些工程師使用dB$

振幅為-15dBm的載波，兩側的邊

轉換器最大輸入範圍或類比電路所

(即相對於1美元的分貝值)來結算

帶均為-52dBm。因此，我們可以

支援的最大電壓之限制。

他們的支票簿。當然，這聽起來的

說，邊帶比載波功率低37dB，或

描述滿量程的分貝表示為

確有點可笑，事實上從來沒見過有

dBFS，其值取決於系統的訊號

人這樣做。原因顯而易見：只有當

另一個例子如圖2所示。在

處理能力。例如，如果系統支援

需要處理的數字很大時，分貝值才

此，諧波的振幅是相對於基波

的最大訊號級為25mW，則稱之

最有用處。而大多數支票簿都不會

訊號而測得的。基頻訊號的振

為0dBFS；一個0.5mW的訊號為

有這個問題，至少我的沒有。

幅為-15dBm；二次諧波的振幅

10log (0.5/25) = −17dBFS。

稱為-37dBc。

但它還是有一點用處的。例

為-55dBm，或者-40dBc；三次

dBc和dBFS的概念類似但有

如，我們可以用它來表示工程師

諧波的振幅更低，為-62dBm，

根本差別。實際上，dBc通常表示

的平均年薪86,174美元(資料來

或-47dBc。

載波或基波的功率，其值可能根據

源：Zip Recruiter，美國平均年

特定的操作條件而改變。而dBFS

薪)。以dB$為單位，可以表示為

dB滿量程

表示系統的滿量程訊號級，與實

10log ($86174) = 49.3dB$。現

分貝還用於描述定義系統滿量程的

際訊號級無關。

在將其與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

訊號級。電子系統通常有一個最大

我們來看看如何解釋滿量程訊號

進行比較，美國GDP約為21.06兆

訊號級，稱為滿量程(full scale)，

訊。圖3顯示了一個峰值為1V的正弦

美元，即133dB$。這意味著工程

波，其對應的RMS值為0.707V。如

師的薪資只比GDP低83.7dB，我

果用RMS值來定義滿量程訊號，則

們可以稱之為-83.7dBgdp。當涉

峰值電壓將比RMS值約高出40%。

及的數值較大時，dB$還是很有
用的吧？

表1：常用的分貝參考值。

Absolute dB

Reference

dBW

1watt

dBm

1milliwatt

如果系統可以處理的最大電壓為

dBV

1volt RMS

1V，則用dBV表示的滿量程訊號級

dBμV

1microvolt RMS

為20log (0.707) = −3d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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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當你要求管理層加薪時，
跟他們說只需加幾dB就行了。

設計實例

類比電路教程：電流源
作者：Steve Taranovich

1988年我曾在Burr-Brown公司
工作，當時，Mark Stitt是我的導
師。他曾經寫過一篇非常精彩的
/RDG

5

Burr-Brown電流源應用指南。我
將在本刊中介紹一系列有關類比和
電源的基礎知識，文中將連結到更

75

LE

LH

深入探討該應用指南的一些主題。
5

首先，什麼是電流源(current

5H

sources)？
圖1：由單個BJT2組成的簡單電流源。

9
I O = I C2 =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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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1

I C2 =ƹI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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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ƹ

+ 2I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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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 BE1 = V BE2 = V BE

B

I REF =

V − VBE − V
+

_

R1

B

9

圖2：Q1集電極與基極短路，相當於一個二極體。兩個電晶體具有相同的VBE、IB和IC。
參考電流IREF由R1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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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Full Wilson電流源是另一種三電晶體架構的電流源，其所有電晶體特性相同(這
在單塊基板的IC中很容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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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電流源其實就是向負載
提供電流的電路。

9

圖1所示是一個簡單的雙極接
面電晶體(BJT)電流源。

,5()

從ADI退休的大師James

5,

,&= ,2

52

9&

,&

Bryant曾說過：「...電流輸出在很

4

多情況下都具有好處，例如在高雜

B


9%(

4


9%(
,(

訊環境中用類比電流迴路發送訊號

5(

(0mA至20mA和4mA至20mA)，
以及無需使用光隔離或磁隔離技
術，就可以跨大電位差對類比訊
號進行電平轉換。」

I REF =

V + − VBE − V

I REF ≅ I C1 = IS e vBE1 /vτ
VBE1 = Vτ ln

電流鏡
我們來看一個稱之為「電流鏡」

_

R1

I REF
IS

B

I O = I C2 = IS e vBE2 /vτ
VBE2 = Vτ ln

I REF

VBE1 − VBE2 = Vτ ln

9

IO

IO RE = Vτln

IS

IO

VBE1 − VBE2 = IE2 RE ≅ IO R E
I REF
IO

圖5：Widlar電流源通常用在運算放大器差分電晶體對的前端。

(Current Mirror)的雙電晶體電流

為了改善電流源的精度和動態

源。如圖2，兩個電晶體Q1和Q2

範圍，在上述電流源中添加第4個

組合在一起 。

電晶體(T4)，如圖4所示。

Full Wilson架構電流源

Widlar電流源

REF200採用「全威爾遜」(Full

圖5所示的Widlar電流源採用kΩ範

Wilson)電流源架構，如果它在設

圍的較低數值電阻，這對IC設計非

計中採用電阻器進行雷射微調，則

常有利，因為1MΩ的電阻會佔據

可提供很高的精度，如圖3所示。

IC相當大的面積。

5

5

,1387
/2:,03('$1&(


B

5
,287

,,1

,287

/2$'

5

圖6：Howland電流泵架構需要精確匹
配的電阻，這在IC中很容易透過雷射微
調實現，但在離散式電路設計中卻不容
易實現。

Howland電流源
相較於上述單極架構的電流源，
Howland電流泵(Howland Pump)

,1387



23$03
B


具有雙極輸出，見圖6。
7

,1$03
5()

7

我們還可以採用以下元件來設計雙
極電流源：一個運算放大器、一個
7

圖4：增加T4以提高Wilson電流鏡的精
度和動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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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55(17
6(16(5(6,6725
,287

採用離散放大器和電阻器的
低成本雙極性電流源

7

B

/2$'

圖7：用於離散式電路設計的雙極電流
運算放大器架構。

儀表放大器以及一款用來檢測回

本文僅提供了一小部份的電流

饋配置中輸出電流級的電阻。如

源電路和架構，未來還將陸續介紹

圖7所示。

更多的教程。

新品櫥窗

工業用MCU支援EtherCAT
通訊協議
瑞薩電子(Renesas Electronics)推出

增壓(Turbo MAP)柴油和汽油引擎中

內建EtherCAT從屬端控制器的RX72M

的進氣歧管氣壓(MAP)測量，以及廢

新型PowerHap系列執行器的典型

RX微控制器(MCU)系列，可用於工

氣再循環等應用。此數位感測器的壓

應用領域包括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業乙太網路通訊。這款瑞薩RX系列全

力範圍涵蓋10kPa至400kPa，可實現

家用電器、遊戲機、VR/AR裝置、數位

新旗艦產品成員提供高性能的單晶片

極高的精度以及快速的測量與通訊。

化儀和手持式醫療設備等。

MCU解決方案，具有大記憶體容量，

XENSIV KP276產品在整個生命週

適用於需要控制和通訊功能的工業設

期內的精確度誤差僅0.77%，並將符合

備，如袖珍工業機器人、可程式邏輯

ISO26262標準，提供安全關鍵應用所

控制器、遠端I/O和工業用閘道器。

需的分析與文檔。

的感測功能。

台灣TDK株式會社：http://www.tw.tdk.com

67M影像感測器搭載2.5µm全
域快門技術

EtherCAT在工業乙太網路中的使

XENSIV KP276感測器整合了外部

Teledyne e2v與TowerJazz宣佈，專

用量正快速成長，目前主要應用於專

NTC溫度感測器的訊號處理功能，只

為超高解析度電子檢測、高階監控和

用的MCU、IC以及EtherCAT通訊專用

需一個數位介面便能提供壓力和溫度訊

顯微技術而設計的Emerald 67M影像

的高階SoC上。全新的RX72M產品系

號。該裝置具備SENT介面，擁有846µs

感測器現已上市。

列實現了工業設備的主要應用功能，

的短訊框長度，和10ms的短NTC啟動時

Emerald 67M影像感測器採用

同時提供卓越的性能，在240MHz工

間，可以更快地測量和資料傳輸數據。

TowerJazz全新研發的65nm製程，在

作時，EEMBC基準測量可獲得1396的

感測器採用可靠耐用的SMD-8封

日本魚津進行晶圓代工，採用最小的

CoreMark積分。將馬達控制MCU與晶

裝，適合引擎管理應用的嚴峻條件，適

2.5µm低雜訊全域快門畫素技術。小尺

片內建EtherCAT從屬端功能相結合，

用的溫度範圍為-40°C至150°C，並可

寸和極低雜訊的畫素，融合了獨特的光

使工業應用產品的開發人員，能夠提高

耐受碘和廢氣堆積物等侵蝕性介質。

管技術、卓越的偏轉響應、超過80dB

系統性能，縮減材料清單(BOM)，並支

英飛凌科技：https://www.infineon.com

的快門效率，並通過檢測較小的缺陷，

援工業設備設計所要求的小型化水準。
RX72M產品系列是第一款包含

提高製造產量。

微型壓電執行器支援觸覺反饋

Emerald系列感測器完全由

EtherCAT從屬端控制器的RX MCU產

TDK株式會社推出微型0904H014V060

TowerJazz製造，可搭配10GigE、

品系列，該款控制器具備RX系列最大

和1204H018V060矩形執行器，擴

CoaXPress、Camera Link和Camera

的SRAM容量(1MB SRAM)和4MB的快

展帶觸覺反饋的PowerHap壓電執行

Link HS等高速介面系統。專有特性包

閃記憶體。大容量SRAM讓MCU在不

器產品線。新款執行器的尺寸分別僅

括高達120dB HDR和ROI模式，允許

使用外部記憶體的情況下，可高速執行

為9x3.75x1.4mm和12x4x1.8mm，

在不同的曝光條件下捕獲多個ROI，進

多個記憶體存取密集型中介軟體系統，

在60V最大工作電壓的負載為100g

一步提高影像的動態範圍。

如TCP/IP、Web伺服器和檔案系統。

時，可分別實現3.3g(pk)和5g(pk)的

Emerald 67M為方形，具有每邊8k

瑞薩電子：https://www.renesas.com

加速度，最大位移分別可達15μm和

的解析度，為下一代(即10.5代)顯示器

27μm。

的製造提供95%的影像區域利用率。

數位Turbo MAP感測器實現
超高精度

PowerHap系列執行器輸出的加速

超高解析度可最佳化大型產品檢測中的

度和力都非常大，結構設計非常緊湊，

視覺系統運動，降低系統複雜性，並消

英飛凌科技(Infineon Technologies)

響應時間<1ms。它具有能耗低的亮

除不穩定性。提供超高速60fps和高速

展示新款XENSIV絕對壓力感測器

點，每次反饋所需能耗僅為0.35mJ或

30fps兩種不同的速度備選。

KP276，適用於包括自然進氣或渦輪

0.6mJ，還可透過逆壓電效應提供良好

Teledyne e2v：https://www.teledyne-e2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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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我們的世界
ASPENCORE 全球高科技領袖論壇

全球雙峰會：
全球 CEO 峰會
全球分銷與供應鏈領袖峰會
同期舉辦：
全球電子成就獎頒獎典禮
全球電子元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頒獎典禮
全球電子成就展

已確定參加CEO峰會嘉賓(部分)
• Dr. Wei Shaojun, President, IC Design
Branch, Chin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 Aart de Geus, President & CEO, Synopsys
• Alexander Everke, CEO, ams
• Nigel Toon, Co-founder and CEO of
Graphcore

主辦單位：

• Art Swift, CEO of Wave Computing
• Jean-Christophe ELOY, President and CEO,
Yole Développement
• Tomomitsu Maoka,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 Chairman of Renesas
Electronics China

大會媒體：

電子業界年度重磅大獎

敬邀提名
提名截止日期

2019.8.16

全球電子成就獎

全球電子元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

編輯推薦獎

年度最佳分銷商

企業獎

三大供應鏈服務公司

創新產品獎

年度傑出管理者
年度突出表現元器件分銷企業

獎項詳情及
下載提名表

這是一場席卷電子圈的嘉年華！是2019年度“電子人”翹首以盼的行業盛會！2019年“ASPENCORE 全球高科技領袖論壇
- 全球雙峰會”震撼來襲，峰會聚集全球電子產業風雲人物、公司創始人、電子行業高層等眾多行業頂級大咖，相約深圳
大中華喜來登酒店，與您分享科技和產業的前沿觀點，探討電子行業新趨勢，把脈未來新方向！峰會同期舉辦全球電子成
就獎及全球電子元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頒獎典禮，獎項提名正火熱進行中，誠邀您參與提名，助力電子產業發展。
全球電子成就獎
全球電子成就獎評選並表彰對推動全球電子產業創新做出傑出貢獻的企業和管理者。由 ASPENCORE 全球資深編輯組成的評
審委員會以及來自亞、美、歐洲的 ASPENCORE 網站用戶共同評選出得獎者。
全球電子元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
獎項創辦於 2001 年，備受業界推崇，旨在表彰支援電子產業發展的卓越品牌分銷商。評選結果深受電子製造商信賴，是
他們挑選分銷商合作夥伴的重要參考。

獎項名稱、評選細則及獲取提名表請聯繫：Angel.He@aspencore.com
合作諮詢請聯繫：marketing.success@aspencore.com

部分已提名企業

提名企業持續更新中 ...

2019 感測與無線融合技術沙龍
2019 年 8 月 • 台北文華東方酒店

感知串聯智慧新未來

參與廠商：

更多研討會資訊

還有更多廠商陸續加入

主辦單位：

會議諮詢
Rebecca.Shih@aspencore.com +886 2 2759 136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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