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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登入參與線上研討會！

關注在線研討會服務號
福利和資訊第一時間掌握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即將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基於 T 型結構 MOS FET 模組的最新半導體測試解決方案
3 月 10 日 上午 10:00-11:30
針對傳統半導體測試中存在的測試板設計週期長，測試板空間不能滿足多功能測試的高
整合度要求，以及後期維護成本高等難題，歐姆龍提供小封裝，超低漏電流，免維護的 T
型結構 MOS FET 模組，助您解決上述問題。
利用 FPGA 加速邊緣計算
3 月 11 日 上午 10:00-11:30
在本網路研討會中，您將瞭解邊緣計算的趨勢和優勢，以及 FPGA 如何以低成本、低功耗
和低延遲優勢加持邊緣計算應用。討論會說明 FPGA 在具有高速數據聚合和橋接的視覺相
關應用中的優勢，這得益於可加速計算密集型操作的技術。

線上研討會精彩重播
如何使用 IP 加速實現你的車用 SoC 功能安全合規性
如果你正要為安全相關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 設計 SoC，就不該錯過這場線上研討
會。這場線上研討會概述了設計人員在按照 ISO 26262 功能安全標準設計和測試車用 SoC
時必須遵循的步驟，並闡述了如何克服符合 SoC 級功能安全合規性的挑戰。
穿戴式裝置和臨床生命體徵監測技術
生命體徵監測 (VSM) 已廣泛用於各種市場和用例中，每個市場和用例都有各自的挑戰和關
鍵要求。ADI 公司正提供因應這些應用和市場的技術。在本線上研討會中，您將瞭解到這
些不同的技術以及如何將其應用於支援穿戴式裝置和臨床生命體徵監測市場的產品中。
設計師需要瞭解的 DDR5 和 LPDDR5
通過參加本此網路研討會，與會者將學習如何使用 DDR5 和 LPDDR5 DRAM 解決當今的
記憶體需求；瞭解最新記憶體標準與前幾代產品相比的優勢；如何使用優質 IP 為 AI、汽
車、移動 SoC 提供正確的記憶體解決方案。
工業4.0 — 工業乙太網路及邁向時間敏感網路的轉型
在本線上研討會中，我們將討論 PROFINET、乙太網路/IP 和 EtherCAT 等主要工業乙太網路
協定以及 TSN 的新特性，並探討隨著越來越多的系統走向工業 4.0，未來將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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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的時候。本文列出了筆者的一些
想法，排序無先後。慢慢往下讀，
就會大致瞭解技術的發展趨勢。深
度學習(Deep Learning)將影響未

相關報導
拆解：Netgear經典款無
線路由器
前一陣子新買了一台華為的無線雙頻路由
器，速度一下子就實現了實質的飛躍。現在
就把汰換掉的Netgear WGR614 v9拿出來
拆解，看看它裡面都用到了哪些元件。話說
Netgear WGR614 v9在802.11g(54Mbps)時
代也是個巔峰之作，首先來看看它的外觀…
https://bit.ly/2Tg25tj

來的許多應用，包括自動駕駛、網
路安全，甚至各國的選舉…

追蹤錯位的振盪
當我的新經理要我幫助一位年輕的工程師解
決我遇到的問題時，我已經在一家IC設計
公司擔任資深設計工程師達2週。這位年輕
工程師的矽晶(silicon)剛從製造商那邊送回
來，但其內部穩壓器正在振盪，這是先前設
計的一個問題，且團隊因為問題未解而感到
心煩意亂…
https://bit.ly/32sZw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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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ReRAM已準備走出
實驗室了嗎？
作者：Gary Hilson，EE Times特約編輯

儘管ReRAM潛力巨大，但至今尚

一定的ReRAM生產能力，目前卻

未投入量產。電阻式RAM是「新

沒有人急於拿出產品來。

ReRAM能夠模擬大腦為人工
智慧(AI)應用創建神經網路，因此

實質上，一些大記憶體製造商

激發了人們對新興記憶體的濃厚

都採取了兩邊下注的策略。Handy

興趣。Handy說：「實際上，人

Objective Analysis首席分

認為：「他們要確保一旦DRAM和

們討論神經圖(neural map)已經

析師、《新興記憶體加速發展

NAND快閃記憶體不能再滿足市場發

很長時間了，但是還沒人真正實

(Emerging Memories Ramp Up)》

展需求，必須有一些研究成果可以

現它並將其投入生產。」不過也有

這份報告的合著者Jim Handy

取而代之。」因此那些小公司投入

人說神經網路可以採用普通快閃記

認為，「ReRAM的主要進展還

重金進行研發，看是否可以撐到大

憶體。他認為，「如果快閃記憶體

是在研發上。」許多小公司(如

規模商業應用來臨的一刻。Handy

能夠做到這一點，人們可能會放棄

Crossbar和Weebit Nano)致力於

提到，Adesto Technologies(出刊

ReRAM。」

將其商業化，法國CEA Tech旗下

前該公司已被Dialog Semiconductor

在2019年IEEE國際電子設備

的LETI技術研究所也進行了大量研

收購)推出了作為公司創立之

會議(IEDM)上，LETI展示了其研

究工作。DRAM製造商也開始涉足

本的CBRAM(已註冊商標)，除

究工作，即如何利用基於ReRAM

其中，Handy指出，但是，儘管每

此之外，ReRAM產品目前還

的突觸和類比尖峰神經元，製造出

個能夠提供MRAM的代工廠都具有

很少。

全整合仿生神經網路——與使用普

興」記憶體的代表，它們大多都
還處於研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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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近期成立了採用ReRAM創建人工智慧平台的聯盟，Crossbar是創始成員之一。(圖片來源：Cross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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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Weebit的ReRAM單元由兩個金屬層和金屬層中的二氧化矽(SiOx)組成，兩層之間的二氧化矽可用於現有生產線。
(圖片來源：Weebit Nano)

通編碼的等效晶片相比，其能耗降

神經網路之外，ReRAM的市場應

但其CEO Coby Hanoch也表示，

低了5倍。這種神經網路實現使突

用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獨立的元件

首先進入市場的很可能是一些更常

觸靠近神經元放置，從而可以直

包含在晶片當中，例如EERAM；

見的應用。不過，他認為ReRAM

接進行突觸電流整合。

另一種是作為記憶體嵌入SoC或微

總體來說正在不斷發展。「大一些

2020年初，ReRAM製造商

控制器中。Handy認為，ReRAM

的公司現在越來越重視它，而新創

Crossbar和其他幾家公司共同成

作為獨立元件的應用較有吸引力，

公司也開始取得進展。」Weebit

立了一個名為SCAiLE(SCalable

因為它可以跟備用電池一起來替代

對自己的技術充滿信心，積極向

AI for Learning at the Edge)的

SRAM，以避免停電時喪失資訊；

客戶進行推廣。Weebit最近宣佈

人工智慧聯盟，致力於提供加

而嵌入式應用則更有趣，因為NOR

芯天下(XTX Technology)將採用

速、節能的人工智慧平台。聯盟

快閃記憶體製程難以突破28nm。

其氧化矽ReRAM技術，芯天下是

的主要工作是將ReRAM與先進的

「一些大的代工廠，以及微控制器

一家為消費電子產品、工業嵌入

加速硬體，以及最佳化的神經網

製造商都在想盡方法使記憶體製程

式系統、電信和網路應用提供記

路結合，以生成具有無監督學習

縮至28nm以下，ReRAM和MRAM

憶體解決方案的中國供應商。「我

(unsupervised learning)和事件辨

可望實現這一目標。」

們正進行產品化和商業化，預計到

識能力且低功耗的現成解決方案。

Weebit Nano是一家積極將

Handy指出，在大肆宣揚的

ReRAM應用於神經網路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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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們可能會開始賣出產
品，將ReRAM繼續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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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och表示，過去一年來，
業界對ReRAM生產化的興趣越來
越濃，Weebit則透過實現超過一
百萬次的耐久性測試來檢驗其技
術。「我們的產品可以在150度下
工作10年，」Hanoch提到，「這
項技術變得越來越成熟，真的已
可問世。」
儘管大家都知道Weebit在神經
網路方面所做的努力，但Hanoch
表示，公司第一階段的目標仍然是
嵌入式市場。ReRAM在嵌入式領
域具有明顯優勢，例如，用更快、
功耗更低的ReRAM元件代替快閃記
憶體技術和外部非揮發性記憶體，
這種方案優於MRAM解決方案，因
為Weebit的氧化矽ReRAM採用的
標準材料更適合現有的生產線。

圖3：美國Applied Materials發佈了其Endura Impulse PVD平台，該平台可精確沉積
並控制ReRAM中使用的多種材料。(圖片來源：Applied Materials)

Pakala表示，當ReRAM尺

功耗(LETI最近的展示就是一個

寸變大時，就要使用不同的材料

例子)，因而非常適合物聯網應

記憶體晶片的製造也是其成

系統，這是當前的研發重點。

用。Hanoch指出：「ReRAM在速

功的一個關鍵因素。美國應用材料

「目前我們處於材料篩選的開發

度和低功耗方面具很大優勢。」他

(Applied Materials)先進製程

階段，一切都還早。」與Weebit

提到，嵌入式應用是ReRAM最容

技術開發部記憶體小組總經理

一樣，Applied Materials也看到

易實現的目標，因此這是Weebit

Mahendra Pakala認為，對

ReRAM在嵌入式應用中越來越受

短期內的工作重點，但公司同時

ReRAM來說，均勻性和介面控制

歡迎，但要使審慎的ReRAM產品

也在積極計畫開發獨立的ReRAM

在製造過程中至關重要。2020年

投入商用，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他

產品。

初，該公司發佈了用於ReRAM的

提到，為了發展ReRAM和其他新

Hanoch表示，隨著完成的商

Endura Impulse PVD平台，該平

興記憶體，必須建立相應的生態系

業交易越來越多，客戶信心會不斷

台最多擁有9個配備板載計量裝置

統，為此Applied Materials創辦了

增強，可以說，ReRAM將在未來

的真空處理室，可精確沉積和控制

材料工程技術推動(META)中心，

3~4年內迎來快速增長。他認為，

ReRAM中使用的多種材料，這對

促進研究人員、設備供應商和製造

「到那時候一定會發生。」而引起

於在產品批量生產中實現高性能、

商在開發初期互相協作，從而加快

廣泛關注的神經形態應用至少還需

高可靠性和高耐久性非常重要。

從「實驗室到晶圓廠」的進展。

要五年的時間，「在其產品化之前

「我們已經知道，只需添加一兩個
掩模即可進行製造。」

「處理室中至少有五到六層不同的

Hanoch表示，無論是嵌入

還需要做許多研究，但是一旦完

材料和外罩，處理條件也不同，因

式的還是分離式，ReRAM之所

成，這可能會是ReRAM的最大市

而可以形成合適的介面。」

以具有吸引力，主要是因為低

場，其潛力不可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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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開發出新型超高容量
鋰硫電池
作者：Maurizio Di Paolo Emilio，EE Times

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

小組成員之一、蒙納許大學教

在化學層面為硫顆粒提供了更大的

研究人員研發出一種新型鋰硫電池

授Mainak Majumder說：「鋰硫電

空間，他們使用更少量的聚合材料

(lithium-sulfur，Li-S)，其能效遠

池的設計與實現可能徹底改變汽車

將硫顆粒保持在電極中，從而使硫

高於目前的鋰離子電池。

市場。」

顆粒之間的間距更大。研究人員使

這種新電池的容量是鋰離子電

人們一直在尋找壽命更長、

用與鋰離子電池相同的材料，改

池的5倍，對環境影響更小，這可能

續航更久的電池解決方案。研究人

進了硫陰極設計，使其可承受更

推動極低價格電動車及大規模市電

員也一直在研究如何使電池充更多

高應力的負載而不會降低整體容

儲存的發展。這種採用鋰和硫的電

電、工作更長時間。

量或性能。

池能夠在200多次充放電中保持99%

目前鋰硫電池的弱點在於硫電

由於硫是一種貯量豐富且價

的效率，如果用於智慧型手機供

極的儲電容量太大，電池在正常充

格低廉的化學物質，因此鋰硫電池

電，則能夠使其連續工作5天(圖1)。

放電時會破裂，因為硫電極在充放

的出現可以大大降低電池成本。當

新電池由澳洲墨爾本蒙納許

電過程中會不斷膨脹和收縮，電極

然，與鋰離子電池一樣，鋰硫電池

的體積變化率高達約78%。

的生產同樣可能出現道德問題。對

大學機械工程和航空航太系的研

當硫電極充電至所需水準

電動車來說，其主要問題與電池生

(5~10mg cm -2 )時，由於嵌鋰/脫

產所需的原材料提取過程有關。許

研究人員為相關的製造製程申

鋰量的顯著變化並因此產生應力，

多研究都專注於開發對環境影響較

請了專利(PCT/AU 2019/051239)，

其高能量性能迅速降低。研究人員

小且較便宜的材料，例如硫。

究人員Mahdokht Shaibani及同
事開發。

原型電池已由其德國合作者，包括
德國Fraunhofer的材料和光束技術
研究所(Institute for Material and
Beam Technology)成功製造出來。
科學家們相信，這項技術可能改變
未來手機、汽車、電腦和太陽能網
路的生產方式。這項研究發表在
Science Advances雜誌上。
研究小組成員包括Shaibani，
以及她蒙納許大學的團隊，還有來
自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CSIRO)、列日大學(University
of Liège)、Fraunhofer的Beam
Technology研究所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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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蒙納許大學副教授Matthew Hill、Mahdokht Shaibani博士，以及Mainak
Majumder教授。

技術脈動
科學家稱，到2050年，上路行

容易找到且價格很便宜。不久的將

價、超載承受力更強、毒性更低、

駛的電動車總量將達到9.65億輛，

來，我們需要可靠、安全、續航更

重量更輕。

電池儲存容量將增至12,380GWh，

久且用得起的新一代高性能電池。

充分利用鋰硫電池的電化學反

而太陽光電系統的儲存容量將超過

在電氣和熱力系統完全脫碳的

應優點，可能會促進各個應用領域

7,100GW。未來幾年對金屬的需求

過程中，儲能系統將發揮越來越重

的發展。還有其他研究人員發現，

將大大增加。

要的作用。將化石燃料轉化為可再

將硫碳儲能單元包裹在薄薄的軟性

生能源也需要先進的儲能技術，例

石墨烯片中可加速電子和離子的傳

如儲能系統和電池。

輸，改善了性能和電導率，從而獲

未來幾年，無論是運輸方面還
是電力方面，電池都是歐洲能源供
應系統脫碳的關鍵技術之一。硫是

與傳統的鋰離子電池相比，

石油處理產生的廢棄物質，因此很

新的儲能技術使用了硫，因此更廉

得更長的電池壽命、更好的循環穩
定性和更高的效率。

透過AI繪製地圖加強災害防範
作者： Sally Ward-Foxton，EE Times Europe

英特爾(Intel)已開發出可以透過衛

爾進行合作的原因，利用AI來繪製

目前，「地圖補充計畫」有

星影像辨識地物的人工智慧(AI)模

易受災地區的地圖，以辨識道路、

一支志願者隊伍，他們流覽衛星影

型，用來準確繪製最新的地圖。

橋樑、建築物和城市。」

像，辨識道路、城鎮、橋樑和其他

英特爾一直與紅十字會緊密合作推

「如果颶風來襲之前你不清

基礎設施。志願者們手動更新一個

展「地圖補充計畫(Missing Maps

楚每一條道路分佈在哪裡，那麼颶

名為「開放街道地圖(Open Street

project)」，目的是為發展中國家

風過後你就會不知道哪裡發生了洪

Map)」的開放原始碼地圖，既費

繪製地圖，以提高其防範災害的能

災，哪些道路被沖走了，哪些道路

時又費力。

力。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區域都缺乏

還留在那裡。」英特爾AI實驗室深

英特爾AI實驗室與Mila和

最新的地圖，這意味著在發生自然

度學習資料科學家Alexei Bastidas

CrowdAI合作，共同開發出影像

災害或傳染病時，救援組織難以有

在一條英特爾Podcast中說，「如

分割模型，利用模型從衛星影像

效展開工作。

果沒有足夠精確的地圖，不瞭解災

中辨識出烏干達(Uganda)地圖中

美國紅十字會喀斯喀特地區

害發生之前的地貌，那麼在災害發

遺漏的橋樑。由於採用影像分割模

(Cascades Region)CEO Dale

生時就很難及時作出回應。還有一

型性能更好，所以不再使用物件檢

Kunce是「地圖補充計畫」的聯合

個問題需要考慮，有很多災害是與

測方法。他們選擇橋樑作為試驗物

創始人，他認為，「對紅十字會的

天氣有關，例如龍捲風、颱風、颶

件，因為橋樑是極易受到洪水等自

工作人員而言，得到準確的地圖對

風、甚至火山爆發。這些事件會

然災害威脅的重要基礎設施。系統

於防災規劃和應急回應至關重要。

擋住衛星感測器，因為它們產生

共發現70座橋樑在以前的地圖中遺

目前世界上很多地區都還沒有地

了雲層… … 對紅十字會的工作人

漏了，烏干達國家協會(Ugandan

圖，這使規劃工作和災難應急回應

員來說，要及時回應這類事件極

National Society)可以利用這些

變得十分困難。這就是我們與英特

具挑戰。」

資料更好地規劃疏散及救援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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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衛星影像非常具有挑戰
性。Bastidas提到，其中的一個挑
戰是缺乏明顯的上下參考框架，而
且，衛星影像並非總是從正上方拍
攝，這意味著同一個地物可以從不
同角度看到。而且，由於當地地形
及基礎設施和建築風格不同，因此
很難利用世界其他地區的標籤資料
進行模型訓練。
即使是同一個國家的影像，夏
季和冬季的地形看起來可能也大不
相同，而橋樑等地物的尺寸和樣式
也表現出巨大的差異。
因此，英特爾的訓練資料集
只能來自烏干達。實際上，他們選

系統發現烏干達的開放街道地圖或統計局地圖遺漏了70座橋樑。(圖片來源：英特爾)

擇了烏干達北部的一個區域，使用

星影像。之後，模型對衛星影像進

相同橋樑的多個不同影像，以便模

行解析，看其中是否包含橋樑。

Bastidas稱，該計畫接下來可
能會建立模型來協助人們標繪志願

這些模型在內建DL Boost和

者的位置，也許可以預測橋樑的位

nGraph的第二代Intel Xeon可擴

置，但最終還是由人類做出判斷。

這些模型首先查找水路和公

展處理器(Cascade Lake)上執

Bastidas說：「我們也有興

路地物，並將二者的交叉點標記出

行。Bastidas說，之所以選擇這款

趣嘗試提出利用現有開放原始碼

來，作為橋樑的候選點。每一個橋

處理器，是因為它們的尺寸很大，

數據的方法，以使模型更健壯、

樑候選點30公尺以內的已知橋樑都

這是由於衛星影像尺寸巨大，通常

更具通用性，並且在這個地理上

會被忽略。在這些交叉點周圍畫一

為1,024方形畫素(square pixel)，

獨特的地區可以以更大的容忍度

個限定框，再拉取限定框區域的衛

而晶片需要一次處理整個影像。

『作業』。」

型能夠瞭解季節性和天底角(nadir
angle)的變化。

碳化矽瞄準新功率電子產業
作者：Maurizio Di Paolo Emilio，Power Electronics News

碳化矽(SiC)技術可提供更高的效

率電子元件中的應用越來越多。與

功率電子系統的設計人員正努力

率、更小的尺寸及更低的成本，

傳統的矽技術相比，SiC和氮化鎵

研究如何充分利用GaN和SiC元件

並且降低了更智慧的電源設計冷

(GaN)半導體材料顯現卓越的性

的優勢。

卻要求。

能，使功率元件能夠在高電壓尤

矽早已是大多數電子應用中的

其是高溫和高開關頻率下工作。

關鍵半導體材料，但與SiC相比，

寬能隙(WBG)半導體技術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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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顯得效率低下。SiC現在已開始

拓撲結構來減少電磁干擾(EMI)。

被多種應用採納，特別是電動車

SiC元件所需的外部元件更

(EV)，以應對開發高效率和高功

少，系統佈局更可靠，製造成本

率元件所面臨的能源和成本挑戰。

也更低。由於SiC的效率更高、外

SiC由純矽和碳組成，與矽相

形尺寸更小，以及重量更輕，可

比具有三大優勢：更高的臨界雪崩

降低冷卻要求，以實現智慧設計。

擊穿電場、更大的導熱係數和更寬
的能隙。SiC具有3電子伏特(eV)的

應用

寬能隙，可以承受比矽大8倍的電

幾家汽車製造商運用全新的動

壓梯度而不會發生雪崩擊穿。能隙

力概念，在市場上率先推出了混

它們全部整合在一起。如果所用的

越寬，在高溫下的漏電流就越小，

合動力車和電動車。這些車輛

半導體元件能夠用高開關頻率在相

效率也越高。而導熱係數越大，電

包含新的元件和系統，例如為

同的電路中進行控制，就可以實現

流密度就越高。

引擎提供動力的變頻器(最高達

這個目標。但是，由於矽的散熱性

SiC基板具有更高的電場強

300kW)、3.6W~22kW車載電池

能不夠好，高開關頻率解決方案並

度，因而可以使用更薄的基礎結

充電器、3.6kW~22kW充電器(無

不適用，SiC MOSFET為此類應用

構，其厚度可能僅為矽壘晶層的

線充電)、高達5kW的DC/DC轉

提供了理想的解決方案(圖1)。

十分之一。此外，SiC的摻雜濃度

換器，以及用於空調和動力轉向

長期可靠性已成為SiC

比矽高2倍，因此元件的表面電阻

(power steering)系統等輔助負載

MOSFET的標誌。功率半導體製

降低了，傳導損耗也顯著減少。

的逆變器。

造商接下來的任務是開發多晶片

圖2：SiC產品目標鎖定提升效率、可靠性
和散熱管理的應用。 (圖片來源：Littelfuse)

SiC現已公認為是一種能夠可

新型高壓電池是混合動力車和

功率模組或混合模組，將傳統的

靠替代矽的技術。許多電源模組和

電動車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利用

矽電晶體和SiC二極體整合在同一

電源逆變器製造商已在其未來產品

SiC，汽車製造商可以縮小電池尺

物理元件上。由於具有較高的擊穿

藍圖中規劃使用SiC技術。這種寬

寸，同時降低電動車的總成本。

電壓，這些模組可以在更高的溫度

能隙技術大幅降低了特定負載下的

此外，由於SiC具有良好的散熱性

下工作，它們還能提供高效率，同

開關損耗和傳導損耗，改善了散熱

能，因此製造商還可以降低冷卻動

時進一步縮小設備尺寸。

管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效。

力傳動元件的成本，這有助於減少

在功率電子系統中，散熱設

電動車的重量並降低成本。

從目前的市場價格來看，SiC
MOSFET相較於矽IGBT具有系統

計至關重要，它能確保高能量密

車載充電器包含各種功率轉換

級優勢，且隨著150毫米晶圓製造

度，同時縮小電路尺寸。在這些

元件，例如二極體和MOSFET。其

被廣泛採用，預計SiC MOSFET

應用中，SiC因其比矽半導體的導

目標是透過使用小尺寸被動元件，

的價格還將繼續下降。一些製造

熱係數高3倍，而成為理想的半導

使功率電子電路體積變小，從而將

商已經開始生產200毫米(8吋)晶

體材料。

圓，隨著晶圓尺寸的增加，每個裸

SiC技術適用於功率較高的專

片的成本將會降低，但良率也可能

案，例如馬達、電動驅動器和逆變

降低。因此，製造商必須不斷改進

器。電動驅動器製造商正在開發新

製程(圖2)。

的驅動電路，以滿足轉換器對更高
開關頻率的需求，並採用更複雜的

圖1：3kW電動車車載充電器。
(圖片來源：GaN Systems Inc.)

然而，由於SiC元件的製造製
程成本較高，並且缺乏量產，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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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被廣泛使用。SiC元件的批量

較高的電流和電壓範圍內。

幅降低系統成本並提高整體效

生產需要精心設計的穩健架構和製

一旦解決了這些難題，OEM

率。SiC半導體技術將主要應用於

造製程，例如在晶圓測試中，需要

設計師將會採用更多的SiC元件，

使用車載充電設備和電源逆變器

測試的元件尺寸更小，並且工作在

充分利用其良好的電氣特性，大

的電動車。

RFID包裝：有時候比電路還重要
作者：Bill Schweber，Planet Analog

電子工程師經常在電路和元件上耗

communication還提供了一款舊版

費大量時間，這很正常，畢竟他們

的RFID標籤——Omnimarker，這

的工作就是如此。但在某些情況

款標籤有三個正交線圈，如圖5所

下，這些方面可比整個產品包裝

示。美國專利5,699,048(「地下被

容易多了。無線射頻辨識(Radio-

動全方位電子標籤(Omnidirectional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也就

Passive Electrical Marker for

是大家更熟悉的RFID，就是一個

Underground Use)」)顯示了該線
圖1：Tempo communication推出的被
動、密封Omni Marker II射頻標籤適用於
埋地管道和電纜，不同顏色表示不同的頻率
和用途。

圈的排列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射

射頻標籤系列，適合埋在地下，對

100電子標籤定位器，其外型跟金

法(Passive Electrical Marker for

地下管道、電纜或其他埋地設備進

屬檢測器相似，如圖2所示。

Underground Use and Method of

很好的例子。
圖1所示是Tempo Communications近期推出的Omni Marker II

頻場，另一項美國專利6,097,293
(「地下被動電子標籤及其製造方

考慮到頻率及其被動特性，電

making Thereof)」)則詳細描述了

Omni標籤採用傳統的被動射

路設計本身必須很簡單(找不到原理

其結構和組裝。採用常平架的電子

頻技術，電感線圈作為天線，電容

圖，但這是應該是個不錯的方案)。

形成的LC電路在工作頻率下與偶

許多RFID標籤都採用輕薄的塑膠

極磁場共振，標籤從檢測器磁場

盒包裝設計，通常背面有黏膠，但

獲取能量。這類標籤的工作頻率在

Omni電子標籤卻採用了更複雜的

50kHz~150kHz之間，不同的應用

常平架包裝(Gimbal package)，如

分配到的具體頻率各不相同。

圖3所示。

行標識和定位。

Omni標籤採用高密度聚乙烯

由於將標籤埋入地下時方向是

包裝，其檢測範圍約為1.5公尺(5

隨機的，因此安裝常平架線圈十分

英呎)，直徑100毫米(約4英吋)，重

重要，它使標籤能將其「上/下」朝

154克(約5½盎司)，其頻率允差為

向調整到最好(應使用電纜紮帶將

±0.35%。為檢測到標籤(不管其頻

其牢牢綁在管道上)，如圖4所示。

率是多少)，該公司還推出了EML10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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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趣 的 是 ， T e m p o

圖2：EML-100電子標籤定位器可以供給能
量並檢測RFID標籤支援的所有頻率。在不
同頻率的標籤離得很近時(常見情況)，EML100定位器還能區分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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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Omni Marker II射頻電子標籤內部有一個常平架，以確保朝向表面的最佳方向。

標籤應該是其最佳化升級版，因為
它能更好地利用射頻激發能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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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借助其既有的表面指向性，它還
可以提供更好的回應訊號。
不論其電子設計目標是什麼，
三線圈版和常平架線圈版的被動
RFID標籤皆顯示，包裝也是產品設
計的主要考慮因素。你是否設計過

Mpdbups

這樣的簡單電路，其包裝設計和生
產過程有時候甚至比電子產品設計
本身更費精力？

Hspvoe

FmfduspNbhofujd
Gjfme
201,0$5.(5,,
FmfduspNbhofujd
Gjfme

圖5：舊版標籤Omnimarker採用三個正交
線圈，因此不需要常平架。

圖4：當標籤定位器正好位於標籤上方時，接收到的訊號最強，因為天線是自動平衡指
向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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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添加差異化功能無線網路
擴展器
作者：Brian Dipert，EDN專欄作者

在開始拆解之前，我得承認儘管
自己以前曾經用過無線網路擴展
器(extender)，卻並不崇尚這類設
備，因為它們的基本設計限制了頻
寬、延遲和可用通道。設想一台無
線用戶端設備，如筆記型電腦，位
於擴展後的網路覆蓋範圍的邊緣；
它向網路擴展器發送一個資料封
包，網路擴展器收到後將其轉播到
網路中的路由器；路由器送回一個
資料封包，網路擴展器接收該資料
封包再將其轉播到筆記型電腦；如
此循環往復。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無線

圖1：RP-N54底部有顯示兩個802.11n頻段狀態的LED燈。

接入點(access point)，它與路
由器的「骨幹(backhaul)」至少
利用了高頻寬、低延遲的有線乙
太網路(或其他銅纜連接……電力
線、MoCA等)。但是話雖這麼說，
還是請記住網路擴展器的基本作
用就是在網路電纜不可用的情況
下使用。撇開性能限制(和頻譜雜
波，pectrum clutter)不說，無線

圖2：RP-N54左側從左到右分別是Wi-Fi保護設置配置按鈕、電源開關、內凹的重定開關和被
動散熱通風口。

訊號傳輸就算慢點兒也總比沒有
訊號強啊！
在之前的拆解中曾提到，持
續的網路創新使設備的尺寸更
小、散熱更好、耗電更低，同
時提供更大的頻寬、更廣的範
圍和更多功能。IEEE 802.11ac
(又稱「Wi-Fi 5」)是如今的主流
12 | EDN TAIWAN

2020.3 | www.edntaiwan.com

圖3：RP-N54右側有支援媒體串流接收器的類比音訊輸出、一個乙太
網路介面，以及另一個通風口。

趨勢窺測
技術，802.11ax(即Wi-Fi 6)緊
隨其後，而本文要拆解的華碩
(ASUS)RP-N54則是基於上一代
雙頻802.11n，是我在Newegg上
購買，打完折僅4.99美元。
但…現在仍然有許多802.11n
(或更早版本)硬體在使用中，相關
使用者的設備可能需要進行網路升
級。另外，802.11n目前已相當成
熟，對仍希望在該領域耕耘的系統
供應商而言，這意味著BOM成本
較低。跟我之前對藍牙(Bluetooth)
音訊適配器的看法一樣，這些供應
商的開發人員肯定會利用各種方

圖4：RP-N54底部有更多的通風口，還有方向朝下的LED照明燈。

法，持續創新，使其產品更具差
異性以便區隔自己的上一代產品及
競爭對手的產品。以下本文將列出
RP-N54的獨特功能。
RP-N54的其中一個獨特功能
是：只要輕點設備正面，即可點
亮其底部朝向下方的白色LED燈。
例如，如果想照亮走廊，可以將
這個網路擴展器插在走廊牆壁的
插座上。

圖5：用平頭螺絲刀撬開外殼四周的各種固定卡榫後，可以看到RP-N54內部。

另一個增強功能是：可以安
裝華碩App(Android或iOS)向該
設備傳送音樂，這類似於Apple
機場路由器和接入點所提供的
AirTunes接收器功能，但這種路
由器現在已不推薦使用了。請注
意這裡的設備不僅包括入門級單
頻段(2.4GHz)設備，還包括高階
的雙頻段802.11ac設備。
撕掉華碩RP-N54產品表面的
透明塑膠保護膜，可以見到其底部
顯示兩個802.11n頻段狀態的LED
燈(順便說一下，這裡「5G」代表

圖6：前面板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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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Hz，並不是5G蜂巢標準)，如
圖1所示。
設備的左側從左到右分別
是，Wi-Fi保護設置配置按鈕、電
源開關、內凹的重定開關和被動
散熱通風口(圖2)。
RP-N54的右側有支援媒體串
流接收器的類比音訊輸出、一個
乙太網路介面，以及另一個通風
口(圖3)。
設備底部有更多的通風口，還
有前面提到的方向朝下的LED照明
燈(圖4)。
現在可以撬開外殼了。摸一摸

圖7：底部的一排LED，以及頂端兩側的2×2：2 MIMO 2.4GHz和5GHz天線陣列。

下方的貼紙，能感覺到有一顆凹進
去的螺絲，這個猜測是對的。卸下
螺絲，然後將平頭螺絲刀插入外殼
接縫處，撬開外殼四周的各種固定
卡榫，就可以看到RP-N54內部了
(圖5)。
圖6展示的是前面板的內部。
注意裸露的銅片部分，它對應PCB
一面左下方開關的左下位置。按壓
前面板將觸動開關，朝下的LED燈
即點亮。
同樣明顯的是底部的一排
LED，以及頂部兩側2×2：2多重
輸入多重輸出(MIMO)2.4GHz和
5GHz的天線陣列(圖7)。

圖8：再轉下一顆螺絲，將PCB板從外殼中取出。

次是正方形)，如圖10所示。

上，這兩個設備的描述(更不用說

這兩個神秘區域是什麼？我

外觀了)幾乎相同。它們之間的區

們回來看一看。網上查不到很多

別我是在亞馬遜(Amazon)網站的

關於華碩RP-N54的資訊，但是

RP-N53和RP-N54產品頁面描述中

查到了其同系列產品RP-N53的

找到的，即RP-N54似乎補充了基

更多文件(例如OpenWRT開放

礎網路擴展器(又稱「無線中繼器

它對應PCB這一面左上方神秘

原始程式碼韌體文件)。太奇怪

(repeater)」)功能，增加了無線接

的灰色矩形區域，我猜測矩形區域

了，RP-N54甚至不在FCC資料

入點支援，這也是為什麼RP-N54

下方是整個系統的SoC，它旁邊還

庫中，而RP-N53是有FCC認證資

上有一個有線乙太網路埠… … 但

有另一個神秘的灰色矩形區域(這

訊！在華碩網站的相關產品頁面

是，RP-N54竟然沒有無線橋接器

再轉下一顆螺絲，將PCB從外
殼中取出(圖8)。
電源線連接器很容易拔下來，
看看那個散熱器(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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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我之前拆解的華碩EA-N66
都有該功能，這真是讓人吃驚。
在進行了初步研究之後，我的
結論是，從硬體角度來看，這兩個
設備是相同的，唯一的區別是RPN54擴展了軟體部分的功能。而
且，和往常一樣，在拆解完成後，
我會儘量將設備恢復到完全可工作
的狀態，然後捐贈給Goodwill。
因此，我流覽了WikiDevi中有關
RP-N53的頁面，看設備中包含哪
些晶片，在這個過程中，證實了
我的結論是正確的。

圖9：將PCB板從外殼中取出後，可看見內部的散熱器。

在FCC提供的照片中，
RP-N53主機板上絲網印刷了
「1244-01000902-50Z」。從我
提供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這也是
RP-N54主機板上絲網印刷的ID，
硬體完全相同！因此，WikiDevi
上RP-N53的IC資訊應該也同樣適
用於RP-N54，其中一個晶片是聯
發科(MTK)的MT7620A，用於系統
處理，以及2.4GHz無線子系統。
另一個晶片是雷凌(Ralink，已被
聯發科購併)的RT5592，用於實現
5GHz Wi-Fi功能。
這兩個晶片之間是Macronix
MX25L6406E 64Mb序列介面
NOR快閃記憶體，可能還包含系
統韌體。在神秘的灰色矩形區域
下方是一顆DRAM，具體來說是
華邦(Winbond)W9751G6KB-25
512Mb DDR2 SDRAM。PCB這一

圖10：PCB上有兩個神秘的灰色區域。

側底部的LED陣列也很顯眼，該陣
列用於實現前面提到的LED向下照

很高興，當我重新接好電源

工作良好，可以把它捐給Goodwill

明，而PCB的左下角是與類比音訊

線，將PCB裝回原位並重新裝上外

了。其實，如果RP-N54支援無線

輸出連接有關的DAC和放大器。

殼後，這個RP-N54又像新的一樣

橋接功能，我可能會留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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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0年眺望
未來消費性電子產品趨勢
作者：Brian Dipert，EDN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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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開始，正是對未來做些預

習」一詞出現在上面列表的多個

測的時候。以下列出了筆者的一些

項目中就容易理解了！)。電腦視

想法，排序無先後。慢慢往下讀，

覺是首先積極採用深度學習的學

就會大致瞭解技術的發展趨勢。

科之一，理由很充分：傳統演算法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將影響

的開發很無趣、應用範圍窄，而且

未來的許多應用，包括自動駕駛

無法精確處理「極端情況」，例如

車、網路安全，甚至各國的選舉。

軸外物體視野、惡劣照明條件，以

若讀者們對我以下的內容有任

及大氣和其他失真、模糊情況。而

何想法，以及我可能忽略的任何事

且，為辨識某一類物體而開發的演

情，都可留下你的建議。

算法，若是要用來辨識不同類別的

1. 深度學習
2. 自動駕駛車

物體，通常需要從頭開始編碼。
相反，採用深度學習，將夠大

3. 5G設備

且具有可靠標記的數據資料集輸入

4. 處理器

到訓練程式中，得到的深度學習模

5. 電池

型便能夠可靠地辨識同一類別中相

6. 隱私

似的物體。如果想擴大要辨識的物

7. D e e p f a k e s ( 編 註 ： 維 基 百

體集怎麼辦？只需使用更多資料來

科指出，Deepfake是Deep

逐步訓練模型便可，即使為了提供

Learning與Fake的混成詞，

更多的辨識類型而需要更換模型，

專指基於人工智慧的人體影像

其基礎架構也可以保持不變。目前

合成技術的應用。)

令人信服的實施案例越來越多，被
《時代》雜誌評為2019年最佳發

深度學習用於影像處理

明之一的OrCam MyEye 2就是其

隨著技術的進步，目前已實現了從

中之一(圖1)：「這款人工智慧設

已辨識資料(「訓練」)到未辨識資

備可裝在任何眼鏡架上，能夠辨識

料(「推理」)的模式匹配和推算，

人臉和貨幣，或者從條碼中大聲讀

這改變了當今許多演算法的開發

出文本和資訊……OrCam MyEye

方式，影響了多種應用(「深度學

2對於有閱讀困難的人(如閱讀障礙

圖1：可裝在眼鏡架上的人工智慧設備OrCam MyEy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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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也很有幫助。」

深度學習應於音訊處理
當然，影像畫素並不是深度學
習唯一擅長的模式匹配對象。音素
(phoneme)和其他聲音單元呢？例
如，最新型號的Google Pixel智慧
型手機提供了Live Caption(即時字
幕)功能，可以將話語音訊和視訊
音軌即時轉換為字幕，並立即顯
示。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利
用深度學習模型完全在「邊緣」智

圖2：Darktrace利用人工智慧辨識網路入侵和病毒。

慧型手機上運作，這意味著即使完

能應對新威脅，除非安裝新的資料

Waymo就宣佈在美國亞利桑那州

全離線，它仍然可以工作。通常，

補丁(然後只能追溯既往的問題)，

(Arizona)鳳凰城(Phoenix)郊區錢

深度學習模型需透過雲端定期更

採用深度學習方法則可以即時

德勒(Chandler)大幅擴展其完全無

新，以提高準確性和語言種類。

回應相對均值的任何變化。我想

人駕駛車輛的試乘計畫。現在，透

在一定程度上這不可避免會出現

過Android或iOS應用程式可以召

深度學習用於通用資料

「誤報」現象，至少最初是這樣，

喚一輛Waymo One自動駕駛車。

如果將思維擴展到多媒體資料以

但強大的反覆運算訓練方案也會從

儘管切實可用的全自動駕駛

外，就會發現其他引人注目的深

錯誤中學習。

車仍然只是吸引所有人注意的「耀

度學習應用。例如，筆者的侄子

我最近在Slashdot上讀到一

眼目標」，但近期這個概念在一定

最近加入了Darktrace，該公司計

篇文章，其中介紹的演算法能夠

程度上的實施大部分可能獲得成功

畫利用人工智慧來辨識未經授權的

辨識舊報紙上的訃聞，然後將姓

(即使不是全部)。例如，Waymo還

網路入侵和網路病毒等。我雖然並

名和其他關鍵資訊提取到資料庫

與AutoNation合作，將零組件運送

不十分瞭解該公司的產品，但是很

中供人搜索，這對於開發家譜等

到附近的汽車修理廠，這是定點路

顯然，一旦安裝了該軟體，它就可

很有用。但是，還是不要過份激

線應用的一個例子。在已經成熟標

以透過「學習」來瞭解正常的網路

動，建議仔細閱讀普林斯頓大學

繪的城市和其他類似區域，也較早

特性，當網路偏離正常時，軟體能

(Princeton University)電腦科學

使用了自動駕駛車。是的，Uber

夠及時發現並警告IT人員。

副教授Arvind Narayanan最近的

持續在自動駕駛計程車領域進行

一次演講稿「How to Recognize

投資的根本目標就是消除人類駕

AI Snake Oil」。

駛員。在考慮使用這類服務的潛

前面提到了傳統電腦視覺演
算法與基於深度學習的電腦視覺

在客戶時，我不禁想到了我的父

演算法的不同，以及它們處理
「極端情況」和辨識新物體能力的

自動駕駛車

親，他15年前因肌萎縮性脊髓側

不同。與過去可能用過的傳統病毒

儘管在前進的路上會遇到挫折，

索硬化症(ALS)去世。在漸漸失去

監測軟體相比，深度學習方法對網

汽車領域的眾多知名企業和新

對肢體的控制並最終喪失駕駛能力

路監測的吸引力顯而易見。「硬編

創企業仍在積極部署自動化程度

後，我相信父親當時應該會歡迎這

碼(hard-code)」病毒掃描方法不

越來越高的車輛。例如，最近

種不依賴人類駕駛的自動車輛，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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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舉辦的年度Snapdragon技術峰
會上，發佈了用於行動運算和通
訊設備的Snapdragon 765和865
(前者整合了5G基頻)，以及其下一
代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
高通技術術語稱為XR的晶片組
XR2，它(如Snapdragon 865)可
與獨立的X55 5G基頻配合使用，
實現完全無束縛的AR+VR耳機應
用。作為補充，我應該也提到，
關於高通的主要競爭對手聯發科
(MediaTek)最近也終於公佈了其
圖3：Waymo宣佈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實施其完全無人駕駛車輛的試乘計畫。

首款5G晶片組(天璣1000)更完整
的細節。

有盲人、老人、身心障礙者……潛

容易被人搶走(申明一下，我侄女

在用戶數不勝數。

可不會做這種事)，但是這顯然可

專用處理器

以替代成本高昂卻可靠性不高的

結果通常在預料之中，但實現給定

人工送貨服務。

功能的通用處理器(執行軟體或可

汽車之外的自主
如果將思維擴展到汽車領域之

程式設計硬體)與專用硬連線加速

外，自主應用的潛力(以及近期實

5G裝置

器之間的競爭卻總是那麼有趣。以

現)也會有所拓展。例如，2019

第一批支援5G的智慧型手機於

MPEG系列視訊壓縮演算法為例，

年年中，UPS及其技術開發合作

2019年春季在世界行動通訊大會

每一代解碼甚至運算密度更高的

夥伴TuSimple已經在鳳凰城和

(MWC)前後發佈。2020年肯定還

編碼演算法最初都是在CPU和/或

圖森(Tucson)之間進行了為期數

會陸續推出更多、更先進的型號，

可程式設計邏輯結構上執行。但

月的無人駕駛貨運卡車的測試，

其中可能包括蘋果(Apple)的首批

是，一旦標準成熟，而且當市場規

但貨運卡車仍然只是一種大型

5G手機，我同樣期待即將面世的

模大到有必要進行額外的開發投資

車輛。Garmin的自動著陸系統

其他5G設備。

時，就會出現專用硬體核心來減輕

Autoland在飛行員失去駕駛能力

例如，高通(Qualcomm)在之

系統處理器的負擔。與此同時，除

時，可以讓一架小型飛機降落：

了FPGA前代產品，還會出現能更

這樣的系統對乘客的價值毋庸置

有效利用矽和功率的ASIC或標準

疑！還有Starship的送貨機器人

單元方法。

艦 隊 ， 我 的 侄 女— 筆 者 母 校 普

例如，當一些深度學習框架

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大二的

開始變得流行並出現一組支援它

學生提到，該艦隊在整個校園內的

們的功能時，深度學習處理也會

工作有聲有色。她最近又跟我說，

出現類似的情況。更通俗地說，

據反映機器人有時會混亂，而且很
顯然，食物在機器人運送的途中很
20 | ED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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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高通在年度Snapdragon技術峰會上
發佈了下一代增強+VR晶片組XR2。

你能想像沒有繪圖處理器(GPU)，
而由CPU(與畫素顯示引擎結合使

封面故事

圖5：蘋果在發佈iPhone 11系列期間推出了A13 SoC。

用)來處理相關的渲染功能嗎？相

· 重量：電池組及包含電池組

反，如今的通用運算繪圖處理器

的系統越重，電池組在兩次

(GPGPU)就像其名稱中「通用」

充電之間的工作時間和距離

所意謂的，努力想將其用途擴展到

就越短)；

· 電荷密度：給定大小和重量的
電池中可以容納多少電子？
· 峰值放電倍率：用於具有高浪
湧電流要求的系統；

圖形以外，並希望在此過程中避免

· 尺寸和外形：包含電池組的系

· 更換電池之前的最大充電次數；

使用專用的深度學習加速器。圖5

統需要多大體積，如何才能輕

· 充電時間：包括絕對意義上的

所示為蘋果在發佈iPhone 11系列

鬆地將電池組塞入有限的系統

充電時間(即充電至100%)，

時對Apple A13 SoC進行說明，

空間？

以及充電至最大可用百分比

其中列出的許多功能基本上甚至完
全在專用輔助處理器核心運作上，
而不是僅在通用CPU核心集群的軟
體上運作。

電池
儘管自主性和電動動力傳動並非總
是同時出現，但可以肯定的是，未
來越來越多的自主平台將由可充電
電池供電。電池技術的開發和設計
實施需要在許多看似矛盾的因素之
間取得巧妙的平衡，如以下所列。
· 成本：轉化為價格、客戶需
求、產量等)；

圖6：未來將有更多自主平台，如無人機，利用電池供電。(圖片來源：Frankhöffner-Own work,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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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正傳》中(圖8)，就透過改變靜態
影像、視訊、音訊和其他資料，呈
現了與最初拍攝畫面不同的場景。
近年來這種現象呈爆炸式增長，並
且隨著深度學習演算法的不斷應用
而變得愈加真實。例如，將一個人
的臉嫁接到另一個人的身體，或產
生實際上並沒有說過的話語，甚至
可能將這些合成的話語與視訊中人
的嘴部動作匹配。
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中出現
的很多這類惡作劇已有文獻紀錄
圖7：面對執法和利潤等壓力，蘋果一直主張保護消費者隱私。

(我對它們的看法就沒必要記下來

的時間(針對具有非線性充電

資料等等。然而，與Facebook等

了)，隨著2020年大選的展開，類

曲線的技術)；

合作夥伴相比，蘋果的行動有時似

似的惡作劇肯定會更多。當然，這

乎與其企業使命並不一致，特別是

並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俄羅斯人

而且，隨著電池技術的進步，

他們有足夠的財力使公司從中得到

也對英國大選進行了「惡搞」。遺

電池的價格不斷下降，產業價值不

好處。是的，加密資料和通訊通道

憾的是，很多人看到社交媒體推文

斷提高，至少還有一個明顯的機會

的話題再次升溫，聯邦、州和其他

支持他們對某人或某事的觀點時，

值得考慮。與地熱這一類資源不

執法機構要求安置「後門」，科技

甚至不會去盡力弄清真相。他們會

同，許多可再生能源是週期性而不

公司竭力抗拒。預計這種緊張局勢

認為這就是「事實」，並在線上社

是恆定輸出，例如，風並不總是在

未來只會增強，不會減輕。

群進行傳播。

· 其他：是否還有遺漏？

正如在文章開頭所言，讀者朋

吹，太陽晚上也不會照耀大地(甚
至在多雲的天氣沒有那麼強烈)，

Deepfake

友們，你們對此有何想法？請留下

潮汐的強度和方向也不是固定的，

「Deepfake」這項技術其實並不

你對這篇文章的想法，以及疏漏之

而作為媒介的電池則可以緩衝並消

新奇，早在1994年的電影《阿甘

處。和往常一樣感謝您的閱讀！

除這種不一致模式。

隱私
圖7是蘋果的產品(具體地說是
iPhone 11系列)，因為在面對執
法和利潤等壓力時，蘋果長期以來
一直強烈主張保護消費者隱私。比
如，利潤方面的壓力包括，找出用
戶是誰、他們在做什麼、對什麼感
興趣，並相應地為他們提供量身訂
做的廣告，與其他公司共用和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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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Deepfake」在1994年的電影《阿甘正傳》中就出現了。

技術縱橫

使用被動和主動限流電路設計
太陽能日光燈
作者：Vijay Deshpande，EDN

太陽能日光燈是一種簡單、便宜的

案，對黑暗的室內空間增加亮度。

便瞭解主動限流是否具有任何實質

設備，每當陽光明媚時，它就會將

本文所探討的日光燈設計均適用於

性的優勢。

「日光」帶進黑暗的室內空間。本

離網運作，可以從日出到日落提供

文提供了使用被動和主動限流電

免費的光。

太陽能日光燈的LED必須要提
供過電流保護，從而避免其PN結

路設計日光燈的完整說明，還實

由於日光燈沒有電池，因此

結構受到損壞，而導致輸出降低

作了如何使用簡單的主動限流電

其太陽能電池陣列不會有充放電

甚至出現故障。最簡單的限流方法

路來顯著提高LED的效率、靈活

迴圈造成的電能損耗，這樣就可

是對LED陣列串聯一個電阻，12V

性和壽命。

以使太陽能電池板產生的所有電

10W太陽能光電(PV)面板的典型

顧名思義，太陽能日光燈僅在

能都轉化為光。如果將日光燈的簡

規格如下：

白天提供照明。由於它沒有能量儲

單電阻限流電路改為稍微複雜一點

1. 最大功率下的電壓Vmp=17.4V；

存的功能，因此製造非常簡單、性

的主動限流電路，則可以實現更高

2. 最大功率下的電流Imp=0.58A。

價比高、使用壽命長並且幾乎不需

的效率—本文的下半部分將會對

這些值對應於1,000W/m 2 的

要維護。雖然這個概念一開始看起

此進行討論。本文也將在日光照射

日照標準測試條件。如果照度降

來可能很奇怪，但是卻具有廣闊的

條件變化的情況下對兩種不同日光

低，則V mp 的幅度也會降低。為了

前景，可以作為一種低成本解決方

燈設計的性能和效率進行比較，以

設計目的，使用規範中提供的V mp
和I mp值。

電阻限流器


9SY

LED燈很容易在市場上買到，典型
/

/

/

/

/

/

/

/

/

/

/

/

/

/

/

的LED燈由安裝在金屬複合PCB上
的白光LED預組裝陣列組成。通

9PS 
,PS $
9RF 9

常，其LED的額定功率為1W(兩個
0.5W LED並聯)，這些LED的正向

393DQHO
:

電壓(V f)通常約為3V。
對於本文的應用，可以得出
以下資訊：

B

5HW

5
(:

5
(:

$UUD\$

$UUD\%

5
(:

$UUD\&

LED數量=Vmp/Vf=17.4/ 3=5.8；
向下取整可得串聯使用的最大
LED數量=5個LED；
殘餘電壓=V mp-(5×V f)=17.4-

圖1：包含電阻限流的10W太陽能日光燈的原理圖。

15=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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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縱橫
LED燈串最大電流=LED功率/
V f=1/3=0.33A。
為了確保LED獲得最長使用壽
命，必須使它們工作在最大額定電
流以下。此外，限制單個LED的亮
度，可以防止它們造成眼睛不舒
服。因此，本文將LED電流限制在
200mA左右。

電阻選擇

圖2：具有3個LED陣列的太陽能日光燈的頂部和底部。

由於太陽能日光燈需要在屋頂太陽
能電池陣列和建築物內部之間使用
長導線，因此在設計中必須要考慮
導線電阻。在本例中，選擇10m的
優質導線，其總電阻約為0.8Ω。
電阻兩端的壓降=殘餘電壓-導
線壓降=2.4-(0.8×0.58)=1.93V；
限流電阻值=電阻兩端的壓降/
I LED=1.93/0.193=10Ω。
基於電阻的日光燈，其電路圖
如圖1所示。
圖1中包含三個LED陣列A、B
和C，每個陣列具有5個LED(L 1 ~
L 5 、L 6 ~L 10 、L 11 ~L 15 )和一個10Ω

圖3：此10W太陽能日光燈已準備就緒。

的限流電阻。這三個包含LED陣列
的PCB安裝在一個鋁管上，後者用



9SY

作機械支撐和散熱器(圖2)。為了
最佳化熱傳遞，在將LED PCB安

39
:

/

/

/

/

/

/

裝到鋁管上之前，先在LED PCB
上塗了一層薄薄的導熱膠。

5
N

電阻限流器的缺點

V mp 的計算值，從而導致日光燈的
LED電流I LED 升高到最大計算值以
上。產生的過電流情況可能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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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值的情況下，其輸出電壓會大於

5
N

/

39
:

在光電面板暴露在照明水準高於標

/

5
(:

$UUD\%

圖4：具有主動限流的20W太陽能日光燈的原理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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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D\&

技術縱橫
LED的輸出或使用壽命或者兩者。
如果過電流情況導致一個LED
陣列出現故障，則會出現另一個問
題。在這種情況下，太陽能電池板
上的負載減少，會導致其電壓進一

圖5：20W日光燈的LED陣列。

步升高，從而損壞其餘的陣列。除
非所有三個LED陣列都連接到面
板，否則在測試過程中可能會發
生類似的情況，考慮到這一點，請
勿測試單個LED陣列。如果使用更
大功率的光電面板來驅動多個燈，
則又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在這種配
置中，不能使用開關來關閉單獨的
燈，否則由此導致的電源電壓升高
會損壞其餘的燈。
顯然，對於大多數應用而言，
需要一種不同的方法，圖3顯示了

圖6：故意將一個LED短路而將陣列減少到11個LED。

完整的日光燈。

設計2：主動限流器
圖1電路中的電阻可以用主動限流
電路代替。在此設計中，使用兩
個串聯的12V光電面板來驅動更長

圖7：PCB的特寫鏡頭，顯示了日光燈的三個限流器電路。

的LED燈串，從而提供更多的光。
請注意，如果要提高性價比，可以
使用單個24V光電面板來代替兩個
12V面板。
此設計的數值計算如下：
每個串聯燈串上LED的數量
=2×V mp/V f=34.8/3=11.6；
四捨五入取整數可得每個燈
串上的最大LED數量=11個LED；
LED陣列的數量=I

mp

/

I LED =0.58/0.2=2.9(四捨五入取整
數為3個陣列)；
通 過 每 個 陣 列 的 電 流
I LED=0.58/3=0.193A。

圖8：這款具有主動限流的20W太陽能日光燈已準備就緒。

如圖4所示，限流電路由功率

阻R1進行偏置。發射極電路包含了

電晶體Q 1 (TIP31C)組成。LED陣

電流檢測電阻R2，R2兩端的電壓使

列A連接到Q1的集電極，Q1使用電

用Q2進行檢測，當R2兩端的壓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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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0.6V時，Q 2 導通，這會拉低Q 1
/('VZLWK5HVLVWRU

的基極電壓，而將電流限制為：

033

/DPS


電 流 限 值 = V be/ R 2= 0 . 6 / 3 . 3




=0.181A
3RZHU :



圖5顯示了20W日光燈的結
構。為了在每個陣列中包含11






PCB。第一片PCB有5個LED，額
LED陣列，額定功率為7W。




個LED，此處串聯使用兩個LED
定功率為5W；第二片PCB是7個



















       
399ROWDJH 9

  

圖9：具有5個LED陣列的日光燈，其功率輸出與MPP曲線的比較。

當串聯連接時，兩個PCB變

/('VZLWK$FWLYH&XUUHQW/LPLWHU
033

/DPS


成一個12 LED陣列，但可以根據




需要縮短到11個LED的長度。圖
3RZHU :



6中的影像顯示了如何故意將一個
LED短路，而將陣列長度減少到11







個串聯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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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電流限制的優點
當太陽能輸入高於平均水準而使面

圖10：具有11個LED陣列的日光燈，其功率輸出與MPP曲線的比較。

板產生大於V mp 的電壓時，主動限

/('VZLWK$FWLYH&XUUHQW/LPLWHU

流電路可將LED電流維持在恆定的



安全水準。此外，即使一個LED陣



033

/DPS



3RZHU :

列出現故障，其餘的陣列也會繼
續正常工作。它還可以使這款更高







功率的20W光電面板支持多個LED




燈，並根據需要打開或關閉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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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負載發生變化，但限流電路可
確保每個面板的LED電流不超過其

圖11：具有12個LED陣列的日光燈，其功率輸出與MPP曲線的比較。

設定值。

/('VZLWK5HVLVWRU
033

/DPS


大功率設計



與前面所述使用電阻限流的單面



3RZHU :

板設計相比，主動限流的兩面板






系統，其每個陣列可多驅動一個



LED，從而產生更多的光。如以下



計算所示，可以將這個優勢應用於
較大的照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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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具有23個LED陣列的日光燈，其功率輸出與MPP曲線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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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3個光電面板串聯的情況：

面板來生成，改變負載電阻，就可

LED數量=3×V mp /V f =52.2/3

獲得給定太陽光照下的MPP(Vmp和

=17.4；

I mp )。對於不同的太陽光照條件重

四捨五入取整數得到最大串

複這一過程，就可以使用所得資料

聯LED數量=17個(2個額外的

繪製V mp與功率的關係圖。

LED)。

在測試日光燈時，記錄系列不

· 對於4個光電面板串聯的情況：

同太陽光照條件下的日光燈電流和

LED數量=4×V mp /V f =69.6/3

光電電壓。這裡對以下版本的日光

=23.2；

燈進行了測試，並將結果與標準的

四捨五入取整數得到最大串

MPP曲線進行比較。

聯LED數量=23個(3個額外的
LED)。

圖9提供採用電阻限流器、每
個陣列具有5個LED的單個光電面

· 23 LED陣列的設計細節：

板的結果；圖10所繪製的是採用

10W光電面板數量：4個；

主動限流器、每個陣列具有11個

陣列數量(每個陣列具有23個

LED的兩個光電面板；圖11顯示

LED)：3個；

了採用主動限流器、每個陣列具

V mp=69.6V；

有12個LED的兩個光電面板的結

殘 餘 電 壓 =6 9 . 6 - ( 2 3 × 3 ) =

果；圖12顯示的是採用電阻限流

0.6V；

器、每個陣列具有23個LED的四

電阻兩端的壓降=殘餘電壓-

個光電面板。

導線壓降=0.6-(0.3×0.58)

總而言之，使用電阻限流器電

圖13：此照片顯示了具有4個光電面板和3
個陣列(每個陣列具有23個LED)的設計。

2. M P P 曲 線 是 使 用 電 阻 負 載 生
成。相反，LED是非線性負
載，面板在非線性負載下的工

=0.426V；

路的日光燈在小功率水準下能很好

作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限流電阻=電阻兩端的壓降/

地追蹤MPP曲線；在更大的功率水

LED負載能夠如此良好地追蹤

I LED=0.426/0.193=2.2Ω。

準下，日光燈提供的功率明顯更

功率的原因，是LED正向電壓V f會

請注意：此設計中必須使用較

少。使用主動限流的日光燈可以

隨著電流而發生變化。隨著LED電

粗的電線，從而降低壓降。因此，

緊密追蹤MPP曲線，從而對於任何

流減小，Vf會略有減小，這與MPP

可以看到，每對系統中多增加一個

給定的功率輸入都可提供最大的光

曲線相匹配，這樣就自然實現了緊

串聯面板，日光燈陣列就可以多驅

照。如圖10所示，在這種配置中，

密追蹤。

動一個LED。

一個陣列中最佳的LED數量為11

太陽能日光燈具有簡單、低

個；圖11顯示了12個LED陣列的

成本的特性，以及更長的使用壽

功率輸出會如何顯著降低。

命，這使其成為了許多住宅、商業

性能評估
對於太陽能日光燈來說，任何給定

在上述曲線的某些區域中，

和工業應用的理想選擇。它還可以

的光電面板對應不同的太陽照度值

可以看到功率輸出甚至高於MPP

為無法獲得可靠電力的低收入家庭

都有一條最大功率點(MPP)曲線。

曲線。這可能是由於以下一個或

和農村社區帶來急需而負擔得起的

日光燈的性能評估也就是根據它對

多個原因導致：

照明。使用具有簡單主動限流器電

這條曲線的追蹤程度進行，這條曲
線可以透過將可變負載電阻連接到

1. V mp 和I mp 的值不固定。製造商
規定的典型公差約為±5%；

路的專用IC，還可以進一步簡化結
構並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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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二極體匯出對數和指數
實現光學感測AC/DC電流
作者：Stephen Woodward，EDN特約作者

從理論上講，電流檢測電路的

十V(有時為數百V)的電源軌的共模

都不超過1美元，它也很便宜，其

設計通常是將一個電阻與待感測電

當中擷取出來，並且有大雜訊分量

工作方式如下(圖1)。

流串聯，然後對其兩端所產生的IR

存在。這些設計挑戰在許多創新拓

參考該原理圖，分流電阻器

電壓進行測量而得出。這項工作看

撲和專用元件的開發中都有所反映

Rs填補了通常的電流採樣電阻的

似簡單容易，但是在實踐中有時會

(僅後者就有52種是來自ADI！)。

作用，在此示例中，當Rs = 5mΩ

有許多複雜的因素結合在一起，而

這篇設計實例從另一個角度

時，可將測量滿量程因數設置為Is

解決了這個經典問題。它僅使用通

= 0.1/Rs = 20A。但是，透過選擇

例如，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電

用元件，就可以實現與任一極性的

合適的電阻，幾乎可以選擇任何滿

流採樣電阻的效率和功率損耗，其

直流源，以及交流源相容的光隔離

量程電流。由Rs產生的電壓Vs可

電阻通常限制為mΩ級，所得IR電

(因此具有抗共模能力)電流檢測拓

以根據以下經典二極體方程式的

壓為mV級，並且所產生的小訊號

撲。所得到的電路可以稱為通用電

變形(從製造商的資料手冊I/V曲線

可能會持續存在，需要從帶有數

流感測器，由於其任何元件的成本

圖表得出)透過光耦合器O1和O2

使之變得更加引人入勝。

CALIBRATE
Rs
0.0050Ω

cw

Rs = 0.1/AmpsFullScale
= 5mV/A

0.1V/A

10k
D1

I in/out
Vin
(e.g. 100V +, -, or AC)

1

O1

2
4
Rb
51k

O2

3

15
-5V
14

13
-5V

Rb = (Vin - 1)/2mA

5

6

12

O3

8

11
-5V
10

2k
7

圖1：光隔離雙極性電流檢測原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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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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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13 _ 4
A4
+
12 11

O4

9
-5V

1N4001
D3
6 _
A2
+
5

Cavg
(Optional)
10µF
+5V

5mV/A

LTV-844
5kV Isolation

-5V

Out

16

7

2k

100pF
9 _
A3
+
10

20k

1k

+
+5V

LM324
ZERO

D4
1N4001

10µF
1k

8

1M

100k

cw
-5V

-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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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串聯LED採樣得到：

共用的封裝中相互追蹤，就與LED

訊號透過A4放大，成為最終的電

(V-1.45)/0.065)

的溫度無關。此外，由於每個LTV-

流檢測輸出，並且帶有一個可選的

LED儘管具有出色的發光能

844發射器實際上都包括一對相同

Cavg積分電容，可以對檢測交流

力，但在骨子裡仍然只是二極體，

的反並聯連接LED，因此所加電壓

所產生的全波整流波形進行濾波。

而且只要將I F限制在其最大額定電

的反轉只會使發射從這對LED中的

沒有Cavg，感測器的頻寬大約為

流的約0.0001~0.1倍之內，其對

一個切換到另一個，從而使電流檢

50kHz。使用Cavg時，在60Hz時

數/指數功能非常精確有用，同樣

測功能受到影響，這樣就提供了前

對於＜1%的波紋大約為0.8Hz(RC

有用的對數/指數計算準則也適用

面所提到的雙極性和交流功能。

= 200ms)。

I F(Amps) = e

然後，O1/O2 LED發射與

輸出訊號的極性反映了電流是

O1和O2 LED的背對背串聯連

I F2 /I F1 比率成正比，從而使得一對

從IN向前流到OUT埠(正)，還是從

接可以減去並抵消掉二極體方程式

光電電晶體集電極電流(I F = 1mA

OUT向IN反向流動(負)。這在電池

中的1.45V固定項，從而使Rb所提

時，CTR約為80%)的比率類似。

狀態監視方面很有用，在這種情況

供的偏置電流Ib(標稱值為2mA)可

這對電流輸入到D1和D2，就可根

下，輸出訊號的簡單積分可反映電

以按比例分配：

據1N4001版本的二極體方程生成

池淨放電與充電的關係。

於此處同樣使用的1N4001。

I F2/I F1 = e (Vs/0.065)
它可以從Vs = 0(零電流)時的1.00

正向電壓：

零(偏移)和校準(增益)微調器

V1N4001 = 0.91 + 0.051 loge(IF)

可以對主動元件的生產差異提供調

變化為Vs = 100mV(20A×0.005Ω)時

差分V 1N4001求和的結果為：

節和校正。二極體方程式對溫度敏

的e

A1的輸出 = Vd2 - Vd1 = ((-(0.91

感的最佳消除方法是將對數比率計

+ 0.051 loge(IF1))-(-(0.91+ 0.051 loge

算二極體D1-D4安裝在接近位置並

(IF2))) = 0.051 loge(IF1/IF2)

且共用相同的O1-O4光耦封裝，從

(0.1/0.065)

=e

(1.54)

= 4.66。

請注意，分流的比率與Ib的精
準度無關，因此基於比率的電流測
量，其精準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受Ib

然後，這個訊號會從D3、D4

而使熱量接近。由於D1-D4類比運

的影響，因此不受電源電壓變化的

和A2從參考光耦O3和O4所取(透

算唯一真正重要的特性是其符號，

影響。還要注意比率計算對電流反

過回饋放大器A3控制)相同的對數

這也可以簡化。

轉的回應能力：

比率計算中減去。最終結果是，

最終的電流感測器價格便宜、

在使A2的輸出為零時，A3為O3/

用途廣泛並且堅固耐用，能夠消除

= 1/4.66 = 0.215

O4內在計算出了驅動訊號，這個

超過20倍滿量程的電流瞬變(Rs熱

儘管這些數位會隨溫度的變化

訊號對O1/O2處的電流檢測訊號

容量是限制因素)和大的共模差別

而變化，但只要LED的溫度在它們

實現了精確、線性的鏡像。這個

(LTV-844的額定電壓為5kV！)。

例如，在Vs = -100mV時，IF2/IF1
=e

(Vs/0.065)

=e

(-1.54)

從升壓轉換器獲得更大升壓
作者：John Betten，德州儀器(TI)應用工程師

升壓轉換器用於將較低的輸入電壓

大的「升壓」，需要盡可能提高運

轉換成較高的輸出電壓。要獲得最

作的工作週期。

升壓控制器在最大連續工作週
期上有所限制，後者通常在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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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頻率下達到最高。如果超過此

式轉換器。將電荷泵添加到升壓轉

原邊與副邊串聯可降低所需的匝數

最大工作週期，則會發生脈衝跳

換器，對於小輸出電流很有用，但

比，所需的引腳數也更少。

躍，這種情況通常不希望遇到，

需要額外的元件來實現。返馳式轉

公式(1)表達了對於給定的

應當避免。許多控制器的最大工

換器也是種合理的解決方案，但

V in、V out和n 2/n 1匝數比(忽略FET和

作週期在80%~90%的範圍內，如

是，還有一種更簡單的解決方案，

電流檢測電阻電壓降)，在連續導

果它們以非常低的開關頻率工作，

具有更少的變壓器引腳、更低的匝

通模式(CCM)下運作的工作週期：

則可以增加幾個百分點。低開關頻

數比和更低的漏電感。

率需要更大的元件和更大的電路板

d =

圖2提供了自耦變壓器升壓轉

Vout − Vin + Vd
n2
n1

(1)

* Vin − Vout + Vd

面積。但是，即使工作在低開關頻

換器。它在同一磁芯上使用了兩個

率下，仍然可能無法獲得足夠的升

串聯繞組，作用是充當變壓器但沒

可以看到，對於較大的n2/n1匝

壓。那麼該怎麼做呢？

有隔離。與返馳式轉換器相比，將

數比，工作週期會降低。這對於提

圖1顯示傳統升壓轉換器功率
級的簡化示意圖。它的主要優點是
元件數量少，採用標準電感，以及

/
9,1
*1'

能夠實現簡單的低邊升壓控制器。

9287
*1'

'

但是，這個基本升壓有個關鍵限制

&

&

4

是，假設最大工作週期為90%，它
只能提供10:1的最大升壓比。如果
*1'

*1'

需要更大的升壓，可以嘗試使用帶
電荷泵倍增器的升壓轉換器或返馳

圖1：傳統的單電感升壓轉換器功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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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自耦變壓器升壓轉換器可以比傳統的升壓轉換器提供更高的輸出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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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高的輸出電壓來說很有利。對
該運算式求解Vout，得到公式(2)：

50
45

Vout =

− Vd * ( 1 − d )

n1

40

(2)

35

1−d

可以看到，如果n 2 /n 1 = 0，
則該運算式與傳統的升壓轉換器
相同。而對於n 2 /n 1 匝數比不為零

Boost Ratio (Vout/Vin)

Vin * 1 + d *

n2

30
25
20
15
10

的情況來說，V out 會增加一個附加

5

值，它等於(n 2 /n 1 )*V in *d/(1-d)，

0
0.50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0.85

0.90

0.95

Duty Cycle

因此可以產生更高的輸出電壓。
圖3顯示了幾種n 2/n 1匝數比的

Typical max duty
cycle limit

n2/n1=0 (Standard Boost)

n2/n1=
1
n2/n1=
2
n2/n1=
5
n2/n1=10

圖3：抽頭電感可降低工作週期並實現更高的輸出電壓。

升壓比、V out/V in與工作週期的關係
圖，其中包含了零值，即傳統的升

100

壓比，用於比較。在90%的工作週

90
80

期下，傳統的升壓比為10，而對於
因此可以將輸出電壓提高到接近兩
倍。可以使用標準的耦合電感輕鬆

70
Vout/Vin (boost ratio)

n2/n1 = 1的情況來說，升壓比為19，

60

40

實現1:1的n 2/n 1比，這種電感大都

30

很容易買到，較大的匝數比可以提

20

供更高的輸出電壓。

10

通常，根據設計規格書可以知
道升壓比。最大的實際工作週期是

Traditional
Boost

50

0
0

1

2

3

d = 0.5

工作週期限制在80%，那麼就可以
選擇250V/10V = 25的升壓比，然
後遵循藍色曲線(d = 0.8)，就可以

6

7

8

9

10

d = 0.8

d = 0.85

d = 0.9

圖4：透過選擇升壓比和最大工作週期來確定所需的匝數比。

匝數比。例如，假設需要從10V
輸入獲得250V輸出，希望將最大

5
n2/n1

由所選控制器和所需開關頻率所確
定，圖4顯示了如何輕鬆確定所需

4

+ (Vout + Vd ) *

將自耦變壓器設計到CCM升

n1
n1 + n2

Vdiode = Vout + Vin *

n2
n1

壓轉換器中具有多個優點。只需
(4)

增加一個繞組，就可以增加輸出
電壓，而使其超過傳統的升壓轉換

對於以上的設計示例，FET

器。它可以降低運作的工作週期，

和整流器的電壓應力分別為50V和

從而實現更高的開關頻率、更小的

公式(3)提供了FET關斷時的

300V。FET的電壓應力遠低於傳統

元件尺寸和更低的FET電壓。工作

電壓應力，而公式(4)表示了整流

的升壓轉換器，後者FET的電壓應

週期降低還可以獲得更多的控制器

器的反向電壓應力：

力約為250V！由於存在漏電感，

選擇——以前在傳統的升壓轉換器

因此可能需要使用電阻電容緩衝

中使用這些控制器時無法獲得夠高

器來減少振鈴。

的工作週期。

得到所需的n 2/n 1為5。

Vfet = Vin * 1 −

n1
n1 + n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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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型運算放大器如何配置
作者：John Dunn，EDN專欄作者

電流型運算放大器的配置與我們常

然後使Ex的兩個運算式彼此相等，

用的普通運算放大器完全不同。本

其餘的就都是代數推導了。

就可以繼續進行圖3所示的分析。
現在，對於兩個輸入E 1和E 2，

文將會介紹這種配置及其代數電路

現在，就可以像進行合理性檢

得到了Eo的計算公式。請注意，可

分析，雖然這個代數很複雜，但無

查 一 樣 ， 看 看 對 於 接 地 上 的 E 1，

以透過選擇R3和R4的值來改變電路

論如何都值得一試。

從 E 2到 E o的 電 路 級 增 益 是 多 少

級增益(反相和同相)，但是這兩個

(圖2)。

值的選擇(從而得到可變電阻)卻並

我們可根據E 1 、E 2 和E o 從E x 的
兩個快速計算開始進行分析(圖1)。

上述分析看上去沒問題，現在

不是任意決定。如果將R4設為變數

E2
K1*i

x1
E2
R1

i

R2

K2

Eo

Quick check:
Let E1 Zero, let K1

R4

Ex

Eo =
R13 = R1 || R3
R14 = R1 || R4
R34 = R3 || R4

R3
E1
Eo = K2 * K1 * i * R2
i = (E2 - Ex) / R1

Ex = E2 * R34 / (R34 + R1) + Eo * R13 / (R13 + R4) + E1 * R14 / (R14 + R3)
Eo = K1 * K2 * R2 *(E2 - Ex) / R1
Eo = K1 * K2 * R2 * E2 / R1 - K1 * K2 * R2 * Ex / R1
K1 * K2 * R2 * Ex / R1 = K1 * K2 * R2 * E2 / R1 - Eo
K1 * K2 * R2 * Ex = K1 * K2 * R2 * E2 - Eo * R1
Ex = E2 - Eo * R1 / (K1 * K2 * R2)

These two lines
combine to form
the line below.

Eo
=
E2

Eo * R13 / (R13 + R4) + Eo * R1 / (K1 * K2 * R2)
= E2 - E2 * R34 / (R34 + R1) - E1 * R14 / (R14 + R3)
Eo * (R13 / (R13 + R4) + R1 / (K1 * K2 * R2))
= E2 * (1 - R34 / (R34 + R1)) - E1 * R14 / (R14 + R3)
R1

R13
(R13 + R4)

+

R1
(K1 * K2 * R2)

圖1：電路分析的初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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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 R4
+ R1
(R3 + R4)
R1 * R3
(R1 + R3)
R1 * R3
+ R4
(R1 + R3)

E2 - Eo * R1 / (K1 * K2 * R2)
= E2 * R34 / (R34 + R1) + Eo * R13 / (R13 + R4) + E1 * R14 / (R14 + R3)

Eo =

E2 * R1 / (R34 + R1)
(R13 / (R13 + R4)
R1

Eo
=
E2

R14
E2 *
- E1 *
(R34 + R1)
(R14 + R3)

Infinity and let K2 = 1

(See quick Check.)

Eo
=
E2

R1 * (R3 + R4)
R3 * R4 + R1 * (R3 + R4)
R1 * R3
R1 * R3 + R4 * (R1 + R3)
R1 * (R3 + R4)
R1 * R3 + R1 * R4 +R3 * R4)
R1 *
R1 * R3 + R1 * R4 + R3 * R4

Eo
R3 + R4
=
E2
R3

Check is okay.

圖2：檢查到目前為止所完成的分析。

設計筆記

4 開關降壓-升壓控制器
具備直通功能，可消除切換開關雜訊
資深設計工程師 David Megaw 及
產品行銷經理 Bruce Haug
簡介
常見於 DC-DC 轉換器的問題是：在輸入電壓可能高於、
低於或等於輸出時產生穩壓電壓，換言之，轉換器必須
執行升壓和降壓操作。從標稱 12 V 電池為汽車電子供電
便是一個典型的場景，從引擎冷啟動 (低至 3 V) 到負載
突降 (高達 100 V)，或者因為操作員出錯導致出現反向
電池電壓 (電壓變化範圍相當廣泛)。從 SEPIC 到 4 開關
拓撲，有好幾種 DC-DC 轉換器拓撲可以執行升壓和降
壓操作，但這些解決方案中，沒有任何一個能夠在主動
啟動開關的情況下直接將輸入電壓輸入到輸出，現在依
然是如此。
LT8210 為一同步降壓-升壓控制器，可在直通 (PassThru™) 模式下運行以協助消除 EMI 和切換開關損耗，
並且最大化效率 (高達 99.9%)。當輸入電壓在使用者可
編程視窗內時，直通功能直接將輸入傳遞到輸出
端。LT8210 的輸入電壓範圍在 2.8 V 到 100 V 之間，因
此其穩壓範圍可從冷啟動期間的最低輸入電壓涵蓋到未
受抑制之負載突降的峰值幅度。LT8210 可以作為傳統

VIN

A

DG

Regulates: 3 V to 100 V
Survives: –40 V to +100 V

的降壓-升壓控制器運行，支援針腳可選的連續導通模式
(CCM)、脈衝跳躍或 Burst Mode® 運行，或者在直通模式
中，輸出電壓可以根據編程視窗調節。當這個視窗中的
輸入電壓在不主動開關 FET 的情況下被直接傳輸至輸出
時，運行時 IQ 極低，且無開關雜訊。

直通操作模式
圖 1 顯示了簡化的 LT8210 示意圖，其配置用於建置直通
操作，輸出調節範圍為 8 V 至 16 V。直通視窗的頂部電壓
和底部電壓分別由 FB2 和 FB1 電阻分壓器設定。
圖 2 顯示了此電路的輸入/輸出傳輸特性。當輸入電
壓高於直通視窗時，LT8210 將其降低到穩定的 16 V 輸
出。如果輸入電壓低於直通視窗，LT8210 則會增大該
電壓，並將輸出保持在 8 V。當輸入電壓在直通視窗範
圍內時，頂部開關 A 和 D 保持開啟，使得輸出可以追蹤
輸入，且部件可進入低功率狀態，VIN 和 VINP 針腳上的
典型靜態電流分別為 4 µA 和 18 µA。在這種非開關狀態
下，既不存在 EMI，也不存在開關損耗，因此效率可以
達到 99.9% 以上。
RSENSE

SW1

B

CIN

L

SW2

D

VOUT
8 V to 16 V

C
COUT

TG1

BG1

SNSP1 SNSN1 PGND

VINP

BG2

TG2
EXTVCC

2 MΩ

DG
VIN
VDD

LT8210

FB1
2 MΩ

MODE1
MODE2
2.2 µF

圖 1：LT8210 8 V 至 16 V 直通穩壓器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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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2
133 kΩ

287 k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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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96

Voltage (V)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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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92

16

88

VIN

Efficiency (%)

28

VOUT = 16 V

1

VOUT = 12 V
2

12
SW1

VIN

8

84

VOUT

4

3

Efficiency

4

80

0
4

8

12
16
Input Voltage (V)

20

CH1 20.0 V

24

圖 2：在直通輸入電壓視窗中，直通操作效率可以達到 99.9%。

SW2

CH2 10.0 V

CH4 20.0 V

CH3 50.0 V

圖 3：在直通模式下，LT8210 會快速回應 80 V 未抑制負載突降脈
衝，將輸出限制在可編程的 16 V 最大值。
100
90

VIN

80
VOUT = 12 V

1

70
Efficiency (%)

VOUT = 8 V

SW1

2

60
50
40
VIN = 12 V

30
4

SW2

20
CCM
Pass–Thru

10
3

CH1 5.00 V

CH2 5.00 V

CH3 10.0 V

圖 4：在直通模式下，LT8210 透過增壓至可編程的 8 V 最小輸出
電壓來回應冷啟動脈衝 (<4 V)。

VIN = 12 V
No Load
Pass-Thru Mode

Current (μA)

120

80

40

–20

0

0.001

0.01
0.1
Load Current (A)

1

7

圖 5：直通區域的效率達到將近 100% (相較於持續導通模式下的
效率)。

結論

160

0
– 40

0
0.0001

CH4 10.0 V

20
40
60
Temperature (°C)

80

100

120

對於 DC-DC 轉換器設計人員而言，汽車電池和類似的寬
廣電壓範圍電源都是較為複雜的問題，它們需要提供保
護，且要求能夠高效率地進行降壓和升壓轉換。LT8210
同步降壓-升壓控制器將保護功能與輸入範圍廣泛的降
壓-升壓轉換器和獨特的直通選項結合，進而消除了此種
複雜性。其工作電壓範圍在 2.8 V 和 100 V 之間，提供內建
反向電壓保護。直通模式可協助消除開關損耗和雜訊，
同時達到超低的靜態電流。在直通模式下，輸出電壓不
會按傳統方式調節，而是受可編程的電壓視窗限制。

圖 6：LT8210 在直通區域內具有超低靜態電流。

瀏覽 ANALOG.COM

技術支援電話：886-2-2650 2888
電子郵件：cic.asia@analog.com

© 2020 Analog Devices 公司。版權所有。
商標和註冊商標屬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歡迎蒞臨 ADI EngineerZone 與 ADI 技術專家互動。
提出您的棘手設計問題、檢閱常見問題解答、或參加討論。
請瀏覽 ez.analog.com。

DN21684TC-11/19

設計實例
E2 *
Eo =

R1
(R34 + R1)

R13
(R13 + R4)

E2

i

E2
R1

C2 R2

K2

R14
(R14 + R3)

R1 * (1 + S * R2 * C2)
(K1 * K2 * R2)

R1

E2 *

* (R13 + R4) * (K1 * K2 * R2)
(R34 + R1)
R14
- E1 *
* (R13 + R4) * (K1 * K2 * R2)
(R14 + R3)

K1 * i

x1

+

- E1 *

Eo

Eo =

R13 * (K1 * K2 * R2) + R1 * (R13 + R4) * (1 + S * R2 * C2)
(R13 + R4) * (K1 * K2 * R2)
R1
*
R13 * (K1 * K2 * R2)
(R34 + R1)
R14
(R13 + R4) * (K1 * K2 * R2)
*
- E1 *
(R14 + R3)
R13 * (K1 * K2 * R2)

E2 *
R4

Ex

Add capacitor C2 in parallel with R.
R3

R2

Eo =

E1

Eo =

1+

Gain dB

40

20

60

R4 = 990K

40

R4 = 90K

20

R4 = 10K

R4 = 10 Meg

R4 = 1 Meg

R4 = 100K

R4 = 10K

10kHz

1MHz

100MHz

10kHz

10GHz

1MHz

100MHz

10GHz

READ R1, R2, R3, C2, K1, K2
DATA 100, 1e6, 1e4, 100e-12, 1e4, 1
FOR XX=1 TO 4; READ R4; GOSUB 150; NEXT XX
DATA 10e6, 1e6, 100e3, 10e3

圖5：反相增益與R4變化的關係。

圖4：同相增益與R4變化的關係。
Gain dB

20

* (1 + S * R2 * C2)

0

READ R1, R2, R3, C2, K1, K2
DATA 100, 1e6, 1e4, 100e-12, 1e4, 1
FOR XX=1 TO 4; READ R4; GOSUB 150; NEXT XX
DATA 9.99e6, 990e3, 90e3, 10e3

40

R1 * (R13 + R4)
R13 * (K1 * K2 * R2)

Gain dB

R4 = 9.99 Meg

0

60

R13 * (K1 * K2 * R2)

E1 * R14 * (R13 + R4)
E2 * R1 (R13 + R4)
(R14 + R3) * R13
(R34 + R1) * R13

圖3：電路分析的下一步。

60

R1 * (R13 + R4) * (1 + S * R2 * C2)

1+

R2
1 + S * R2 * C2

Gain dB

R3 = 1K

60

R3 = 10K

40

R3 = 100K

20

R3 = 1K

R3 = 10K

R3 = 100K

R3 = 1 Meg
0

0
10kHz

1MHz

READ R1, R2, R4, C2, K1, K2
DATA 100, 1e6, 1e6, 100e-12, 1e4, 1
FOR XX=1 TO 4; READ R3; GOSUB 150; NEXT XX
DATA 1e6, 1e5, 1e4, 1e3

圖6：同相增益與R3變化的關係。

100MHz

R3 = 1 Meg
10kHz

1MHz

100MHz

10GHz

READ R1, R2, R4, C2, K1, K2
DATA 100, 1e6, 1e6, 100e-12, 1e4, 1
FOR XX=1 TO 4; READ R3; GOSUB 150; NEXT XX
DATA 1e6, 1e5, 1e4, 1e3

圖7：反相增益與R3變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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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SPICE分析結果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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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例
而設置特定的增益值，則會得到圖

變數，則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

情況下需要保持頻寬，則這種頻率

4和圖5所示的同相和反相結果。

(圖6、圖7)。

回應可能很有價值。

就像在普通電壓型運算放大器

在此，增益頻寬積顯然不是常

僅是出於上述確定性的考慮，

中獲得的一樣，增益頻寬積會趨於

數，但是每個增益設置下的轉折頻

以上代數結果在Multisim SPICE中

恆定。但是，如果改為將R 3 設為

率都趨於恆定。如果在增益可變的

進行了確認(圖8)。

線性並不意味著無失真
Bob Witte，Signal Blue LLC總裁

在考慮訊號和系統時，通常會著重

頻率下對輸入訊號的回應不同，

於產生和傳輸具有特定特徵的訊

所以會發生失真。發生失真時，

號。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訊號具有

輸出將不會與輸入訊號完全相同

一定的幅度、頻率含量或者波形，

(幅度除外)。

而且不希望電子設備擾亂波形。換
句話說，要保持訊號不失真。

LQSXW
[W

V\VWHP

RXWSXW
\W

仔細觀察第二個定義可以發
現，失真可能是由兩種機制引起
的：非線性和頻率回應。

圖1：顯示系統輸入與輸出訊號的簡單
框架圖。

必須低於或高於特定電壓水準，才

無失真

支援感興趣的頻率」。

能被視為有效的低邏輯值或高邏輯

除了幅度縮放和時間延遲，如果系

圖2顯示了系統的輸出(y)與輸

值。在其他情況下，可以預料或容

統或網路(圖1)的輸出是其輸入的

入(x)之間的關係。系統若具有恆

忍幅度變化，但是確實希望保持波

精確複製，則該系統或網路被稱

定的k因數，則具有直線或線性特

形的形狀。例如，訊號在透過通訊

為無失真。從數學上講：

性。不是直線的圖稱為非線性圖，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希望訊號
具有指定的幅度。例如，數位訊號

通道傳播後通常會受到衰減，當訊

y(t)=k x(t-t 0)

系統會引發失真，也就是說，k不

號通過系統中的各個點時，時間延

其中：

是常數。非線性函數會影響波形

遲通常也可以接受。

y(t)=輸出訊號；

的形狀並產生失真，在時域中，失

x(t)=輸入訊號；

真表現為波形形狀的變化；在頻域

真是否有好的定義，然後發現了以

k=幅度比例因數；

中，波形的頻率成分會發生變化，

下這個。

t 0=系統中的時間延遲。

通常會引起諧波失真或互調失真。

筆者在網上流覽電氣工程中失

失真：訊號在通過元件或系統

請注意，k和t0是常數，而不是
頻率的函數。換句話說，對於所有

線性並不意味著無失真

感興趣的頻率，k必須為常數。這

從圖2貌似可以看出，線性函數不

可能意味著系統必須具有無限頻

會產生失真，而非線性函數會產生

因為元件特性不是線性的，

寬，但是工程師通常會接受更實際

失真。因此很容易讓人得出結論，

或者因為電路元件和零件在各種

的頻寬要求，即有「足夠的頻寬來

線性電路永遠是無失真的系統，但

後發生不期望的波形變化。
這個文獻還提供了更詳盡的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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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輸入和輸出的線性(藍色)和非線性(黑色)關係會引起回應差異。
5



&

9 W
B

9 W
B

圖3：低通RC電路是簡單的線性網路。



































圖4：RC電路的階躍回應隨時間常數RC呈指數上升。

這是不正確的。線性電路若是會引

圖3所示的RC低通電路(這裡認為R

於RC(圖4)。在頻域中，該電路是

發頻率響應變化(幅度或相位)，則

和C是理想的)。

一個低通濾波器，其-3dB頻率為

會使訊號失真。
來看一個簡單的線性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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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RC電路的階躍響應是一個
上升的指數函數，其時間常數等

1/(2πRC)。
假設RC電路的輸入為方波(圖5)，

設計實例

LQSXW
RXWSXW

圖5：RC電路會限制方波的頻率成分，產生圓滑的邊緣，而使輸入失真。

輸出波形將在方波的每個邊緣表現

於這個具體用例，波形的良好程度

頻寬)的快速方法。這等效於將多

出相同的指數回應。輸出波形是輸

是否滿足要求。

種正弦波同時輸入到系統中，然後

入的失真形式，因此可能會得出結

有時，這種類型的失真稱為線

查看輸出所顯示的內容。

論，RC電路對波形引入了失真。真

性失真，表示電路是以線性方式工

實情況是電路去除了方波的高頻成

作，但是仍然會使訊號失真。僅

故意失真

分，從而使波形的尖銳邊緣變慢。

線性度這一個指標，不足以避免失

失真並非總是壞事。有許多應用都

但是，波形失真的程度取決於

真，系統還必須使波形的頻率成分

是故意引起失真而實現某種目的。

電路的RC時間常數，而這又與方

通過，以便使波形形狀得到保持(相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電吉他中使用

波的週期有關。如果RC時間常數

位回應也很重要，後續將會介紹)。

了各種失真盒子和其他效果器。射

夠快(也就對應高截止頻率)，那麼

事實證明，方波是寬頻系統的

頻設計也利用了非線性元件來產生

我們可能會認為輸出波形與輸入夠

常見測試訊號，因為它含有豐富的

諧波並將頻率混合；高速數位鏈路

接近，那就可以認為系統無失真。

諧波。能夠使適當頻率的方波通

中則通常會添加預失真來補償傳輸

這種判斷取決於具體應用，要看對

過，是驗證系統性能(包括失真和

線的特性。

當心迴路增益
作者：John Dunn，EDN專欄作者

這個主題我曾經討論過，但這次會

一個簡化的運算放大器模型，其總

所有運算放大器的頻率回應都

更深入地討論它。圖1中可以看到

回饋是一個單位增益電壓跟隨器。

至少有兩個極點。一個極點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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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頻，稱為F 1，而第二個極點位於
高頻，稱為F2。如果使C3為零，而
使F3處沒有極點，並且採用直線近
似，那麼總回饋頻率滾降曲線如

Non-Invert.
Input

A = 105
F1 = 10Hz
F2 = 4MHz

圖2所示。

Pole F1

當F 2處極點的頻率大於0dB交
越頻率時，此滾降曲線通過該交越
點時的斜率會非常接近-6dB/oct。
在這種情況下，增益裕度和相位裕
度很好，放大器不會發生振盪，也

e2

Pole F2

R1
e2

Ein

C1

e1

e3

Output

R2
C2

e3

R3a

A*(Ein-e1)

Invert.
Input

就是「穩定」。

R3a = Zout
R3 = R3a + R3b

Pole F3

但是，如果較高頻率極點F 2的

R3b

頻率不夠高—F 2下降到0dB交越

C3

點以下，則滾降曲線通過該交越點
的斜率會接近-12dB/oct(圖3)。這

圖1：具有完全回饋的簡化運算放大器模型。

時，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很差，很
可能會導致振盪不穩定。

A dB

-6dB/Octave

我們這些老頭兒還記得Fairchild
µA709運算放大器設計時就是如此。

Pole
F1

這款運算放大器不是「單位增益穩
定」的，不能用作單位增益電壓跟
隨器。Fairchild µA709的後繼產品
是µA741，其單位增益穩定。

0 dB

Pole
F2

(a)

如圖4所示，如果再次將F 2 放
Zero
Crossing

回較高位置，但是導入極點F 3，那
麼就會再次使通過0dB交越點的斜

圖2：本條件下的總回饋頻率滾降曲線。

率為-12dB/oct，從而出現相同的不
穩定性問題。

A dB

當然，如果引入F 3並將F 2再次

-6dB/Octave
Pole
F1

降低，則通過0dB交越點的斜率將

-12dB/Octave

為-18dB/oct，在這種情況下，運
算放大器肯定會發生振盪，這個圖
就沒必要再畫了！
現在來看看上述情況的實際結
果。在圖5的同相電路中，(a)電路
運算放大器的反相輸入與同相輸入
之間連有一個電容C3，還有兩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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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dB

Pole
F2

Zero
Crossing
圖3：如果F2下降到0dB交越點以下，則滾降曲線通過該交越點的斜率接近-12dB/oct。

設計實例
阻用來提供回饋。
再次參見圖5，為了使圍繞迴路

A dB

-6dB/Octave

的回饋最大化，可以使可變電阻R開
路，而為了進行迴路穩定性分析，可

Pole
F1

以將C3從E1的零電源阻抗轉移到接地

-12dB/Octave

的零電源阻抗，如(b)中所示。將R3回
饋電阻任意設置為10kΩ，並使用遞
0 dB

迴微分方程式分析(一維有限元素分

Pole
F2

Pole
F3

(c)

析)，可以檢查輸出訊號的瞬態回應

Zero
Crossing

與C3處可變電容值之間的關係(圖6)。

-18dB/Octave

例如，選擇一個開迴路直流增
益為100dB、低頻極點F1為10Hz、
高頻極點F2為4MHz的運算放大器，

圖4：如果將F2設置到較高位置並引入極點F3，則會產生相同的不穩定性問題。

可以獲得1MHz的單位增益(0dB)交
越頻率。若是使C3選取幾個不同的

C3
Ein

值，則可得到圖7所示的幾個結果。
若干年前，我參加了美國長
島舉辦的一個研討會，Bob Pease

+
_

+
_
R3
10k

Ein

Let this R
go to open.

(a)

(b)

C3

R3
10k

Let C3 be tied
low end at ground.

圖5：此同相電路展示了上述情況的實際結果。

(那時他還在NS，現為EE Times/
EDN/Planet Analog資深技術編輯)

Enter

I1=(A*(EIN-E1)-E2)/R1: DE2=I1*DT/C1: E2=E2+DE2
I2=(E2-E3)/R2: DE3=I2*DT/C2: E3=E3+DE3
I3=(E3-E1)/R3: DE1=I3*DT/C3: E1=E1+DE1

在會上發言說，建議使用一個諸如
C 3的電容，推薦值為1,000pF。我
提問說，這樣一個電容可能會由於
相位裕量下降而導致回饋不穩定。
「很高興您提出這個問題！」他回

圖6：使用遞迴微分方程分析，可以檢查輸出訊號的瞬態回應與C3處可變電容值之間的
關係。

答說，然後他將1,000pF的建議值
降低到100pF。

C3 = 1,000pF

F3 = 16kHz

即使那樣，我仍然不希望這樣
做。最好是找到方法，讓EMI完全

C3 = 330pF

F3 = 48kHz

C3 = 100pF

F3 = 159kHz

遠離運算放大器，而不是試著使用
C 3，使該運算放大器不受EMI輸入
的影響。Bob Pease最初建議的是
1,000pF，對於這個運算放大器來

C3 = 33pF

F3 = 482kHz

C3 = 10pF

F3 = 1,592kHz

說效果就不佳。使用100pF則會更
好，但我個人的想法是完全避免使
用任何C3，而去尋找其他方法來抑
制EMI敏感性問題。

圖7：方波訊號Ein的輸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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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櫥窗

為汽車應用啟動覆晶技術生產
之微型電源供應器
英飛凌科技(Infineon)在汽車電子電源

一方面，觸控介面開發具有挑戰性，當

局限在電源轉換器的初級線圈之內。這

供應器小型化之路上又邁進一步，成為

採用常規的反覆運算設計方法時，為了

款電源模組採用標準規格的高電流1/4

首家打造符合車規市場嚴格品質要求

在任何操作條件下都能最佳化系統、消

磚腳位輸出，而且還配備兩條電源接

之專屬覆晶封裝生產製程的晶片製造

除意外影響，並確保觸控回應性保持一

腳，以便連接正極輸出和接地，確保輸

商，並推出首款相關產品：線性穩壓器

致，使用者可能需要開發多個原型。

出電流可以透過導線傳送至主印刷電路

OPTIREG TLS715B0NAV50。

現在，意法半導體和Fieldscale合

板。只要採用直徑較大的接腳，有關模

覆晶技術以上下翻轉的方式封裝晶

作，讓其SENSE開發平台支援意法半

組的傳導損耗便可減至最少。

片。由於晶片的發熱面面向封裝底部，

導體的Arm Cortex-M 32位元MCU，以

雅特生科技：https://www.artesyn.com

並且更靠近PCB，因此熱感應可改善

便協助STM32客戶更快速且更高效地

2~3倍。

進入市場。

新型矽晶片聲納超音波ToF感
測器問世

英飛凌新款線性穩壓器(TSNP-

Fieldscale SENSE是用於設計電容

7-8封裝，2.0mm×2.0mm)的尺

式觸控感測器、產生電路圖和系統級模

TDK宣佈現在可以選擇擴大感應範圍、

寸比既有參考產品(TSON-10封

擬的端到端解決方案。最新版本可以讓

基於Chirp CH-201 MEMS的超音波ToF

裝，3.3mm×3.3mm)減少60%以上，

STM32使用者快速設計觸控感測器和

感測器的原始設備製造商(OEM)。此款

且熱阻仍維持不變，因此尤其適合像是

PCB佈局，進行虛擬系統模擬。

ToF感測器利用微型超音波換能器晶片

雷達與攝影機等電路板空間非常有限的

意法半導體：http://www.st.com

發射超音波脈衝，然後收聽從位於感測

應用。OPTIREG TLS715B0NAV50提

器視場中目標返回的回波。透過基於超

新電源轉換器適用電訊和運算
設備

音波ToF計算的距離，感測器可以確定

覆晶技術多年來應用已於消費及工

Advanced Energy旗下的雅特生科技

式設計行為。

業市場。由於對空間的要求日趨嚴苛，

(Artesyn Embedded Power)宣佈推出一

日本TDK的MEMS超音波技術利用

汽車電子中，尤其是數量持續成長的雷

款型號為BDQ1300的全新1,300W 1/4磚

3.5mm×3.5mm封裝的自研ToF感測

達及攝影機系統，也需求更小的電源供

直流/直流電源轉換器。其特點是專為電

器，並在定制的低功耗混合訊號CMOS

應解決方案，同時對品質的要求也大

訊、運算和伺服器等設備提供最高效率

ASIC上結合了MEMS超音波換能器和

幅提升。

的板載12V輸出，而且另外還有數位控

節能數位訊號處理器(DSP)。此款感測

英飛凌科技：https://www.infineon.com

制功能可供選擇。BDQ1300電源轉換

器可以具有多種超音波訊號處理功能，

器的額定效率高達97%以上，可為非隔

從而為客戶提供了適合於廣泛應用場景

為智慧裝置提供簡單且直觀的
觸控體驗

離式負載點轉換器提供電源，由於這款

的工業設計方案，其中包括測距、存

電源轉換器適用於40V~60V的輸入電

在/接近感應、物體檢測/避障，以及三

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ST)

壓範圍，因此是48V資料中心和通訊網

維位置追蹤。

與Fieldscale合作，簡化搭載STM32微

路設備的理想電源供應器。

供5V電壓，以及150mA的最高輸出電
流能力。

控制器(MCU)的智慧裝置觸控使用者介
面開發過程。

某一物體相對元件的位置，同時觸發程

CH-101是首款實現商用、基於

雅特生科技的BDQ1300是一款全隔

MEMS的超音波ToF感測器，主要應

離的直流/直流電源轉換器，額定輸出電

用於消費電子、AR/VR、機器人、無

觸控功能方便省事，對終端使用者

流高達110A，輸出電流時輸入和輸出都

人機、物聯網(IoT)、汽車和工業市場

極具吸引力，而且可以提升產品的可靠

各有接地。換言之，電磁干擾的管理工

領域。

性、異物侵入防護等級和成本效益。另

作，以及任何可能出現的故障情況都可

TDK：https://www.jp.tdk.com

40 | EDN TAIWAN

2020.3 | www.edntaiwan.com

還在分享同事
的雜誌嗎？

您也可以免費訂閱！
如果您已訂閱，
請儘快續訂以確保繼續收到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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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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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車聯網技術應用研討會暨圓桌論壇

2020 電動車未來趨勢研討會暨圓桌論壇

2020 年 4 月 15 日 • 台北

2020 年 4 月 17 日 • 台北

主辦單位：

更多研討會資訊

參與廠商：

FB 粉絲頁

會議諮詢：Rebecca.Shih@aspencore.com

+886 2 2759 1366#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