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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森美：動力到感知系統的
全面進化 汽車鑰匙也不例外

配合 AI 的感測器融合技

術提升安全能力
圖像感測器是安森美的強項技

術，其 CMOS 影像感測器產品包括

從 30 萬畫素到 1200 萬畫素的一系

列車載影像感測器，廣泛應用於前

視、環視和後視等車載成像產品，

在全球車載市場佔有率位居第一。

安森美半導體在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 (ADAS) 和自動駕駛領

域擁有全線的車規級智慧感知器

件，包括攝影機、雷射雷達和

超聲波雷達等核心感測器件，並

提供高性能處理器供電技術，感

測器供電 PMIC，低壓降穩壓器

(LDO) 等，如 NCV81277A-D 搭

配 NCV3025833-D 應用於搭載 

NVIDIA DRIVE AGX Xavier 的智

慧駕駛系統，同時注重功能安全和

網路安全，將來延伸提供物端感測

器融合方案。

加快雷射雷達量產腳步
2021 年初推出符合車規的雷

射雷達核心光電探測器器件，基於

矽光電倍增管 (SIPM) 和單光子雪

崩二極體 (SPAD) 陣列的光電探測

器為車規化雷射雷達 (LiDAR) 量產

做好充分準備，成為全球知名雷射

雷達系統客戶的首選。

RDM 系 列 SiPM 陣 列

ArrayRDM-0112A20-QFN，是市場

上首款符合車規的 SiPM 產品，是

1×12 單片 SiPM 畫素數組，能夠

實現對近紅外 (NIR)光的高靈敏度，

可在 905 奈米實現 18.5% 光子探

測效率 (PDE)。SiPM 的高內部增

益使其靈敏度達到單光子水準，該

功能與高 PDE 相結合，可檢測到

微弱的返回訊號，即使是低反射物

體，也能探測到更遠的距離。

安森美半導體中國區應用工程

總監吳志民表示 : ” 為加快雷射雷

達量產化腳步，除了光電探測器以

外，安森美半導體還提供雷射雷達

系統中符合車規的驅動晶片、電源

晶片、放大器和讀出晶片等整體系

統硬體解決方案，硬體加軟體參考

設計可以說明客戶快速系統開發。”

智能駕駛艙要求更多互

動
智慧駕駛艙，包括駕駛員和

乘客監控、調車椅的位置、空調的

溫度、使用者喜歡的電臺，以進一

步提高舒適性和安全性。

吳志民表示，智慧駕駛艙設

計挑戰包括：車內受限的空間及攝

影機尺寸、光線條件對汽車成像的

照片人物︰安森美半導體中國區應用工程

總監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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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要求、系統成本等。

安森美提供的近紅外影像感測

器晶片，包括AR0144和AR0234，

尺寸小，並具備極佳的全域快門效

率，為運行人工智慧 (AI) 軟體的車

載系統提供出色的影像品質，用於

艙內駕駛員疲勞監控和手勢識別等

應用。同時，安森美半導體還提供

高性能處理器供電技術，感測器供

電 PMIC，低壓降穩壓器等。

SiC 材料為 48V 馬達系

統提升效率
48 V 雙電壓架構輕度混合動

力汽車 (MHEV) 系統是電動 /混動

汽車領域中的一項新興技術，能提

供全混合動力汽車的許多燃油經濟

性益處，而成本和複雜度比傳統燃

油車僅稍微增加。

安森美半導體提供廣泛的中

低壓功率 MOSFET 分立器件和模

組陣容及先進的內核封裝技術，48 

V-12 V DC-DC 方案，動力馬達驅動

IGBT，更高能效和性能的 SiC 功率

模組，以及配套的門極驅動，高精

度電流運放，比較器，以及車載網

路收發器，數位隔離器，eFuse 等

類比和數位 IC，滿足 48 V 雙電壓

系統中 48 V 鋰離子電池組、整合式

起動發馬達 (ISG) 或皮帶起動發馬

達 (BSG)、48 V 負載、12 V 電池、

12 V 負載等各子系統的不同功率需

求和電壓等級，滿足汽車製造商所

需要的高效的熱性能。

為更高功率 OBC 做準備
電動 / 混動汽車可通過直流

充電樁或普通的交流電源插座對其

高壓電池子系統進行充電，車載充

電器 (OBC) 是交流充電的核心系

統，隨著電動 / 混動汽車的日益普

及，消費者對提高充電速度的呼聲

也越來越高。

安森美針對在電動汽車電池

和建築物或電網之間進行雙向充

電 (V2X) 等趨勢和功率等級及占

位元面積等挑戰推出整合 SiC 的

混 合 IGBT、650 V-1200 V SiC 

MOSFET、汽車功率模組 (APM)，

並有配套的門極驅動器，高精度電

流運放，比較器，CAN 通訊 IC，

數位隔離器等類比和數位 IC，應

用於車載充電的 PFC、DC-DC、

整流、輔助電源、驅動等各個功率

級，提高能效、性能、功率密度，

減小損耗和占位空間，現已推出用

於 3.3 kW、6.6 kW、11 kW 等主

流功率等級的 OBC 開發套件，說

明加快設計和評估。

牽引逆變器模組提升加

速能力和行駛里程
牽引逆變器是電動動力總成

的關鍵部分，其性能影響到電動汽

車 / 混動汽車的整體能效，包括加

速和駕駛里程。

安森美 VE-Trac 系列功率整

合模組 (PIM)，包括 VE-Trac Dual

和 VE-Trac Direct，專為插電式混

合動力 (PHEV)、混合動力 (HEV)、

純電池 (BEV) 和燃料電池 (FCEV)

電動汽車設計，提供了同類最佳的

電氣和熱性能，都能夠在最高 175 
oC 的結溫下連續工作，為迅速增

長的牽引逆變器市場提供可擴展性

和汽車可靠性，推動電動動力總成

的快速發展和採用。

VE-Trac Dual 解決了與牽引

逆變器設計有關的關鍵挑戰：功

耗、開關能效和熱性能。無引線

結構使雜散電感低和使用壽命更

長，滿足嚴格的汽車要求 ( 符合

AQG324 認證 )。

藍牙無鑰匙方案
傳統的汽車無鑰匙方案大都

採用私有協議，現在製造商們開始

考慮怎麼利用好手機了。

基於安森美半導體的 NCV-

RSL10 可創建安全的汽車藍牙無鑰

匙進入方案。NCV-RSL10 是通過藍

牙5認證並符合車規的系統單晶片，

結合智慧型手機可代替鑰匙解鎖，

實現無匙進入。NCV-RSL10 內置

AES128 加密，保護線上無線資訊

( 如對遠端無匙進入的篡改攻擊 )，

加密塊進一步保護系統級數據，配

備的 LPDSP32 可增加更多的加密

特性。NCV-RSL10 具備超低功耗，

支援 2 Mbps 資料速率，只要支援

藍牙 5 的智慧型手機都可通過藍牙

和車輛進行互聯，這更快的速度也

實現更快的線上固件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