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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手機市場中，高速（HighSpeed；HS）USB時代的來臨比預期的要快上許多。開發人員在尚未完全準備好時，就被迫要把新功能增加到現有的設計中。

高速USB的需求增加主要是因為消費者需要傳輸音樂與圖檔等功能。然而，現有的設計中多半採用全速（FullSpeed；FS）USB來處理這些傳輸工作，以及其他功能包括狀態偵測判斷、數據連線、系統升級等。為因應使用者檔案傳輸而

開發的高速USB路徑，都被要求不會因傳輸緩慢而影響消費者的使用經驗。而其他全速USB功能則還不需要改成高速USB，因
為這樣做不但會增加軟體更動的風險，而且所需的高速端點個數也會跟著增多。
本文會描述開發人員將高速USB功能導入手機設計中的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只把使用者資料傳輸功能轉移至高速USB，至
於其他所有全速USB的功能則不變。第二階段則是從設計開始便需支援一個完全整合的高速USB之建置。在第一階段中，高速U
SB的介面是外加的，因此造成兩個USB路徑必須運用切換器（switch），將其整合至硬體上。USB切換器可能造成許多USB訊

號完整度與法規遵循等問題，另外為了要獲得乾淨的高速模式眼圖，還有幾項必須瞭解的設計考量。本文也將深入探討利用US
B切換器時的困難處以及解決之道。
介紹
毫無疑問的，在手機服務業者不斷努力提供用戶更多服務功能的情況下，可以提高平均用戶營收（ARPU）的這些功能在市
場上也逐漸達到飽和，進而讓新增用戶數難以提升。對此手機製造廠商便不得不有所反應，在手機上加入新功能以支援其手機服
務供應商的客戶。前幾年具備照相功能的手機大行其道，所以您現在到各地店家所購買的手機中，相機早已成為標準配備之一。
這項整合當初的構想是考慮到用戶或許會想把照片用手機傳送與好友分享，而這樣一來這個功能對手機服務業者創造了一項新的
營收來源。
此外，從兩年前便已開始，並會在未來幾年持續下去的趨勢就是在手機中整合可攜式媒體播放器的功能。透過用戶上網下載
喜歡的歌曲，手機服務業者就能夠收取音樂、視訊資訊內容、以及上網下載與傳輸時間的費用。雖然數位相機與可攜式媒體播放
器都已各自存在了好一段時間，但在考慮到使用者的期待時，這些功能與其他整合型競爭技術卻有些地方雷同—
那就是必須要有一套方法可以與用戶電腦連結，來傳輸大量的相片與MP3資料。
USB已經成了PC與MP3播放器、數位相機、快閃記憶裝置、硬碟等之間標準的資料傳輸方式。隨著手機繼續整合越來越多
的功能，例如高解析度相機、可攜式媒體播放器、PDA功能等，使用者的手機更需要一套方便的檔案傳輸方式。想當然爾，有
哪一種方法會比USB更普及、更為人所熟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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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多數的手機都支援全速USB（12
Mbps）模式，這對於電話簿資料同步這類小量的資料傳輸或許足夠，但隨著手機整合MP3播放器與高解析度數位相機等功能時
，全速USB就無法勝任了。消費者在單獨使用PMP與數位相機時早已習慣高速USB（480Mbps）傳輸所帶來的便利，當然會對
手機仍用全速USB傳輸MP3和照片到電腦的連線方式就會感到失望。
我們可藉由在常用的手持裝置比較這兩種傳輸模式，來看出不同之處。第一種裝置支援高速USB，第二種只支援全速USB
。當我們要從電腦傳送同一個105
MB的檔案到這兩種裝置上時，內建高速USB的裝置最多僅費時33秒，而全速USB裝置則得花上將近13分鐘的時間！若從目前最
先進、可支援高達8GB儲存容量的快閃記憶體手持式裝置來計算，用全速模式傳輸這樣的資料量需要超過17個鐘頭的時間；而
高速模式USB則只需44分鐘。再來看目前具備80GB容量，以硬碟為基礎的手持式裝置使用全速USB模式時，其傳輸時間是上述
快閃裝置的十倍，也就是170個小時；而利用高速USB傳輸模式則需約7.3小時（440分鐘）！雖然消費者並不會每次都要傳輸如
此大量的資料，但這個例子卻可以說明消費者在使用全速或高速USB模式時所得到的不同感受。
目前手機採用全速USB模式有許多原因，包括狀態偵測判斷與製造時測試用途，還有數據連線功能。前者為手機製造商提
供生產手機時方便的測試方法，以確保品質、進而減少或排除故障原因。全速USB所需的頻寬對於這些工作而言已算足夠。至
於後者則是讓使用者可以把手機當成筆記型電腦的數據機來使用，提供無線存取網際網路的功能。
對於目前2G行動通訊標準，例如GSM的GPRS與EDGE、或是CDMA的1xEV-DO與1xEV-DO

Rev.

A；甚至是3G的HSDPA與HSUPA等標準，全速USB所具備的12
Mbps頻寬至少就理論而言是足夠的。要將這些功能升級成高速USB模式的話，就表示要放棄原有已經多方驗證的軟體，並需採
用全新的軟體套件。這不但費時費力，對於今日變遷快速的手機市場更是不利。也由於全速USB已具備足夠的頻寬支援上述功
能，因此手機製造商會較傾向於維持原有的解決方案，再以高速USB控制器或實體層，額外增加高速USB支援。藉此方式提供
大量儲存裝置所需的寬頻管線，讓消費者在使用整合式媒體播放器與數位相機時有更好的使用經驗。如此，廠商就可以很簡單的
將既有全速USB平台升級成支援高速USB模式，比起完全重新設計高速USB的方法來說，採用這種方式可以讓手機製造商更快
地將高速USB的解決方案推入市場中。
用這種方式提供高速USB功能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現有高速USB控制器可連接的端點數目有限。在電腦應用中，高速USB
控制器通常都會有特定的應用，而且一般僅需要4或8個端點就夠了。手機為了提供多種功能，因此端點需求量就會大幅增加，
一般建議12或16個，甚至是20個。在手機所支援的功能中需要一個或多個端點的應用包括大量儲存、媒體傳輸協定（Media
Transfer

Protocol；MTP）、數據機（CDC）、裝置管理、物件交換（Object

Exchange；OBEX）、

除錯⁄測試等等。基於這些因素，手機設計人員可以同時利用全速與高速USB資料路徑有效地支援更多的端點，這比單獨使用高
速USB資料路徑的效果更好。
而手機製造商是如何將高速USB功能整合到既有全速USB的設計中呢？很明顯地它並不能單純地外加獨立元件，這樣會讓
手機需要兩個mini-或micro-USB的連接器。這樣不但增加成本，更會讓消費者混淆不清。解決方法是將兩個USB
資料管線合併到單一連接器上。圖1所示即為這種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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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直接連接USB的多工方式

任何有高速訊號設計經驗的工程師都明白，當全速模式的連線可以有效運作時，高速模式的連線將無法運作，因為全速模式
電路對高速模式的傳輸線而言，就像是旁支電路和天線一樣，只會造成訊號品質嚴重降低，及眼圖關閉；更不用說要達成這樣的
設計，還要假設高速與全速USB的輸出端都能支援某種三態模式，也就是當全速模式運作時，高速訊號處於三態模式，反之亦
然。目前大多數在電腦等傳統應用上使用的USB裝置都沒有支援此種模式，因為一般的狀況都會用多個連接器，而不需要把多
種USB訊號整合至單一連接器上。
因此在解決方案中必須把全速與高速USB的訊號電路完全隔開。目前手機支援高速USB模式的最佳解決方案就是增加高速
路徑，並且利用訊號切換器將高速路徑多工整合至既有的全速模式路徑上。圖2所示即為此種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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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具備半導體開關之USB多工方式
這種方法雖然簡單，但對高速訊號完整性卻會造成一些問題，而且可能會使得USB無法通過相容性測試。即使市面上有專
為高速USB應用所推出的切換器產品，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會降低眼圖的品質，並在一些狀抗況下會無法通過相容性測試
。在選擇切換器與進行電路配置時是有一些需要考量之處，其中的首要考量是如何在沒有切換器的情況下，達到理想的高速US
B資料路徑。
在高速USB資料路徑中，機板設計人員必須要謹慎控制幾個地方並加以最佳化，如此才能得到最乾淨的訊號眼圖。首先，D
+與D-的線路阻抗必須要是45

ohms，這樣才能和接收裝置的D+與D-腳位的輸入阻抗符合，也才能產出適當的分壓器，

以提供符合規範的高速邏輯中的400mV高電位。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D+與D-線路長度的增補。此外，再運用如ESD或EMI
保護裝置等不太複雜的電路，來得到圖3的左上方圖中一樣乾淨的眼圖。
現在如果在資料路徑中加上切換器，就會造成訊號變形，至於變形的型態與程度則視切換器的特性而定。首先要考慮的是切
換速度，切換器必須要能處理480

Mbps（相當於240MHz）的訊號切換，以符合高速USB規範。若無法符合此條件，

則此種切換器就不適用。如果該切換器宣稱是高速USB專用的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另一項可能是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切換器
的串阻值（Ron）。串阻值越高，眼圖就會越扁，這也是在嘗試取得USB-IF認證時最令人頭痛的地方。
以下的例子說明了高串阻值是如何影響眼圖結果。假設A切換器的串阻值為5
在A切換器中，整個電路串連起來的串阻值為50

ohms；而B切換器的串阻值為10

ohms而非45

ohms。

ohms。當進行單純的分壓動作時，

高電位邏輯的電壓會變成379mV而非要求的400mV。由於規格中允許10%的容錯，因此，360mV還可算是高電位邏輯的範圍。
但若採用B切換器時，整個線路的串接電阻會因為加上B切換器的10

ohms而變成55

ohms，造成高電位邏輯的電壓值為

360mV，如此一來就沒有任何容許誤差的空間。若考慮到終端電阻及其他線路阻抗的誤差時，上述的結果就極有可能無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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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測試。圖3中左下方的眼圖是原串阻值在訊號路徑增加10

ohms的結果，

其中可以發現上下邊界都因為多出來的串阻值而被壓縮。雖然仍是合格的眼圖，但已無容許任何其他誤差的空間。
考慮各種誤差容忍值之後，即使切換器阻抗電壓值仍是可接受的範圍，切換器仍會影響眼圖結果。因為切換器亦會增加電路
的電容值，所以會降低訊號上升或下降的轉換速度。這會使得眼圖中在轉角處較為平緩，因而造成無法通過眼圖測試。舉例來說
，假設A切換器的電容值為5 pF；B切換器的電容值為15 pF。相較之下多出來的10 pF電容值就會讓眼圖周圍可容忍的範圍縮小
50%。目前來說，一般切換器在開路時的電容值大約在6到15 pF之間。圖3右上方的眼圖所示即為加上15 pF電容值後的結果。
若切換器僅增加串阻值或電容值兩者之一，或許還不會造成任何問題。但實際上如果串阻值與電容值兩者同時增加，所造成
的眼圖結果就會有問題。假設最理想的切換器仍帶有些許的串阻與電容值，而這多出來的串阻值就會造成眼圖的上下邊界向中央
擠壓，而無法容許任何誤差的空間。電容值則會降低電位轉換速度，使得轉換曲線切過眼圖中必須淨空的範圍，因而造成高速U
SB訊號無法通過完整性測試，就如圖3右下方的眼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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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的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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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with 15pF of capacitance

加上15 pF電容值的眼圖

Eye with 10 ohms of series

加上10 resistance
ohms串阻值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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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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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增加電阻與電容值對高速USB眼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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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切換器的串阻值(Ron)與電容值(Con)夠低，甚至能適當混合兩者的特性，就可以成功設計出切換器的架構。
在這種設計中需要考慮的另一項因素就是要知道何時進行全速與高速USB的路徑切換。目前這項工作多半由軟體控制，例
如使用者可以到手機的設定選單中選擇想要用「大量儲存」或是「數據機」模式。系統處理器（基頻或應用處理器），就會啟用
正確的資料路徑。全速USB一般是預設模式，因為在工廠的狀態偵測判斷及製造測試都是用此模式。但用這種還要手動設定的
方式比較麻煩，因此手機設計人員比較想要的是不需使用者的介入，這也表示全方位整合性解決方案將是未來趨勢。

結論
手機設計人員終究會將全速與高速USB整合至單一USB路徑上，但也需要花些時間進行解決方案的軟體最佳化，以獲得更
好的設計。不久之後將會有整合夠多的端點數的產品解決方案，以支援手機的各項應用。在那之前，手機設計人員只有仰賴本文
所提的解決方案，快速將支援高速USB的產品推入市場，以滿足消費者需求。

為了讓上述設計成功，設計人員必須考慮切換器中Ron與Con的參數。一般會考慮的切換器具備介於4到8
ohms的Ron與介於5到10
pF的Con。只要依照這些設計原則，就可以避免曠日費時的USB連線除錯的工作，也可讓手機產品更快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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