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第 1 章

智慧城市—智能物联网的原型

1.1

概述
智能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正处于发展过程中，这种智能交互式的人文环境

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后续将会取得更深远的发展。重要的预言性概念已浮出水面，导致
了人们对这些未来概念中内在的夸张的普遍厌恶。这并不影响已经取得的和未来将会取得的重
大进展。本章将尝试展望未来，并同时具体论述智能物联网的当前发展和近期的未来趋势。

1.2

智慧城市
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地区，智能物联网最为发达，这些地区研制出了必要的商务、交

通、公共设施、住宅和生活必需品的高效网络。
目前所设想的这些智能网络的概览，可以通过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构建，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智慧城市中的元素，包括交通、商务、公共服务、住宅和公共设施的连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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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使用的许多网络都可以认为是智慧城市的元素，包括以下模式的网络：交通、商务、
服务、住宅和公共设施。

1.3

智能商务—智慧城市的要素

1.3.1

智能库存控制

最初的库存控制标签是条形码，它以机器可读的形式通过改变平行线的宽度和间距来提
供基本的库存数据。继条形码之后是 QR 码光学标签，其中包括其所附物品的相关信息。QR
码的信息具有快速可读性，比条形码更丰富，并且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读取。它通常会链
接至一个包含产品信息的网页。
智能商务始于早期的机器对机器（Machine-to-Machine，M-to-M）通信设备。早期，射
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标签被应用于工厂和零售库存，如图 1-2 所
示。唯一的 ID 代码可以先存储在本地，稍后存储在云端。这些设备的来源以及它们的制造
和运输记录，甚至环境的影响，都可以在需要时进行保存并传输。在本地，可以对价格进行
定价、存储和更改处理。

图 1-2

零售商品上的 RFID 标签，标示出了其中的天线和芯片。照片由 B.Prince 提供

RFID 是通信协议的早期实现，也研发了其他的远程通信协议标准，例如：近场通信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和蓝牙。USB、SPI 和 I2C 等通信协议被用于互联系统中。
利用特定频率，WiFi 还可以将电子设备连接到无线局域网（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在零售环境中，标记的库存小到单个物品，可以被跟踪、定价和重定价，并测量和存储
其环境信息。例如，带有热探测器的传感器可以追踪昂贵的葡萄酒或药物的环境，以确保物
品持续地保存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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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送

定时配送已成为日常现实，使用互联的报告系统，在线商店可以利用代理商网络实现按
时配送。配送无人机（如图 1-3 所示）尽管尚未成为日常，但正在进行试点研究。亚马逊于
2016 年 12 月表示，已经使用一架无人机向英
国剑桥的客户配送了第一个包裹，该无人机的
续航里程为 10 英里（1 英里 = 1 609.344 米），
最大载重为 5 磅（1 磅≈0.453 千克）[1]。

1.3.3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智能营销

人工智能可以调查个人的历史兴趣和购买
行为，并能预测消费者的偏好。具有传输功能
的智能标签（称为“信标”），通过将具有针对
性的广告投放到手机上来吸引潜在的消费者。
这些智能标签还可以用于在受控环境中，使用
固定跟踪信标来追踪移动物体。

1.4

智能住宅

智能互联家居

图 1-3

配备摄像头的商用无人机和控制器。照片
由 B.Prince 拍摄

智能家居物联网可能包括：环境控制、外部访问和安全控制、视觉系统、照明控制、舒
适控制（自动调节床和椅子）、信息控制、娱乐控制、健康和医疗警报、食物和水控制、安全
警报（龙卷风、火灾、洪水）、动物出入和护理，以及儿童监测和护理。最初，这些系统可以
由所有者远程进行控制。最终，这些系统将实现自动化，自动满足所有者的需求。图 1-4 显
示了智能互联家居的概念。
在智能家居中，控制设备可以是所有者的移动手持电脑（智能手机），可以用于监视智能设
备，并在需要修改设置时进行控制。通常，智能家居传感器可实现无须人工干预的自动运行。
一个自动化家居可根据所有者电话的 GPS 定位来预测其到达时间，通过所有者的生物输
入以确保安全进入。当主人不在家时，恒温器可根据时间将温度保持在一个预设的水平。恒
温器的设置也可由住户的智能手机远程修改。当房屋被使用时，住户的可穿戴式监视器可以
与恒温器进行通信，为住户自动调整照明和舒适度。用于控制空调网络的微型恒温器可根据
用户的位置和要求实现温度个性化的设置。光传感器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打开和关闭百叶窗，
并根据需要打开室外照明，这些功能都可以按需进行控制和编程。家用电器的打开和关闭控
制可由远程的所有者或家庭网络中的预设控制器实现。
如图 1-5 所示，智能冰箱网络通过读取物品上智能标签的信息来获取每件物品的状况和
数量，自动生成购物清单并发送到商店 [2]。根据清单，商店可以找到所需物品，准备好让用
户来取或送至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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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智能互联家居概念

自动添补食品清单的例子，传感器感知牛奶量不足，NFC 将牛奶传输到食品清单，
WiFi 将购买请求传输到食品商店，然后牛奶被配送至家中

使用智能电表的自主系统可以监控电量情况，并调整用电设备的运行时间以满足低能耗
的要求。运动传感器可实现安全保障。现今，上述功能都可利用适当的设备来实现。随着时
间的推移，还可以监测住户的健康、饮食以及食品数量，食品购物清单可自动更新 [2]。

1.5

人—智能互联家居的中心

1.5.1

可穿戴电子产品

智能家居中的人已成为物联网的另一个中心。可穿戴的运动和健康监测电子设备就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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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网络。简单地说，可穿戴电子设备是机器对机器（M2M）的网络。身体上所佩戴的
传感器记录诸如心率或温度等参数，记录测量数据后再传输到一个负责监视和记录读数的设
备（例如智能电话）。这些信息还可以传输至健康专家，会得到自动生成的建议或处方。
智能连接可穿戴电子设备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可感测、记录、传输、分析、指导以及由人
或设备进行响应的系统。另一个例子是可穿戴血糖检测器，它与一个可穿戴胰岛素泵和分析
装置相关联。该葡萄糖检测器可以测量并记录用户的血糖水平，并将其报告给记录和分析
（R&A）设备，该 R&A 设备可能是智能电话中的一个应用。R&A 设备可以记录葡萄糖水平，
并将其与正常水平进行比较。如果它高于一定的水平，R&A 设备可以与胰岛素泵通信，胰岛
素泵将向血液中注入一定量的胰岛素。这种可穿戴式葡萄糖检测器及与其组合使用的可穿戴
式胰岛素泵当前已经投入使用了 [3-5]。两者都可以作为臂带佩戴，如图 1-6 所示。其他智能可
穿戴设备可能包括人体能力的增强，例如雷达
增视或声音的色彩增强。
可穿戴电子设备是具有超低待机功耗系统
的一个例子，可穿戴设备通常有两种供电方式：
第一种是由小型纽扣电池供电，纽扣电池可以
提供较低的电流，并且可以供电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种是由某种能量采集方法提供电力。这些
低功耗系统需要超低功耗微控制器，并且其中
的嵌入式存储器在低待机功率和低负载功率条
件下均是非易失性的。

1.5.2

控制电子设备

图 1-6

未来可能的可穿戴系统示意图—带有
智能监视器和连接胰岛素泵的可穿戴血
糖检测网络

无论住户是在家中还是外出，他们都希望能够对家中的所有功能进行简单的自动控制。
现在已经实现了对许多功能的控制，如摄像头、照明、窗帘、安全监视器和报警系统。家用
电器和公用设施的控制实现也将紧随其后。所有这些控制都将由手持或穿戴设备进行，目前
是由智能手机进行控制。

1.6

智能个人交通

1.6.1

智能汽车概述

汽车是智能物联网应用的另一个例子。现代高端汽车中安装的微控制器超过了 100 个 [6]。
这些微控制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车身处理器、信息娱乐处理器、驾驶辅助系统和发动机处
理器，如图 1-7 所示 [6]。

1.6.2

驾驶辅助系统

在驾驶辅助系统的智能应用中，一个早期的例子是汽车的“防抱死”制动系统，其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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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速度传感器可以检测在制动时一个或多个车轮是否出现锁死。如果车轮试图锁死，一套液
压阀会限制该车轮上的制动并启动油泵，这有助于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车辆安全停下而不打滑。

图 1-7

汽车物联网处理器网络包括：车身处理器、信息娱乐处理器、驾驶辅助系统和发动
机处理器。来源：参考文献 [6]

智能物联网应用的另一个例子是驾驶辅助设备，它可能是备用摄像头或雷达（它能探测
到汽车路径上的障碍物，通知制动系统进行制动）、换道警告装置或盲点警告。上述系统连同
牵引控制、巡航控制和防撞系统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当前可用的系统如图 1-8 所示。

图 1-8

目前可用的汽车安全辅助装置

正在开发的驾驶辅助应用程序，可以增加对驾驶风险、道路状况和交通情况的了解，并
提高驾驶员处理这些交通环境状况的技能。例如，汽车上安装的摄像头和雷达，在任何特定
的时间，可以扩展驾驶员对汽车周围环境的了解。驾驶辅助应用程序还包括了自动停车系统
和自动拖车备用系统。
驾驶辅助系统向驾驶员提供的反馈必须是快速的、可立即理解的、明确无误的，并且所
需要的响应是显而易见或自发的。因此快速的传感器和视听辅助设备是必需的，相应地就需
要快速处理的大容量存储器。高性能图形处理器可用于实现这些驾驶辅助系统。

1.6.3

发动机处理器

发动机控制单元负责控制汽车驱动的电气系统，其中包括了以下控制系统：动力传动、
动力转向、变速器或发动机计时。发动机处理器的输入来自各种传感器，主要用于发动机管
理和发动机性能。发动机处理器倾向于自主运行，无须驾驶员干预，主要对驾驶员做出提
示。例如，如果其中一个发动机传感器发生故障，可能导致“检查发动机”灯亮起。针对发
动机控制单元的主要标准包括了高温性能和高可靠性。由于汽车发动机变热，发动机舱内的
电子元件的功能温度要求通常为 -40℃～ +150℃，甚至可能高达 170℃。

第1章

1.6.4

智慧城市—智能物联网的原型

车身处理器

车身处理器包括：座椅控制单元、自动锁控制器、车门模块、座椅模块、车身中央、车
身、智能接线盒、镜子调节、空调、照明、安全带传感器和气囊控制器。这些处理器中将包
括容量高达 MB 的非易失性存储器。气囊控制器需要具有很短的响应时间。正在对这些智能
车身处理器增加安全特性。

1.6.5

信息娱乐处理器

为了减少当前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汽车的视觉信息处理器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辅
助驾驶人，提高他们对汽车外部和内部环境的了解。具有极宽视场、可全天候增强驾驶人视
觉的自动投影系统正在研发中。该光学系统将包括速度、导航、障碍识别和规避、夜间雷达
的视觉增强，以及驾驶人的视野增强。
停车辅助是另一个正在开发中的驾驶人支持系统。该系统可以使用多个具有 360 度视角
的摄像头和可发声的距离传感器来辅助停车或者全自动化停车。拖车的停车辅助服务现在也
投入使用了。

1.6.6

自动驾驶汽车

自动驾驶汽车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自动驾驶汽车自动接收环境状况的通知并采取相
应的动作。全自动驾驶需要考虑优先级，也就是说，价值判断汽车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
分析和采取行动。应用程序（如智能制动）的准则是快速感知和处理速度，因为要在事故发
生前启动制动。自动制动系统的输入设备可以是汽车上的摄像头或雷达，两种方式都能感知
障碍物。在无人驾驶应用中，汽车是由计算机来操纵的，它接收有关道路状况的信息，驱动
汽车避开障碍物，到达预定目的地。
汽车网络并不要求超低功率待机，因为各种处理器可由汽车电池供电。但是，为了满足
处理速度和读写速度，高性能 MCU 是必要的。
如果自动驾驶的汽车和驾驶员控制的汽车在不同的车道或高速公路上行驶，那么交通可
能会更安全。也许最初城市内部区域可用于自动驾驶汽车行驶，因为在这些区域自动驾驶汽
车的推广得到了更多的欢迎。或者，将传统的公共交通网络扩展至城市中心。

1.7

智能交通网络

1.7.1

智能公共运输网络

公共交通网络（如火车和公共汽车等）也是能以 M2M 方式运行的智能交通的例子。列
车可以按照预定的时刻表自动运行。火车上或轨道上有传感器，可以探测到其他列车并调整
速度以免发生碰撞。列车的智能网络会设定优先级，调整行进的速度和路线以实现智能网络
的优先级。智能控制器可以运行整个网络，只需本地的人工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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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个人汽车交通管理

用于售票的智能卡已经使用多年，安装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收费标签也被广泛使用。这
些标签可以进行远程查询。得克萨斯州使用的 EZ 标签系统就是的一个例子 [7]。使用该系统
时，用户需要在汽车风窗玻璃内侧贴一个小型射频（RFID）应答器，如图 1-9 所示。当通过
收费器时，专门配备的传感器可以读取 EZ 标签发射器的数据，在每次使用后，卡上的金额
会被扣除，对卡的充值可在终端上实现。

图 1-9

贴在风窗玻璃上的得克萨斯州 EZ RFID 标签贴纸。照片由 B. Prince 提供

标签还可用于生成供公众使用的实时交通信息。由于所采集的仅是一般交通密度和动态
的数据，因此不会暴露客户个人信息。
因为 EZ 标签对特定汽车进行 ID 识别，可以想象，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通过利用兼容的
传感器进行监测，该系统还可以用于定位一个地区的所有居民。这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密度的
传感器来探测特定区域道路上的所有车辆。通过记录连续标签读数之间的时间，该系统还可
以确定特定车辆的速度。

1.7.3

智能高速公路

智能高速公路应该能够协调交通，确保交通畅通、消除拥堵，并且各个车辆可以在最短
的时间内安全抵达目的地。交通灯协调并不少见，但它应灵活地适应现有的交通配置。高速
公路的方向也可以根据时间的不同而改变，这样主导方向的交通就会有更多的车道。进入高
速车道可以收取不同的费用，以确保每辆车都可以按照用户设定的速度行驶。道路上的传感
器应能够感知到汽车，并通过计算连续读数之间的时间来确定它们的速度。高速公路可以通
过感知单个车辆的速度和位置并与每辆车辆进行通信，以确保车辆之间保持最小距离，从而
帮助确保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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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道路和地下道路被用于扩大平面上可用的车道空间，在波士顿和许多其他城市中均
使用了这样的道路。通往高速公路的有限通道提供了更平稳的交通流量，就像在高速公路上
的入口坡道一样。事故检测系统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事故而降低的平均速度。该系统还可以
向当局通报事故的发生，并确定所涉及的车辆和可能的目击证人的身份。美国各地的收费标
签系统在汽车通过道路标志传感器时，可检测并识别出装有标签的汽车。

1.8

智能能源网络

1.8.1

智能电表

电表可以将用户连接到电力公司，接收能源并确定其费用。它可以连接到智能住宅或
商业楼宇中的设备以确定必要系统的用电，并在高能源成本期间减少非必要系统的用电或
将必要系统的用电移至低能源成本时间。如果在一些特殊位置可获得电能，例如屋顶上的
太阳电池阵列，则在能源使用峰值期间，智能电表可将这些额外能源输送到电网中。在一
天中最热的时段，空调系统使用率是最高的，这时所使用的电能是由当地太阳能系统所产
生的。这有助于减少高峰时段所需的高成本能源的数量。智能电表可记录进出特定位置的
电能。
智能电表可以频繁地记录用电数据。鉴于 EEPROM 的低成本、低功耗和标准封装特
性，传统智能电表的数据通常记录到串行 EEPROM 中。先进的计量基础设施（AMI）的出
现促进了高效的发电、输电和配电。智能电表可以每隔几秒或甚至以毫秒为间隔记录电力参
数。由于频繁的数据采集，电表性能会受到非易失性存储器写入速度慢和耐久性周期有限的
影响。出于这个原因，在 AMI 智能电表中使用一些替代的存储器技术，例如铁电 RAM、
电池备份 SRAM 和非易失性 SRAM。这些存储器技术往往具有更高的耐用性和更快的写入
速度 [8]。
智能电表可以连接到建筑物的耗能设备上，在用电高峰时将这些设备下线，此时电力需
求和价格最高，而系统最容易出现轮流停电的风险。这既节省了建筑业主的钱，又帮助电力
公司避免停电。对于智能电表来说，安全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智能电表在电力公司和消费
者之间可以实现双向通信。图 1-10 是一个智能电表的示例，该仪表连接着建筑物中的太阳能
阵列，并连接到一个包含各种电源（如水力发电机、太阳能发电机、燃煤发电机和风力发电
厂）的电网中央控制。

1.8.2

智能电网

电网是向城市供应能源的控制网络。电网可以连接到一个由各种能源构成的网络，包括
可按需提供能源的燃煤发电厂和燃气发电厂、可间歇性提供能源的太阳能设施及为长远规划
的应急发动机和水电站。
这些能源从稳定能源到间歇能源、按需能源，可从低成本到高成本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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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1.9

智能电表控制的智能能源网络示意图

智能互联楼宇

1.9.1

智能办公楼

智能办公楼可以调节其环境，以确保用户的舒适和安全。可以在不同位置感测和调节温
度。出于安全目的，运动传感器或热传感器可以监控人员的存在，ID 标签的 GPS 监视器可
以确定建筑物内人员的位置。为了满足用户的
舒适度要求，可以调节照明水平，并自动打开
或关闭百叶窗。图 1-11 显示了智能住宅恒温器
的图片。
在未来，个人佩戴的传感器可以与智能楼
宇的环境控制系统进行通信，从而获得可独立
进行温控的工作空间。单个的履带机器人可以
将用户所要求的材料送到用户手中，也可以分
别为用户准备餐食后自动送达至用户。
为了确保所有居民获取到高质量空气，可对
空气质量持续监测。为了确保所有居民的安全，
需要感知和隔离当地的毒素。如果发生火灾，在
对居民进行检查后，可以自动隔离某些区域。可
以从所有的位置来监听声音，并且每个位置都可 图 1-11 智能楼宇和住宅的 NEST 恒温器图片。
照片由 B. Prince 提供
以提供信息。声音系统可以根据位置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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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

现今，全自动化工厂已成为现实。拥有全自动装配线的大型半导体工厂由少数工人、维
护人员以及能够进行精确操作的精密机器人来进行操作，可对机器人进行编程并对程序进行
远程修改。
自动化工厂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已经出现了，而真正的智能互联工厂则是最近才出现
的。在自动化制造过程的各个阶段，客户可靠性和政府可报告性都要求保持透明度和交互性。
在每一个阶段，自动监视器都可以生成数据。在装配线上，智能视觉监视器取代了检查
员。新的带有传感器的触摸界面可以检测到人的存在，从而提高安全性。这促进了具有用户友
好界面的新一代大型机器人的诞生。这包括了从非常小的物品到非常大的物品的拾取和放置。
世界各地的联网机器可以生成实时信息，就像工业机器人为监视器和调节器生成实时信息一样。
自动检查机器人可以代替工人进行故障检测，并对故障进行识别和报告。机器人可以自
我测试和自我修复。在拾取和放置过程中，可以使用视觉系统自动调整所使用的动作和力的
大小。在仓库中，视觉导向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在托盘上打包和分类材料。物料可以转移到智
能小车上进行配送和入库。这些都是智能机器互动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惠普公司开发的分阶段半导体工厂自动化设计，该设计允许一个半导体工厂
集成先进水平的工厂控制软件，以及自动化材料处理系统和实时工具控制 [9]。
可以将分布式堆叠方式用于具有手动应急操作的仓库中。可靠性考虑因素可以采用分阶段
的方法进行分配安装。三维（3D）视觉引导机器人可以处理仓库中任意的垃圾箱或混乱的托
盘。智能相机系统可以进行检查，并向在此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划分阶段的机器进行报告。可配
置的智能机器可以通过引入的视觉系统进行编程，实现多个过程所需的自动化过程，并将需求传
输到适当的机器。智能工厂可根据用户要求，通过机器编程实现不同的可靠性要求并进行检验。

1.9.3

智能医院

智能医院可以接收医生的指示、订购处方、自动进行患者筛查和测试，并将各个领域的
专家加入到个体诊断中。可靠性监视器可以检查远程检测人员是否存在步骤上的错误，并进
行自动更正。卫生检测措施可用于防止患者在医院中感染疾病，并可将他们送到能提供最好
的保护和护理的区域。
图 1-12 显示了联网医院可能具有的特征。
例如，柏林的 Advantech 公司就配置了智能医院，在那里，护理推车可以将药物送到病
房，并提供个性化的药物 [10]。患者数据管理系统可以自动处理大量的在线患者记录和正在进
行中的治疗系统。移动手持式医疗助理可以为本地医务人员提供即时记录。根据来自自动监
视器和每个病人单独输入的反馈，可以获得对个人护理的一个全面的了解。单独的房间成像
系统可以帮助诊断，在专家不在场的情况下也可以提供专家意见和诊断。
安全检查可以编程到系统中，以双重检查诊断、测试和治疗，以避免错误。自动化的后
台校准系统可以检查仪器，自动化的冗余可靠性系统可以检查医院在手术中的错误。数字胸
卡可以实时监控每个工作人员的位置，可以用来跟踪传染病传播或建立医疗决策链。患者的

11

12

智能物联网的存储器设计与实现

数字胸卡可以监控手术和位置，并检查为该患者规划的程序。

图 1-12

1.9.4

智能医院环境中数字连接系统的示意图

智能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正在通过联网来增强其功能。法院和图书馆都连接到大型信息中心和大规模的
专业资源。博物馆可以提供虚拟影像，将观众带入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中。正在开发
大规模的安全网络以确保人们在大型公共集会中的安全。在未来，虚拟博物馆和虚拟音乐厅
可能会为观众带来期望的视听感受，这样可以减少大型公共集会的需求。

1.10

想法

以上所描述的智能互联世界是可行的，而且一些初期的实现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这
些技术的实施速度较慢，但明显的是，在城市中，更有用的一些应用已经被快速采用并实
践，人口密度有助于更快地观察这些技术的优势。对这些大规模数据的自动、智能的使用将
随之而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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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CHAPTER 2

智能物联网存储器应用

2.1

简介
术语“智能物联网（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IoT）”用于描述处理系统的智能网络，

这些系统相互通信，分析生成的数据，并对分析结论做出响应。预期这些网络可以改善许多
领域中的智能自动化效果。这种彼此通信的智能系统网络的例子有：可穿戴医疗设备，用于
采集数据并定期将数据传输到网络，对患者进行医疗监测和评估；智能住宅网络，用于检测
运动、火灾、烟雾、门锁状态，并在智能网络控制器的指导下，控制摄像头或音频设备并开 /
关家用设备。在物联网传感器上，通信标签无处不在，它们需要具有非常低的成本，能够以
间歇收集到的极低能量进行驱动。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网络中，更换电池是不现实的，因此大
量传感器需要能量采集。当使用电池时，需要以超低功耗运行。在物联网网络中，许多设备
必须以非常低的成本来运行。
智能网络中需要数据存储。收集并处理信息需要存储器。用于物联网的许多微控制器单
元（MicroController Unit，MCU）在处理器中嵌入了所需的存储器。此外，由于处理器大部
分时间都处在待机状态下，因此处理器本身的待机功耗必须非常小，接近于零功耗。在某些
情况下，它们可能需要在所需的状态下加电，而无须花费时间和电力来启动。这可以使用非
易失性节点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可使用高耐久性存储器设备，例如对电源门控，节点上
采用铁电 RAM（Ferroelectric RAM，FeRAM）或磁阻式 RAM（Magnetic RAM，MRAM）。
为了使代码和数据存储的编程速度更快，并且编程电压低于闪存，可以使用电阻式 RAM
（Resistive RAM，RRAM）。为了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合理性能，可以使用相变存储器（Phase
Change Memory，PCM）。
本节将详细介绍针对物联网存储器研究的一些应用。其中包括：具有能量采集传感器或
紧凑型电池的超低功耗 MCU、智能通信标签、可穿戴医疗设备网络、智能汽车、车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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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表和大数据搜索引擎。
瑞萨电子于 2014 年 1 月讨论了具有嵌入
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的 MCU 的年度出货量 [1]。
从 1980 年到 2000 年的出货量如图 2-1 所示，
图中显示了每个时间段内的主要嵌入式非易失
性存储器：第一代的掩模 ROM、第二代的
嵌入式一次性可编程（OTP）存储器和第三
代的嵌入式闪存。通过对数据变化趋势进行
扩展，对基于逻辑的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
（eNVM） 在 2020 年 的 出 货 量 进 行 了 预 测。
据瑞萨电子估计，在 2011 年所有 MCU 出货
量中，具有嵌入式闪存的 MCU 约占 70%。

图 2-1

具有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的 MCU 芯片的
出货量估算（每年 BU）。来源：参考文献 [1]

2.2

各种非易失性嵌入式存储器特性的比较

2.2.1

嵌入式 EEPROM、闪存和熔丝器件

早期可重写的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是浮栅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EEPROM），紧接着是双多晶硅闪存。这两种器
件均采用双多晶硅技术制造，目前仍然用于独立器件。由于传统的 CMOS 逻辑技术（倾向于
制造 MCU）不使用双多晶硅，因此双多晶硅 EEPROM 和闪存存储器在嵌入处理器时增加了
成本。
与传统 CMOS 逻辑技术兼容并使用单多晶硅的嵌入式 EEPROM 和闪存器件是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发的。该技术的成本低于双多晶硅制造的器件，但电池尺寸更大。对于容量非
常小的嵌入式存储器来说，较大的单元尺寸并非重要的成本问题。对于更大的存储容量或片
外存储器，仍然使用双多晶硅技术。
对不同类型的嵌入式闪存的特性进行比较，可以说明性能和阵列大小之间的权衡。2015
年 10 月，Brescia 大学对各种嵌入式闪存和 EEPROM 作为阵列位数和写周期的函数进行了
比较 [2]。考虑的器件是：双多晶硅浮栅嵌入式闪存、单多晶硅 EEPROM、基于晶体管的反熔
丝器件和多晶硅熔丝器件。图 2-2 给出了这些嵌入式闪存技术的位计数与写周期特性之间的
关系。
非易失性存储器（Non-Volatile Memory，NVM）的多晶硅熔丝和反熔丝解决方案适用
于一次性可编程（One-time Programmable，OTP）的小密度（＜100b）和中密度（＜100Kb）
应用，但多次可编程应用需要双多晶硅嵌入式闪存（eFlash）或单多晶硅 EEPROM。双多
晶硅 eFlash 适用于超过 1Mb 容量的应用，此时由额外的掩模和工艺步骤带来的附加成本
是可以接受的。对高达 1Mb 存储器的低、中密度应用来讲，单多晶硅 EEPROM 则是最佳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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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2.2

各类嵌入式闪存单元的阵列容量与耐久性的关系。来源：参考文献 [2]

嵌入式新兴存储器在 MCU 中的应用

针对传统 SRAM 和闪存的不足，研究了各种新型存储器，包括：磁阻式 RAM（Magnetic
RAM，MRAM）、电阻式 RAM（Resistive RAM，RRAM）、相变存储器（Phase Change Memeory，PCM）
、铁电 RAM（Ferroelectric RAM，FeRAM）和电荷捕获闪存（如 SONOS、MONOS
和纳米粒子）。这里讨论的许多应用程序，特别是物联网，将使用嵌入在 MCU 中的存储器。
各种应用程序对于闪存 MCU 的需求有很大不同，并且会影响所采用的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
器和 RAM 的类型。
各种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可区分特征包括重复擦写周期的耐久性和擦写周期时间。
高通公司于 2014 年 6 月对各种新兴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的耐久性和擦写周期时间进行了
分析，其分析结果如图 2-3 所示 [3]。该分析不仅包括传统的嵌入式浮栅闪存，还包括正在开
发和生产的各种新兴存储器（包括自旋转矩磁阻式 RAM（STT-MRAM）、FeRAM、PCM 和
RRAM）。STT-MRAM 和 FeRAM 往往具有最长的擦写周期耐久性，介于 1012～1015 个周期
之间，并且擦写周期更短。然而，单晶体管 - 单电容（1T1C）FeRAM 具有破坏性读取，这
意味着每个读取或擦写周期都会影响耐久性。因此，它更适合于具有有限数量读取周期的应
用（例如数据记录）。单晶体管（1T）FeRAM 没有破坏性读取，但处于开发周期的早期阶段。
PCM 和 ReRAM 具有较低的耐久性，具有 104～106 个擦写周期，其擦写周期时间与 FeRAM
大致相同。
所 有 新 兴 存 储 器 都 具 有 优 于 传 统 嵌 入 式 闪 存 的 特 性。 与 eFlash 相 比，STT-MRAM 和
FeRAM 具有更好的擦写耐久性和更短的擦写时间。PCM 和 RRAM 具有较短的擦写时间，但
具有相同的耐久性。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存储器所适用的应用场合。
支持因特网的设备的增长已经引发了许多应用程序的开发，这些应用程序依赖于多个设
备之间的通信和设备中的数据存储。这些应用程序包括：可穿戴系统、物联网系统、大数据
处理的搜索和存储系统。由于嵌入式 SRAM 需要较大的待机功率，而电池技术存在局限性，
因此非易失性嵌入式存储器已成为关注的焦点。另外主流闪存还存在着编程 / 擦除电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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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速度慢和耐久性有限等问题。

图 2-3

不 同 存 储 器 类 型 的 擦 写 耐 久 性（周 期） 与 擦 写 时 间（ns）， 这 些 类 型 包 括：SSTMRAM、FeRAM、PCM、RRAM 和 eFlash。来源：参考文献 [3]

预计在未来会涌现出大量的物联网设备。Gartner 预测 2016 年全球将有 64 亿台联网设
备投入使用，比 2015 年增加 30%[4]。它进一步预测，到 202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208 亿。
2013 年 1 月，思科 ISBG 估计，到 2020 年，将有 500 亿物联网产品存在，价值 14.4 万亿美元 [5]。

2.2.3

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在各种应用中的必要属性

虽然，在整个行业中，独立的非易失性存储器都有标准化的要求，处于用户与供应商之
间的行业标准委员会也进行了定义，但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可靠性取决于它们所嵌入的
特定电路以及该电路所针对的应用。2014 年 5 月，三星指出了一般 MCU 应用中嵌入式非易
失性存储器的典型可靠性要求，如图 2-4 所示 [6]。还给出了智能卡和汽车 MCU 应用对可靠
性的特殊要求，如图 2-5 所示。

图 2-4

MCU 中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典型可靠性要求。来源：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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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智能卡和汽车应用中非易失性嵌入式存储器的特殊可靠性要求。来源：参考文献 [6]

2015 年 4 月，瑞萨电子讨论了用于物联网应用的各种系统的非易失性存储器特性 [7]。对
于汽车的动力传动、车身和安全气囊应用，嵌入式闪存足以满足汽车系统和性能要求。2015
年，随着汽车中的连接系统数量和系统功能的增加，动力传动、车身和安全气囊应用的性能
也随之提高。汽车系统首选的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类型仍然是 eFlash 宏，图 2-6 所示列出
了 2015 年的汽车系统和性能要求。

图 2-6

2015 年汽车系统及性能要求。来源：参考文献 [7]

随着智能互联应用的发展，这些要求正在迅速变化，此处给出的数字仅表示在某个时间
点的要求。汽车电子设备仍然是闪存 MCU 需求最大的领域之一。新的汽车应用包括车身和
发动机处理器、信息娱乐和驾驶辅助，甚至于全自动驾驶汽车。汽车的要求非常严格，包括
大的工作温度范围以及高性能和长续航能力。汽车应用并不要求超低功耗。
嵌入式闪存可以满足智能卡和医疗传感器的规格要求。对于一般的非传感器系统，可能
也需要使用嵌入式 RRAM 或嵌入式 MRAM[7]。智能卡是一种需要超低功耗的应用。这包括
了快速增长的银行卡应用程序，该应用要求银行卡和银行网络的高可靠性和通信安全性。同
样，医疗设备也要求高的可靠性和通信安全性。与汽车应用程序相比，智能卡和医疗设备的
要求有很大的不同。目前，这些系统的功率和性能要求如图 2-7 所示。图 2-7 显示，医疗传
感器需要的功率比智能卡低，但无性能要求。

图 2-7

智能卡和医疗传感器的要求。来源：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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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物联网应用包括：公共设施数字仪表网络、安全家庭网络以及便携式和可穿戴医
疗设备网络。对这些互联应用中所需的多个传感器来说，鉴于不能经常更换电池，要么需要
超低功率，要么以能量采集的方式工作。这些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其他的许多应用对 Flash
MCU 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智能电网需要用于公共设施数字仪表的网络控制器。家庭网络需
要保障安全性和功能的可靠性。安全无线网络芯片需要智能加密处理器，而高性能 SSD 需要
集成存储级的存储器。
处理由数十亿物联网设备产生的海量数据，需要由非易失性存储器 Ternary CAM（TCAM）
构成的大型搜索引擎，主要因为要对云端和可有效使用本地数据的网络边缘设备（可能是智
能计算机）产生的大容量数据进行存储。开发出的具有学习能力的神经形态计算机可能主要
用于视觉和听觉分析。正在开发的神经形态计算机使用了新兴存储器芯片（例如 FeRAM、
PCM、RRAM 和 MRAM）的模拟特性。
目前在 MCU 中嵌入的主要存储器类型是 SRAM 和闪存 NVM，其中一些新兴的存储器
（如 FeRAM 和 RRAM）开始用于超低功耗应用。2015 年 5 月，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现为
NXP）讨论了嵌入式闪存在 MCU 中的通用功能，范围从 350nm 工艺的低端 8 位 MCU（可能
有 256～512 字节的闪存）到高端 55nm 工艺的具有高达 8.5MB 闪存的 32 位汽车 MCU[8]。闪
存被用于存储引导程序和应用程序代码、设备配置参数或个性化信息。对存储器的需求取决
于应用程序。
在高级逻辑过程中，大容量嵌入式闪存相关的芯片成本与系统级封装过程形成了竞争关
系。这些系统通过 MCU 连接独立的存储器，使用铜柱互连和硅通孔（Through Silicon Vias，
TSV）的方法实现芯片堆叠。随着时间的推移，封装成本会降低，将有能力与真正的嵌入式
闪存竞争市场。物联网的连接性能导致了无法通过在 MCU 中嵌入足够的闪存来满足应用的
数据存储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集成 MCU 和非易失性存储器系统级封装工艺。
在柔性基板上实现高性能存储器与处理器芯片的晶片级集成也是一项先进技术。
物联网应用中使用的电路可能是非常专业的，并且对处理器和嵌入式存储器会有其他的
性能要求。例如超低功耗 MCU、高速 MCU 以及柔性的高、低性能器件。在下一节中，将讨
论针对物联网领域中出现的一些特殊应用引入的 MCU 的特性。

2.3

支持能量采集、具有嵌入式存储器的超低功耗 MCU 电路

2.3.1

采用能量采集的超低功耗 MCU 简介

现今，超低功耗 MCU 被用于由纽扣电池或能量采集器供电的系统中，这些系统无法采
用电力系统进行供电。这些 MCU 可用于各种物联网应用，如无线家庭自动化、安全系统和
可穿戴医疗电子产品。在未来的物联网网络中，这些应用通常会使用能量采集器或纽扣电池
供电，因此，需要功耗极低的电子设备。
物联网（IoT）在通过互联网连接的各种设备上使用了传感器和 MCU。有了物联网，数
以万亿计的传感器被用于收集温度、湿度、运动、应变、磁场强度等信息。在某些情况下，
通过采集太阳能、电磁能或机械能并将其储存在电池或电容器中，为设备提供动力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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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支持能量采集、具有嵌入式闪存的超低功耗 MCU

能量采集方法广泛用于无线传感器应用。针对诸如可穿戴设备之类的应用，正在开发无
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超低功耗传感器节点。
ST 微电子于 2014 年 1 月讨论了一种用于能量采集应用的闪存 MCU[9]，该 MCU 使用了
低端 RISC 处理器内核，适用于对成本敏感的应用，例如物联网和智能能源设备。该 MCU
具有 16～128KB 的嵌入式闪存，预期可以在 8 位与 16 位的 MCU 之间架起连接。该 MCU
具有无晶体的 USB2.0 和 CAN 接口，带有自校准时钟系统。为了支持低压数字操作和高压模
拟操作，它还具有电池充电器检测系统、受控电源管理以及用于模拟和数字 I/O 的独立电源。

2.3.3

支持能量采集、具有嵌入式 FeRAM 存储器的超低功耗 MCU

针对能量采集应用，预计需要使用新兴存储器以实现微安培的工作电流和纳安培的待机
电流。德州仪器的 MCU 带有一个嵌入式双管双容（2T2C）FeRAM 单元，在能量采集应用
中，该 MCU 可用作所需的超低功耗处理器 [10]。该 MCU 运行速度高达 25MIPS。在这种情
况下，时钟频率可能相对较慢，约为 16MHz。电源工作电压为 1.8～3.6V。该器件针对超低功耗
模式工作进行了优化，包括 1.7μA 待机电流和 15nA 关机电流。有源功率通常为 126μA/MHz。
嵌入式 FeRAM 存储器提供了 1015 个周期的读写耐久性。图 2-8 总结了用于能量采集的嵌入
式 FeRAM MCU 的电气特性。

图 2-8

支持能量采集传感器应用的嵌入式 FeRAM MCU 的特性。来源：参考文献 [10]

对于短暂供电的计算设备（例如在能量采集系统中的设备）在断电时需要保留其逻辑状态。
这种计算设备依赖于间歇性电源，具有非常短的能量突发，时长通常小于 100ms。Purdue 大
学于 2014 年 1 月讨论了这种短暂供电的计算机（Transiently Powered Computer，TPC）[11]。若
使用传统的具有高功耗处理器的嵌入式闪存，最主要问题是会导致频繁的系统重启。SRAM
或 闪 存 可 与 电 池 一 起 使 用， 但 由 于 闪 存 的 擦 / 写 时 间 较 长， 则 会 导 致 电 池 耗 尽。 一 种 称
为 Quick Recall 的方法采用铁电存储器在 TPC 中实现了长时间运行操作。该方法可以仅在
12.6μs 内保存并恢复检查点，这比闪存所需的时间短得多。采用了德州仪器生产的具有嵌入
式 FeRAM 的 MCU。与使用带有嵌入式闪存的 MCU 相比，该系统在程序的执行时间上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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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提高。
在程序中，对先前确定的点执行检查点操作，将系统状态快照存储在 FeRAM 中。如果
出现故障，系统将返回最近的检查点。为了避免干扰正常计算，仅在发生电源电压下降时才
使用 FeRAM 进行检查点检验。通过为 FeRAM 选择适当的触发电压以开始检查点操作，在
电能耗尽前完成检查点操作。保留的程序状态是程序使用的全局变量的状态。这项研究表
明，即使在短至 5ms 的时间内，短暂供电的计算机也能进行计算。
还可以使用低功率单铁电晶体管（Ferroelectric Transistor，FeFET）存储器制造能量采集
设备。松下于 2014 年 6 月给出了一个使用 FeFET 的能量采集设备的例子 [12]。相对于 1T1C
FeRAM，FeFET 的优势在于，由于该器件在读取后不需要重写，其耐久性不受读取周期的影响。
FeFET 能量采集器使用低成本的悬臂型 28μm 压电聚偏二氟乙烯（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膜，其中丝网印刷的银（Ag）墨电极层压在 0.125mm 聚酯基板上。PVDF 悬臂将能
量从机械振动转换为电能。使用一个振动能量清除器和一个 FeFET 的可重用无电池记录设备
已被证明是一种实用技术，并且适合于便携式应用。图 2-9 显示了具有 FeFET 存储器的电路
中的 PVDF 悬臂。
FeFET 使用铁电材料作为 MOS FET 结构中的介电层，如图 2-10 所示。FeFET 由堆叠的
铁电 Pb(Zr, Ti)O2 (PZT) 钙钛矿氧化物薄膜组成，该薄膜在 30nm 厚的 SrRuO2 底栅上，通过
脉冲激光沉积在切片堆叠的沟槽氧化物（Stacked Trench Oxide，STO）衬底上。这种组合使
得 ZnO 在 PZT 层顶部上的取向生长具有一个清晰的 ZnO/PZT 界面。

图 2-9

2.3.4

在具有 FeFET 存储器的电路中，PVDF

图 2-10

堆叠 ZnO/PZT/SrRuO2 结构的

压电振动能量清除器悬臂的电路示意图。

FeFET 示意图。来源：参考文

来源：参考文献 [12]（经 IEEE 许可）

献 [12]（经 IEEE 许可）

支持能量采集、具有嵌入式 RRAM 存储器的超低功耗 MCU

当采集太阳能为物联网应用供电时，可以使用升压转换器来增加太阳能电池电压，从而
可以编程非易失性存储器并存储传感器数据。2015 年 11 月，日本中央大学在低功耗物联网
应用中讨论了一种用于 RRAM 编程的升压转换器 [13]。嵌入式 RRAM 被用于代码和数据存
储，因为它具有比 NAND 闪存更快的编程速度和更低的 3V 编程电压，NAND 闪存需要大约
20V 的编程电压。RRAM 单元采用 3.0V SET 电压和 25μA 编程电流。RRAM 单元阵列的 1T1C
结构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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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2.3.5

1T1C 电阻式 RAM（RRAM）单元阵列结构示意图。来源：参考文献 [13]

支持能量采集电源管理的超低功耗 MCU

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于 2015 年 8 月讨论了另一种使用太阳能采集的电路 [14]。该系列能量
采集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s，PMIC）由面积小至 1cm2 的
单芯片太阳电池组成。这些设备是完全集成的电路，可用于智能家居、商业楼宇和工厂。这
些电路能够监控这些智能建筑的物理状况和环境情况。
很自然地，太阳电池依赖于放置的位置和可用于能量采集的光。其启动功率为 1.2μW，
电流消耗低至 250mA，根据应用优化了传感、处理和通信的可用功率。完整的无电池能量采
集系统可将 PMIC 与蓝牙模块配对，实现低能耗连接。
TI 公司于 2016 年推出了另一种能量采集设备 [15]。可有效获取由各种高输出阻抗 DC 源
（例如太阳能发电机或热发电机）生成的微瓦（μW）到毫瓦（mW）的功率，而不会使这些源
崩溃。电池管理功能用于确保相关的可充电电池既不会被提取的电力过度充电，也不会因系
统负载超出安全限度而耗尽。该设备的冷启动电压为 330mV。允许从低至 100mV 的源中连
续地采集能量。全工况静态电流通常为 488nA，最大充电电流为 100mA。

2.4

超低功耗电池供电的闪存 MCU

2.4.1

超低功耗电池供电的闪存 MCU 简介

超低功耗 MCU 服务于各种物联网应用，如电能计量、家庭
自动化、安全系统、工业控制和便携式医疗电子设备，如图 2-12
所示。这些应用可能由能量采集或低电流电池供电，并且要求
非常低的能量运行、零功率待机和从待机状态的快速唤醒。
一些新兴的存储器设备，例如 RRAM 和 FeRAM，速度比 图 2-12 使用新兴存储器技术
闪存快，运行电压低，运行电流小。与闪存一样，它们是非易
的超低功耗物联网电
失性器件。如果能够以传统 CMOS 工艺低成本制造这些采用了

池供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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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存储器的 MCU 并将其嵌入在处理器芯片中，则可以延长便携式设备的电池寿命。
超低功耗电池供电的闪存 MCU 需要低功耗以延长电池寿命。可以通过各种电流检测和电
源管理控制电路获得低电流。把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
电源独立可能会有所帮助。使用较低电流的 EEPROM
也可以降低电流消耗。诸如从待机状态快速唤醒、长时
间低功率状态及可快速切换等操作模式也可以降低功
耗。已使用的各种功耗降低选项如图 2-13 所示。其中
包括：电流检测电路、电源管理控制电路、模拟和数字
电路的独立电源、低电流 EEPROM、待机时快速唤醒

图 2-13

以及可快速切换的长时间低功耗状态。

2.4.2

用于超低功耗电池供电的闪存
MCU 系统的功耗降低技术

具有嵌入式闪存的超低功耗电池供电的闪存 MCU

2014 年 1 月，ST 微电子公司发布了一款基于嵌入式闪存的 MCU，主要针对成本敏感的电
池供电应用 [16]。该 MCU 使用 16～128KB 的嵌入式闪存和低端 RISC 处理器内核。目标应用包
括物联网和智能能源设备。该系列处理器有望架起 8 位和 16 位 MCU 之间的桥梁。该 MCU
具有无晶体的 USB 2.0 和具有自校准时钟系统的 CAN 通信接口。为了帮助控制功耗，它使
用了电池充电器检测和系统控制的电源管理。模拟和数字 I/O 的独立电源有助于支持低压数
字操作和高压模拟操作。
为了针对小型电池的应用（如可穿戴设备和工业传感器网络），需要降低功耗。2014 年
2 月，意法半导体宣布推出一款超低功耗闪存 MCU，采用 32MHz RISC 处理器内核，100k
sps（sample per second，每秒采样数）ADC，功耗为 40μA，采用无晶体 USB FS2.0[17]。在
CMOS 逻辑技术中，可以集成高达 64KB 的闪存和 2KB 的嵌入式 EEPROM。目标应用包括
在便携式医疗设备（如健身追踪器和血糖仪）上安装较小的纽扣电池。模数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ADC）在 100k sps 时消耗 40μA，在 1.14M sps 时消耗 200μA，因此纽
扣电池可以在两年内支持健身跟踪器的运行。CMOS 工艺在 -25～125℃的温度范围内变化
不大。
赛普拉斯于 2015 年 11 月推出了一款带有 RISC 内核和嵌入式闪存的节能 MCU，旨在用
于超低功耗物联网应用 [18]。该器件针对先进的可穿戴设备以及一系列超低功耗电池供电产品
进行了优化。MCU 提供高达 560KB 的闪存和 64KB 的 SRAM。这些器件可从待机状态快速
唤醒，在短暂切换到活动模式之前，能够长时间保持低功耗状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功耗。
有效电流为 40μA。该器件能够在外设和 RAM 之间移动数据而不需要 CPU 的干预。通信接
口提供高级加密标准（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AES）的硬件加密。AES 是一种对称
分组密码，用于保护机密信息和加密敏感数据。通信接口包括：多功能串行接口、USB、智
能卡接口和用于数字音频的 I2C。还包括一些模拟外围设备。

2.4.3

具有嵌入式 RRAM 的超低功耗电池供电 MCU

采用电池供电的超低功耗 MCU 通过在写入操作期间以低电流电平存储数据来优化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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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从而获得最佳的数据存储。松下于 2013 年 7 月讨论了将 RRAM 嵌入在 8 位 MCU 中，
旨在取代闪存 [19]。由于在 RRAM 形成过程中电流保持恒定，它具有稳定的低电流操作，因此
得到的细丝是均匀的。RRAM 采用了氧化物 RAM（Oxide RAM，OxRAM）技术。该 RRAM
使用 Ta2O5 来控制钽层沉积期间的氧化物密度和缺陷。电池支持的应用通常需要低功率操作，
包括诸如传感器、安全系统和便携式医疗保健设备之类的设备。用于电池供电电路的具有嵌
入式 RRAM 的 8 位 MCU 的电气和可靠性特性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用于电池供电电路的具有嵌入式 RRAM 的 8 位 MCU 的电气和可靠性特性。RRAM
使用氧化物 RAM（OxRAM）技术。来源：参考文献 [19]

具有嵌入式 RRAM 的 MCU 在低至 0.9V 的电压下工作，这允许低功耗运行。在实时时
钟操作期间，待机电流为 60nA，电源为 3V，工作电流为 200nA。与具有嵌入式闪存（embedded Flash，eFlash） 的 同 等 MCU 相 比， 功 耗 约 为 一 半。 在 同 等 的 eFlash MCU 中， 写
入电压为 2.7V，写入速度为 30μs/ 字节，而在具有嵌入式 RRAM 的 MCU 中，写入电压为
1.8V，写入速度为 3μs/ 字节。
通过嵌入式 RRAM，器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低的电压启动，从而消耗更少的电流。
嵌入式 RRAM 的重写周期耐久性为 105 个周期，与 eFlash 相当。在后端进程中安装 RRAM
后，在各种进程节点上都可以使用。最初的产品是在松下的 180nm 工艺生产线上生产的。松
下和台湾联华电子于 2017 年 2 月开始联合开发 40nm RRAM 平台 [20]。

2.4.4

具有嵌入式 FeRAM 的超低功耗电池供电 MCU

德州仪器于 2013 年 6 月讨论了具有嵌入式 FeRAM 的低功耗 MCU[21]。通过使用关键块
和其他架构调整，待机电流消耗降至 350nA。使用模拟预充电电流源可在待机模式或睡眠模
式下实现 6.5μs 内的快速唤醒。为了达到最低的系统能量，电源管理被分为不同的模块。
MCU 的电源管理框图如图 2-15 所示。该框图说明了专用电源子系统的详细信息。系统
被划分为不同的电源域，以便断开当前未使用的电路。低压差（Low DropOut，LDO）线性
稳压器是一种低成本高精确的电源。实时时钟（Real Time Clock，RTC）域是分开的，因此，
在 RTC 运行时仅消耗 350nA 的电流。存储器 FeRAM LDO 也是分开的。内核域是电源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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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充电电流源直接从 3V VCC 电源获取电源门控域，以便快速启动电源门控域。

图 2-15

低功耗 FeRAM MCU 电源管理框图。来源：参考文献 [21]

主要模块包括 16 位 MCU 内核、用于调试和实时时钟（RTC）的带有专用电源域的数
字逻辑、电源管理模块（Power Management Module，PMM）以及模拟部分和存储器（包括
FeRAM、RAM 和 ROM）。用于电池供电电路的具有嵌入式 FeRAM 的 16 位 MCU 的特性和
目标应用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用于电池供电电路的具有嵌入式 FeRAM 的 16 位 MCU 的特性和目标应用。来源：
参考文献 [21]

130nm CMOS 技术采用 5 层铜（Cu）金属互连。芯片尺寸为 0.12mm2。MCU 运行频率为
16MHz，FeRAM 容量为 64KB。带有嵌入式 FeRAM 的 MCU 的框图如图 2-17 所示。显示的块
是：时钟、非易失性 FeRAM、RAM 和 16 位 RISC 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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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物联网传感应用为了实现传感和测量，需要延长电池寿命。2016 年 3 月，TI 发布
了一款带有嵌入式 FeRAM 的 MCU，它提供了一个
可配置的低泄漏互阻抗放大器，其漏电流是以前的解
决方案的 1/20，因此可延长电池寿命 [22]。MCU 包括
可配置的模拟集成模块，减少了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空间。可将模拟集成模块连接
到 各 种 传 感 器。 它 集 成 了 铁 电 RAM 非 易 失 性 存 储
器。FeRAM 的快速读写允许通过消除闪存和 RAM
之间的界限，将其配置为应用程序代码或数据所需
的内存数量。与上一代使用闪存的 MCU 相比，FeRAM MCU 具有更高的性能。应用目标包括：医疗健
康和健身以及楼宇的自动化。TI 建议添加能量采集
IC，以进一步延长电池寿命。

2.5

图 2-17

具有嵌入式 eFeRAM 的 MCU 框
图。来源：参考文献 [21]

使用新兴存储器实现非易失性逻辑的非易失性 MCU
对于电池供电或能量采集应用中的 MCU，备用电源必须是超低功率的。这可以在逻辑

上通过电源门控来实现，电源门控可以关闭电路块中的电源。如果逻辑节点与非易失性存储
器单元相关联，则该节点的逻辑状态将在断电时存储，并可在启动时恢复。后一种技术基本
上消除了待机功率。在这种情况下，MCU 在待机期间不需要供电，并且在电源恢复时以先
前存储的状态启动。

2.5.1

使用 FeRAM 的非易失性逻辑阵列

非 易 失 性 数 据 触 发 器（nonvolatile Data
Flip-Flop，nvDFF）的状态可以存储在嵌入式
FeRAM 电容器中。2013 年 2 月，MIT 和 TI 讨
论了一种 nvDFF 的设计，这种 nvDFF 中嵌入
了能够感知数据的铁电电容器 [23]。nvDFF 集
成到 ASIC 设计流程中，具有电源管理单元和
与欠压检测电路的简单接口。这种设计通过正
常“关 闭” 操 作 来 管 理 电 源。 该 工 艺 包 括 用
于存储数据的嵌入式铁电（FerroElectric，FE）
电容器。在感测之前，FE 电容器被编程为相
反的数据状态。相同的充电电流可以整合两
个 FE 电容之间残余电荷的差异，如图 2-18 中 图 2-18 连接到非易失性数据触发器（nvDFF）的
的电路原理图所示。为了跨越二极管电压降与
铁电（FE）电容器的示意图。来源：参考
PMOS 阈值之和，第一节点将对感测锁存器的

文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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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节点进行上拉。
FIR 滤波器由 96 个 nvDFF 和大约 500 个门组成。对于目标应用程序（即 MCU），大约
保留了 5 000 个 nvDFF。nvDFF 具有分离的电源轨，因此可以扰动感测电流斜坡。在零偏斜
的情况下，5 个测量芯片中的所有 nvDFF，总共约 21 000 个 nvDFF，在没有失效的情况下运
行，并且偏斜的分布表明未弯曲的 nvDFF 的失效低于 1×10 6（1ppm）。FIR 滤波器的节点
-

故障、周期开销和可编程存储器单元（Programmable Memory Unit，PMU）的额外能量成本
大约是 3.439pJ 中的 1.780pJ。
商用超低功耗（UltraLow Power，ULP）MCU 通过为各种实时应用提供高性能、极低的
备用功耗以及快速唤醒时间来平衡不同的需求。2013 年 11 月，TI 和台积电讨论了基于全高
压阈值（High Voltage Threshold，HVT）8MHz 75μA/MHz 非易失性逻辑（NonVolatile Logic，
NVL）的 MCU，具有零待机功耗和 384ns 快速唤醒时间 [24]。在此处理器中，非易失性微阵
列通过 MCU 的逻辑域进行分配，在 MCU 进入电源门控待机模式之前，它会取所有元件状
态的快照。唤醒后，无须启动操作。
这些微阵列使用铁电电容器来实现快速、低功耗、非易失性的状态保持。铁电电容器是
可编程电容器，可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保持其编程状态。FeRAM 的读加写耐久性超过了 1015
个周期。
触 发 器 和 微 阵 列 之 间 的 高 带 宽 并 行 连 接 有 助 于 实 现 快 速 MCU 唤 醒。 非 易 失 性 逻 辑
（NVL）对 MCU 有源模式的性能和功耗没有影响。它仅增加了 3.6% 的芯片面积。由于 NVL
消除了待机模式下的泄漏，因此允许在 MCU 设计中使用高性能泄漏过程。
在图 2-19 的框图中显示了第二代全标准电压阈值（Standard Voltage Threshold，SVT）
32MHz 非易失性逻辑 MCU 的系统架构。SVT SoC 的有源模式性能比 HVT SoC 高 4 倍或有
效能量低 30%，但仍可使用非易失性逻辑实现零泄漏。这产生了零泄漏快速唤醒待机模式，
并为有源功率和性能方面提供了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预计它对能量采集应用是有用的。

图 2-19

MCU 的系统架构中包含 32 位核和非易失性逻辑控制器。来源：参考文献 [24]

这款基于 130nm 非易失性逻辑（NVL）的 32 位 MCU SoC 在接收到电源中断后，可以备
份其工作状态，包括所有触发器。TI 在 2014 年 1 月的报告中称，该 MCU 在睡眠模式下具
有零泄漏，并且在上电时需要不到 400ns 的时间来恢复系统状态 [25]。低功耗技术与 1.5V 电
源一起使用。基于非易失性铁电电容器的微阵列备份机器状态，并允许芯片在一个功率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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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立即唤醒。如果没有 NVL，芯片将需要保持所有触发器供电，这将导致待机功率高，或者
系统需要在每次上电后花费能量和时间重新启动。
NVL 允许系统使用泄漏过程来实现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动态功率，同时在睡眠模式下保
持零泄漏。在这种情况下，增加 NVL 仅增加了 3.6% 的 SoC 区域。由于实现铁电 NVL 仅需
要两个额外的掩模，因此最小化了加工费用。NVL SoC 的功能框图如图 2-20 所示。

图 2-20

具有 FeRAM 程序和数据存储器的 NVL 32 位 SoC 功能框图。来源：参考文献 [25]

电压调节、电源检测和 PM 状态机是片外的。所讨论的 MCU SoC 具有睡眠模式零泄漏，
唤醒时间为 400ns。该芯片具有 100% 的数字状态保持能力。因为在功率周期后不需要启动，
系统唤醒时间从数百微秒减少到几微秒。在进入睡眠模式之前，来自系统中所有触发器和锁
存器的数据被传输到基于铁电电容器的 NVL 阵列。
NVL 可用于任何数字系统，有两个系统要求：系统必须是边沿触发同步的，并且在进
入睡眠模式时，所有触发器的时钟必须停止在非活动状态。SoC 具有传统的 FeRAM 存储器。
添加到 SoC 的 NV 元件要经过测试并确定了可靠性。NVL 位单元读取信号余量要进行测量，
并具有测试和调试功能。

2.5.2

使用 MTJ MRAM 的非易失性逻辑阵列

2013 年 11 月，Tohoku 大学和 NEC 研究了另一种使用电源门控和非易失性阵列的处理
器

[26]

。该电源门控 MPU 使用具有磁隧道结（Magnetic Tunnel Junction，MTJ）MRAM 类型

存储器的非易失性触发器（nonvolatile Flip-Flop，nvFF）。nvFF 用于存储 MPU 的内部状态。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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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U 的电源门控操作在上电和断电期间有 3μs 的进入 / 退出延迟损失。在深度掉电模式下，这
比传统 MPU 快一个数量级。已开发了一种 nvFF 电路，通过稳定的快速存储和回收，可获得
这种小的进入 / 退出延迟。电源门控模式易于控制。该处理器内核是基于 32 位流水线架构的。
在电源门控 MPU 中，所有必需的处理器内部状态都存储在 NV 存储器中。这包括在指
令存储器中的执行程序，以及在寄存器文件中的临时计算结果。这意味着 MPU 可以立即从
挂起状态返回，并重新启动程序执行。这种电源关闭模式的进出变化不需要从外部存储器获
取或存储数据，从而使得进入 / 退出延迟很短。在 CMOS 技术中使用 MTJ MRAM 元件的非
易失性锁存电路图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CMOS 技术中使用 MTJ MRAM 元件的非易失性锁存电路图。来源：参考文献 [26]
（经 IEEE 许可）

对一种 CMOS/MTJ 混合电路进行了详细的 SPICE 仿真分析，并完成了原型 MPU 芯片
的设计和制作。结果表明，电源门控给进入 / 退出带来了 3μs 延迟。这比传统的 MPU 深度
断电快一个数量级。
具有 MTJ-MRAM 非易失性阵列的处理器也可用于间歇操作。
NEC 和 Tohoku 大学于 2014 年 2 月讨论了具有嵌入式新兴 NV-RAM 存储器的完全非
易失性 MCU [27]。这款 90nm CMOS 16 位 MCU 采用三晶体管 SpinRAM 存储器，由两个晶
体管和一个 MTJ MRAM（2T+1MTJ）组成，适用于电池供电的传感器节点等应用。MCU
工作频率为 20MHz，在活动状态时工作电压为 145μW，工作电源为 1V ；间歇工作时电压为
4.5μW，唤醒时间为 120ns，有效比为 0.1%，无须从存储器转发重启代码。功耗非常低，电
池供电的传感器节点可以无须维护。具有嵌入式 SpinRAM 存储器的 MCU 的框图如图 2-22
所示。
该 MCU 具有一个 16 位 RISC CPU 内核，一个 64KB RAM/ROM 通用的 SpinRAM 宏和
其他逻辑电路，这些逻辑电路包括定时器、32 位乘法器、电源管理模块（Pow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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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PMM）、通用串行接口（Universal Serial Interface，USCI）和直接存储器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DMA）模块。它有一些冗余的行单元和列单元可替换有缺陷的单元，还有
一个用于写入失败的纠错码（Error Correction Code，ECC）电路。

图 2-22

非易失性 65KB RAM/ROM 通用（2T+1MTJ）SpinRAM MCU 的框图。来源：参考
文献 [27]

为了消除通过存储器总线的备份和恢复开销，使用了 4 096 个非易失性磁触发器（Magnetic Flip-Flop，MFF）来捕获 CPU 的上下文。通过两条指令，软件可以灵活地备份和恢复
数据到 MFF。Vcc 为 1.8～3.3V，由 DC/DC 转换器提供 1V 内部电源。MCU 支持三种低功耗
模式：待机模式、电源门控模式和睡眠模式。在待机模式下，所有内核保持接通且主时钟被
门控，导致 117μW 漏电流。在电源门控模式下，关闭所有内核时消耗 1.6μW。在睡眠模式
下，DC/DC 转换器关闭，静态功率为零。
赛普拉斯、TI 和麻省理工学院于 2014 年 1 月讨论了一个类似的数字系统，该系统在开
和关之间没有区别，计算状态存储在 NV 逻辑元件中 [28]。该系统旨在利用采集的能量运行而无
须重启。采用 130nm CMOS 技术来设计非易失性 D 触发器（nonvolatile D-Flip-Flop，nvDFF）。
nvDFF 已集成到 ASIC 设计流程中。
用一个电源管理单元作为测试用例探讨了非易失性 FIR 滤波器的性能，该电源管理单元
自动保存并恢复 1 个 1 位的能量可用性指示器的状态。验证了当功率循环间隔在 4.8μs 至 1
天的范围内时操作的正确性。保存 - 恢复之间的往返功率为 3.4pJ/nvDFF。对嵌入式系统应
用程序进行测量，以验证每分钟 10 个部件（parts per minute，ppm）的故障率。
非易失性处理的设计操作说明如图 2-23 所示，其中显示了 VDD 与时间的关系曲线。该
系统利用不可预测的能量采集间歇来执行有用的计算。在间歇期间，数据被保留。

2.5.3

用于非易失性逻辑阵列的 RRAM 处理器

许多 SoC 的功耗主要由嵌入式存储器和状态寄存器的泄漏功耗决定。通过将电源缩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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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阈值范围或甚至进入亚阈值范围，可以减少漏电流和有源功耗。低功耗存储器有助于减
少泄漏。RRAM 是非易失性的，因此具有低待机功耗并且可以在低电压下操作。2014 年 11
月，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EPFL 讨论了基于低电压 RRAM 的非易失性触发器（nonvolatile FlipFlop，nvFF）设计中的能量和可靠性权衡 [29]。在该研究中，RRAM nvFF 针对低电压和亚阈
值范围内的操作进行了优化。采用 180nm CMOS 工艺，兼容电压为 2V，低电流兼容性为
10μA。
对三种低压 nvFF 电路的功耗和可靠性进行了评价。使用具有两个互补编程 RRAM 器
件的拓扑结构。蒙特卡罗模拟用于确定参数变化，并在低至 400 mV 的亚阈值范围内确认
RRAM 器件的数据恢复操作。最小能量是在接近电压阈值（Voltage Threshold，Vt）时的读取
操作，总读写能量为 735fJ。非易失性触发器的框图如图 2-24 所示。这是一个传统的主从触
发器，具有写寄存器和读寄存器。

图 2-23

使用 nvDFF 的能量采集型系统中的 VDD

图 2-24

与计算时间的关系，显示了散布于计算中

传统的主从非易失性触发器。来源：
参考文献 [29]

的数据保留的时间。来源：参考文献 [28]

RRAM 可用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以及 nvFF。
2014 年 12 月，CEA 和 LETI Minatec 讨论了用于 FPGA 和 nvFF 的 RRAM[30]。在 FPGA 中，用
RRAM 替换 SRAM 节省了面积，因为 RRAM 的单元尺寸小于 SRAM 的单元尺寸，并且非易
失性可以抑制待机功耗。在操作期间，通过 RRAM 的漏电流取决于高电阻状态（High Resistance State，HRS）值。因此，建议使用特定类型的 RRAM 使操作漏电流最小化，该 RRAM
具有双层电解质叠层的导电桥 RAM（Conductive Bridge RAM，CBRAM）和大于 10 的电阻
比（高电阻状态除以低电阻状态）。电阻比也称为 ON/OFF 电流比。CBRAM 由嵌入 Ag 电极
和 W 插头之间的双层固体电解质 HfO2 和 GeS2 制成。
在诸如 nvFF 的固定逻辑电路中使用 RRAM 允许零待机泄漏和快速电源 ON/OFF 操作。
对 nvFF 中 RRAM 的要求是：耐久性、低工作电压和快速 ON/OFF 操作。也可以使用 HfO2/
Ti 金属氧化物 RRAM 单元（OxRAM），它在 1V 时的开关时间小于 10ns，耐久性高达 108 个
周期。该 OxRAM 的活性层是 TiN 和 Ti/TiN 电极之间的 HfO2。截面示意图如图 2-25 所示。
图 2-25a 显示了 OxRAM 堆栈，图 2-25b 显示了带有 GeS2 和 HfO2/GeS2 电解质的 CBRAM 堆
栈，具有 Ag 顶部电极和 W 底部电极。具有大存储窗口的器件（如 HfO2/GeS2 CBRAM）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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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提供高密度、低泄漏单元。具有低电压、短切换时间和高耐久性的电池（例如 HfO2/Ti
OxRAM）可实现固定逻辑的快速切换。

图 2-25

OxRAM 堆栈和具有 GeS2 和 HfO2/GeS2 电解质的 CBRAM 堆栈的示意图。来源：
参考文献 [30]

通常使用两个非易失性存储器件和一个 6T SRAM 来构造非易失性 SRAM（nonvolatile
SRAM，nvSRAM）。2015 年 6 月，一些台湾的实验室和大学讨论了基于 RRAM 的 7T1R 非
易失性 SRAM[31]。对于频繁关闭和即时启动应用，nvSRAM 的存储能量减少到原来的 1/2，
恢复能量减少到原来的 1/94。通过仅使用单个 RRAM 设备而不是通常使用的两个 RRAM 设
备来减少存储能量。此外，通过使用脉冲重写方法在恢复操作期间抑制 DC 短路电流。7T1R
nvSRAM 单元的电路原理图如图 2-26 所示。

图 2-26

7T1R nvSRAM 的 3D 电路原理图。来源：参考文献 [31]

通过使用不同初始化方法，可以获得一个较高的恢复率。与先前的 nvSRAM 相比，这种
初始化和重写 7T1R nvSRAM 的方法将盈亏平衡时间提高了 6 倍。在 90nm CMOS 工艺中，
使用 HfOx RRAM 制造了 16K 位 7T1R nvSRAM。在 SRAM 模式下，读操作与 6T SRAM 相
同。CVDD 线的分离允许向 VDDQ 和 VDDQB 施加不同的电压以改善写余量。
2016 年 2 月，清华大学、NTHU 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讨论了采用 65nm RRAM
的非易失性处理器，采用自适应数据保留和自写终止时，恢复时间缩短到原来的 1/6，时钟
频率提高了 4 倍 [32]。处理器使用具有 RRAM 的自适应非易失性触发器、代码存储 RRAM
宏 和使用 RRAM 的自适应 nvSRAM。采用 RRAM 的非易失性处理器的系统架构如图 2-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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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 RRAM 的 NV 处理器的系统架构。来源：参考文献 [32]

基于 65nm 全逻辑兼容 RRAM 的非易失性处理器（NonVolatile Processor，NVP）实现了
时间和空间自适应数据保留。集成了具有自写终止（Self-Write Termination，SWT）的一个
nvSRAM 宏，以提高时钟频率并减少存储的能耗。自适应保持使 RRAM 写入耐久性为 106～
1012 个周期，足以满足大多数应用。NVP 以 100MHz 运行，以 20ns/0.45J 的速度进行能量恢复。
恢复时间减少到原来的 1/6，恢复能量减少到原来的 1/6 000，时钟频率比以前的设计高了 4 倍。
2014 年 10 月，Grenoble Alpes 大学描述了一种基于 OxRAM 的脉冲锁存器 [33]。非易失
性扫描触发器的原理图如图 2-28 所示。操作模式包括存储和恢复。该器件采用 28nm CMOS
全耗尽 SOI（Fully Depleted SOI，FDSOI）技术制造。它使用非易失性触发器（nonvolatile
Flip-Flop，nvFF），从而为物联网（IoT）的新兴连接设备提供超低待机功耗设计，可满足物
联网设备使用电池或采集能源运行。在触发器中包含非易失性触发器可以消除睡眠模式下的
功耗，同时保持系统状态。为了提供超宽电压范围，nvFF 设计为基于 OxRAM 的脉冲锁存
器，与常规触发器相连。非易失性的增加切断了触发器的泄漏，但使用了 63 pJ 的数据存储
和恢复。这增加了不到 15% 的延迟。

图 2-28

非易失性扫描触发器示意图。来源：参考文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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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存储器传感器标签的通信协议

2.6.1

射频识别标签

从仓库库存到高速路上的汽车，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标签
用于识别和跟踪所有事物 [34]。为了增加使用量，RFID 标签必须是低功率和低成本的。为了
使用智能 RFID 标签（其中包含具有嵌入式存储器的 SoC），应用程序需要快速访问和非易失
性可重编程。例如，通过记录自动化制造的阶段，RFID 标签可以在保持控制的同时降低自
动化制造的成本。它们可用于零售业的昂贵库存和大型集装箱的跟踪。RFID 还用于门禁控
制、支付系统、自动抄表系统等。
零售业中的 RFID 标签是无处不在的通用产品代码（Universal Product Code，UPC）条形
码（该条形码适用于大多数零售产品）的升级，并且可能随着成本的下降而取代它们。虽然
UPC 是只读存储器（ROM），但 RFID 芯片有可能成为读或写存储器，即 ROM、可编程只读
存储器（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PROM）或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able Read Only Memory，EEPROM）。RFID 标签可以感应耦合，包括金属
线圈和由 RFID 读取器产生的磁场供电的天线，它会在标签中产生电流。它也可以使用导电
墨水而不是金属线圈电容来实现耦合，以传输数据。
RFID 标签可以是无源的，半无源的或有源的。它们都由微芯片和天线组成。无源 RFID
标签依赖于读取器的电源，可以在 20 英尺（1 英尺 = 0.304 8 米）以外读取。
有源和半无源标签包含电池。数据存储在 RFID 标签芯片中。当芯片的天线从 RFID 读
取器的天线接收到信号时，标签使用其天线将无线电波信号发送回读取器。芯片用于发送信
号的功率可以来自内部电池，也可以来自读取器电磁场的能量采集。有源和半有源标签可以
广播 850～950MHz 的高频，可以从 100 英尺或更远的距离进行读取。可以使用额外的电池
来增加标签的范围。高频 RFID 标签（诸如智能卡中的 RFID 标签）具有 3 英尺或更小的范
围。可以使用其他信号增强设备。例如，交通监控器包括自动收费，通常使用固定在汽车挡
风玻璃上的 RFID 标签。挡风玻璃增强了信号，这些信号由电力驱动的读取器读取，并且可
达大约 12 米的范围。
要使用 RFID 标签，必须为其分配一个唯一的标识符，最终可能有数万亿的设备均需要
标识符。通常采用电子产品代码（Electronic Product Code，EPC）标识符，其中包含 96 位信
息。存储在 RFID 芯片中的信息通常用产品标记语言（Product Markup Language，PML）进
行编写。现今，要想 RFID 标签被普遍接受，还需要降低标签和读取器的成本。RFID 标签
中的处理器可以是具有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的传统硅 MCU，但仍需要降低成本。已经开
发出包括 MCU 和存储器的 RFID 标签电路的塑料印刷 R2R 处理技术，并且有望最终降低
RFID 标签的成本。然而，印刷电路的性能还未能达到硅电路的性能。

2.6.2

近场通信

近场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是一种短距离无线通信协议，它使用 RF
信令并实现电子设备之间的通信，这些电子设备要么一起进行触摸操作，要么在几厘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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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通常小于 4 厘米），允许在扫描仪前移动设备。NFC 设备将 RF 信号和 MCU 与主
机接口电路和存储器相结合。NFC 协议简化了蓝牙或 Wi-Fi 设备的配对。主机接口可以是
38.4kbps 通用异步接收器 / 发送器（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UART）或
1Mbps 串行端口。
NFC 标签允许日常物品与智能设备（如手机和其他移动终端）交互。2015 年 2 月，松下
展示了旗下的 NFC 标签平台 [35]。这些标签 IC 使用低功耗、快速非易失性 FeRAM 以及具有
标准化加密和认证的安全数据传输。它们与 NFC 兼容的移动终端兼容。该 NFC 芯片标签集
成了 RF、信号调理、主机接口电路和一个表面贴装封装的 4k 位嵌入式 FeRAM。应用包括：
家用电器、医疗保健系统、可穿戴医疗设备、电子纸、智能钥匙和智能电表。与在 1MHz 下
具有 2mA 电流的 EEPROM 相比，FeRAM 具有 10 年的数据保持和 1Hz 时的 0.33mA 电流。
64 字节的写入速度为 154μs，优于 EEPROM 的 7.6ms。
RFID 芯片可以具有 EPC 接口以及 NFC 接口。EPC 类似于条形码，在使用 RFID 标签
时充当零售库存的标识符。EM Microelectronics 于 2015 年 4 月宣布了一个完全集成的双频
RFID 芯片 [36]，具有 NFC 3 型接口和 EPC Gen2V2 RF 接口。该电路旨在支持零售物流和库
存控制的 EPC 功能，以及与消费者直接沟通以进行营销、广告和产品注册。该芯片具有通用
的可重写存储区、唯一的 ID 以及安全功能。它还具有 NFC 或 EPC 的双接口存储器访问，以
及超过 2Kb 的用户数据。
使用 NFC 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护照，它有一个具有嵌入式闪存处理器的芯片，其具有
NFC 功能，当封面打开时可以进行读取。图 2-29 显示了美国护照的封面，其中显示了 NFC
芯片的位置。护照使用了一个 RFID 芯片，使用 NFC 扫描仪读取。因为护照封面内嵌有金属
护罩，所以只有在护照打开时才能阅读。
标签可以是无源的也可以是有源的。无源标
签从询问读卡器接口收集能量，而有源标签具有
本地电源。NXP 于 2016 年 2 月推出了一个 NFC
标签系列，用于智能家居应用。这些标签将无源
NFC 接口和接触式 I2C 接口与非易失性存储器
结合在一起 [37]。该标签可以实现零功率与密码
保护、来自两个接口的完全内存访问以及用于防
止克隆的原创签名。第二代产品的数据传输性能
是第一代产品的四倍，并且与前几代产品向后兼
容。它具有直通模式，具有 64 字节 SRAM 缓冲
区、1 912 位 EEPROM 用 户 存 储 器、32 位 密 码

NFC 芯片

保护、NFC Type 2 标签和 7B 序列号。原创签名
基于椭圆曲线加密进行身份验证。它利用 NFC
场的能量采集来为外部设备供电。工作温度范围
图 2-29 美国护照封面图片，显示了 NFC 芯片
为 -40～+105℃。
位置。照片由 B. Prince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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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基于蓝牙的信标和传感器节点

蓝牙是使用 2.4GHz 无线链路来安全传输数据的标准协议。它被用于电子设备之间的短
距离、低功率和低成本无线传输。标准蓝牙的范围为 1～100m，具有点对点拓扑，而蓝牙智
能的范围为 10～100m，具有点对点星形拓扑。蓝牙可用于智能零售信标，智能零售信标可
识别附近购物者的移动设备，并将信息传输给目标购物者。使用智能手机与零售信标交互的
购物者如图 2-30 所示。

图 2-30

零售信标与个人购物者智能手机交互的图示

可以对这些信标进行预编程，以响应特定的用户配置文件。据报道，梅西百货商店已配
备了蓝牙信标 [38]。2014 年 9 月，它们扩大了低能耗信标的使用，包括所有商店的几个部门。
这些信标使得，对系统中的购物者，可根据他们在商店中的位置，在商店中接收折扣优惠券
和奖励。信标的另一个可能应用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它可以检测用户并传送附近展品的有关
有趣信息。传输标准可能包括一个确定的传输范围，以避免各个信标之间的干扰。
2014 年 12 月，EM Microelectronics 发布了蓝牙信标芯片的照片 [39]。这是一个硬币大小
的信标，平均电流低于 25μA，信标中包含的单个 CR2032 纽扣电池大约可供电 12 个月。信
标使用 EMM 超低功耗 MCU。0.9V 8 位 RISC 闪存 MCU 包含了 5～16KB 闪存 EEPROM 和
一个微型天线，该天线可通过先进的智能手机在 75m 外检测到信标。坚固的封装使其适用于
户外音乐节、体育赛事和竞技场。
2012 年 6 月，Nordic Semiconductor 推出了一款早期的低能耗蓝牙兼容芯片 [40]。这种基
于闪存的多协议蓝牙 2.4GHz RF SoC 是作为适用于健身和医疗保健可穿戴传感器等应用的一
个单芯片解决方案。它包括 256KB 的嵌入式闪存和 16kB 的 RAM。外设包括：SPI、双线、
ADC。电源范围为 1.8～3.6V。它包括一个用于 3V 纽扣电池的 DC/DC 转换器。包含的完整
的蓝牙协议栈以及 2.4GHz RF 协议、128KB 闪存和 10kB 的 SRAM 可用于应用程序代码。
2015 年 8 月，Silicon Labs 推出了一个用于物联网设计的蓝牙模块。该蓝牙模块旨在通
过在其设计中添加“即插即用”蓝牙，帮助开发人员降低开发成本，并提高合规性 [41]。该模
块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市场获准使用。这些模块预装了蓝牙 4.1 兼容的软件堆栈，并
且可以现场升级到蓝牙 4.2 或更高版本。
东芝于 2015 年 11 月发布了两款支持蓝牙低功耗（Low Energy，LE）4.1 版本通信的蓝
牙 IC[42]。一个标签集成了内置闪存 ROM，另一个标签支持闪存 ROM 和 NFC Forum Type 3
标签，可用于点对点通信。后一种器件包括一个闪存 ROM 用于存储用户程序和数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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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内部 SRAM 作为用户程序区（64KB）来执行各种应用程序。通过触摸另一个支持 NFC
的移动设备，该芯片的 NFC 标签可轻松实现蓝牙点对点的配对和电源 ON/OFF 功能。因此，
内置闪存 ROM 无须外部 EEPROM，并且减少了外部元件数量和 PCB 尺寸。NFC 标签由小
型纽扣电池供电。
预计这些设备将简化蓝牙 LE 通信在小型设备（如可穿戴医疗设备、传感器和玩具）上的
应用。典型蓝牙 LE type 3 标签的特性如图 2-31 所示。通信采用的是 212kbps/424kbps 的 NFC
Type 3 标签。安全由三重 DES 消息认证码（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MAC）相互识别。

图 2-31

典型蓝牙 LE type 3 标签的特性。来源：参考文献 [42]

各种应用程序都逐步加入了蓝牙连接功能，例如联网家庭、可穿戴设备、遥控器、婴儿
监视器、信标、电子货架标签、音频设备扬声器、健康和健身设备以及销售点设备。图 2-32
是一个无线蓝牙音箱的照片。

图 2-32

无线蓝牙音箱。照片由 B. Prince 提供

2016 年 2 月，Silicon Labs 宣 布 推 出 一 款 旨 在 支 持 这 些 应 用 的 SoC 系 列 [43]。 这 些 蓝
牙 SoC 在峰值接收模式下消耗 8.7mA，在峰值发射模式下功率为 0dBm 时消耗 8.8mA，在
-30～+19.5dBm 的输出功率时提供 -94dBm 的灵敏度。40MHz RISC 处理器具有强大的浮点
和 DSP 功能。它在工作模式下消耗电流为 63μA/MHz。集成的硬件加密加速器允许以最小的
CPU 干预实现因特网安全协议的自动加密和解密。
2015 年 12 月，意法半导体推出了另一款 MCU[44]，可用于可穿戴设备、物联网设备、
传感器集线器、楼宇自动化、个人医疗设备和智能手机。该 MCU 包括一个 125 DMIPS 的
RISC 内核，100MHz 的 EEMBC CoreMark 分值为 339。加速器有助于将动态功率降至 89μA/
MHz，STOP 电流为 6μA。通信方式包括 NFC、蓝牙或 IEEE 802.15.4 无线电。这些器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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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4～128KB 的 闪 存 和 32KB 的 SRAM。RUN 模 式 允 许 关 闭 闪 存 以 节 省 功 耗。 为 了 节 省
功耗，可以在 CPU 和闪存保持关闭的同时将传感器数据直接捕获到 SRAM 中。它有六个定
时器，包括电机控制和 32bit/100MHz 定时器。通信端口包括：SPI、I2C、I2S、USART 和
ISO7816 接口以及一个 12 位的 DAC。

2.6.4

具有 Wi-Fi 的物联网设备

在物联网设计中，可以设计 Wi-Fi 平台帮助其增加超低功耗远程连接。笔记本电脑、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联网设备均支持 Wi-Fi，因此 Wi-Fi 可用于设备到云或设备到设备
的连接。2015 年 11 月，TI 讨论了使用低于 1GHz 无线 MCU 的超低功耗 Wi-Fi 平台 [45]。该
无线 MCU 可为以下应用提供 20 年的电池寿命：建筑和工厂自动化、报警和安全、智能电网
和无线传感器网络。该芯片具有一个集成的 RISC MCU 传感器控制器、低功耗模式和 0.6μA
睡眠电流。使用纽扣电池并具有最高可达 128KB 的嵌入式闪存，无线灵敏度可覆盖从全建
筑到超过 20 公里的全市范围。无线 MCU 可在各种 ISM 频段中运行。通信协议包括：蓝牙、
Wi-Fi、ZigBee 等。
Silicon Labs 于 2016 年 2 月 讨 论 了 一 种 用 于 物 联 网（IoT） 应 用 的 即 插 即 用 Wi-Fi 模
块 [46]。该模块具有良好的 RF 性能，占地面积小，易于应用开发，上市时间快。它包括：
2.4GHz 802.11 无线电、集成天线、全球认证、MCU、嵌入式 Wi-Fi 堆栈和各种互联网协议。
通过集成 802.11 无线电、天线、MCU 和 Wi-Fi 堆栈，降低了开发风险，加快了产品上市速
度。该模块可用于为下列设备添加 Wi-Fi，包括工业 M2M 系统、无线传感器、遥控器、恒
温器、联网家用产品、汽车信息娱乐系统、销售点设备以及健身和医疗设备。该模块包括一
个脚本语言来开发和托管终端应用程序。它可以在网络协同处理器模式下运行，使主机控制
器能够处理应用程序任务。该模块通常可实现高达 300～500m 的连接，并具有 2.4GHz 收发
器、集成高效芯片天线以及外设（包括：UART、I2C、SPI 和 USB）。Wi-Fi 协议栈包括用于
云集成的协议。为运行终端应用程序的外部 MCU 提供了专用主机接口。
无线 Wi-Fi 路由器是执行路由器功能以及无线接入点功能的设备。它可以提供对 Internet
或私人计算机网络的访问。办公室 Wi-Fi 路由器如图 2-33 所示。

图 2-33

Memor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办公室使用的办公室 Wi-Fi 路由器。照片由 B. Prince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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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Silicon Labs 讨论了一种嵌入式闪存的无线 SoC[47]。该无线 SoC 集成了一
个 RISC 处理器、一个输出功率高达 19.5dBm 的 2.4GHz 无线电和硬件加密技术。该设计包
括用于网状网络的 Thread 和 ZigBee 堆栈，用于专有协议的无线电接口软件，用于点对点连
接的蓝牙，以及用于简化无线开发、配置、调试和低能耗设计的工具。无线产品组合包括针
对物联网优化的多协议 SoC 的三种选择：一种具有宽输出功率和范围；一种具有用于网状网
络的 ZigBee 和 Thread 连接；另一种为不同应用提供灵活的专有无线协议选项。
在单芯片无线 SoC 中具有多协议 2.4GHz RF 收发器，具有高达 256KB 的闪存和高达
32KB 的 RAM。能量模式包括：可快速唤醒的睡眠转换，这是一个在 MCU 内核睡眠时自动
启用低功耗外设的系统。MCU 包括浮点功能，在工作模式下消耗为 63μA/MHz。它集成了
软件可编程的功率放大器，并提供可扩展的输出功率，范围是 -30～+19.5dBm，适用于需要
远程连接的应用。
为了安全起见，该设备具有内置的硬件加密加速器，可以最小化 CPU 干预，提供快
速、高效、自动的因特网安全协议加密和解密。片上加速器支持的算法有 128 位或 256 位密
钥 AES、椭圆曲线加密、安全散列算法（Secure Hash Algorithm，SHA-1）及其后续 SHA224/256。硬件加密技术使开发人员能够比仅使用软件的技术更有效地满足不断发展的物联网
安全要求。

2.6.5

具有 USB 连接功能的物联网设备

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USB）接口是一种快速串行总线技术，允许将电子
设备连接到计算机。USB 闪存驱动器是用于数据存储的闪存，具有内置的 USB 接口。USB
端口是 1996 年推出的，所有 USB 端口都提供 5V 电压。USB2 可以提供高达 100mA 的电流，
而 USB3 可以提供 150～900mA 的电流。
Silicon Labs 于 2015 年 5 月推出了一款 MCU，可为各种物联网应用提供 USB 连接，包
括：智能电表、家庭和楼宇自动化、报警和安全系统、智能配件和可穿戴设备 [48]。这款 32
位 MCU 基于 RISC 内核、低能耗外设和一系列存储器选项。它有一个能量管理系统，有五
种能量模式，从活动模式到深度睡眠模式。在深度睡眠模式下，MCU 具有 0.9μA 的待机电
流，具有 32.8kHz RTC、RAM/CPU 状态保持、欠压检测器和上电复位电路。在 24MHz 时
有源功耗降至 130μA/MHz，使用素数算法读取字代码。待机模式下唤醒时间为 2μs。片上外
设包括：模拟比较器、电源电压比较器、片上温度传感器、可编程电流 DAC（programmable
current DAC，IDAC）和 12 位 ADC，在 1MHz 采样率下具有 350μA 电流消耗。片上 AES 加
密允许为智能电表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等物联网应用提供安全的无线连接。该芯片通过使用全
速 USB PHY、片上稳压器和电阻器消除了许多的分立器件。
已经推出了具有 USB 连接的物联网设备用于远程控制和恒温器等应用。2016 年 2 月，
Silicon Labs 推出了面向物联网的 8 位 MCU 产品组合，其中包括低功耗电容式触控和 USB 连
接 [49]。其中一款 MCU 的速度高达 48MHz，闪存大小为 8～64KB，可用于高端个人医疗设
备、遥控器和恒温器。它们具有高精度内部振荡器、时钟恢复电路、全速 USB 收发器以及
片上电池充电器检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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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单线连接

单线连接的优点是可以将封装上的引脚最小化，从而减小封装的大小。2015 年 8 月，
Atmel 面向物联网和其他市场推出了一款 2 引脚、自供电的单线串行 EEPROM[50]。该器件通
过数据引脚上的寄生功率方法实现自供电。它只需要一个数据引脚和一个接地引脚，从而消
除了对外部电源的要求。它有一个用于识别的即插即用的 64 位序列号。该器件的超低功耗
要求，在 25℃时，待机电流为 700nA，写入电流为 200μA，读取电流为 80μA。电源方案消除
了对外部电容器和整流器的需要。该器件具有很高的写入耐久性，每个存储器的位允许超过一
百万个周期。该设备针对物联网应用，包括智能健身、医疗保健设备和消耗品等可穿戴设备。
这些器件遵循 I2C 协议，允许从现有 EEPROM 进行低开销迁移，并能够在同一总线上
连接多达 8 个器件。该器件具有安全寄存器，其具有 64 位工厂编程的序列号、用户可编程的
16 字节和可永久锁定的 EEPROM 存储器用于库存跟踪和资产标记的唯一序列号。数据可以
被永久保护。该器件支持不同的低电压电池要求，包括采用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的 1.7～3.6V 和
2.7～4.5V 的低电压应用。

2.6.7

ZigBee 接口

ZigBee 是一种标准接口，具有网状拓扑结构，范围为 10～100m。它的最大数据速率是
2.4GHz 时的 250kbit/s[51]。它旨在作为通信协议用于创建具有低功耗数字无线电的个人局域
网，用于诸如家庭自动化和医疗设备数据收集之类的应用。它是一种低功耗、低数据率、近
距离、个人局域无线网，比蓝牙和 Wi-Fi 更简单。

2.6.8

ANT 接口

ANT 是一种专有接口，功率为 0dBm 时的有效范围为 30m。它是一种自适应同步网络技
术，可确保与其他 ANT 设备共存。每次传输都发生在规定频带内的无干扰时隙中。每个消
息的传输时间不到 150μs，允许将单个信道划分为多个时隙 [52]。

2.7

可穿戴医疗设备

2.7.1

可穿戴医疗设备概述

由于全球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便携式医疗系统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这些便
携式系统需要大容量、高性能存储器，但电池操作必须具有低功耗。该应用的可穿戴电子部
件包括用于医疗、健身和健康的设备，例如步进跟踪、心率和血压监测器、血糖监测器、胰
岛素泵、助听器等。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智能连接可穿戴设备的供应商将需要具有简单基本
功能的低功耗平台，包括：简单的用户界面、用于数据收集的嵌入式处理和用于环境跟踪的
传感器。便携式医疗系统应用还包括以下设备：微型医疗传感器、便携式数据记录设备、医
疗和药品跟踪，以及可植入医疗设备，如除颤器和起搏器。图 2-34 是可穿戴医疗设备的无线
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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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医疗供应商和监视器的医疗设备的无线网络

便携式医疗设备有望使用嵌入式 EEPROM 和闪存以及快速访问、低功耗非易失性新兴
存储器（如 FeRAM、导电桥（Conductive Bridge，CB）RAM 和 MRAM）。为这些设备供电
将需要持久的电池或能量采集系统。这些设备将需要联网到医疗监视系统和需要物联网通信
设备网络的医疗人员。
这些便携式联网医疗设备预计将越来越多地用于老年人，联合国估计现今这一数字为 9
亿，其中发达国家为 2.5 亿，发展中国家为 6.5 亿 [53]。到 2025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长到
12 亿。随着全球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这些价值更高的便携式医疗和跟踪设备可能为快速、
低功耗非易失性存储器提供另一个巨大的市场。

2.7.2

使用 FeRAM 存储器的微型助听器

与 EEPROM 相比，1T1C FeRAM 存储器的写入速度快、功耗低，使其成为电池供电医
疗设备（如助听器）的不二选择。2013 年 3 月，富士通美国推出了 1Mb 和 2Mb FeRAM 存储
器 [54]。这些部件用于微型医疗设备，比 EEPROM 具有更快的写入速度，并消除了噪声。与
同等容量的 EEPROM 相比，它们在写程序时消耗的电量少了 92%，写程序的速度是前者的
920 倍。电池寿命持续时间长，耐久性超过 1012 次写入周期。在系统中，与使用 EEPROM
或 SRAM 外加电池的存储器解决方案相比，这种单芯片解决方案减小了元件数量、电池尺
寸、成本、占用空间和功耗。在电源关闭时，非易失性 FeRAM 的快速随机访问允许保留更
多数据。

2.7.3

使用 CB-RAM 存储器的人体传感器节点平台

人体传感器节点（Body Sensor Node，BSN）网络需要在系统中没有电池的条件下，利用
采集到的能量进行低功耗操作。低功耗非易失性存储器对于这些系统的长期运行至关重要。
2013 年 6 月，Adesto 和弗吉尼亚大学讨论了嵌入在 BSN 处理平台中的 CB-RAM 宏 [55]。该
器件工作电压低至 600mV（写入）和 300mV（读取）。这实现了低能量操作，以及与低能量
数字系统的兼容性。消除了 EEPROM 所需的充电泵。与闪存相比，存储器宏允许写入能量
减少到原来的 1/100，写入操作低至 0.6V，这与无线人体传感器网络中使用的其他超低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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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兼容。无线节点和人体传感器需要在 1V 以下电压进行工作。
两个 CB-RAM 宏嵌入在以亚阈值电压运行的
SoC 中，为人体传感器节点提供了数字平台，以处
理 ECG、EEG 和 EMG 信 号。 该 架 构 包 括 可 编 程
RISC 处理器、定制的节点控制器、用于心率提取
的 DMA 和加速器，以及心房颤动检测。CB-RAM
充当指令和数据存储器。在断电一天后，芯片仍可
正常运行。这证实了低压阵列的存储和操作具有非
易失性。图 2-35 显示了与 BSN 数字平台集成的两
个 64Kb 宏的模具排位图。

2.7.4

以存储为主使用 MRAM 的医疗保健
系统

在系统中，如果内存带宽利用率低，STT-MRAM

图 2-35

可以比同等的 SRAM 使用更少的能量。2013 年 11

与 BSN 数字平台集成的两个 64Kb
宏的模具排位图。来源：参考文献 [55]

月，神户大学和 LEAP 公司讨论了一款 65nm 单电源供电的 8Mb STT-MRAM，其具有无工
艺变异性的感测放大器，可用于在不常用的接入平台（如医疗保健系统）中替代 SRAM，并
具有最小的能耗 [56]。读出放大器使用升压栅极 NMOS 和负电阻 PMOS 作为负载。这些操作
可以最大化所有工序中的读数范围。
STT-MRAM 在 0.38V 下 的 周 期 时 间 为 1.9μs（0.526MHz）。 在 0.38V 时， 工 作 功 率 为
6.15μW，VDD = 0.44V 时每次访问的最小能量为 3.89 pJ/bit。65nm CMOS 测试芯片的特性
包括：标称电压为 1.2V，工作电压 VDD 为 0.38～0.6V，工作频率为 0.526～5 000MHz。
如果存储器带宽的利用率为 14% 或更低，则发现 STT-MRAM 比类似的 SRAM 使用更
少的能量，这意味着 STT-MRAM 更适用于不活跃的应用，诸如医疗保健系统或传感器网络。
然而，如果将提出的 STT-MRAM 和 LV SRAM 的能耗进行比较，并且在 0.5V 的工作电压下
读 访 问 与 写 访 问 的 比 率 是 50:50， 则 STT-MRAM 的 能 耗 比 SRAM 大 3.03 倍。STT-MRAM
单元尺寸为 0.203mm2，与 SRAM 单元尺寸相比更具有优势。

2.7.5

具有 NFC 和嵌入式 eFeRAM 存储器的可穿戴生物监测

2013 年 6 月，神户大学和欧姆龙医疗集团讨论了一种低功耗可穿戴生物信号监测系统，
该系统通过近场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与智能手机进行通信 [57]。NFC 可以
随时使用智能手机方便地检查生命体征。该系统包括：电池、电极、三轴加速度计 IC、NFC
标签 IC 和具有嵌入式 FeRAM 的生物信号处理器 LSI。
生物信号处理器 LSI 采用 130nm CMOS 制造。它包括：心率监测电路、32KB 铁电 RAM，
加速度计接口和 NFC 接口。对以 320kHz 和 3.0V 电源运行的日志应用程序，该系统功率为
38.1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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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的目标是通过监测日常生活中老年人的生命信号和身体活动来实现移动健康。该
可穿戴系统可记录瞬时心率、加速度以及身体活动，可估计运动强度。影响可用性的关键因
素是小型化和轻量化。电池的质量和功耗的降低也至关重要。生物信号处理器 LSI 的框图如
图 2-36 所示，显示了其中嵌入的 32KB 数据 FeRAM。

图 2-36

生物信号处理器 LSI 示意图。来源：参考文献 [57]

虽然无线收发器消耗的系统功耗最大，但与蓝牙或 ZigBee 相比，NFC 的待机功耗较小。
无须手动配置通信链路，即可启用 NFC 的通信。由于通信范围短，NFC 具有高安全性。

2.7.6

使用 FeRAM 并配备 ECG 处理器的可穿戴医疗保健系统

2013 年 9 月，神户大学、罗姆大学、欧姆龙大学和 JST CREST 大学讨论了一种用于可
穿戴医疗保健系统的 ECG 处理器 [58]。该系统包括：电池、ECG 处理器、加速度计 IC、近场
通信（NFC）天线和 NFC 标签 IC，如图 2-37 所示。该系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或其他电子读
取器 / 写入器访问，使用 NFC 与智能手机握手。
影响可穿戴系统可用性的关键因素包括：小型化和轻量化。因为可穿戴式心电图（Electro
Cardio Graph，ECG）监视器中的电极靠得很近，噪声会影响它的性能。当用户处于活动状
态时，需要一个模拟前端来消减噪声。电池容量与电池重量有关，而电池重量又受系统功耗
的影响。如果功耗低，则可以减小电池重量。与蓝牙或 ZigBee 相比，NFC 的待机功耗非常
低。当使用无源 NFC 标签时，读取器 / 写入器消耗的是有源通信能量。
ECG 处理器包括：一个模拟前端、一个 12 位 ADC、一个瞬时心率监视器（Instantaneous
Heart-Rate Monitor，IHR）、一个 32 位 RISC 处理器内核和一个 64KB FeRAM。ECG 处理器
芯片如图 2-38 所示。该芯片采用 130nm CMOS 技术。宏包括：2V 数字 64KB SRAM 和 3.0V
64KB FeRAM，面积为 0.9mm2。MCU 频率为 24MHz。其他模块以 32kHz 运行。ADC 具有 12
位分辨率。心率记录应用的总芯片电流为 12.7μA。
心率监测器采用了一种短时自相关算法，在噪声条件下提高了心率检测精度。瞬时心率
是用于心脏病检测、心率变异分析和运动强度估计的重要生物信号。ECG 处理器芯片的心
率记录应用消耗 13.7μA。ECG 处理器的框图如图 2-39 所示，其中显示了具有 64KB Fe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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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缓冲区。2014 年 11 月，神户大学、Rohm 和欧姆龙进一步讨论了这一可穿戴医疗保
健系统，其中使用了嵌入式 64KB FeRAM 数据缓冲器的噪声容限 ECG 处理器 [59]。可穿戴系
统的尺寸和重量约束限制了电池容量和生物信号的信噪比。

图 2-37

可 穿 戴 医 疗 保 健 系 统， 包 括 ECG
处理器、加速度计 IC、NFC 天线、

图 2-38

具有 64KB FeRAM 的 ECG 处理器芯
片示意图。来源：参考文献 [58]

NFC 标签 IC。来源：参考文献 [58]

图 2-39

具有 64KB FeRAM 的 ECG 处理器框图。来源：参考文献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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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Kobe 和 Rohm 讨论了医疗器械的“常关型”技术。应用重点是日常生活
监测和 ECG 处理器。该系统使用 FeRAM 和近场通信（NFC）进行常关数据记录和数据保留。
可穿戴系统可用性的限制是小型化和轻量化 [60]。这意味着必须减少电池重量，降低功耗。
“常关型”技术的可穿戴生物信号监测系统，可用于降低功耗。
可穿戴式生物信号监测系统可以长期获取瞬时心率数据和加速度值。使用三轴加速度计
对身体活动进行分类。根据心电图 R 波来计算瞬时心率，进行心脏病检测、心率变异分析
和运动强度估计。为了降低功耗，开发研制了可穿戴无线 ECG 遥测系统 LSI 以及信号芯片
ECG 监测系统 LSI。可佩戴 ECG 监视器上的功耗和电极距离的约束，使得它们在受试者移
动时对噪声敏感。

2.8

低功耗电池供电的医疗设备和系统

2.8.1

低功耗电池供电医疗设备概述

因为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便携式医疗系统的市场也在不断增长。这需要大容
量存储器和低功耗电池操作。各种便携式医疗设备系统的特性在图 2-40 的表格中进行了总结。

图 2-40

各种便携式健康监视器闪存 MCU 的特性，包括非易失性存储器和电气特性

目前，有许多供应商和开发人员在便携式健康监测中使用闪存 MCU。详细信息将在后
续两个部分中介绍。大多数使用嵌入式 EEPROM 和 eFlash 的 RISC 处理器，eFlash 容量范
围为 64～128KB。耐久性通常为 105 个周期。工作电流范围为 35～110μA/MHz。待机电流
范围为 50nA～40μA。嵌入式新兴存储器的供应商和开发人员，针对便携式健康监视器，可
提供嵌入式 FeRAM、RRAM 和 CB-RAM。

2.8.2

使用 eFlash 的低功耗电池供电医疗设备

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开发了大量低功耗电池供电的医疗设备。其中许多使用嵌入式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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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这些宏已经在各代工厂中可用，可以嵌入到 SoC 中以及商业上可用的 RISC 内核中。许
多代工厂还为低功耗应用程序引入了嵌入式闪存宏。
NXP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宣布将在新加坡的半导体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格芯）采用
一种 40nm 低功耗工艺，采用嵌入式 NVM 用于物联网应用 [61]。预计 2016 年将在 300mm 晶
圆上量产，用于具有嵌入式闪存的 MCU，适用于 ID、近场通信（NFC）和医疗保健等应用。
2014 年 9 月，台积电宣布推出面向物联网和可穿戴设备的超低功耗（ULtralow Power，
ULP）平台，包括 55nm、40nm 和 28nm 超低功耗工艺，并提供低至 16nm 的鳍式场效应晶
体管（FinFET）超低功耗工艺 [62]。为了应用于物联网，RF 和 eFlash 存储器采用 180～40nm
ULP 技术。ULP 流程中提供逻辑 IP 和库，2015 年计划的流程设计低至 28ns。集成了无线电、
eFlash 以及 ARM 公司的节能型 RISC CPU。Cadence 提供了低功耗混合信号设计流程。富士
通表示对 28nm ULP 技术平台感兴趣，而 Nordic Semiconductor 表示它已选择 55nm ULP 工
艺用于超低功耗 RF SoC。与之前的低功耗产品相比，TSMC ULP 工艺有望将工作电压降低
20%～30%，从而降低有功功耗和待机功耗。
东芝在 2015 年 7 月讨论了一种闪存使用的单多晶硅 130nm 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该
技术嵌入在 65nm 逻辑工艺中 [63]。台湾联华电子有限公司采用这一工艺，旨在面向低功耗
物联网市场，用于可穿戴设备和医疗相关设备。联华电子还为 MCU 提供了采用 65nm 逻辑
工艺的第三代分离栅极嵌入式存储器，与传统双多晶硅堆叠嵌入式存储器相比，其功耗降
至约 60%。此外，针对短距离无线产品，包括 NFC 控制器和非接触式卡片，开发研制了蓝
牙低功耗宏模式。对于低成本应用，将提供 NVM 嵌入式工艺，使用单多晶硅多次可编程
（MultiTime-Programmable，MTP）单元，该单元旨在 130nm 逻辑工艺上运行。该工艺限制了
传统嵌入式闪存的掩模图案光刻中增加的工艺步骤。
许多具有嵌入式闪存的芯片已经被用于健康设备。NXP 于 2012 年 6 月推出了一种具有
USB 连接功能的芯片，用于血糖仪等健康设备 [64]。这款 32 位 RISC MCU 具有高达 4KB 的
EEPROM、12KB 的 SRAM 和 128KB 的 eFlash，以及 256 字节的擦除扇区。电池供电时，有
功功耗降至 110μA/MHz。采用了 USB 2.0 协议。葡萄糖测定仪的图示见图 2-41。

图 2-41

商业可穿戴式血糖仪图示

对于健康和健身应用以及消费者和人机界面控制，TI 于 2012 年 9 月发布了一个套件，
允许工程师使用 RISC MCU 进行设计，浮点工作频率高达 80MHz[65]。MCU 包括 64KB 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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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105 个写入 / 擦除周期、两个 12 位 ADC 及多达 27 个定时器。
TowerJazz 于 2012 年 11 月讨论了一种带有超低功耗闪存的电离辐射传感器 [66]。该传
感器通过测量暴露在辐射后闪存单元的累积阈值电压（Vt）偏移来完成感测，旨在用于无源
RFID 辐射测量系统。它以非常低的功耗工作，并且在曝光期间不需要电源。
Microchip Technology 公司于 2013 年 2 月推出了用于电池供电的配件和传感器设备，包
括智能电表和健康监控器 [67]。这些器件提供高达 8M bit 的存储器，采用商用嵌入式闪存技
术制造，包括一个分栅 NOR 嵌入式闪存，其中采用了厚氧化物隧道注入。这些部件的工作
电压范围为 2.3～3.6V。内存被划分为统一的 4KB 扇区、32KB 和 64KB 块，为同一存储器
块中的程序和数据代码提供无缝分区。扇区和块的擦除时间可达 18ms，整个芯片的擦除可
在 35ms 内完成。写入时间为 7μs。耐久性为 105 个周期，数据保留期超过 100 年。有源读取
电流在 80MHz 时的典型值为 10mA，待机电流通常为 10μA。
对于在便携式医疗设备上安装小电池的应用，如健身追踪器和血糖仪，意法半导体公司
在 2014 年 2 月讨论了一种超低功耗闪存 MCU[68]。该器件包括了 32MHz RISC 内核、功耗为
40μA 的 100ksps ADC 和 无 晶 体 USBFS 2.0[68]。ADC 在 100ksps 时 消 耗 40μA， 在 1.14Msps
时消耗 200μA，因此纽扣电池可以保证健身追踪器在两年内可正常运行。所使用的 CMOS
技术提供嵌入式 EEPROM，在 25～125℃的温度范围内具有较低的变化。它包含高达 64KB
的闪存和 2KB 的嵌入式 EEPROM。图 2-42 显示了蓝牙无线健身追踪器。这款健身手环可以
获取心率读数，通过测量深度睡眠、浅层睡眠和 REM 睡眠来自动跟踪睡眠状况，并具有活
动跟踪功能。可以通过蓝牙与智能手机通信。

图 2-42

蓝牙无线健身追踪器，用于获取心率读数、自动跟踪睡眠和跟踪步伐。照片由 B.
Prince 提供

德州仪器于 2015 年 6 月讨论了用于可穿戴健康和健身应用的 NFC 传感器应答器标签的
设计 [69]。该标签将 TI MCU 内核与符合 ISO15693 标准的 NFC 接口相结合，实现了无线通
信。它被优化为在没有电池或单电池模式的情况下可完全无源工作。它集成了模拟和数字传
感器接口，使其适用于可穿戴应用。它可用于按需或定期采集数据。
TomTom Spark GPS 健身手表包含一款基于 ARM 的 Atmel 智能 RISC MCU，Atmel 在
2015 年 11 月发表了该芯片 [70]，它包含了 eFlash 和其他芯片，以及用于控制触摸界面的软件
库。在 GPS 模式下，这款超低功耗 MCU 有助于将健身手表的电池寿命延长至 10 小时。基
于 ARM 的智能节能 RISC MCU 的运行速度高达 300MHz，嵌入式闪存高达 2MB。功能包
括：USART、SPI、I2C、12 位 ADC 和 DAC，以及单个数字 IO（Single Digital IO，SDIO）。
针对小型封装中对性能和功效提出较高要求的应用，该 MCU 进行了优化。集成在芯片上的
有：ADC、EEPROM 存储器和欠压检测器，可以在没有外部元件的情况下构建应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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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供闪存和片上调试。该芯片可在 0.7V 电压下工作。
2015 年 9 月，东芝发布了一种用于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的应用处理器，计划于 2016 年初
投产 [71]。该设备可支持多个外部传感器，并提供了一个利用蓝牙的扩展集线器功能的通信环
境。该设备包括一个蓝牙 v4.1 控制器和处理器，可以从外部传感器捕获数据，这些传感器由
各种 I/O 连接，如 I2C、UART、SPI 和 ADC。它还包括用于保存数据的闪存。IoT 设备所需
的多个感测目标的数据处理和存储都可以同时执行。该设备还可以用作采集、处理和存储数
据的蓝牙集线器。
该处理器具有低功耗设计特性，可以随处理器频率改变电源电压。此功能可用于需要长
时间运行的可穿戴产品。支持的软件算法包括：活动监测和 ECG 监测。这意味着它为可穿
戴系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物联网的通信功能、存储器和处理器集成在一个封
装中。
针 对 需 要 活 动 和 环 境 监 控 并 由 电 池 供 电 的 应 用 所 需 要 的 下 一 代 可 穿 戴 物 联 网 设 备，
Atmel 于 2016 年 1 月推出了一个超低功耗平台 [72]。它包括基于 ARM 的节能型 RISC 处理器
以及 Atmel 设计的蓝牙智能模块，该模块在睡眠模式下的有源功率低至 35μA/MHz，电流为
200nA。它采用 2.2mm×2.1mm 晶圆级芯片封装，允许设计人员为连接的物联网和可穿戴应
用构建超小型工业设计。整个平台采用 30mm×40mm 外形尺寸，包括：MCU、蓝牙模块、
电容式触摸界面、安全解决方案、完整的软件平台、实时操作系统、6 轴“ Smart Hub ”运动
传感器和 BME280 环境传感器。该平台可以由简单的纽扣电池供电。
Silicon Lab 于 2016 年 2 月推出了用于个人医疗设备和可穿戴设备的物联网 8 位 MCU
产 品 组 合 [73]。 它 包 括 低 功 耗 电 容 式 触 摸 控 制 和 USB 连 接。 低 能 耗 8 位 器 件 提 供 50nA 的
睡眠模式功耗，具有全存储器保持和欠压检测，以及 2μs 的唤醒时间。内核速度可扩展至
25MHz，闪存大小范围为 2～64KB。它包括一个片上电池充电器检测模块。该设备旨在为个
人医疗设备和可穿戴设备添加 USB 连接。
2016 年 8 月，Nordic Semiconductor 讨论了用于跟踪身体活动、睡眠质量、呼吸模式和
压力水平的腕式监护仪 [74,75]，并为自我改善提供了可行的建议。该设备使用了低能量 SoC，
使用蓝牙无线连接自动与智能手机同步。基于 ARM 的 32 位 RISC 内核芯片采用 64MHz 频
率，带有 2.4GHz 多协议蓝牙 4.2ANT 无线电，RX 灵敏度为 -96dB。它有 512KB 的嵌入式
闪存和 64KB 的 SRAM。它支持长达 5 天的连续生物识别感测，可实现锂离子电池充电后的
重新连接。2.4GHz 无线电具有 5.5mA 的峰值 RX/TX 电流和一个 CoreMark/mA 分值为 90 的
全自动电源管理系统。它还具有用于“触摸配对（touch-to-pair）”通信的片上 NFC 标签。

2.8.3

使用嵌入式新兴存储器的低功耗电池供电医疗设备

使用新兴存储器类型（如 RRAM，CB-RAM）的嵌入式存储器的低功耗电池供电的医疗
设备已经被研发并上市。2013 年 8 月，松下开始生产一系列 8 位 MCU[76]，其中采用嵌入式
RRAM 替代了闪存。目标应用是需要低功耗操作的应用，例如传感器和便携式医疗保健设
备。RRAM 使用 Ta2O5 来控制钽层沉积期间的氧化物密度和缺陷。通过在成形过程中保持电
流恒定，在长丝中获得均匀性，使得最后形成的长丝很均匀。均匀的长丝确保了稳定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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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过对电流的优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写操作时细丝减少的水平，以保证数据的保留。
具 有 嵌 入 式 RRAM 的 MCU 在 低 至 0.9V 的 电 压
下工作，允许低功耗运行。使用 3V 电源时，待机
电流为 60nA，实时时钟操作期间的工作电流为
200nA。与具有 eFlash 的类似 MCU 相比，功耗约
为 一 半。 在 类 似 的 eFlash MCU 中， 写 入 电 压 为
2.7V，写入速度为 30μs/ 字节，而在具有嵌入式
RRAM 的 MCU 中，写入电压为 1.8V，写入速度为
3μs/ 字节。重写周期耐久性为 105 个周期。RRAM
安装在后端进程中，因此可用于各种进程节点。 图 2-43

具 有 嵌 入 式 RRAM 的 闪 存 MCU 的

RRAM 特性如图 2-43 所示。

特性，适用于低功耗电池供电的便携

2013 年 10 月，Adesto Technologies 公司和 Nor-

式医疗设备。来源：参考文献 [76]

dion 公司（商业伽马辐照系统的制造商）讨论了 Adesto CB-RAM 非易失性存储器的伽马辐
照耐受性 [77]。测试将标准封装的 CB-RAM 暴露于高达 5Mrad 的剂量，显示出 CB-RAM 对 γ
辐射的免疫力。由于伽马辐射是一种常规的消毒方法，用于消毒一次性医疗设备的微生物净
化，因此该结果为 CB-RAM 技术打开了医疗应用和其他需要无菌存储器元件的应用。
Adesto 于 2014 年 8 月宣布推出一系列耐消毒低能耗 CB-RAM 产品，用于可穿戴医疗设
备 [78]。已经证明了即使置于医疗装置制造中的灭菌处理会带来的高温和辐射下，这些设备也
可以保持数据。应用包括：可穿戴电子设备、整形外科、智能注射器、智能样品容器和手术
设备，以及 RFID 生物材料跟踪、药物递送和胶囊内窥镜检查等应用领域。
Adesto 于 2015 年 11 月宣布推出一系列采用导电桥 RAM（Conductive Bridge RAM，CBRAM）
技术的 1.65～4.4V 串行闪存，用于物联网（IoT）应用 [79]。这种存储器的密度可达 4Mb，可
以与可穿戴无线传感器配合使用。它具有深度省电状态、有源中断和扩展的电压范围。它可
与锂聚合物电池一起使用，无须添加电路。2016 年 2 月，Adesto 公司介绍了采用 130nm 工
艺制造的 SPI 接口的 CBRAM 芯片的功耗 [80]。内核电压为 1V，写入电压为 2.5V。功耗低至
一个小电容就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将 32 字节的数据写入 CBRAM。读取 500Kb/s 的数据的能耗
为 10μW 或 10pJ/bit。

2.8.4

医疗系统的安全性

对于切实可行的物联网应用来说，安全性至关重要，特别是用于医疗系统的芯片。具有
嵌入式闪存的 MCU 的硬件安全性有望满足支付应用和可穿戴设备等应用领域的安全需求。
Microchip Technology 于 2015 年 8 月发布了一系列极低功耗的 MCU，其中集成了一个
硬件加密引擎，具有可用于安全密钥存储的 OTP 和 RAM 选项，还包括了高达 256KB 的闪
存 [81]。它还可以直接驱动分段 LCD 显示器。具有实时更新功能的双分区闪存允许设备保存
两个独立的软件应用程序。它还允许从一个分区执行应用程序代码的同时对另一个分区进行
编程。这一特性使该芯片适用于需要安全的数据传输和存储以及较长电池寿命的应用，例如
工业和医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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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法半导体于 2015 年 11 月推出了一系列的安全 MCU。这些器件包括高达 2MB 的 40nm
嵌入式闪存程序存储器、快速时钟速度以及基于 ARM 的 32 位安全内核处理器的快速嵌入式
加密加速器 [82]。针对安全软件和系统，该 MCU 的硬件架构为其 CPU、内存和总线提供了多
种强大的故障保护机制。预计它将满足安全领域的需求（如支付应用和可穿戴消费设备）以
及工厂自动化和汽车车载通信中的 M2M 通信。外围设备具有安全的数据加密标准算法和支
持公钥算法的加密处理器。2MB 的 eFlash 允许设备托管其他应用程序。
2013 年 10 月， 高 性 能 微 电 子 研 究 所（Institute for High Performance Microelectronics，
IHP）描述了一种传感器节点加密处理器，用于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83]。无线
传感器网络由几个随机部署的传感器节点组成，这些节点依赖于非常有限的电力资源。所使
用的 SoC 是具有硬件加密加速器的混合信号处理器，用于网络中的安全通信。系统架构将
异步处理器内核与同步外设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系统低功耗运行。该芯片集成了 1 个 12 位
ADC 和 1 个 64KB 扇区嵌入式闪存。系统安全性的提高是以增加芯片面积和待机功耗为代价
的。预计随后将包括数控振荡器，作为降低芯片总功率的一个选项。
Silicon Labs 于 2015 年 12 月发布了一款 MCU，它结合了硬件加密引擎、低功耗模式、
片上 DC-DC 转换器和可扩展内存容量，用于可穿戴健康和健身设备等物联网应用 [84]。该 MCU
满足了为物联网连接设备配备安全技术的需求。在 CPU 干预最少的条件下，加密引擎为因
特网安全协议（如 TSL/SSL）提供了自动加密和解密。加密加速器支持 128 位或 256 位密钥
的 AES 和椭圆曲线加密等算法。硬件加密技术比仅使用软件的技术更有效地满足不断发展
的物联网安全要求。这些 MCU 具有增强的外设反射系统，允许低功耗外设在 MCU 内核休
眠时自主运行。这允许连接的设备休眠更长时间，从而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活动模式电
流为 63μA/MHz，睡眠模式电流范围为 1.4μA～30nA。超快速唤醒 / 休眠转换可最大限度地
降低能耗。该 MCU 还集成了高效率的 DC-DC 降压型转换器。该片上转换器能够提供总计
200mA 的电流，除了为 MCU 供电之外，还可以为其他系统组件提供电源。可扩展的内存选
项包括高达 256KB 的闪存和 32KB 的 SRAM。

2.9

汽车网络应用

2.9.1

汽车应用概述

汽车仍然是最大的闪存 MCU 应用之一。随着更复杂的应用程序代码的不断增加，嵌入
式闪存的容量也在不断增加，其功能也在不断增加，并有可能根据个人喜好进行定制。例
如，在汽车应用中，动态驾驶员模式可以让驾驶员在经济性、舒适性或运动性驾驶模式之间
进行选择，这需要增加动力传动系统 MCU 管理的存储容量。
影响应用（如汽车）的复杂性的另一个因素是要求不同的子系统能够共享信息以做出更
好的实时决策。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ADAS）的发展
就是这个概念的一个例子。汽车内不同子系统的互连，正在推动控制 MCU 中对闪存的容量
需求。对数据记录的需求也在迅速增加汽车中嵌入式闪存的数量。当电力中断或发生碰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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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时，里程表读数、关键传感器读数、碰撞日志和黑匣子机器状态等信息会立即写入数据闪
存。汽车的可使用寿命接近 15～20 年，存储在数据闪存中的 EEPROM 数据集需要 50 万次
或更多次更新。这意味着需要 512KB 或更大容量的高耐久性数据闪存。高性能汽车传动系
统 MCU 具有高带宽闪存，可满足十分苛刻的发动机控制应用。嵌入式 28nm 闪存产品有望
将 16～32MB 的闪存集成到汽车 MCU 中，以支持传动系统和 ADAS 解决方案。
具有嵌入式闪存的 MCU 在汽车应用中至关重要，可用于复杂的实时控制，从而实现更
高的燃油效率、更高的安全性和更高的连接性。eFlash 需要高密度、快速随机读取访问。对
汽车中 eFlash 的要求是操作安全性和数据可靠性，特别是在高温下可靠的编程 / 擦除。汽车
具有严格的运行、环境和可靠性的要求。
在 2016 年以后，由半导体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制造的汽车 IC 包括了基于 22nm FDSOI、嵌入式 MRAM 和 5G 无线通信的处理器 [85]。对于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每辆
汽车需要的摄像头多达 5 个，图像处理器必须足够快，才能够对汽车路径上的物体做出即时
反应。格罗方德希望采用 FD-SOI 技术来改善射频电路的线性度和插入损耗。用于发动机盖
下应用的汽车 MCU 必须在 125～150℃甚至更宽的结温范围环境下可靠运行。发动机盖下的
应用包括：动力系统、车身和安全系统。对于 55nm 体硅技术，这些高温导致的泄漏约为总
功率的 30%，因为在 CMOS 中，泄漏随温度呈指数增加，而在 22nm FD-SOI 上，由于芯片
缩小，泄漏会减少。28nm 或 22nm 的汽车技术需要高 k 电介质，而不是其他代工厂使用的替
代栅极或栅极技术。对于舱内系统，例如信息娱乐系统，温度要求较低。图 2-44 显示了用于
最近公布的各种汽车应用的闪存 MCU 的一些例子，以及 MCU 的类型和预期嵌入 MCU 中的
闪存数量。本节将讨论汽车闪存 MCU 的这些例子以及其他例子。

图 2-44

汽车应用、典型 MCU、应用中典型嵌入式 NVM 容量以及这些应用中使用的嵌入
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的类型

本节的其余部分将详细介绍最近为汽车应用程序引入的各种闪存 MCU，以说明该应用
程序的特性。汽车的电子控制系统意味着许多闪存 MCU 已经在汽车上使用。嵌入式闪存用
于控制程序代码存储和临时数据存储，为程序更新和改进控制提供了灵活性。
瑞萨电子在 2016 年 1 月讨论了汽车系统对 eFlash 的需求 [86]。其中包括：发动机盖下应用
要求操作和数据保持结温高达 170℃，针对高端闪存 MCU 要求随机读取访问吞吐量。需要超
过 100MHz 的随机读取访问频率对发动机进行实时控制，从而实现更高的燃油效率和高级驾驶
员辅助系统（ADAS）。这意味着对于高级汽车应用程序来说，闪存的快速错误校正能力是必需
的。由于错误校正码（ECC）和奇偶校验检查会降低操作速度，因此它们不适用于高级汽车应
用程序。这种更高的数据可靠性需要通过存储器单元本身和非常精确的读出电路来实现。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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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闪存 MCU 中对高速数据处理的要求需要通过高速 CMOS 逻辑电路和嵌入式闪存的集成来
实现，并且在保证逻辑 CMOS 晶体管的性能和存储器单元的可靠性之间取得平衡是很重要的。
汽车中的 ADAS 系统包括：多个摄像头和雷达系统。有雷达系统的汽车示例如图 2-45
所示 [87]。这些超声波系统可用于超声停车辅助和盲点检测。自动雷达传感器可用于交叉路口
警报、车道变换辅助、备用的辅助功能、侧面碰撞检测和紧急制动，以及自适应巡航控制。

图 2-45

汽车雷达系统中典型 ADAS 系统概念的图示。来源：参考文献 [87]

汽 车 中 的 新 应 用 程 序 增 加 了 eFlash 的 新 需 求。 例 如， 可 以 通 过 无 线 通 信 和 空 中 下 载
（Over-The-Air，OTA）进行内部程序更新。对于无线通信，现场编程中的低电磁干扰噪声是必
要的，因为无线通信可能受到各种噪声源的影响，包括在 eFlash 中电荷泵产生的工作噪声。
在全自动驾驶汽车普及之前，预计 ADAS 将具备许多功能。这些系统将需要改变当前
汽车控制系统的架构。如今，汽车通常拥有 50 多个电子控制单元（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CU），可以管理汽车性能和行为的许多方面 [88]。ADAS 功能所需的日益复杂的控制器将需
要更高的计算性能和连接性，以及更高级别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区别于 ADAS，未来的控制
系统—最终的自动驾驶汽车如图 2-46 所示。对最低级别的复杂程度来说，将需要先进的环
境感知，这将需要超声波、雷达、激光雷达和相机 / 视觉系统。下一个复杂程度需要识别设
备和分类系统。更加复杂的系统需要进行计算和决策，然后驱动程序通知和系统自动控制响
应。汽车中的响应系统处于再下一级别的复杂程度，包括：制动控制系统、底盘控制（如气
囊激活）、转向控制（如响应车道识别）和动力系统控制（如主动防撞）。
最初，这些系统将是驾驶员警报系统，然后是驾驶辅助系统，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将会是
自动驾驶系统。自动驾驶汽车将是 ADAS 的终极目标。

2.9.2

早期的高级汽车驾驶员辅助系统

早期的汽车控制系统包括车头灯控制、电子制动和防滑制动等功能。此类系统的示例如
图 2-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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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能的用于 ADAS 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控制系统。来源：参考文献 [88]

图 2-47

早期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的示例

早期的汽车控制系统在 21 世纪初就已经研制出来了。瑞萨电子于 2012 年 10 月推出了
用于两轮车仪表控制的 MCU。这款 16 位 MCU 专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市场的两轮车和价格
低廉的四轮车所设计 [89]。目的是在空间有限的地方用电表取代机械仪表。它包括了 256KB 的
片上闪存和 LCD 面板显示功能。里程表数据可以保存在芯片上，因此可以省去外部 EEPROM。
包括 1～4 个步进电机控制器 / 驱动器通道以及一个声音发生器。
早期还开发研制了汽车车身应用控制器。2012 年 9 月，瑞萨电子宣布推出用于汽车车身
应用的 32 位 MCU[90]。40nm 芯片具有 256KB～8MB 的片上闪存。采用了 MONOS eFlash 技
术，降低了功耗，MCU 的功耗为 0.5mA/MHz。本地互联网络（LIN）与数据加密功能都集成
在片上。MCU 内核可以在 80MHz 下运行，适用于空调控制和 LED 头灯控制等应用。嵌入
式闪存旨在存储指令和数据。每个模块（64 字节）的擦写次数超过 125 000 次，这使它在许
多情况下可以替代外部 EEPROM。
电子制动也是早期的驾驶员辅助系统。2012 年 11 月，飞思卡尔宣布推出具有两对冗余
内核的四核 MCU，用于先进的电子制动系统 [91]。该芯片采用了 Continental 的故障恢复技术，
包含了 4.75MB 闪存、256KB SRAM 和 Continental 的故障安全技术。该 MCU 采用 55nm 制造
技术。
驾驶员辅助系统包括电动助力转向和防滑控制。用于这些系统的 MCU 芯片组于 2012 年
10 月由德州仪器（TI）公司推出。该芯片组包括一个带 ARM RISC 内核的安全 MCU，采用
了最高可达 1.23MB 闪存，工作频率为 80～180MHz[92]。它还包括一个多轨安全电源管理 IC
和一个安全电机驱动器。这些芯片形成了一个安全电机控制芯片组，用于故障检测和缓解。
目标应用包括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电动助力转向、防滑控制和其他驾驶员辅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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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泊车原型是 2013 年的福特汽车推出的一款可全自动泊车的汽车。市面上已经有了
辅助平行停车的主动停车辅助系统。正在开发避障系统，主动探测道路上的物体并向驾驶员
发出警告。
2014 年 10 月 21 日，TI 发布了一系列信息娱乐处理器，增加了 ADAS 信号处理功能 [93]。
1.4GHz DSP 具 有 额 外 的 USB、 视 频 输 入 和 PCLe 接 口。 另 一 种 DSP 内 核 具 有 1.4GHz 信 号
处理性能，可动态地将多个镜头拼合成一个视图。增加的 DSP 性能还包括音频和语音处理以
及语音识别。这些处理器包括一个 ARM RISC 内核，能够支持多达四个 1080P 显示器和四个
1080P 视频和摄像头输入。可以连接高清显示器和百万像素摄像头。视频、音频和双向 I2C 控
制信号可以通过单根双绞线电缆同时传输。为实现与 SoC 的无缝运行，设计了电源管理 IC。

2.9.3

最近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2016 年 1 月，NXP 宣布推出单芯片汽车雷达传感器 [94]。这款 77GHz 雷达收发器芯片可
提供周围驾驶环境有关的精确数据。它体积小巧，使其可以近乎隐形地安装在汽车的任意位
置，且其功耗比传统雷达芯片产品低 40%。应用包括：紧急制动、自适应巡航控制、盲点监
测、交叉交通警示、行人保护系统和自动停车。为了获得 360 度视图，需要许多雷达传感器
以获得稳健的高分辨率。后续工程包括单芯片汽车雷达 SoC，其中可能包括雷达传感器。
半导体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在 2016 年 3 月瞄准了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计
划开发基于 22nm 全耗尽 SOI（Fully Depleted SOI，FD-SOI）、嵌入式 MRAM 和 5G 无线通
信电路的更快处理器的汽车 IC[95]。汽车上的这些 ADAS 系统需要在每辆车上安装雷达或多
达 5 个摄像头，图像处理器必须足够快，以便瞬间对路径中的物体做出反应。格罗方德希望
FD-SOI 技术能够改善射频电路的线性度和插入损耗。

2.9.4

汽车导航和定位

汽车导航的卫星定位系统已经被开发研制出来了。2014 年 1 月，意法半导体宣布推出
Teseo Ⅲ单芯片定位产品系列 [96]。这些芯片能够接收来自多个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包括中
国的北斗、美国的 GPS、欧洲的伽利略、俄罗斯的 GLONASS 和日本的 QZSS。该芯片创造
了最先进的定位精度，并利用 STM 的传感器融合技术，专为汽车航位推算和辅助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而开发。通过在芯片中添加中国的北
斗卫星跟踪功能，Teseo Ⅲ提高了亚洲乃至全球的准确度和定位精度。它可用于车载和海上
导航系统和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它在城市、乡村和山区均具有良好的准确性。Teseo Ⅲ在单
个芯片上整合射频单元（RF）、数字控制器和闪存，可同时追踪多个不同的卫星定位系统，即
使是在卫星能见度受阻的区域，也可为目标应用提供优异的定位准确度。它具有很高的室内
灵敏度。预计 Teseo Ⅲ将于 2014 年第一季度开始提供样品。
包括 RFID 自动识别系统在内的自动道路接入已经成为现实。虽然最初的标签使用电池
供电的无线电发射器，但新标签包括带有按钮大小的微芯片的黏性贴纸和一个使用了挡风玻
璃作为一部分天线的反射天线系统。将贴纸放在挡风玻璃上后再将其移除会将芯片与天线分
开，从而使标签无效，有助于防止欺诈。挡风玻璃提供了放大效果，如果标签没有安装在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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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上，效果会显著降低。虽然休斯敦的系统使用的是美国航空运输协会（ATA）通信协议，
其他系统也使用 eGo 和 SeGo 协议，这些标签和 ANSI 的 256-2001 和 ISO 10374 一样都能识
别。915MHz 扫描仪范围是 9.6m。915MHz RFID 标签包括一个 2014 位读 / 写无源存储器。

2.9.5

发动机盖下的应用

传动系统等发动机盖下的汽车应用需要非易失性存储器。由于 NOR 闪存的高温可靠性、
20 年数据保留以及 30ns 以下的随机读取访问时间，因此常被用于代码和数据的存储。2013
年 9 月，英飞凌和慕尼黑工业大学讨论了 65nm eFlash 宏，用于发动机盖下的汽车应用 [97]。
NOR 闪存用于快速读取访问。读吞吐量为 5.7GB/s，写吞吐量为 1.4MB/s。高读取吞吐率使
用了一个多电压域的多路复用器，允许低电压的读取路径。它还使用了一个本地接地的参考
读取电路，其中使用了时域源端读出放大器。这允许在超过 30mV 系统噪声的情况下，以低
于 50mV 的低电压进行摆动读取操作，从而实现高速读出。多晶硅 eFlash 单元允许以低于
5μs 的低电流写入，从而实现高达 170℃的结温（junction temperature，Tj）的写入吞吐量。
4MB eFlash 宏采用 65nm 工艺制造。阵列被分成两个存储体，每个 2MB。为了实现高读
取吞吐量，每个存储体都有自己的读取路径，使用
280 个读出放大器，可以并行读取。模拟模块具有电
荷泵和参考电路。分级位线架构用于减少 RC 延迟。
为了减少字线的 RC 延迟，每个存储体的存储器阵列
被分成两个 1MB 的区块，每个区块之间有字线驱动
器。该宏使用具有专用选择晶体管和存储晶体管的
热源三重多晶硅电池，允许快速写入。内存宏的功 图 2-48 汽车动力传动系统应用程序内存
能如图 2-48 所示。

宏的特性。来源：参考文献 [97]

2014 年 4 月，飞思卡尔（现为 NXP）宣布推出符合 AEC-Q100 标准的电池传感器，采用
CAN 协议，用于任务关键型汽车应用 [98]。该器件在单个封装中具有一个 16/32 位 MCU 和一个
CAN 协议模块。集成的 16/32 位 S12Z MCU 具有 128KB 闪存、8KB SRAM 和 4KB EEPROM。
该部件测量了关键电池参数，支持 12V 铅酸电池、14V 锂离子电池组、高压电池接线盒和 24V
卡车电池。对电池提出额外需求的新功能包括：启停功能、再生制动和智能交流发电机控制。
具有嵌入式闪存的闪存 MCU 在汽车应用中至关重要，可用于复杂的实时控制，从而实
现更高的燃油效率、更高的安全性和更高的连接性。eFlash 需要高密度、快速的随机读取访
问。汽车中 eFlash 的要求是操作安全性和数据可靠性，特别是高温下可靠的编程 / 擦除。
汽车动力传动系统控制应用需要高性能的 CPU 来帮助提高燃油效率，高速的网络功能
以容纳更多传感器，增强的安全性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并确保安全。2016 年 4 月，瑞萨电
子推出了一款用于汽车传动系统控制的 32 位 MCU[99]。该装置旨在满足不断提高的燃油效率
目标，通过优化点火和燃油喷射时间以及处理性能，满足发动机控制系统适应更高水平计算
的需求。MCU 内核在结温为 150℃、工作频率为 320MHz 时，改善了内存访问延迟。它为传
感器和 CAN FD5 使用了新的单边半字节传输（Single Edge Nibble Transmission，SENT）数
字通信标准，可以容纳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量，目前传感器最多可达 50 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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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引入智能加密单元硬件安全模块，改进了安全功能，该模块提供了诸如数据加密、密码消
息认证以及随机数生成之类的功能。

2.9.6

用于发动机盖下应用的 MONOS 存储器

瑞萨电子在 2015 年 4 月讨论了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盖下应用的处理器，该处理器使用了
金属氧化氮氧化硅（Metal Oxide-Nitride Oxide Semiconductor，MONOS）的电荷捕获闪存，
可以承受应用所要求的高温条件 [100]。普通汽车中使用了超过 100 个闪存 MCU，用于各种车
辆控制，如底盘、安全、车身和动力传动系统。燃气发动机控制是动力系统中的高温应用，
需要在结温（Tj）为 160℃时进行大量程序存储器的计算。图 2-49 显示了随时间发展的汽车
MCU 的工作频率、瑞萨电子嵌入式 MONOS 闪存宏的频率，以及浮栅闪存的工作频率估算值。

图 2-49

采用 MONOS 和浮栅闪存的汽车 MCU 的工作频率。来源：参考文献 [100]

2016 年 2 月，瑞萨电子讨论了一种 90nm 1T-MONOS 闪存，它在 175℃的高结温下实现了
超过 1 亿次编程 / 擦除（P/E）周期，重写能量为 0.07mJ/8KB[101]。1T-MONOS 闪存技术可与
CMOS 和 DRAM 一起使用。闪存技术将使闪存能够成功添加到汽车模拟设备中，从而提高性
能和可靠性。特别是，随着每辆车配备的电子控制单元（Electronic Control Unit，ECU）数
量的不断增加，汽车控制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使 ECU 更轻、更节能已成为重要问题。
在散热器、水泵、车辆空调系统中使用的大量紧凑型电动机产生了机械和电气元件的一
致需求。因此，在汽车模拟设备和控制 CPU 设备上增加闪存的技术非常重要。高循环耐久
性允许应用程序在实际现场使用时利用高频采样进行自动校准或状态记录。P/E 操作的电流
消耗为 98μA。当车辆的发动机被防空转系统停止时，空转程序的擦除管理单元允许闪存来
控制重写。这样就可以终止激活闪存控制的 CPU 和 SRAM，并将空闲状态的功耗降低 99%。
28nm SG-MONOS 嵌入式闪存的代码和数据闪存特性如图 2-50 所示。存储器单元尺寸为
0.053μm2，芯片的工作温度为 -40～+170℃的结温。
摩托车也需要满足车用温度的 MRAM。2015 年 5 月，Everspin 宣布其 MRAM 符合 BMW
1000 RR 赛车的环保要求 [102]。推出了一系列符合 AEC-Q100 认证的 MRAM 产品，可用于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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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应用。该部件用于 BMW Motorrad Motorsport 发动机控制单元—RSM5，用于存储在比
赛期间控制摩托车的校准数据。

图 2-50

2.9.7

28nm SG-MONOS 嵌入式闪存的代码和数据闪存特性

汽车信息娱乐系统

用于汽车信息娱乐系统的设备需要高速接口、快速处理器内核以及大容量的嵌入式 SRAM
和 NV 存储器。2014 年 10 月，Atmel 发布了采用 ARM RISC 内核的一系列 MCU 产品 [103]。这
些器件运行频率高达 300MHz，具有 384KB 的 SRAM 作为系统存储器和高达 2MB 的片上闪
存。以太网 AVB 和媒体 LB 外设使它们适用于汽车连接和音频应用。这些产品还可以用于其
他应用程序，如物联网（IoT）和可穿戴设备。这些器件包括 USB OTG 连接功能和高速 USB
PHY 接口。该系列产品提供了以太网 AVB 支持和媒体 LB 可与 Cortex-M7 DSP 相结合，以
实现联网信息娱乐和音频应用。
其他用于汽车信息娱乐系统的设备还包括具有视频图形功能的 MCU。2016 年 3 月，赛
普拉斯半导体公司讨论了其汽车 MCU 系列的扩展产品 [104]。该 MCU 包括高端图形功能。新
型 MCU 为紧凑车型提供了低成本的 2D/3D 图像引擎，以及汽车仪表板、平视显示器和 HVAC
系统的增强功能。早在 2014 年 10 月就发布了针对中型车的 2D/3D 图形 MCU 系列 [105]。赛
普拉斯的图形引擎可节省更多的内存，提供更多的安全功能和丰富的图像能力，而无须外部
视频 RAM。这一新系列包括：ARM RISC 处理器内核、1MB 嵌入式闪存、1MB 内部视频
RAM、增强型安全硬件扩展以及允许与其他 HyperBus 存储器连接的 HyperBus 接口。这些
产品与其前代产品引脚兼容，客户拥有灵活选择性，无须修改电路板即可升级。该芯片还包
括一个包含 16 位音频 DAC 和多通道混合器的先进音响系统。

2.9.8

安全汽车

预计到 2020 年，公路上的 1.5～2.5 亿辆联网汽车将通过安全 MCU 芯片来保证其安全性。
2016 年 2 月，意法半导体宣布推出防篡改 MCU，该产品符合汽车应用的要求，可保护数据隐
私和系统完整性 [106]。互联网连接将为车辆带来许多服务，例如软件更新、服务包、基于位置
的信息、社交媒体、流媒体娱乐内容和紧急支持。该 MCU 符合汽车质量标准 AEC-Q100。
由硬件实现的不可更改的附加安全性允许用作嵌入式安全元件。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车辆的
强大安全性将实现汽车共享。该部件具有 1280KB 的片上用户闪存，用于管理与多个蜂窝网
络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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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汽车车身处理器

汽车中的车身控制器包括门模块、座椅模块和中央车身控制等应用。这些车身处理器包
括安全气囊控制器（如新型汽车 55nm 32 位 MCU SoC），专为入门级汽车安全的关键应用而
设计 [106]。该芯片支持汽车和摩托车中的安全气囊和防抱死制动系统，以及用于混合动力 / 电
动车辆的动力转向和 DC/DC 转换器。该器件的时钟速度高达 80MHz，旨在抵御由于车辆控
制功能（如转向和制动）中的宇宙射线引起的软错误故障。
NXP 于 2016 年 4 月宣布了汽车车身处理器 MCU 的另一个产品。它包括高性能通信功
能（包括 FlexRay、CAN 和 LIN）。它有高达 1.5MB 的嵌入式闪存，可用于数据存储 [107]。闪
存和 SRAM 都包含 ECC 功能。有一个 16 通道增强型的 DMA 和一个带有 4 个输入转换后备
缓冲区的内存管理单元。工作频率为 80MHz。
为 了 增 强 安 全 性，NXP 还 在 2016 年 7 月 提 供 了 一 款 可 靠 的 32 位 MCU， 用 于 下 一 代
汽车中央车身控制 [108]。上一代芯片采用 90nm 技术制造，新芯片采用了 55nm 工艺，具有
硬件安全模块，可防止各种黑客攻击情况。该器件包含两个 160MHz 内核和一个 80MHz 内
核，可实现灵活的功率性能。包含了 6MB 的嵌入式 NVM 闪存和 768KB 的嵌入式 SRAM。
支持新的低功耗模式。硬件安全模块满足符合 HIS 标准的安全硬件扩展（Secure Hardware
Extension，SHE）的要求。这些设备的目标应用包括：门模块、座椅模块、中央车身、车身
控制器、智能接线盒、前端模块应用和高端网关应用。

2.10
2.10.1

智能电网和数码智能电表
智能电表市场概述

智能电表配置为双向通信。记录一天中电的使用时间，允许在不同时间采用不同的价
格。还可以记录和传输电能质量问题及其他特性。
对电力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已经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瑞萨电子在 2016 年给出预测，具
有增强安全功能的智能电表每年的安装数量预计将从 2016 年的 3 000 万增长到 2020 年的 1.1 亿。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保障电表数据的安全性和降低电表价格 [109]。据瑞萨电子估计，到 2014 年，
智能电表的市场规模将超过 1 亿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家庭能源管理系统的需求所驱动 [110]。

2.10.2

具有嵌入式闪存的智能电表芯片

智能电表芯片使用一系列尺寸不一的 MCU，运行速度高达 80MHz，有源功耗在微安到
毫安之间，待机功耗在微安范围内。各种智能电表芯片的摘要如图 2-51 所示。同时列出了这
些芯片中包含的 MCU 和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以及工作电流和待机电流。

2.10.3

具有大容量嵌入式闪存的智能电表芯片

智能电表以毫秒到秒的间隔规律记录电力参数，例如功耗、有源功率、无源功率、负载
条件、电压和频率失真。数据存储在仪表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用于定期传输到系统或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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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供应商的智能电表芯片，列出了 MCU、eNVM、工作电流和待机电流

瑞萨电子于 2012 年 9 月推出了一款 32 位 MCU，用于具有高级功能的智能电表 [110]。该
MCU 包括 512KB 嵌入式闪存、32 位 CPU 内核和用于高分辨率测量的 24 位 Δ-Σ A/D 转换
器。若要容纳更大的程序，则需要大容量闪存。当 RTC 运行时，待机功耗为 1.0μA；当 RTC
停止时，待机功耗为 0.3μA。
Atmel 于 2012 年 10 月发布了一款用于智能计量应用的单芯片电力线 SoC[111]。该 MCU
具有 ARM RISC 内核、2MB 双存储器闪存、160KB SRAM 和快速电力线通信（Power Line
Communication，PLC）收发器。该芯片符合电力线智能计量演进（PRIME）PLC 规范。SoC
包含一个集成的低功率放大器，比同类解决方案功耗降低了 40%。它包括一个 SPI。智能计
量需要 TSI 和 USART 来支持各种通信接口。
图 2-52 中给出了与家庭太阳能发电设施和社区电力设施相关联的家庭电表的照片。左边
的电表前向运行，测量屋顶太阳电池阵列产生的电量。右侧的电表连接到社区电力公司，并
指示公用电网中由太阳电池板产生的电量。它可以前向运行，也可以后向运行，这取决于发
电的净方向。

图 2-52

家庭太阳能发电设施和电力设施之间连接的示意图。左边的电表测量太阳电池阵列
产生的电量，右边的电表显示社区和太阳能设施的净用量。照片由 J.H.Ericksen 博
士提供并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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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思卡尔（现为 NXP）于 2012 年 10 月宣布推出一款高能效的 32 位 sub-GHz 无线 MCU。
该 MCU 采 用 ARM 32 位 低 功 耗 RISC 内 核， 运 行 频 率 高 达 48MHz， 具 有 128KB 闪 存 和
16KB SRAM[112]。有功功耗低至 40μA/MHz。待机电流为 1.7μA，唤醒时间为 4.3μs。该器件
适用于无线网络智能能源应用。该芯片具有 600Kbps 无线电，具有复杂的调制方案，支持美
国和国际协议的多种频率。它可以支持将智能电表连接公共数据采集点的邻域网络或连接有
众多路灯或传感器的城域网。该芯片可以运行低级无线协议层，同时将上层网络协议层委派
给外部主机处理器。
Atmel 公司和 Wasion 集团于 2013 年 1 月宣布开发一种用于智能电表和数据集中器的芯
片 [113]。该芯片将基于几款 Atmel 芯片和一款基于 ARM RISC 内核的 MCU，芯片上将包含 2Mb
的闪存。
Microchip Technology 于 2013 年 2 月推出了一款针对智能电表应用的 MCU[114]，可提供
高达 8Mb 的嵌入式闪存。嵌入式存储器采用分栅 NOR 闪存技术制造，具有厚氧化物隧穿注
入器。这些器件具有 2.3～3.6V 的扩展工作电压范围。存储器分为统一的 4KB 扇区和 32KB、
64KB 块，为同一存储器块中的程序和数据代码提供无缝分区。扇区和块擦除速度最快可达
18ms，在 35ms 内擦除整个闪存芯片。字编程时间为 7μs。具有 105 个周期的耐久性，超过
100 年的数据保留能力。有源读取电流在 80MHz 时的典型值为 10mA，待机电流典型值为
10μA。
随着智能电表在欧洲和亚洲的部署速度持续上升，对集成度更高的智能电表的需求仍在
继续。2014 年 10 月，Atmel 宣布推出一款用于智能计量应用的双核安全 MCU[115]。每个双核
MCU 都有 2MB 支持缓存的双存储区闪存，它们与现有的 512KB 和 1MB 器件引脚兼容。这
些器件基于双核 32 位 RISC 架构。这些器件还包括：高级安全功能、低功耗实时时钟、LCD
驱动器和多个串行接口。
TI 于 2014 年 9 月 讨 论 了 一 种 低 功 率 MCU， 其 具 有 高 达 128KB 的 铁 电 非 易 失 性 存 储
器，以取代用于低功率数据存储的闪存 [116]。FeRAM MCU 包括一个扩展的扫描接口，可自
动管理和监控四个外部传感器。它的目标应用是水、燃气和热能的流量计，包括了一个消耗
140μA 电流的差分输入模数转换器（ADC）。其他外设包括：320 段 LCD 控制器、用于安全
数据传输的 256 位硬件加密加速器，以及用于保护代码的知识产权封装模块。该器件写入速
度快，峰值电流低。
2015 年 3 月，Silicon Labs 推出了一款超低功耗 32 位 MCU，采用 ARM 低功耗 RISC 内
核，用于智能计量应用 [117]。该器件具有节能模式的短暂唤醒时间和一系列外设。功能包括
24MHz ARM RISC MCU、高达 32kB 闪存和 4KB RAM 存储器。它包含一个 1.98～3.8V 单
电源，工作温度范围为 -40～85℃。灵活的功耗管理系统包括了 5 种不同能耗模式：20nA 关
断模式，0.5μA 停止模式，具有上电复位、欠压检测、RAM 和 CPU 保持、0.9μA 待机电流
的深度睡眠模式，48μA/MHz 睡眠模式和从 Flash 执行代码的 114μA/MHz 运行模式。
2015 年 11 月，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讨论了使用 FeRAM 存储器的智能电表 [20]。智能电
表通常使用串行 EEPROM 来记录功耗、有功负载条件、电压和频率失真等数据。具有 256B
页的 1MHz 1MB I2C EEPROM 需要 28ms 来备份 1KB 数据，而将 1KB 数据写入 FeRAM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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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8ms。FeRAM 消耗的电流大约是 EEPROM 的三分之一，而待机电流几乎相同。
2015 年 11 月，Microchip 宣布推出其低功耗 MCU 产品组合，其中包括高达 1MB 的带
ECC 功能的双分区闪存和 32KB 的 RAM[118]。这允许在从一个分区执行应用程序代码的同时
编程另一个分区。该芯片面向工业、计算机、医疗和便携式应用，这些应用需要较长的电池
寿命和数据传输和存储。与电表不同的是，这些应用不需要外部存储器。
2016 年 8 月，瑞萨电子为智能电表市场发布了一款具有增强的安全功能和改进的算术运
算的 MCU[109]。该 MCU 保留了上一代芯片的测量精度和低功耗特性，同时增加了额外的安
全功能。片上存储器容量范围从用于低端单相电表的 64KB 到用于高端单相电表的 128KB，
再到用于三相电表的 256KB。通过要求身份验证和加密 / 解密功能来增强安全性。为此集成
了一个 AES 硬件引擎，与使用软件处理的加密 / 解密技术相比，该款 MCU 实现了 20 倍或
更高的速度提升。片上锁相环（PLL）可将最大工作频率从 24MHz 提升到 32MHz，用 24 位
Δ-ΣADC 转换得到的 24 位数据计算软件功率所带来的负荷，可以通过 32 位乘法器 / 乘数累
加器有效地降低，从而将算术运算能力增强约 30%。可在处理电功率测量工作的同时，支持
DLMS 标准通信。DLMS 标准是针对智能电表制定的。程序代码存储在高达 256KB 的片上
ROM 中，用于电力测量和 DLMS 处理，与双片配置相比，功耗降低了 30%，同时降低了系
统成本。工作期间待机模式的电流消耗为 0.7μA（典型值）。配备了独立电源和备用电池，即
使在断电的情况下，CPU 也可以持续工作。

2.11

消费者家庭系统和网络

家庭物联网控制系统可能包括：环境控制、门禁控制、视觉系统、照明控制、舒适控制
（自动调节床和椅子）、信息控制、娱乐控制、食物和水控制、安全警报（龙卷风、火灾、洪
水）、动物出入和护理以及儿童的监测和护理。最初，这些系统无法向用户提供远程控制。最
终，这样的系统将是自动化的。图 2-53 显示了已接入系统的家庭网络。

图 2-53

2.11.1

具有中央家庭自动连接系统的家庭网络

远程控制

2012 年 10 月，TI 宣布推出用于远程控制应用的低成本 2.4GHz RF 系列 SoC，支持 2.4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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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段 [119]。SoC 在芯片上集成了 MCU、32KB 闪存和 2KB RAM。睡眠定时器运行时，数据速
率为 2Mbps，电流小于 1μA。
2013 年 1 月，Energy Micro 宣布推出一款预计用于 VELUX 触摸屏远程控制的 MCU，通
过 1.2μA 低能量电容式传感器接口，它可以使手持式控制器保持睡眠状态 [120]。32 位 MCU
具有 1MB 闪存，并增加了嵌入式 USB 连接选项。CPU 速度高达 48MHz。MCU 包括自主低
能耗外设，如 AES 加密、脉冲计数器、低能耗 UART 等。

2.11.2

环境传感器

家庭内部环境的传感器在家庭网络中很有用，可以使用能量采集以避免维护和更换电
池。2016 年 6 月，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讨论了一种微型的太阳能传感器信标，对它在周围环
境中感知到的数据，可以进行无线传输 [121]。该传感器可以感知周围的温度和湿度，利用蓝
牙来低功耗传输数据。信标直径为 25mm，不需要电池的维护和更换。使用低至 100lux 的环
境光量（低于通常情况下的仓库过道的照度）即可运行。可以使用 USB 接口将其连接到 PC
以进行数据传输，并进行在线调试。它配备了适用于 IOS、Android 和 PC 的应用程序，能以
图形或数据形式传输数据。其启动功率为仅 1.2μW，电流消耗低至 280nA。

2.11.3

家庭网络系统

智能照明和家庭自动化需要无线传感器网络。2012 年 11 月，NXP 宣布推出一系列用于
ZigBee、JenNet 和其他 IEEE 802.15.4 应用的无线 MCU[122]。该芯片集成了 2.45GHz 无线电、
模拟外设和 MCU 芯片。它包括高达 256KB 的 eFlash、4KB EEPROM 和 32KB SRAM，从
而支持网络堆栈。它具有分组内天线分集，可在接收的每个分组上选择最佳天线。目标应用
程序是接入系统的家庭网络。这包括智能照明、家庭自动化和无线传感器网络以及其他家庭
必需品，如图 2-53 所示。

2.12

具有嵌入式存储器的电机控制芯片

用于电机控制的闪存 MCU 分为两类：具有 8 位 MCU 和高达 64KB 嵌入式闪存的小型电
机、具有 32 位 MCU 和 1MB eFlash 的复杂电机。

2.12.1

使用嵌入式存储器的小型系统电机控制

在家用电器、家庭医疗保健，以及风扇、工具、电池充电和其他可以联网的消费类家电
产品中，小型系统的电机控制是必需的。
瑞萨电子于 2014 年 9 月发布了一款针对低功耗消费类的家用电器和家庭医疗保健的
MCU 系列 [123]。提供支持因特网和云连接的电机控制套件。该套件支持三相和无刷直流电
机。该 MCU 具有 140μA/MHz RL78 内核，5V 电源和高达 256KB 的闪存。
Silicon Labs 于 2016 年 2 月发布了一个用于物联网的 8 位 MCU 产品系列，其中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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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小型电机控制应用，如风扇和工具、电源、电池充电器和传感器控制器 [124]。有三个版
本包括了低功耗电容式触摸控制和 USB 连接。内核速度高达 50MHz，闪存大小为 2～16KB。
外设包括 12 位模数转换器（ADC）。
2016 年 3 月，东芝发布了一款带有嵌入式闪存的 65nm 逻辑 RISC MCU[125]。该 MCU 包
括高性能模拟功能和一系列电机控制功能。存储代码的闪存大小范围为 32～128KB，存储数
据的闪存大小范围为 8～18KB。集成在其中的功能包括高精度 12 位 ADC 和 8 位 DAC。工
作频率最高为 40MHz。芯片上包含的外围电路包括：UART、I2C、TSPI 和定时器。

2.12.2

使用嵌入式 MONOS 存储器的多电机控制

2012 年 11 月，瑞萨电子宣布推出一款 MCU，最多可同时提供三个电机的变频器控制功
能 [126]。使用 32 位 RX CPU 内核，运行时频率为 100MHz，具备零等待状态的嵌入式 MONOS
闪存。存储器增加到 512KB 闪存和高达 48KB SRAM。还包括一个额外的独立 32Kb 数据闪存
用于后台操作，以便在程序执行时写入数据。在任何 CPU 频率下，不受存储器的影响，性
能均可达到 1.65DMIPS/MHz。
2016 年 3 月，瑞萨电子宣布推出一款 32 位 MCU 群组，可由单芯片同时控制多个电机
的变频器，并使 MCU 群组的性能提高一倍 [127]。这些 MCU 可用于家用电器和工业电机应
用。片上闪存容量为 128KB 以上不等。这些 MCU 非常适合永磁 AC（PMAC）电机控制。它
们性能达到 160 DMIPS，具有专用模拟功能，可提升算术运算，并扩展电机控制的外设功能。
该 MCU 具有片上 FPU 功能，可加快代码执行速度。TXv2 CPU 内核具有五阶段管线、浮点运
算单元和 DSP 功能。它的运行频率为 80MHz。FPU 功能提供了大动态范围，可加速运算密
集型算法的实现。

2.12.3

使用嵌入式 NV FeRAM 的电机控制

TI 于 2015 年 5 月开发了具有 64KB 嵌入式 NV FeRAM 的微控制器，用于低成本工业和
计量应用 [128]。新技术允许实现上下文保存和恢复。该技术可在应用程序意外断电后实现智
能系统状态恢复的瞬时唤醒。该芯片还集成了智能的模拟和数字外设，以降低系统成本、功
耗和尺寸，包括：低功耗段 LCD 控制器、具有内部窗口比较器的 12 位差分 ADC、256 位
AES 加速器和 LCD。16 位 MCU 可用于数据记录，以支持无线电机状态监视器等应用。该芯
片可与 TI 的能量采集 IC 和无线 MCU 一起配合使用，可以使用纽扣电池运行数十年。该系
统监控和分析电机振动频率，使操作员能够准确预测和安排维护，减少机器故障的可能性。

2.13

高级应用中的智能芯片卡

对于高级库存控制应用程序，EMM 于 2014 年 3 月讨论了通用身份证和加密的防篡改数
字证书的解决方案 [129]。该设备的安全措施采用了公共流密码技术，以保护存储器数据的完
整性。设备中包含 2K 位数据存储器。每个设备都包含一个唯一的 64 位标识符和一个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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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字节 ECC 数字证书。通过支持 NFC 的智能手机，可以读出这两个独特且个性化的信息，
通过连接到云服务器，管理收集的数据并确认商品的真实性。
2014 年 5 月意法半导体公布了用于安全 EMV（Eurocard/Mastercard/Visa）芯片支付卡的
高级安全 IC 闪存 MCU 系列 [130]。这是一个安全的支付卡芯片系列。嵌入符合 EMV 标准的
安全芯片的芯片卡可以安全地存储和处理数据，并且难以复制。该系列芯片基于 90nm 技术
的安全 IC。这些卡使用 ARM 32 位安全 RISC 内核和非接触式接口。这些卡具有高达 38KB
的可安装 EEPROM。
对于支付应用，意法半导体于 2015 年 11 月宣布推出第三代安全 MCU。这些芯片具有
2MB 40nm eFlash 程序存储器、快速时钟速度，以及 ARM 32 位安全 RISC 内核的快速嵌入
式加密加速器 [131]。硬件架构包括强大的多重容错保护机制，CPU、存储器和数据总线均在
保护之内，有助于简化安全性高的软件的开发。它满足了安全应用领域的需求，例如支付应
用和穿戴消费电子产品、工业 4.0 工厂自动化的机对机通信，以及车内通信应用等。外设可
安全执行数据加密标准（Data Encryption Standard，DES）算法，同时 NESCRYPT 加密处理器
能够高效地支持公用密钥算法。高达 2MB 容量的 eFlash 存储器允许设备托管各种应用程序。
对于家庭银行和 USB 读卡器，2016 年 2 月，NXP 发布了 PN7462 系列 NFC 控制器，它
将低功耗 20MHz ARM Cortex M0 MCU 内核与 USB 和 NFC 相结合 [132]。该芯片具有先进的
电源管理功能以及 160KB 闪存和 4KB EEPROM。接口是：UART 和 ISO/IEC7816。

2.14

用于物联网的大数据服务器中存储器的层次结构分析

从汽车到家庭安全系统，从零售库存到正在加工的工厂产品，再到杂货店里的单个水
果，都可以通过因特网进行访问和跟踪。当前的因特网协议允许唯一地识别大量项目。因特
网协议版本 6（IPv6）使用 128 位地址，允许跨网络识别和定位超过 1038 个单独的项目。这
些网络需要功能强大的处理器来传输和处理大量信息，还需要可存储信息的大容量存储器。
实时跟踪可以记录货物在不同系统中的流动时间、这些货物的变化以及固定的传感器测
量值随时间的变化。“流动”可能涉及人们在城市流动，患者在医院日常生活中活动，货物
在工厂中流动，能量在网络中流动，或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流动。记录的变化可能涉及所有事
情，从工厂中项目的创建，到冰箱中被消耗和熟化的食物。
这些海量的“大数据”存储在称为“云”的大型服务器网络中。物联网在大型服务器集
群中使用主流存储器，其中存储了数百万个传感器的单独 ID，可以从手机上访问。这涉及使
用复杂的搜索引擎对大量数据进行快速排序。需要复杂的存储器层次结构才能快速访问这些
大型服务器集群。如图 2-54 所示，该图说明了可用于大型服务器群的服务器的缓存层次结构
以及用于大数据分析的潜在搜索引擎。此处显示的电路于 2016 年 2 月在 ISSCC 会议上发布，
旨在说明这些电路类别在某个时间点的最新技术。
三元内容可寻址存储器（TCAM）是对服务器群中的数据进行操作的“大数据”分析搜索
引擎的一个例子。基于 SRAM 的 TCAM 过去曾被用作搜索引擎。NTHU、TSMC 和 NCTU 在
2016 年为此设计了一个 256 位 2.5 晶体管 1 电阻（2.5T1R）电阻式 RAM（RRAM）TCAM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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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擎 [133]。通过减小 SRAM 的单元面积，使用 RRAM 来增加芯片容量。在具有长空闲时间
和频繁搜索、少量写入操作的应用中，RRAM 还可以降低基于 SRAM 的 TCAM 的搜索能量
和待机功耗。该 RRAM 单元采用 TSMC 代工厂的 65nm 全 CMOS 兼容工艺制造。

图 2-54

未来云应用中的存储器（数据来自于 2016 ISSCC）

由于嵌入式 SRAM 的高速度（1～10ns），它通常用于大型服务器中的高速缓存。随着先
进的 CMOS 技术向低电压供电的方向发展，嵌入式 SRAM 的阈值泄漏问题日益突出，影响
了其能耗和可靠性。磁性随机存取存储器（MRAM）具有足够的容量并且切换足够快，可以
用作最后一级高速缓存（LLC）。由于它是非易失性的，因此在待机状态下功耗为零，与传
统的 SRAM 最后一级缓存（LLC）相比，它可以降低总能量。东芝讨论了用作 LLC 的 4Mb
MRAM 高速缓存。它被配置为具有 362K 位 SRAM TAG 的四路 SET 关联缓存 [134]。与具有
读 - 修改 - 写功能的传统 SRAM LLC 相比，MRAM 高速缓存将总功耗降低了 93%。待机功
耗减少了 77%。
在存储器层次结构中，高速缓存下面是主存储器，其主要由 DRAM 的高密度存储体组
成。DRAM 在大约 100ns 的操作比 SRAM 缓存慢，但比它下层的大容量存储快得多，后者
由高密度非易失性闪存组成。
DRAM 芯片的容量可高达 8GB 或 64G 位。三星展示了一个容量为 8GB 的快速高带宽
存储器（High Bandwidth Memory，HBM）多路 I/O 的 DRAM[135]。它使用 GDDR5 高带宽存
储器（HBM）接口。HBM 具有 160GB/s 的内存带宽，相比其他技术，每个位的能耗降低了
70%。
正在探索的一类新的存储器是存储类存储器，初衷是为了弥合主存储器和闪存大容量存
储之间的速度差距。包含存储类存储器的经典存储器层次结构的概念如图 2-55 所示。
随着存储器层次结构的下降，访问时间延迟增加，即访问时间变慢。然而，存储器容量
上升。处理器可以在 1ns 运行，SRAM 往往以 10ns 运行，主存储器 DRAM 以 100ns 运行。
大容量存储速度约为 100μs，大容量存储归档的速度则比 1ms 还慢。预想存储类存储器添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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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0ns 到 100μs 的 差 距。Macronix、NTHU、NCTU 和 IBM 展 示 了 多 级 单 元 相 变 存 储 器
（PCM），它是一类潜在的存储类存储器，其访问延迟在 1～10μs 范围内 [136]。

图 2-55

存储器层次结构，包括存储类存储器

对于硬盘存储，2016 年 ISSCC 大会上，三星公布了通过 3D 技术，采用 48 层堆叠可将
NAND 闪存容量提升到 256Gb[137]，美光还公布了容量高达 768Gb 的 3b/cell 浮栅 3D NAND 闪
存技术 [138]，三星公布了采用 14nm 平面 NAND 闪存工艺的 128Gb 2b/cell NAND 闪存技术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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