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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物联网 80x51 升级的未来 
 

物联网是现在业界最流行术语,它促进了市场上无数的低功耗互联互通的物

体。然而， 物联网包括了数量惊人及不同种类的物体。 它包括了三个层

面：从边缘物体，也就是电池供电及集成感应器和无线通讯的智能或可穿

戴式设备，到数据聚合结点，也就是网络集线，路由器及网关，再到云端

上的信息处理服务器，以便处理及分析从边缘物体上传的数据。 
 
当然，云端上的数据聚合及信息处理需要高速度或高性能的计算，对于多

样化的边缘物体而言，一系列的处理性能及功能才能满足其应用需求。为

了减低功耗及针对边缘物体开发成本和出售价格来增加投资回报率，每个

物体子系统的架构需要达到最好的权衡点。 

这表明对系统必须要按照应用要求来选择合适的微控制器（MCU）或中

央处理器（CPU），运作模式及相配合的电源管理网络。 

 

边缘物体可通过不同角度的分析去划分。第一个方法是根据操作系统（OS)

即处理能力需求来区分三个级别： 

1.初级需求用 8-16 位 MCU 来运行专用程序且无需操作系统， 

2. 中端需求用 16-32 位 MCU 来运行实时操作系统(RTOS)或 Java OS, 

3.高端需求用 32-64 位应用程序处理器(AP)来运行如 Linux 或安卓

（Android)操作系统来提供图形化数据显示及直观的用户互动。 

 

 

第二个方法是用安全需求度来分辨三个级别的边缘物体： 

1.无法升级的系统（封闭式） 

2.固件(firmware)可升级，但不可客制化的系统（简单开放式） 

3.固件(firmware)可升级，及可客制化的系统（复杂开放式），例如可从 

应用程序在线发布平台（App Store)下载不同程序 

 

 

虽然 8 或 16 位 MCU,例如 8051 和 80251，足够满足初级边缘物体的处理

及安全需求，由于越来越多的物联网中运行 RTOS 及可升级固件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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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集成更多的感应器及加强的安全处理，会不断地需要 32 位 MCU 上

增强的处理能力及计算功能。 

由于英特尔(Intel)架构上可看出 32 位的推断，从 i80251 延伸到 32 位似

乎是很容易的。但是自从英特尔在 80 及 90 年代介入 MCU 开发后，时代

已变，新兴一代的 MCU 需求已到来。 

首先，目前可使用协同设计流程（codesign)来增强指令码(instruction 

code)开发的效率，也就是在传承 i51 基础上，通过同时升级编译器

（compiler)及处理器架构来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我们按照此流程开发

了新兴的 i351Zephyr 和风.微处理器内核及 SmartCC 编译器，然而这对

结合还不够面对低功耗以外的其它两个挑战：开发工具及安全对策。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从传承 80x51 基础上，针对运行 RTOS 或 JAVA OS 的

边缘物体，借由 i351 Zephyr 架构升级来达到超低功耗及超高代码密度。

接着它将介绍超越传统编译器及集成开发环境（IDE)的一套完整开发工具， 

即“SmartVision™”，来早期针对被 MCU 控制的所有网络进行图形式

整体验证及使用先进的低功耗技术时，确保固件开发和硬件实现的一致性。

最后，这篇文章将解释 Zephyr 配合了加强的 « Armored »武装版本， 如

何帮助用户实现定制安全对策，从而使边缘物体能够安全地在这个崭新的

互联互通的世界中运转。 

 

1.  架构 
在此善意提醒，8 位 16 位和 32 位可应用在三个不同角度：指令码，寻址

空间 (addressing space)及字宽… 算术逻辑单元(ALU)是针对字宽执行

运算，同时也决定了内部总线的宽度。借由创新的 i351 指令集和内核微架

构（microarchitecture)， Zephyr 可利用专用指令及足够小的数据路径

来独一无二地灵活处理 8，16 或 32 位字， 以便达到处理子系统（包含程

序和数据存储器）的低功耗和小面积。 

 

在 80x51 生态系统下的 32 位 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的性能 

i351 在 80x51 架构基础上，增加了 32 位寻址空间及较大的数据路径

（data path)来满足日渐增长的连通功能（USB,蓝牙…)及先进的模拟感

应器的要求，同时也保持一大部分的 8 位和 16 位指令以便保持较高的代

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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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现有 80x51 应用的迁移， 微架构（ microarchitecture) 享有类

似的架构特性： 

－ 特殊功能寄存器（SFR)接口给配合所有现有的 80x51 兼容外设 

－ 兼容的存储器映射 (memory mapping) 

－ 建于 8051 基础上的指令集， 能够简化汇编码迁移来减轻软件开发工程

师的工作 

 

 

 

 

 

 

 

 
 

图 1：i351 架构图 

 

然而，为了满足新一代的需求及多种物联网应用要求， i351 架构大幅度地

加强： 



 针对物联网 80x51 升级的未来 

Dolphin	  Integration	  2014/12	   4	  

－ 指令集架构（ISA)符合“RISC ”方式升级加上更多的寄存器及

load/store 指令, 在最新代编译器上能快速地编译 C 代码及实现小代码占

用空间， 

－ 管线（pipeline)架构优化后大多数的指令都可以在一个周期下完成执

行， 从而达到 1 DMIPS/MHz 的处理能力且在 90nm 工艺上功耗低于 6 

uW/MHz, 

－  存储器映射功能增强到支持 4GB 的线型映射， 为了避免在大空间的存

储器上使用复杂又较慢的存储器组技术（banking)， 

- 中断管理延伸到能在小延时（latency)情况下支持 256 个中断源， 

－ 协处理器接口能够借由协处理器来增加处理功能，来低功耗及快速执行

应用特定算法。 

 

 

低功耗优化 

物联网设备大部分的时间（可到 99.5%的使用期限）都在待机模式上，等

着被外部活动唤醒。 由于大部分的系统都是由电池供电，它们需要在睡眠

模式下达到超低功耗，且能被快速唤醒。 

在拥有标准处理器功耗模式来控制时钟活动之外，微架构增加了一个模式，

在关掉它的情况下，能用最小寄存器（register）保留执行环境。这个独

一的“及时保留”（Retention Ready/RR)特征能在大部分的寄存器及组

合逻辑关闭时，在睡眠模式下达到超低功耗及享有保留寄存器（比传统的

时钟门控／clock gating 方法的功耗小 10 倍）。这个特征同时也可以提

供快速关闭及唤醒（<1 us）因为执行环境一直存在保留寄存器里，无需

保存及恢复。以下是含有睡眠信号接脚的“及时保留”特征介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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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及时保留”／RR 实施图 

 

除了睡眠模式之外， 在运作情况下，功耗也很关键。因此微架构具有特别

的架构选择及特定功能， 能不仅降低其内核动态功耗，更重要的是能降低

整个含有存储器的处理子系统的整体动态功耗。  

 

微架构是经过精心设计来减低存储器存取率（memory access rate)，因

为大部分的系统功耗来自于像闪存（Flash)般的耗电存储器或复杂的总线

架构。这都感谢于： 

 

.低深度的管线可在管线冲刷情况下（pipeline flush)减少不必要从存储器

取数据的次数（Memory fetch)， 

.可变大小的指令字（instruction word)来减少代码大小， 从而减低取数

据的次数。 

 

Zephyr 可配合高速缓存控制器（Cache controller), 这个控制器的设计

是针对基于 Flash 或 EEPROM 的存储器系统来减低功耗及提高性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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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激活时， 能在使用 Flash 时功耗低至 6 倍并加快多至 3 倍的存储器存

取率。 

 

 
图 3：使用缓存控制器来实现优化功耗优化 

 

为了减低由于总线交易的功耗，Zephyr 享有一个专用外设接口来访问外

设并避免使用一层次的耗电桥（例如 AHB to APB1桥).虽然处理器可以来

管理这个总线访问，但是自主的直接存储器存取（DMA)控制器也可以来

处理多种传输操作，并让处理器及其程序存储器大部分时间停留在睡眠模

式。此做法能够明显地降低功耗，因为 DMA 耗电量比处理器及其存储器

小 10 倍以上。 

 

处理器内核也享有功耗优化，因为指令集含有专用指令去处理 8 位， 16

位和 32 位字。当执行这些指令时， 唯有需要的寄存器及数据路径的逻辑

门会被激活。Zephyr 在执行操作下会自动地配合数据大小， 来达到可观

的低功耗。例如， 当在执行一个操作 8 位数据的子程序时，仅有四分之一

的数据路径会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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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增强的处理能力，微控制器可以用最小序列的指令来处理一个复杂的

任务。这能够减低系统操作频率或让处理器多停留在睡眠模式，从而达到

降低功耗的目的。 

为了优化如加密或数字处理算法等特别程序的执行，Zephyr 的协处理器

接口可让用户在 i351 指令集上建立客制及专用指令。用此协处理器的方法，

比纯软件实现方法更加低功耗及更高计算能力， 也比纯硬件实现方法更加

小面积及更高灵活度。 

 

小子系统面积 

在大多数的互联互通设备中程序存储器是采用 Flash，它们往往占了大量

的芯片面积。因此减低代码大小是至关重要的步骤来达到减小面积及节省

设备成本。 

 

为了现实超高代码密度，i351 进行了优化，可变大小的指令字利于较小的

Flash 使用。 

目前 32 位微控制器提供 32 位指令或 16 位和 32 位混合指令，相对而言， 

i351 指令可移式 8，16，24，或 32 位。如此高指令大小粒度可确保每个

指令都用最小位编码，来避免存上无必要的信息在代码存储器里。如图 4

所示， 比起典型的 32，16 和 8 位的子系统，Zephyr 处理子系统能够达

到最小面积！ 

 

 
图 4：处理子系统面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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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发工具 
除了 MCU 架构的增强以外， 第一个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提供针对物联网

时代低功耗为目的的软件开发环境。虽然已存在很多传统的集成开发环境

(IDE)，但是为了简化已开发程序软件的升级，并达到降低功耗及加强计算

能力，同时增加程序除错（debugging)功能及安全控制的目的，新的软

件开发工具来提高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提高软件开发效率， SmartCC 编译器享有底层虚拟机（ LLVM)强大

潜力来编译 C, C++ 或 Java 语言， 并在 IDE 中提出源代码上下文感知的

修正建议，可全面进入程序符号下进行除错， 直到用源代码静态分析去自

动找出应用程序中的错误。 

 

IDE 给微控制器子系统提供内置的配置子系统，从嵌入了一些可配置的存

储器组，到特定的模拟外设并可使用的软件开发套件来编程附加外设。然

而内置配置子系统的客制化是有限的，例如存储器子系统无法灵活地配置，

且在需要附加外设地情况下，其集成步骤很繁琐。 

可是为了更有效率地使用硬件，必须考虑该软件代码对于硬件的影响。因

此，为了帮助工程师有效地开发并验证针对物联网应用的嵌入软件，用一

个清楚及用户友好的方法来配置子系统是极为重要的。利用硬件建模可检

测出原本在原型设计（prototyping)阶段才能找到的错误。事实上， 利用

有限的子系统仿真是无法检测出此类错误。 

 

针对软件开发工具的挑战，从集成开发环境演变成全新的互动开发环境

（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SmartVision™是可及时取

代 90 年代的 IDE。它不管是从功耗还是执行速度，甚至从安全测试角度来

看， SmartVision™可以对复杂的系统芯片（SoC)进行整体外设建模，来

显示 I/O 指令对电源调节器及其它现代外设网络的影响。 

 

SmartVision™ 为用户提供了微处理器控制网络的独特视化功能（如图 5

所示）：外设，存储器或电源岛的总线网络，从而评估对电源管理网络及

时钟路径的影响。这能够判断出应用软件是否适合于硬件工程师设计的控

制网络。例如， 它能够判断出一个电源岛一直开着， 然而控制网络有设

计把这个电源岛转换成保留模式来省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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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微处理器的最终选择， SmartVision™与 80x51 内核可以最有效地开

发 C 程序来配合动态电压频率调整（DVFS)技术，从而达到功耗及性能优

化。 

 

 

 

 

 
 

图 5： SmartVision™的外设活动可视化 

 

 

3.安全对策 
最后， 尽管有时比起智能卡，互联互通物体上安全措施挑战会更加重要，

但必须以镇定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同时也要注意到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在

给予足够的时间与金钱下， 都可被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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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对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控制应用程序存取关键数据，也就是确保资产

保密性并防御其被修改，即数据完整性。比如， 未授权用户必须不能获得

加密钥匙或修改启动（boot)存储器权限。 

 

为了对抗非倾入式的观察，微控制器必须在设计上达到定时及功耗的平衡

操作，不管是通过设计或另外对策，从而限制了观察相关性。 

为了对抗故障注入攻击（fault injection)， 微控制器可以处理如不存在指

令的执行，或跳到一个未定义的地址等等的异常。 

 

固件及嵌入软件可升级的系统需要正确地管理存储器系统的存取权限。为

此目的， Zephyr 支持两个级别的特权。如操作系统关键程序(OS 

routines)，加密（cryptography),自举法（bootstrapping）等系统任务

将在特权模式下运行，而其它任务则在存储器受限和非特权模式下运行。 

 

对于需要较高安全控制的应用，Zephyr 可以配备 “Armored”武装版本

而提供一系列的防御对策。这个武装库含有冗余对策的机密组， 在此基础

上， 每个客户的安全专家都可以依照其安全需求来要求客制配置。为了避

免多米诺效应，此做法是必须的，因为每个子系统都有其特定的安全对策

配置。 

 

Zephyr 加上“Armored”武装版本能够对抗非倾入式观察及故障注入攻

击,因此，对于需要开放及简单安全方案的物联网边缘物体，此组合是最佳

选择。 

 

 

 

 

 

 

 

 

80x51 微控制器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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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时代一直不断地促进技术创新， 其目标是为了提供低功耗小面积及

高性能的最佳权衡。由于越来越多的互联互通设备上传了大量数据到云端

里进行分析，所以对于个人隐私及公众安全对策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配合物联网边缘设备的各种处理和安全要求，i351 Zephyr 是在传承

了 80x51 架构上精心研发的新兴一代。 自然的严格兼容性是违背创新和

适应未来的要求：在这新时代下，一定要有创新及发展精神才能生存下来。 

Zephyr 针对功耗优化而设计，提供专门保留寄存器及超低功耗模式来减

低静态功耗，同时降低存储器存取率来减低动态功耗， 此外再加上， 如

缓存控制器或 DMA 等外设来进一步地降低处理子系统地功耗。如此一来， 

Zephyr 的处理子系统可大大节省功耗和面积， 并且在低系统延迟

（latency)下提高计算能力。 连同 SmartVision™先进开发环境让 IDE 达

到更高境界， 与 Armored 武装库来实现客制安全对策，传承了 80x251

的 i351 Zephyr 和风是给嵌入了 RTOS 的中端物联网边缘物体，理所当然

的最佳选择。 

 

 

 
图 6：完整的 Zephyr 产品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