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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半导体孙允帅：
车规IGBT技术的最新进展

       12 月 28 日，第三届硬核中国芯领袖峰会暨汽
车芯片技术创新与应用论坛在线上举行。比亚迪半
导体功率半导体产品中心高级市场经理孙允帅，出
席本次线上云峰会并发表主题为《车规 IGBT 技术
的最新进展》精彩演讲，与行业专家共同探讨“中国
芯”发展新动向。

                  图片来源：主办方芯师爷

功率器件 

汽车电动化的关键技术
       在新能源汽车中，功率器件是汽车电动化的关
键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汽车电动化的
趋势下，半导体芯片市场将大幅增加，同时也给功
率芯片带来了极大挑战。
       2018 年，比亚迪半导体发布车规级领域具有
标杆性意义的 IGBT4.0 技术，IGBT4.0 芯片通过精
细化平面栅设计，使得同等工况下，综合损耗较市
场主流产品降低了约 20%，整车电耗显著降低。
       目前，比亚迪半导体基于高密度 Trench FS 的 
IGBT 5.0 技术已实现量产，IGBT5.0（Trecnch FS 
IGBT）采用了微沟槽结构及复合场中止技术，实现
了超低的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并且由于经过极致

调教的复合场终止技术，实现了软关断。同时，公司
正在积极布局新一代 IGBT 技术，致力于进一步提
高 IGBT 芯片的电流密度，提升功率半导体的可靠
性，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应用系统的整体功率密度。 
未来，比亚迪半导体 IGBT 芯片将在核心技术、制造
工艺及结构设计等方面不断寻求创新突破。

                 比亚迪半导体 IGBT5.0 芯片

SiC 

下一代功率器件的核心
       电控的高集成化和高效率，要求功率模块往低
损耗、低热阻、小封装、长寿命、高拓展性发展。而应
运而生的 SiC，无疑被称为新能源汽车下一代功率
器件的核心。
       2009~2019 年，比亚迪半导体电驱功率模块
技术从间接水冷发展到现在的 SiC MOS 直接水
冷、超声波焊接、纳米银烧结技术。比亚迪半导体
SiC 车用功率模块，具有 Pin-fin 直接水冷结构，结
构十分紧凑，仅一个手掌大小，输出功率 250KW，
优良的性能使其在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上带来明
显的效率提升，并使电机驱动控制器体积减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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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后期，比亚迪半导体将往超小型双面烧结 SiC
发展，其具有应用灵活、散热效率高等优势。目前有
关产品在研中，预期实现产品革新的又一跨越。”孙
允帅表示。

                  比亚迪半导体 SiC 功率模块

以车规级半导体为核心 

打造高效、智能、集成的半导体整体解决方案
       自 2005 年开始组建 IGBT 研发团队，经过十
余年的技术积累和应用实践，比亚迪半导体 IGBT 
芯片设计能力、晶圆制造工艺和模块封装技术持续
迭代升级。芯片设计方面，比亚迪半导体针对车规
级 IGBT 高可靠性、高耐流和高效率的性能要求，采
用了元胞精细化与复合场终止的设计方案；晶圆
制造方面，公司掌握栅极精细化加工工艺、超薄片
背面加工工艺等核心工艺技术；模块封装方面，公
司在封装结构上采用针翅状直接冷却结构和双面
散热封装技术，提高了散热效率和功率密度。
       比亚迪半导体是全球首家、国内唯一实现 SiC 
三相全桥模块在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控制器中大
批量装车的功率半导体企业，突破了高温封装材
料、高寿命互连设计、高散热设计及车规级验证等
技术难题，充分发挥了 SiC 功率器件的高效、高频、
耐高温优势，已实现 SiC 模块在新能源汽车高端车
型的规模化应用。

       作为国内领先的拥有 IGBT 芯片设计、晶圆制
造、模块封装与测试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能力的
IDM 半导体公司，比亚迪半导体以车规级半导体为
核心，同步推动工业、家电、新能源、消费电子等领
域的半导体业务发展，持续量产 IGBT、SiC、IPM、
MCU 等产品。在半导体行业快速发展及战略地位
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比亚迪半导体坚持自主创新
的发展道路，以车规级半导体为核心，不断完善产
品线布局，持续拓展下游应用场景，根据客户需求
提供定制化方案，利用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量
产应用经验，打造高效、智能、集成的半导体整体解
决方案，在车规级半导体自主可控进程中掌握先发
优势。

                                          （来源：比亚迪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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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微网消息，2022 年 1 月 1 日上午，零跑汽车发布 2021 年 12 月汽车交付数据，去年累计交付 43121 辆
汽车，其中 T03 交付 38463 辆，C11 交付 4021 辆。2021 年 12 月，零跑汽车交付创新高，累计交付 7807 辆，
环比增长 39%，同比增长 368%。
       2021 年，零跑正式确立了商超模式。完善的软硬件设施、标准统一的交付流程，提升了用户提车交付效率，
并提供更加专业的车辆整备和更加透明的收费保障；同时贴近用户生活半径，让用户在逛街时就能享受到围
绕车生活的专业服务。

                                                                                                                                               （来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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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钜亨网报道，世界先进 2022 年 1 月 1 日宣布，向友达购入的 L3B 厂房及厂务设施，已于 1 月 2 日完成
交割。

       世界先进去年以 9.05 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 2.07 亿元）的价格购买友达位于台湾竹科的 L3B 厂房及厂
内相关设施，已依协议完成交割，正式接手该厂营运，成为世界先进晶圆五厂。
       据了解，友达位于竹科的 L3B 厂房是于 1999 年购置的 8 英寸晶圆厂房，建物面积达约 4.84 万平方公尺（约
1.46 万坪），其中厂房的估价金额约新台币 7.89 亿元新台币，而厂房附属设备的估价金额则为 1.13 亿元新台
币。
       世界先进指出，晶圆五厂厂房设施将可容纳每月约 4 万片 8 英寸产能，以因应中长期客户不断增加的产能
需求，展现对扩产的决心与对客户的承诺。
       友达表示，出售新竹科学园区 L3B 厂房及附属设备予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主要是为了活化资产。

                                                                                                                                               （来源：集微网）

世界先进正式接手友达L3B厂



       集 微 网 消 息，2021 年 12 月 31 日，据
DIGITIMES Research 研究与统计，2021 年下半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不见上半年的年成长气势，反而
连两季皆年减，合计不及 7 亿支，全年出货则约为
13.2 亿支，年增仅 6.1%。

       具体来看，2021 年下半年及全年智能手机出
货 前 六 大 品 牌 依 序 皆 为 三 星 (Samsung)、苹 果
(Apple)、小米、OPPO、vivo 及传音。就 2021 全
年来看，小米、OPPO、vivo 及传音四大国产品牌，
出货年成长率皆达 2 位数。

       在 5G 手机出货方面，DIGITIMES Research
预估 2021 年全球出货近 5.3 亿支，年增近 8 成，苹
果以超过 3 成的市占跃居首位；折叠屏手机方面，
2021 年全球出货未达千万支水平，三星仍将居冠，
且占比近 8 成。

                                                     （来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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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mes：2021年全球智能
手机出货约为13.2亿支，

年增仅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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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热议 PCIe 4.0 即将成为消费级 PC 整机应用的 SSD 主流产品之际，联芸科技再次以一种特有的方
式诠释 SSD 主控芯片发展路径。2021 年 12 月，联芸科技正式向全球发布 4 通道无外置缓存 PC 整机专用
SSD 主控芯片（型号：MAP1602），并成功实现量产。MAP1602 主控芯片的推出，将推动支持小于 2400MT/s 
NAND 的低速 PCIe4.0 SSD 主控芯片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回归 PCIe4.0 真实强悍性能（顺序读性能≮
7000MB/s）。联芸科技再次用技术创新，通过 MAP1602 主控芯片定格 PCIe4.0 SSD 主控芯片未来。 

联芸科技MAP1602为
PCIe4.0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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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1602 主控芯片是联芸科技推出的第三代 PCIe(NVMe) 主控芯片，采用全球领先的 12nm 工艺技术
设计，支持 PCIe Gen4x4 NVMe 2.0 接口技术标准，采用 ARM R5 高性能 CPU 内核 ，内嵌联芸自主研发的
第三代 Aglie ECC（4K LDPC）纠错技术、Agile Zip 数据压缩技术、硬件 RAID5/6 及 E2E 数据保护技术并搭
载联芸科技最新的超低功耗 SoC 芯片架构设计技术与 NAND 接口高性能自适配技术（无需超频即可达到
2400MT/s），以其极低的功耗，彰显 G4 的极致性能，再次定格 PCIe 无外置缓存 SSD 主控芯片的强力表现。
       MAP1602 主控芯片专为 PC-OEM 整机厂商、铁杆玩家和技术发烧友设计，可为办公、游戏、图形、数据分
析等领域中的重负荷应用提供高性能带宽和吞吐量。同时可为本土客户提供 24 小时到达现场的高效技术支持
服务以及定制化方案开发服务。

                                                                                                                       （来源：联芸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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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光同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

       紫光同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同芯”）是业界领先的安全芯片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长期致
力于金融支付、身份识别、物联网、车联网、移动通信等领域的安全芯片设计，提供的芯片及解决方案涵盖了金
融 IC 卡、电信 SIM 卡、M2M、居住证、城市通卡、居民健康卡、社保卡、移动支付卡、SE（安全单元）、USB-Key、
智能 POS/mPOS 安全主控、非接触读写机具等行业市场，产品应用遍及国内外。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多年来始终坚持发展自有核心技术，进行持续创新，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及数
百项专利技术。紫光同芯是紫光集团旗下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紫光国微”，股票代码：
002049）的全资子公司，紫光国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设计上市公司之一。作为安全芯片领导品牌，公
司依托紫光雄厚的资本平台及清华大学深厚的人才技术积累，将不断刷新技术领先优势，以高性能的芯片产品
以及优质的服务，成为行业客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迈步智能安全芯片科技的最前沿。

产品介绍

一、高性能安全芯片 THD89 系列
       该产品是全球首款获得 CC EAL6+ 认证的中国芯，采用全球先进工艺，具备高安全、高可靠、低功耗、多接
口、大容量等特性，十分适用于安全支付、智能手表、智能家居、无人值守、区块链、物联网等领域。

产品特色



应用成果

二、高性能安全芯片 THM36 系列
       该芯片是一款高性能、大容量安全存储、低功耗并具有丰富的内部协处理器引擎和对外接口的安全芯片，
已通过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密二级检测、银联终端安全芯片认证及 PCI 安全认证，被批量应用于 mPOS、支付终
端、密码键盘、安全指纹模组、其他的生物识别加速单元以及高性能信息处理等领域。

产品特色

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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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触式 IC 卡芯片
       采用增强 8 位 CPU 内核 /32 位 CPU 内核，具有大容量数据存储空间，支持多种加密算法，被广泛用于移
动通信领域。

产品列表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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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界面 IC 卡芯片
       兼具安全性高、数据传输稳定、存储容量大和传输速度快、交易时间短等特点，覆盖金融 IC 卡、社保卡、交
通、ETC、居民健康卡各类应用场景。

产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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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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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支付设备芯片
       高性能、低功耗、具有丰富的内部协处理器和对外接口的安全芯片，可应用于支付终端或者密码键盘，能够
满足指纹应用、国家商用密码专用算法应用、网络银行应用、小商户 / 家庭 / 个人支付应用等对信息安全有较
高要求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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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列表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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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SE 芯片
       多款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安全芯片产品，已对接多个公有云 IoT 平台以及运营商 IoT 平台，能够为客户构建
安全、便捷的物联网环境，十分适用于车联网、智能家居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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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列表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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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虹
设计”）成立于 1998 年，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是上海最早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之一。2015
年，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华
大电子”）控股华虹设计，成为中国安全芯片产业的
核心企业。
       华虹设计致力于物联网、车联网、智能交通、智
能家居、智能制造、5G 网络通讯、金融科技等领域
的安全芯片产品及应用方案开发。
       华虹设计面向蓬勃发展的中国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提供“芯”产品和“芯”方案，与产业界融合
发展，共同成就美好“芯”未来。

产品介绍

一、接触式 IC 卡芯片
接触式存储卡芯片 SHC2232 (2k bits)

产品简介
       SHC2232 适用于公司卡、会员卡和 ID 卡应用
等。芯片由 256×8 位主存储器和 32 位保护存储器
组成，触点定义和串行接口符合 ISO7816 标准，双
线通讯。

系统框图

基本特性
    2k 位 (256×8) EEPROM
    字节寻址
    32 地址 (0-31 字节 ) 不可逆字节写保护
    32 X 1bit 保护存储器结构
    双线通讯协议
    数据输出时指示处理结束
    复位应答符合 ISO7816-3 标准
    触点定义和串行接口符合 ISO7816 标准 ( 同步
传输 )
    工作电压：2.7~5.5V
    读写次数〉10 万次
    数据保持时间〉10 年
     每字节的擦、写编程时间各为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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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接触式逻辑加密存储卡芯片 SHC2242(2k bits)

产品简介
       SHC2242 适用于电子消费卡、公司卡、健康
卡、会员卡和 ID 卡应用等。存储容量 256 字节，其
中 32 字节带有写保护功能。芯片具有可编程密码
(PSC)、采用双线通讯协议，触点定义和串行接口符
合 ISO7816 标准。

系统框图

基本特性
    2k 位 (256×8) EEPROM
    字节寻址
    32 地址 (0-31 字节 ) 不可逆字节写保护
    32 X 1bit 保护存储器结构
    双线通讯协议
    数据输出时指示处理结束
    复位应答符合 ISO7816-3 标准
    触点定义和串行接口符合 ISO7816 标准 ( 同步
传输 )
    工作电压：2.7~5.5V
    读写次数〉10 万次
    数据保持时间〉10 年
    每字节的擦、写编程时间各为 2.5ms
    通过 3 字节可编程加密代码（PSC）验证，数据才
可改变

二、多接口安全控制芯片
USB 微控制器安全芯片 SHC1408S

产品简介
       SHC1408S 适用于身份认证、数据加解密等各
种 信 息 安 全 产 品 应 用。SHC1408S 集 成 了 线 性
8051 内核、256k 字节 FLASH 程序 / 数据存储器、
512 字节内部 SRAM、7.5k 字节 XRAM、64 位真随
机数发生器、2048 位的 RSA、ECC、SM2 硬件协处
理器、SM1/SM7/SSF33/DES/AES 对称加解密算
法硬件加速器、SM3 哈希算法硬件加速器、硬件
CRC、DMA、符合 USB 2.0 的 全速 USB 接口、通用
I/O 接口、主从 SPI 接口、符合 ISO/IEC7816 规范
的主从 7816 接口、UART 接口，并提供安全机制的
检查功能。

系统框图

基本特性
    线性 8051 内核
    512 字节内部 SRAM，7.5k 字节 XRAM
    256k 字节程序 / 数据存储器
    64 位真随机数发生器
    4 个 16 位可编程定时器 / 计数器
    2048 位的 RSA（支持 ECC 和 SM2）硬件加解密
协处理器
    SM1/SM7/SSF33/DES/AES 对称加解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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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3 哈希算法
    DMA
    符合 ISO 7816 标准主从 7816 接口
    20 个通用 I/O 口
    主 / 从 SPI 接口
    UART 接口
    符合 USB2.0 标准全速接口
    工作频率
——USB 模式为 12MHz
——7816 模式为 1-5MHz

IC 卡互联网交易终端安全芯片 SHC1516

产品简介
       安全非接读写芯片 SHC1516 提供 2048 位
RSA 加密协处理器、DES/3DES 加密处理器、流加
密处理器、支持公司自主算法、64 位真随机数发生
器、256k 字节 flash 存储器、RF 收发器，支持
ISO14443 标准，适用于 IC 卡互联网交易终端应
用。

系统框图

基本特性
    采用线性地址 51 内核 CPU
    存储器
——256k 字节 Flash
——7.5k 字节 XRAM
——512 字节 IRAM
    64 位随机数发生器 ( 符合 FIPS140-2 和 NIST 
SP800-22)
    4 个 16 位可编程定时器 / 计数器
    工作频率
——USB 模式下外接晶振频率 12MHz
——7816 模式下外部输入频率范围为 1MHz~5M-
Hz，典型频率为 3.57MHz
    FLASH 和 XRAM 的数据可以加密保护
    RSA/ECC/SM2 硬件加速器
——提供 2048 位的 RSA 硬件加解密算法硬件加
速器
——支持 ECC 素域 P-192、P-224 和 P-256，二进
制域 B-163、B-193 和 B-233
    DES/3DES、AES 算法硬件加速器
    硬件 DMA
    符 合 USB2.0 规 范 的 接 口，支 持 USB 2.0 
Full-Speed 模式
    提供 17 个 GPIO
    提供硬件主从 7816 串口（与 GPIO 端口复用），
支持 T=0/T=1
    提供主从 SPI 接口（与 GPIO 端口复用）
    提供 UART 接口
    RF 收发器
——工作频率 13.56MHz
——通信协议 ISO14443
——支持非接 CPU 卡
——支持逻辑加密卡
——天线驱动电流 100mA
    工作电压
——7816 模式下工作电压：2.7V 至 5.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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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模式下工作电压：3.0V 至 5.5V
    工作温度：-25°C ~+85°C

三、双界面 IC 卡芯片
32 位双界面 CPU 卡芯片系列 SHC1302

产品简介
       SHC1302 是一系列双界面 CPU 卡芯片，主要
用 于 银 行 IC 卡 和 金 融 行 业 联 名 卡。CPU 采 用
SC100，该 CPU 基于 32 位 RISC 架构。SHC1302
采用 0.18um CMOS EEPROM 工艺，内置 256k
字节 ROM、10k 字节 RAM 作为程序和数据的存储、
并且采用 40/48/80/144k 字节 EEPROM 作为数
据或程序的断电存储。另外，芯片集成了定时器与
看门狗、时钟发生器、真随机数发生器、中断控制
器、系统控制器、DES/3DES、SSF33、SM1、SM2、
SM3、SM4、AES、PKI 算法协处理器、CRC 运算模
块、安全控制模块、符合 ISO14443 的 RF 接口、
ISO7816 串行接口等模块。

系统框图

基本特性
    符合 ISO/IEC 14443
    符合 ISO 7816，支持 T=0，T=1 协议
    采用 SC100 作为处理器，具有存储器保护单元
MPU
    256k 字节程序 ROM
    10k 字节 RAM
    40/48/80/144k 字节 EEPROM
    数据保持时间 > 10 年
    擦写次数 > 10 万次
    硬件 DES/3DES、AES、CRC、SSF33、SM1、SM3、

SM4
    PKI 算法协处理器支持 2048 位 RSA 和 256 位
ECC 及 SM2 商密算法
    真随机数发生器
    提供频率、光、温度、电压
    提供存储器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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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九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Nyquest Technology Co., Ltd.）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为专业 IC 设计公司，
核心事业为积体电路设计研发，提供创新应用设计解决方案与行销。为适应市场需求及公司成长需要，九齐科
技于 2010 年在深圳设立九齐微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并于 2016 年 5 月上柜 (TW: 6494)，目前实收资本额为
新台币 3.16 亿元。九齐科技致力研发多样化的产品，提供客户完整的解决方案。
       九齐科技主要研发高品质及高附加价值的消费性积体电路包括语音控制 IC、微控制器语音产品（MCU）
等；并提供完整的软体设计支援平台和应用解决方案。以消费性电子应用产业领域为主，将多媒体技术商品化，
使人们享受高科技带来的欢乐、舒适与便利，提升生活品质。
       九齐科技目前主要产品包括个人电子产品、发声玩具礼品及互动性消费产品等多项家庭娱乐平台产品的
晶片方案，并逐年扩增中。产品的生产制作均委托专业厂商代工。产品行销策略为透过「专业代理商制度」拓展
市场规模，充分整合外部资源，开拓更广阔的行销空间，协助用户端应用产品的设计、制造，并建立完善的销售
通路。除台湾、日本、中国大陆及香港等市场外，我们也积极开发欧美及各新兴市场，并派赴技术服务及人力，提
供专业技术售后服务，为客户提供最完善的技术支援。

产品介绍

一、32-bit MCU
NX1 系列
产品简介
       NX1 系列是基于 32 位 CPU 的高质量 Speech/MIDI 处理器，特别设计用来发挥数字处理的能力。内嵌
OTP 作为量产芯片，完全不需要掩膜费用，并且拥有 OTP 产品在 MOQ 和交期的优势。
       NX1 系列包含数个产品，由 OTP/RAM 内存大小、I/O 数目、以及功能多寡来区分。NX1 采用内存映像架
构，可以寻址到 16MB，包含内存 (OTP/RAM)、外围、以及 SPI flash 的储存空间 ( 支持指令 / 数据模式 )。由于
DSP 算法以及硬件规格的提升，NX1 支持 SBC (Sub-Band Coding, 子带编码 )，相较于传统式的 ADPCM
算法，除了更高的压缩率之外，在音质上也大幅超越传统的语音水平！藉由 32 位 MCU 软件的高性能运算，可
用来实现 16 和弦 MIDI。所有的数据，包括 SBC / MIDI 文件、音色波表 (Wavetable)、XIP 程序、一般用户数
据，都可以从 SPI flash 取得。
       NX1 系列除了可用 C 语言在 NYIDE 环境下开发，提供客户更多的控制度来满足较高复杂度的产品开发。
更将高阶的 Q-Code 语言移植到 32 位 MCU，不仅提供简单易用和高生产力的开发环境，更把握了产品构想
及时实现的重要性。藉由 NX_Programmer 硬件多功能 USB 转串行适配器，客户可以方便地完成以下诸多事
项：当 作 NX1_ICE 进 行 程 序 除 错；以 NX1_FDB (Flash Demo Board) 完 成 原 型 的 演 示；以 及 用 OTP 

九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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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ime PROM) 来量产。NX_Programmer 还提供 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烧写量产板上 SPI 
flash 的功能，方便客户先组装 PCBA 模块再进行烧录。

产品特性
    宽广的工作电压：2.4V ~ 5.5V
    32 位 CPU 内核
    四种工作模式可随系统需求调整电流消耗：正常 (Normal)/ 慢速 (Slow)/ 待机 (Standby)/ 睡眠 (Halt)，
在睡眠模式下，耗电流 <1uA
    内建 6 阶低电压检测器 (LVD)：3.6V, 3.4V, 3.2V, 2.6V, 2.4V, 2.2V
    三组 16 位下数定时器 (Timer0 / Timer1 / Timer2)
    两组 PWM 产生器 (PWMA / PWMB)
    内建 MIC 偏压，2 级前置放大器，以及自动 / 程序增益控制 (AGC / PGA)
    内 建 14 位 DAC( 数 字 模 仿 转 换 器 ) 以 及 1.3 瓦 /1.5 瓦 推 挽 式 功 放 ( 仅
NX11P22A/NX12P44A/NX13P44A)
    内建各式界面：IR 传输，UART，I2C，SDHC 2.0 卡
    支持实时时钟 (RTC)：16KHz ( 或 4KHz) / 1KHz / 64Hz / 2Hz 中断
    支持 OTP 安全锁防读写
    基于软件的语音 /MIDI 编译码器以及各式算法
    支持 4 倍频超采样滤波器

二、Speech IC
NY3 系列
产品简介
       NY3 系列产品为单芯片 CMOS 语音合成 IC，共有 43 颗母体。利用精准的内阻震荡 (+/- 0.5%)，不需外
加震荡电阻，有 PWM 输出，故无须再外加任何零件。NY3P 系列产品是九齐科技为了支持 NY3A, NY3B, 
NY3C, NY3D 系列 MaskROM 产品所专门开发的嵌入式 EPROM 架构的 OTP IC (One Time Program-
mable)。语音合成方式与 NY3A, NY3B, NY3C, NY3D 系列 MaskROM 产品相同，藉由 OTP 烧录过程中更
换 Code 数据，可自行将不同的语音数据写入 EPROM 中。用户可使用简便的 Q-Speech 和 Quick-IO 工具
软件来快速地进行开发，然后使用 Q-Writer 软件搭配 OTP_Writer 硬件来进行非常快速的 OTP 烧录。

产品特性
    宽广的工作电压：1.8V ~ 5.5V
    最多有 1536 个语音格 (Voice Step)，可规划成 128 个语音组 (Voice Sentence)
    一组 9-bit 或 10-bit 的 PWM 输出可支持 NY3A/NY3B/NY3C 的 9-bit 或 NY3D 的 10-bitPWM 输出，有
两种 PWM 音量可供选择 ( 正常音量 & 大音量 )，可直接驱动 8Ω、16Ω、32Ω、64Ω的喇叭或蜂鸣片
    支持低压复位 (LVR=1.5V)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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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内建一组准确的频率振荡器 (+/- 0.5% 误差 )，并无提供外部震荡电阻选项
    用户可使用简便的 Q-Speech 和 Quick-IO 工具软件来快速地进行开发，然后使用 Q-Writer 软件搭配
OTP_Writer 硬件来进行非常快速的 OTP 烧录

产品列表

NY4 系列
产品简介
       NY4 系列的语音合成方式采用高音质 ADPCM 算法，最高采样率可达 CD 音质 44.1kHz，且内建一个噪
声滤波线路可降低背景噪音。使用 RISC 精简指令集架构，共有 44 条指令，除了少数指令需要 2 个时序，大多
数指令都是 1 个时序即可完成，可以很方便的以程控来完成不同的应用。利用精准的 +/-1% 内阻震荡，可以不
需外加震荡电阻。提供待机模式 (Halt mode)，可大幅度的节省功耗。

产品特性
    宽广的工作电压：2.0V ~ 5.5V
    4-bit RISC 精简指令集架构的微控制器，共有 44 条指令
    96x4-bit RAM，分成 2 页，每页 48x4-bit
    1MHz 指令频率
    提供待机模式 (Halt mode)，可节省功耗，静态电流 (Isb) 小于 1uA
    精准的 +/-1% 内阻震荡
    提供低压复位 (LVR=1.8V)，看门狗计时 (WDT)，I/O 复位功能 (External Reset)
    4~8 根弹性的 I/O 脚
    IR 红外线输出
    高音质 ADPCM 语音合成算法，可以经由简单的调整采样位数来提升音质
    内建噪声滤波线路 (Noise-Filter)，可以适当的降低背景噪音
    一组 9-bit PWM 纯硬件输出，可以直接驱动喇叭或蜂鸣片
    内建硬件的静音压缩算法 (Mute mode speech algorithm)，可以节省语音容量
    支持 Quick-IO 信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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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列表

三、Accessory ASIC
NY9T 系列
产品简介
       NY9T 系列产品为单芯片 CMOS 的 4 位微控制器，提供 LED 控制处理器与电容式触摸感应功能。内建最
多 8 通道的 PWM-IO LED 输出，提供 4 种模拟输出电流，搭配数字 256 阶的硬件 PWM 电流控制，可控制
LED 不同的亮度。还提供恒流输出选项，让用户不用加上外部限流电阻就可保护 LED。藉由九齐的软件开发工
具“Q-Visio”，用户在互动界面上可轻松、快速编写 LED 闪法。

产品特性
    宽广的工作电压：2.0V ~ 6.0V
    400KHz 指令频率
    精准的 400KHz 内阻振荡 (+/- 1%)
    扫描触摸按键时的待机电流非常低，可减少耗电
    提供低压复位 (LVR=1.8V)，看门狗计时 (WDT)，I/O 复位功能 (External Reset)
    最多有 24 根弹性的 I/O 脚，可设定为：一般 I/O、PWM-IO 输出或 Touch-Key 输入
    最多有 8 通道的 PWM-IO 输出 (PE0~3 与 PF0~3)，PWM-IO 脚位和一般 I/O 共享
    PWM-IO 搭配软件控制，最多有 256 阶 LED 亮度，LED 的更新率 (frame rate) 为 128Hz、4KHz 或 66KHz
    最多有 16 个触摸键：PA0~3、PB0~3、PC0~3 和 PD0~3，皆和一般 I/O 共享
    触摸按键可选择同时多个按键侦测或单一按键侦测功能 ( 光罩选择 )
    触摸感应的硬件自动更正功能可随时提供精准的触摸按键侦测以避免环境改变
    4 种触摸按键反应时间 (Debounce Time)，可以用来避免噪声干扰 ( 光罩选择 )
    2 种触摸迟滞选择，小迟滞窗口或大迟滞窗口 ( 光罩选择 )
    阶灵敏度控制，可经由软件或外部 RADJ 电阻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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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68号海创基地北楼四楼B4092室
投稿：incub@hicc.org.cn
官网：www.hicc.org.cn
电话：86- 571- 86726360
传真：86- 571- 86726367

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有限公司 
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