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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The convergence of mobile phones and other consumer-driven devices such as PDAs, MP3 players, digital still
and video cameras is progressing rapidly as evidenced by recent introductions of phones like the Motorola ROKR
and Palm Treo™. Consequently, the demand for processing power is increasing exponentially in these highperformance, low-power devices, and it becomes inevitable for mobile handset manufacturers to start adopting a
dual processor architecture. In the case of a PDA or smart phone, the two processing elements are typically a
baseband processor and an application processor. The two processors operate independently, performing
specialized tasks in the mobile phone architecture. The baseband processor acts as an RF modem, whil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or runs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handles other multimedia features. High level operating
systems, such as Linux, Symbian™ and Windows® CE/Mobile, usually require a powerful application processor
that also manages the audio, video, and other wireless features such as Wi-Fi® and Bluetooth®. In 2G and 2.5G,
the two processors are interconnected by a traditional serial interface, either UART or SPI. These serial
standards provide a low-bandwidth solution typically not exceeding 1Mbps in throughput; just enough for low data
rate traffic. However,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3G/3.5G networks, the multimedia rich content boosts the interprocessor communication bandwidth requirement significantly. As a result, the use of conventional serial
interfaces becomes insufficient in 3G/3.5G applications (real-time video, music, games, etc.). A new systeminterconnect solution has recently emerged in the mobile handset space: the low-power dual-port memory. These
dual-port memory devices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wireless handset market to maximize throughput and
minimize power consumption.

摘要
從一些最新發表的行動電話中，例如 Motorola ROKR 以及 Palm Treo™，可以發現行動電話與其他消費性
裝置，如 PDAs、MP3 播放機、數位相機和攝影機的數位整合正在快速演進。因此這些高效能、低功耗的
裝置對於整體處理能力的要求也大幅提高，讓手機製造商必須開始採用雙處理器架構。例如在 PDA 或智
慧型手機裡，一般都會看到一個基頻（baseband）處理器搭配一個應用（application）處理器的雙處理器
單元架構。這兩個處理器各自運作，執行手機架構中特定的工作。基頻處理器扮演 RF 數據機的角色；而
應用處理器則執行作業系統以及處理其他多媒體功能。一些如 Linux、Symbian™ 與 Windows® CE/Mobile
等高階作業系統，通常需要運算能力強大的應用處理器，來管理影音資料與其他如：Wi-Fi®與 Bluetooth®
等無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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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G 和 2.5G 系統中，兩個處理器之間的互連是透過 UART 或 SPI 的傳統序列介面。這些序列介面標準
僅能作為低頻寬的解決方案，通常有效傳輸速率（throughput）不會超過 1Mbps，所以只夠用在低資料速
率的傳輸上。然而，隨著 3G/3.5G 網路快速成長，多媒體資訊內容的增加也使得處理器之間通訊所需的
頻寬大幅提高。因此，面對 3G/3.5G 的應用需求（即時視訊、音樂、遊戲…等），傳統的序列介面已不
敷使用。低功耗雙埠（low-power dual-port）RAM 是手機領域中最新提出的 system-interconnect 解決方
案。這些雙埠 RAM 裝置乃是專為無線手持式裝置市場所設計，具備最高傳輸速率與最低耗電量。雙埠
RAM 具備標準記憶體介面，能直接連結至所有常見的基頻與應用處理器。而且，利用標準處理器的記憶
體介面連結，也可以將重要的 GPIO 針腳使用數量降至最低。為了驗證這項構想，我們採用德州儀器
（TI）的 OMAP1710 處理器以及 Cypress MoBL®雙埠 RAM，建立模擬驗證平台。本文將闡述由這個展
示平台所測得之有效傳輸速率，並且概述相較於其他處理器相互通訊（Inter Processor Communication；
IPC）技術，此高效能、低功耗的雙埠 RAM 解決方案所具備的價值優勢。

前言
從一些最新發表的行動電話中，例如 Motorola ROKR 以及 Palm Treo，可以發現行動電話與其他消費性裝
置，如 PDAs、MP3 播放機、數位相機和攝影機的數位整合方案正在快速演進。因此在工程上也產生了一
個典型的矛盾處：超高效能手持式裝置還得具備極低的耗電量。而且隨著處理器的運算效能大幅提高，
手機製造商與設計業者也必須開始採用雙處理器架構。由於 3G/3.5G 無線系統本身擁有的較高資料傳輸
率，處理器之連結埠頻寬與延遲率的要求勢必隨之提升，以因應多媒體功能的需求。
目前在雙處理器 PDA 與智慧型手機的設計中，處理單元通常包含一個基頻處理器與一個特定功能的協同
處理器，例如應用處理器或多媒體處理器。這兩個處理器在手機中各自運作，執行所屬的特定工作。基
頻處理器扮演 RF 數據機的角色，而應用處理器則負責執行作業系統，以及處理各種多媒體應用。如
Linux、Symbian 與 Windows CE/Mobile 等常見較複雜的作業系統，通常需要運算能力強大的應用處理
器，來管理影音資料及其他如：Wi-Fi 與 Bluetooth 等的無線功能。圖 1 所示為高階手機中的雙處理器架
構。

[+] Feedback

圖 1：
：3G/3.5G Smart/PDA 手機中的雙處理器架構

下圖 2 所示則為資料流的範例。語音和多媒體資料經由天線接收後送入基頻處理器，接著這些資料在經
過封包之後，傳送至應用處理器。應用處理器則會將這些多媒體內容儲存至檔案系統中，或是將其即時
播放出來。我們將會發現基頻與應用處理器間的連結埠頻寬可能成為下一代 3G/3.5G 無線行動電話的瓶
頸。
圖 2：雙處理器行動
：雙處理器行動電話
：雙處理器行動電話的資料流範例
電話的資料流範例

輸入資料：
有效傳輸速率受限於無線
技術，例如 WCDMA

傳輸：
有效傳輸速率
受限於相互連
接技術，例如
UART 或 USB

顯示輸出

技術頻寬需求
雙處理器架構在高階 2G 與 2.5G 手機設計中，已受到廣泛的運用。然而，由於多數的傳輸資料為語音、
簡單的電子郵件、或文字簡訊，因此這些網路的資料傳輸速率通常在每秒數百 kilobits 的範圍內。以
GPRS 與 EDGE（2.5G）網路為例，最大資料傳輸速率分別為 171.2kbps 與 384kbps。因此在此世代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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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手持式裝置中，處理器相互通訊（inter-processor communication；IPC）通常是透過 SPI、UART、或
USB 這類的介面，而且兩個處理器都必須要支援相同的介面。但另一方面，如下圖 3 所示，在 3G/3.5G
無線標準中，CDMA2000 與 WCDMA 支援的高速下行封包接取 High-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
（HSDPA）規格則要求高達 10Mbps 以上，才足以支援多樣化的多媒體內容。
圖 3：無線通訊標準中各
：無線通訊標準中各類
：無線通訊標準中各類資料傳輸速率要求

傳統相互連接

相互連接技術

傳統連結埠不足以支援 3G 所需的有效傳輸速率

圖 3 明顯表示無論是 UART 或是 SPI 的有效傳輸速率（約 1Mbps），皆不能滿足 3G/3.5G 無線網路所要
求的頻寬。至於目前行動無線處理器所支援的 USB（全速模式）介面，理論上可提供高達 12Mbps 的頻
寬。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樣就能滿足 3G/3.5G 對於有效傳輸速率的要求，然而如果考慮到通訊協定的
overhead，則實際頻寬可能低於 2Mbps（這是根據某家主要手機製造商所得到的測試結果）。此外，由於
USB 主機端連接埠需要隨時保持運作狀態，這表示即使沒有任何資料在互連通道中傳遞，仍須消耗電
力。更何況 USB 的高耗電量對於其扮演 IPC 機制的角色是一項重大缺點。此外，由於連結 PC 與周邊配
備的時候也會用到 USB 連接埠，因此，在處理器上的 USB 連接埠可用數也有其限制，這也是其不利於
IPC 方面應用的原因之一。因此，目前並沒有任何一個序列介面可以提供 3G/3.5G 手機中足夠的資料傳輸
速率。
基於 3G/3.5G 無線網路標準的概念，智慧型手機與 PDA 手持式裝置設計業者不斷努力尋找有效的處理器
互連解決方案。許多新的設計中採用了各式現有序列標準的組合，藉此創造出多重資料通道，以供處理
器間的資料傳輸。這雖然看來似乎可行，但處理此種資料類型所需的軟體會變得相當複雜，並容易產生
資料完整性的疑慮。由於這些手機設計有時間上的緊迫性，而且上市時程也是決定產品成功的一大因
素，因此系統設計業者不能浪費時間去擔心處理器相互通訊的問題。另一種解決方案是運用 CPLD 作為
雙處理器之間通訊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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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CPLD 也會出現四種問題。第一，CPLD 需要經過重新編程，需要更多開發時間與資源，這將增加系
統設計不必要的複雜度。第二，由於 CPLD 並非專為行動應用進行最佳化，因此相較於其他方法，CPLD
更佔機板空間。第三，因為 CPLD 是一顆相當複雜的矽晶片，其整體成本可能隨著開發機板與其他雜項
支出的增加而提高，最後將導致整體材料清單（BOM）的增加。此外，CPLD 通常比許多專用裝置需要
更多的電力。因此採用 CPLD 作為 IPC 不僅不是一個捷徑，況且有可能不利於行動裝置的設計。

低功耗雙埠 (Low-Power Dual-Port) 元件於處理器相互通訊
元件於處理器相互通訊 (Inter-Processor Communication；
IPC) 的應用
低功耗雙埠 RAM 作為系統互連的元件是最近才在行動手持式裝置領域中出現的應用。雙埠 RAM 具備高
頻寬的有效傳輸速率，不僅能夠符合下一世代無線資料傳輸速率的需求；同時，相較於其他序列介面，
其所具備的高效率頻寬能維持最低耗電量，因此可讓電池續航力最大化。
透過雙埠 RAM 的連結程序很直接，而且所用的機制也都是設計人員所熟悉的。記憶體介面不僅可直接連
結至現成處理器上的標準界面，也無須複雜的裝置驅動程式，因為此處所謂的「界面」其實就是兩個處
理器之間所對映的記憶區，如此能更進一步簡化軟體的開發工作，並且縮短產品上市時程。硬體中斷
（hardware interrupts）可提供處理器握手協議(handshaking)的一個簡單機制；與其他介面（例如 USB）比
較起來，此種方法在管理通訊連結時，能具備更大的效率與最少的協定 overhead。因此，在兩邊處理器
都不需要維持周期頻繁的各層通訊協定，造成不必要的儲存與載入的動作的情形下，此方法可以減少
overhead，並節省耗電量。
我們必須進一步評估低功耗雙埠 IPC 方法的整體效率，因為對手機設計人員與設計業者來說，IPC 的實際
有效傳輸速率的評估是他們關心的重點，而不是理論值。為了量測有效傳輸速率，Cypress 與 TI 開發了一
套 平 台 ， 其 中 包 含 兩 TI 的 OMAP1710 應 用 處 理 器 以 及 Cypress 的 低 電 源 MoBL® 雙 埠 RAM
（CYDM256B16）。硬體設定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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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MoBL 雙埠 RAM 評估平台硬體設定

在軟體部分，則是在 Symbian 8.1 EKA1 OS 平台上開發，並採用簡單的 non-double/rotational 緩衝硬體中
斷機制作為握手協議(handshaking)之用。有效傳輸速率的計算是以主端（server）至從端（client）處理器
的資料群傳輸為基礎，而其封包大小為預先設定的。不同大小的封包可用來測量隨著硬體中斷頻率而改
變的系統實際有效傳輸速率。雖然改用 double/rotational 緩衝配置時，有效傳輸速率的效能可能會有所提
昇，然而設計業者通常寧願採取較為謹慎保守的方式，以簡化軟體複雜度，並且將中斷的數量降至最
低。測量結果分別列於表 1 以及圖 5 中。
表 1：有效傳輸速率摘要
：有效傳輸速率摘要

封包大小
8kB (4k x 16)
4kB (2k x 16)
2kB (1k x 16)
1kB (512 x 16)
512B (256 x 16)

有效傳輸速率
50 Mbps
48 Mbps
31 Mbps
19 Mbps
10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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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實際有效傳輸速率與不同封包大小之間的關係
：實際有效傳輸速率與不同封包大小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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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用全速 USB 互連的作法與雙埠 RAM 介面的比較為例，若要將一個 1Mbit 的多媒體檔案由基頻
處理器傳輸至應用處理器時，由於 USB 介面具備 2Mbps 的有效傳輸速率，因此需要 0.5 秒完成該傳輸
（1Mb / 2Mbps = 0.5 秒）。此時兩個處理器上的序列介面也必須要在該資料傳輸期間都「醒著」
（awake）狀態，相對地也會造成耗電量增加。而在相同狀況下，低功耗雙埠 RAM 僅需耗費 0.02 秒就能
以 48Mbps 的速率（1Mb / 48Mbps = 0.02 秒）傳輸，此外，雙埠 RAM 和其他處理器還可以在資料傳輸後
自動進入休眠狀態，可讓兩個處理器減少超過 96%的耗電時間，藉以大幅節省電力。
與其他機制比較起來，低功耗雙埠 RAM 不但能提供卓越的效能與低耗電，也能內建在超小型的 vfBGA
封裝中，能將所佔的機板空間降至最低。低功耗雙埠 RAM 的其他特點，例如：輸入讀取與輸出驅動暫存
器，也可以減少處理器上重要的 GPIO 使用量，如下圖 6 所示。
圖 6：輸入讀取暫存器與輸出驅動暫存器的用法
：輸入讀取暫存器與輸出驅動暫存器的用法

重要的 GPIO 用於讀取/驅動共用資
源

藉由 MoBL 雙埠 RAM 中的
IRR/ODR 功能，節省 GPIO 的使用
2 x In：在可讀記憶體中擷取之訊號
5 x Out：可重寫記憶體驅動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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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3G/3.5G 無線網路的日益盛行，豐富的多媒體內容也大幅提高了可攜式裝置處理器相互通訊之頻寬
需求。因此，傳統序列介面（UART、SPI、與全速 USB）已不足以應付 3G/3.5G 系統中傳輸即時視訊、
音樂、遊戲等多媒體應用。低功耗雙埠 RAM 在扮演處理器通訊機制時，其高頻寬、低供耗的特點，不但
能滿足嚴苛的設計需求，同時具備各類功能，來簡化軟體與硬體的設計，所以能在許多狀況下，為下一
世代行動電話處理器通訊機制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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