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光推出全球首款 1.5TB microSD 卡及車用功能安全認證記憶體 為智慧邊緣的數據增添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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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完整嵌入式解決⽅案與合作夥伴緊密合作
美光將領先業界的 176 層 NAND 和 1α DRAM 技術導入⼯業和⾞⽤市場
2022 年 6 ⽉ 21 ⽇，德國紐倫堡 ──嵌入式電⼦與⼯業電腦應⽤展（Embedded World） —美光科技
（Nasdaq: MU）今⽇宣布擴⼤其嵌入式產品組合，並強化合作夥伴⽣態系統，為智慧邊緣複雜的記憶體和儲
存需求提供強⽽有⼒的解決⽅案。美光⽬前已將全球最⾼容量的 microSD 卡 「i400」 正式向客⼾送樣，該產
品專為⼯業級影像監控⽽設計，採⽤美光⾸創的全球⾸款 176 層 3D NAND，容量達到前所未有的 1.5 TB。
此外，美光⼯業商數（IQ）合作夥伴計畫也迎來全新成員，期許能藉此更全⾯地向⼯業市場提供⾼性能且堅
固耐⽤的解決⽅案。美光亦宣布其以領先市場的 1α（1-alpha）製程節點為基礎打造的 LPDDR5 記憶體，已
取得⾸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26262 汽⾞安全完整性等級 ASIL D 級認證。隨著次世代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對⾃主性和安全性的要求越來越⾼，這項認證再次為美光 LPDDR5 嚴格的功能安全性標準背書，
使其能夠在智慧運輸系統的完全⾃動駕駛領域實現創新。
隨著 5G、⼈⼯智慧（AI）和物聯網（IoT）在邊緣的融合，世界正在經歷⼀場爆炸性成⻑，涵蓋範圍橫跨⾃駕
⾞、影像監控、智慧⼯廠、能源基礎建設、機器⼈、⼯業運輸、醫療保健等裝置。根據研調機構 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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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裝置將產⽣⼤量關鍵任務

Research 的預測，2026 年時全球將有 250 億台連網的物聯網 (IoT) 裝置，

數據，⽽這些數據將越來越仰賴在邊緣──即數據產⽣的地⽅──進⾏儲存、管理和分析，獲得即時洞察並立即
判斷執⾏。能夠在惡劣條件下（例如⾼溫、衝擊、震動）處理⼤量數據集的⼯業級記憶體和儲存裝置，將扮演
極其重要的⾓⾊。
美光企業副總裁暨嵌入式業務事業部總經理 Kris Baxter 表⽰：「隨著終端裝置持續在公共安全、⾃駕交通⼯
具以及製造營運等領域產⽣關鍵洞察，現今的智慧應⽤對延遲和品質的要求更不容妥協。美光最新的產品解決
⽅案：專為影像監控⽽設計的 i400 microSD 卡和符合⾞⽤ ASIL D 級標準的 LPDDR5，兼顧⾼性能及耐⽤
性，將為企業釋放全新價值，推動智慧邊緣所需的快速創新。」
這些解決⽅案藉助專為⼯業應⽤打造的獨有功能，在智慧邊緣為企業客⼾創造更多價值。消費級記憶體和儲存
裝置可能在⼯業環境中發⽣故障，並導致關鍵數據遺失或操作中斷，但美光的 i400 和⾞⽤ LPDDR5 專為特殊
⽤途量⾝訂做，加強其所需的使⽤壽命和可靠性，有助於在邊緣加速創新並創造更⼤的商業利益。
全球⾸款透過⼈⼯智慧強化影像監控的⼯業⽤ 1.5TB microSD
隨著即時影像監控需求的上升，網際網路協定影像監控和影像監控即服務（VSaaS）市場的價值預計在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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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器、智慧家庭監控裝置、警⽤隨⾝攝影機和⼯廠⽤的⼈⼯智慧攝影機均需要

年達到 830 億美元。

能夠處理富含影⾳數據的儲存裝置。作為世界上容量最⼤的 microSD 卡，美光的 i400 非常適合⽤於邊緣的影
片儲存和混合 VSaaS 部署。

1.5TB ⼤容量 microSD 卡可以在本機儲存四個⽉（120 天）視訊監控影⾳，並允許使⽤者最佳化儲存在雲端
的數據。超⾼容量將根除持續把數據上傳到雲端進⾏主儲存的需求（該過程往往消耗⼤量頻寬和營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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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減少昂貴頻寬成本的⼩型企業或遠端站點（如連線能⼒有限的貨船或⽯油鑽井平台）將可以轉為

那些

定期將數據上傳到雲端進⾏備份，平時則使⽤邊緣的 i400 儲存裝置。將主儲存移到邊緣可以在智慧型攝影機
內實現即時的 AI 分析和更快的決策，這樣的反應速度對於關鍵執法、公共衛⽣和安全決策來說格外重要。
與市場上⼤多數消費級的記憶卡不同，i400 專為影像監控環境⽽設計，具有如下特點：
五年⾼品質 24 ⼩時連續錄製
能夠同時處理 4K 影片錄製和每秒多達 8 個 AI 事件，如⾞牌或臉部識別等物體檢測和分類
故障前平均時間為 200 萬⼩時
美光正在向許多客⼾提供 i400 的樣品，其中包括雲端管理型企業資安供應商 Verkada。Verkada 利⽤其智慧
型攝影機為 12,000 多家組織提供安全保護服務，包含 43 家名列《財富》雜誌 500 強的企業。該公司也為應
對急遽增加的反亞裔仇恨犯罪（此類犯罪去年在美國激增了 339%），於近期向亞裔美國⼈經營的企業捐贈攝
影機。
Verkada 的硬體⼯程副總裁 Raj Misra 表⽰：「美光的⼯業級儲存裝置能夠滿⾜最嚴苛的影片留存和安全要
求，是幫助我們保護客⼾和社區包含學校和⼤型企業的關鍵。最新的 i400 解決⽅案將透過在邊緣實現更⼤的
影片儲存和更快的攝影機內⼈⼯智慧分析，讓客⼾更加安⼼，這在分秒必爭的危機處理中非常重要。」
美光獲得全球⾸個 LPDDR5 ISO26262 ASIL D 級認證
⽀援 ADAS 的汽⾞現在得要執⾏超過 1 億⾏程式碼，且每秒需進⾏數百兆次的運算，速度與資料中⼼不相上
下。Gartner®預測，全球⼯廠裝配⾞⽤記憶體市場將在 2026 年增⻑到近 150 億美元，相比去年的 33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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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汽⾞製造商必須遵守電⼦系統的嚴格功能安全標準。值得信賴的⾼性能記憶體對於可靠

提⾼四倍，

地⽀援安全關鍵應⽤程式（如主動⾞距控制巡航系統、⾞道偏離警告和盲點偵測）是必不可少的，它也是解鎖
ADAS 技術的關鍵，如⾃動代客泊⾞和⾞輛共乘、4D 數位成像雷達和放雙⼿（hands-free）體驗，這些技術
將為實現完全的 5 級⾃動駕駛奠定基礎。
為滿⾜這些需求，美光的⾞⽤ LPDDR5 記憶體現已通過知名的⾞⽤安全專家 exida 的認證，達到 ISO26262
所規定最嚴格的安全完整性等級 ASIL D。此外，LPDDR5 的⾼性能、⾼效率和低延遲也為次世代⾞⽤系統不
斷增⻑的頻寬需求提供了空間。⽬前美光的 LPDDR5 有 48 和 96 GB 兩種容量正量產中，並具有以下特點：
獨有的晶片內建安全功能（on-chip safety）功能：包括檢測系統性和隨機性硬體故障並向系統發出
警報的能⼒，確保汽⾞能夠作出智慧化反應和回應。
數據存取速度增加⾼達 50%：使得智慧型汽⾞的多重感測器和輸入端（如雷達、光學雷達、⾼解析度
成像、5G 網路和光學影像識別）能夠近乎即時地產⽣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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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效率提⾼ 30% 以上：⼤幅減少電動⾞和傳統汽⾞的電⼒消耗，進⽽實現更環保、更⻑程的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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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降低碳排量

儘管 ISO26262 標準沒有明確要求記憶體必須符合 ASIL 標準，美光卻意識到記憶體對安全應⽤的重要性，並
為此做出額外努⼒，在業界率先通過認證，並建構其專有的晶片上安全功能。這些獨⼀無⼆的功能⼤⼤減輕了
汽⾞製造商的負擔，弱化其建立額外機制以降低風險的需求，進⼀步簡化系統設計更加速了上市時間。除了
LPDDR5 的 ASIL D 級產品認證外，exida 也認證了美光根據 ISO26262 標準開發任何同步 DRAM 產品的製
程能⼒，美光將能在以 ISO26262 為基礎的汽⾞解決⽅案組合中，快速推出更多解決⽅案。
美光已於 2021 年對業界⾸個經評估符合 ASIL D 適⽤性要求的 LPDDR5 硬體進⾏取樣，並設立功能性安全辦
公室，上述認證則是美光繼實現該⾥程碑之後的⼜⼀重⼤事件。美光的功能性安全辦公室致⼒於透過美光在慕
尼⿊、底特律、上海、東京等地的實驗室與客⼾合作，滿⾜設計安全⾞⽤系統的記憶體要求。
美光的⼯業商數合作夥伴計畫伴隨新成員的加入⽽壯⼤
作為對這些發展的補充，美光正迎接嵌入式和邊緣運算模組供應商康佳特科技 (Congatec) 和 PHYTEC 加入
其 IQ 合作夥伴計畫。IQ 計畫促進美光與⽣態系統夥伴的緊密合作，針對需要設備平穩運⾏數⼗年的⼯業環境
（如⼯廠），推出符合⼯業市場對品質、壽命、耐⽤性、可靠性等嚴格要求的解決⽅案。
康佳特和 PHYTEC 分別設計和製造嵌入式模組及模組化系統，⽤於醫療技術、⼯業⾃動化、可再⽣能源、航
太、運輸和其他⾏業。這兩間企業都位於德國，它們的加入將使美光值得信賴的記憶體和儲存解決⽅案能更廣
泛地進入⼯業市場，並能為蓬勃發展的歐洲⼯業 4.0 市場提供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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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市場 具有獨特地位並持有⾼市佔率，透過加入這些新的產品組合與合作夥伴，美光將

美光在⾞⽤和

持續鞏固其在智慧邊緣市場的領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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