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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論
今日我們每人口袋裡攜帶的電腦，能力比用來讓人類登陸月球的導引系統要高出幾百萬
倍。智慧手機已經對社會產生巨大的變化，帶給我們的不只是通訊能力，還是學習、分享
與協作的能力，並為全球數十億人解決問題。

過去十年內，我們看到智慧手機已經成長為代表主流科技的巔峰。它促成高效能運算的民
主化、讓通訊、知識分享、娛樂與個人數據管理帶來革命性的進展，而這一切都匯集在輕
量與直覺式的外型內。

但智慧手機不但超越了我們的預期，還提升我們的預期。消費者樂於擁抱市面上全新的應
用與沉浸式體驗。隨著app設計人員爭相推出「下一個大作」，每瓦電力的效能也被推至
接近最高端裝置的能力極限。今日許多智慧手機人氣最旺的app仰賴多種IP元件，並結合
來自裝置相機、加速計與其它感測器的即時數據。產出數據的處理，現在可以透過在
CPU、繪圖處理器(GPU)或專用的神經網路處理器(NPU)上運行的人工 智慧(AI)演算法，在
終端裝置上進行。

即便是娛樂性的應用，包括即時修飾自拍，也仰賴裝置內不同硬體元件彼此間的有效相互
作用。而隨著XR，包括擴增實境 (AR) 與虛擬實境 (VR) 等技術即將成為主流，需要顯著提
高整體效能與每瓦效能與效率以將新的運算密集體驗帶入生活，而這一切都必須控制在同
樣的發熱限制內。

導入全面運算
每一個新迭代的Arm IP都推升了低能耗裝置的效能極限。但這還是有硬體的極限：由裝置
的發熱與功率限制定義的極限，我們不能持續再向前推進。隨著消費者想要從智慧手機追
求更豐富與更沉浸式的體驗，我們設計運算系統的方式必須改變。對於系統單晶片(SoC)
的設計，Arm的全面運算採用一種全方位、專注於解決方案的方式，超越了個別IP元件而
是對系統進行整體的設計與優化。

全面運算是Arm考量與設計其IP的方法轉變。它將確保明日的裝置，可以完全勝任處理未
來先進、複雜與需求嚴苛的多領域工作負載。除了效能的提升，它也將透過橫跨整個系
統、從實際的裝置到雲端服務的多層次解決方案，提供超越過往的安全性，並提供端對端
的個人數據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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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來說，它也會讓開發人員可以存取與使用裝置所有的效能與安全性功能，以便在多種
運算平台上設計與打造出更精細複雜、效率更高與更合乎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同時迎合
未來市場與裝置的需求。 

運算效能、安全性與開發人員取用這三大支柱的結合，造就了全面運算。

3  數位沉浸
今日的消費性裝置是人們食衣住行育樂一切的中樞，從每天的生產力任務如通訊、購物與
銀行業務，到更為複雜的工作負載，如影像串流、遊戲與XR (延展實境)。Arm把這些體驗
稱為「數位沉浸」。隨著第五波運算涵蓋的關鍵賦能技術如5G、AI與物聯網(IoT)趨於成
熟，這些體驗將變得越來越豐富、越安全，且越能實現個人的抱負。

數位沉浸仰賴永不停歇地驅動運算效能與通訊頻寬，加上我們必須對消費者擔起的保護數
據安全的責任。在此同時，我們還必須應對實質的限制，例如外型與電池壽命。

在智慧手機已經定義今日數位沉浸體驗的同時，它也持續被其它消費性裝置的能力與需求
重新定義。業界正在為消費者打造各式各樣的全新使用場景與體驗。 

3.1  廣泛的全新使用場景與體驗 

促成更複雜使用場景的驅動力，正在影響不同市場部門的各式各樣裝置，從筆電、平板電
腦、智慧家庭到自主平台。譬如，諸如Netflix、Amazon Prime 與Disney+ 等串流服務
崛起成為許多家庭主要的內容遞送機制，已經催生出效能比十年前的電視強上N倍的智慧
電視。 

不過，今日許多智慧電視螢幕的後面可能都配備威力強大的Arm處理器；在可見的未來，
總會出現更加複雜的使用場景。隨著消費者追求更高的解析度(8K與更高)、更快的幀率以
及如雲端遊戲等全新、密集的使用場景，次世代的智慧電視可能需要高出許多的運算效
能。此外，多家電視製造商也正在利用人工智慧(AI)來達成更優化的體驗：諸如升頻等畫質
的強化與語音助理，都要求智慧電視內部必須配備運算系統來處理AI的工作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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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能力，已經是許多智慧裝置的關鍵需求。例如，運算型攝影就運用機器學習(ML)來識
別人們、物件或場景，同時也用來優化影像品質，以及相機鏡頭的縮放。它可以從雙鏡
頭產出景深數據，並達成即時的修飾與辨識：不管是讓背景變得模糊或是完全去除背
景。這在智慧手機現在早已司空見慣，但它正逐漸擴展到工業物聯網影像感測器與嬰兒
影像監視系統等一切的應用。

儘管消費者採納AR的步伐比較緩慢，這項技術在商業領域越來越受歡迎，如零售、設
計、製造、維護、醫學訓練與營造。AR可以即時渲染出逼真的3D物件，然後結合ML演算
法與相機及陀螺儀數據，把這些虛擬的東西置入實體環境中。

隨著提供AR與VR體驗使用的新消費穿戴式裝置上市，可能引發消費者的興趣，並引領全
新一波的數位沉浸。VR基本上可能還是維持著作為遊戲平台，AR則有潛力帶來常時開啟
的體驗，並為我們看到的與所做所為的一切，增加情境。不過，AR與VR的基本挑戰是把
高運算效能與適當的電力供應，裝入需要能夠長時間舒適穿戴的小巧的、輕量的外型
上，例如未來的智慧眼鏡。

此外，例如智慧手錶等較小型的穿戴式裝置，從健身小裝置轉型成功能完整的健康照護
裝置後代表的是另一波重要的機會。

讓事情變得更加錯綜複雜的，是全新的連接浪潮：5G。網路速度的提升，讓諸如網頁瀏
覽與影像串流等既有的使用場景與體驗，變得比以往飛快許多且更加方便、延遲更低。
不過，隨著裝置抓取的數據與資訊越來越多，這會讓原本已經相當複雜與運算密集的未
來工作負載，負擔更沉重。

為了提高數位沉浸，觀察智慧手機開發人員的生態系也很重要。以Arm技術為基礎架構
的這個生態系，已經從2008年App應用商店剛出現時的500個左右的app，一路成長到
2019年的890萬個 app與2,040億次的app下載。

所有的這些應用都導致了每兩年數量翻倍的多樣化數位數據洪流。

「利用Arm技術建構的
智慧手機生態系，已經
從2008年約500個
app，成長至2019年
890萬個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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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以往更多的活躍型智慧手機用戶，代表更多對效能需求的應用正在運行中，以及更多
的數據。用戶的目光也相當犀利：他們想要無縫、全方位的體驗；他們想要有服務選項；
他們想要這些服務能夠超越智慧手機，延伸到迎合他們個人偏好的各種多元的裝置。

隨著個人的數位足跡裡帶有越來越多的資訊，想要依據消費者的喜好與興趣進行鎖定，也
容易許多。目前的數據洪流的成長，對於每個人意味影響決策過程的範圍更大，這也會產
生更廣的社會意涵。這也是為何用來保護數據與應用的全系統安全基礎是一大關鍵，原因
是對裝置缺乏信任，會抑制未來的數位沉浸體驗。

3.2  滿足數位沉浸的需求
隨著摩爾定律逐漸趨緩，我們不能只是持續優化構成SoC的個別運算元件，如CPU、GPU
與NPU。新的工作負載越來越複雜，而且需要優化的運算系統解決方案來提供最佳的用戶
體驗。單獨設計個別的運算元件，不足以促成支援新的複雜的工作負載。我們必須超越採
用系統級的解決方案角度檢視SoC，並以數位沉浸使用場景與體驗為設計核心。未來的運
算平台必須以整套的高效率運算系統，達成最佳的用戶體驗。例如，Arm正在設計新的技
術，可以讓我們的Mali GPU在系統上與Cortex-A CPU更密切配合，在極大化電池壽命時同
時提供更好的頂級遊戲體驗。

每一個新迭代的Arm IP，都為低能耗裝置推升效能的極限。但隨著AI變得無所不在，並
開始促成例如AI相機與電腦視覺等更多複雜的使用場景，我們需要一個能力強大得多的
裝置。

然而，這不僅僅是運算IP。工程師與開發人員需要高效能的安全性功能，以及貫穿整個生
態系便於實作的軟體與工具。安全性方面，就是對硬體、軟體、作業系統、應用與服務的
保護。在此同時，開發人員需要立即可用的優異效能，而且出現問題時，解決的方式保有
一致性。這意味效能與安全性功能必須易於取用，並以方便使用且高效能的軟體與工具提
升他們的開發流程。

因此，從硬體到軟體，我們的整個SoC開發框架需要更一致、更易擴充、更受信任、更安
全與更穩定的技術堆疊。這一點需要做到與整個生態系關係重大的SoC設計方法的轉變，
這個轉變可以讓工程師與開發人員利用基於解決方案的異質運算IP模塊，從而將精力轉為
專注於系統或終端應用。

我們如果要促成新的複雜使用場景與越來越棒的數位沉浸，就必須直接面對這個SoC的設
計挑戰。如果情況是桌上型電腦，我們可能就是添加一個威力更大的處理器、繪圖卡、額
外的冷卻系統與更強大的電源供應。但在行動裝置產業，我們沒有辦法這樣便宜行事。在
如此小型、輕量的外型的能源限制下，我們必須採取新的方法。

Arm把這個方法稱為全面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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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設計方法的轉變
到目前為止，Arm一直專注在為我們的夥伴開發與優化單獨的IP「元件」，讓他們可以把
這些元件整合到他們複雜的系統單晶片上(SoC)。

不過，倘若持續彼此隔離地設計與優化單獨的運算元件已經不夠，我們在SoC的設計必須
採取全方位、專注於解決方案的方式--超越個別的IP元件來進行系統的整體優化。

全面運算則是讓Arm採取行動，為特定的使用場景提出完整的SoC優化解決方案。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在次世代的裝置，達成同級最佳的效能與效率。能夠取用共同的基本
架構，讓我們的夥伴及整個軟體生態系更容易加速產品上市，而產品則具備以領先數位沉
浸體驗而構建的效能。

我們雖然非常瞭解SoC設計上面臨的重大工程挑戰，聚焦在AR以及它促成的不同使用情境
與體驗，則是全面運算如何實際運作的不錯範例。CPU以節能的方式驅動效能。GPU則驅
動圖型。從用戶的位置到特定的物件與地標都使用AI進行檢測。然後，我們必須讓這些IP
結合在一起，在系統內無縫地運作。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系統IP，例如Interconnect與控
制器，來協助打造專注低能耗的更佳系統。SoC設計人員接下來可以優化他們的系統解決
方案，並為客戶在差異化、開發新想法、技術提升以及解決方案等方面投入更多的時間。

除了需要更高的效能與開發人員的取用，我們還必須安全地達成這些體驗。這不僅僅是在
裝置本身，還橫跨整個裝置的生態系。Arm正把安全性打造進我們全面運算產品的所有層
面中，包括從裝置上的解決方案，到整個生態系的支援。這是進一步發揮Arm確保終端裝
置(Arm對網路邊緣實體裝置的稱呼)安全的承諾，並為硬體、韌體、軟體、作業系統、應
用與服務提供「深度防禦」的安全性。

堅強的基礎
這點從各種意義上來說，雖然都是方法的轉變，但Arm並不是從零開始。我們以長期建立
的技術為基礎並把它發揚光大，例如用Arm的電力控制框架與微控制器控制的電力管理機
制，針對特定使用情境與能耗配置，達成理想的效能。調查內容則包含檢視需求特別嚴苛
的使用場景的電源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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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成矽晶圓前，SoC設計相當關鍵的一環是實體設計(physical design)。Arm提供各種
實體IP：除了各種其它的功能，Arm POP IP在Cortex-A CPU與矽晶圓流程技術間，扮演橋
樑的角色。它可以在最新的製程節點上促成領先業界的PPA (功耗、性能和面積設計)，而
記憶體與邏輯都針對Arm IP優化並保持在能耗的限制以內，為全面運算的效能支柱作出
貢獻。

POP IP是加速客戶端core-hardening的技術，設計用意在加快產品的上市時程，並降低技
術與專案風險。

這種跨IP界線的優化凸顯了我們是如何以解決未來的工作負載為目標，因為對裝置上更多
邊緣運算的需求正在發生變化。

不過，隨著裝置的複雜性提高，安全性的需求也跟著提升。要達成安全的裝置需要硬體與
軟體間達到共生的關係，讓安全性不再是設計完成後的追加功能。它建構在協作的生態系
內不斷擴大的安全IP與軟體產品組合上。

為何要採取聚焦在解決方案的方法？

複雜的使用情境需要更高的效能，但要達到這點，意味所有的IP必須無縫地運行。
僅僅在IP層級提升效能，是不夠的。現在我們必須打破所有的IP界線(CPU、GPU、
NPU、記憶體...等)進行系統層級的優化，同時移除系統所有的瓶頸。這樣可以確
保整個解決方案在同樣的能耗限制下，能為這些複雜的使用情境創造出達成與維護
所需效能的良性循環。總和(解決方案)的效能大於各別(IP)的加總。由於強大且各
種的IP元件間的互連與頻寬需求可能產生延遲的問題，SoC本身可能會變成瓶頸。

在與日俱增的安全性與數據隱私需求下，SoC內各種IP元件在我們嘗試創造具有內
聚力的端對端安全功能的一致性安全方法時，可能導致工程上的挑戰。

它為開發人員提供更易取用且效能更強的IP、軟體與工具，可以促成無縫且更快速
的開發流程，並帶給消費者更沉浸的應用。

對於軟體開發人員來說，使用各種不同來源的IP元件的多重硬體架構，可能意味耗
時與高成本的軟體開發，並可能激發零散的軟體生態系。

「為了消除系統中所有
瓶頸，橫跨所有IP界線
(CPU、GPU、NPU與記
憶體等) 進行系統層級優
化已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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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運算的關鍵元件
可擴充運算IP經過優化能更佳的協同運作，以滿足新的使用情境需求

共同的標準，促成橫跨生態系一致且可以簡易部署的技術

與硬體一同設計的軟體元件，而且立即可用以加速裝置上技術的可用性

支援系統設計、軟體開發與效能優化的工具

實體IP，包括POP元件，儘管製程節點與Arm IP愈發複雜，利用Arm的專業帶來
具競爭力的PPA並加速客戶端產品上市。

提供支援與訓練以加速工程團隊在最新解決方案與技術方面的導入，並降低風險
與加速產品上市時程。

這種跨IP界線的優化凸顯了我們是如何以解決未來的工作負載為目標，因為對裝置
上更多邊緣運算的需求正在發生變化。

軟體生態系
全面運算解決方案效能分析；軟體開發；

系統設計

更快TTM的實作支援與
訓練服務；降低風險

Arm；安全標準；
AMBA；ACPI；

PSCI、TBBR；SCMI

平台軟體；韌體；
函式庫；API；
與Arm的工具環境整合

在最新製程世代上領先
業界的PPA，具有針對
Arm IP優化的記憶體與邏輯

工具

軟體

支援

實體IP

運算IP

標準

實體IP

可擴充的運算IP
CPU；GPU；NPU；互連；
系統IP；針對新使用情境一
起優化的安全性IP

工具

支援

常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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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面運算的三大支柱

5.1  運算效能

以解決方案為基礎的方法加速效能成長
雖然摩爾定律與實體設計所決定的效能上限相悖，但對等比級數更高效能的需求仍然與
日俱增。新的更複雜的工作負載要求在同樣有限的散熱限制下，需要更高效能的硬體

把多元的IP元件整合進入SoC的挑戰是，擴大有效裸晶面積 (die area) 會導致散熱與能耗
配置的上升。這也是為何強調整個系統是有必要的；如此一來每個IP模塊在效能、效率與
數據交換方面，都能以共同的基本架構方法進行開發。

全面運算的目的是透過採用全方位、系統層級的SoC設計方式，以同級最佳的功耗效率與
面積成本，達成更高的效能。它利用如更精細的電源管理、系統快取的使用，當然還有安
全性與隱私實作來管理更高的效能與頻寬的需求。

超越優化個別IP並對整個SoC採取系統層級解決方案的觀點，意味聚焦在次世代裝置的使
用情境與體驗，以及確保整套系統能無縫地一起運作，以提供極大化的效能與效率。

因此，我們要如何啟動使用情境驅動的SoC系統的開發與優化？

首先，我們由全面運算開發週期開始時從使用情境選擇與分析開始，然後隨後把它分解成
關鍵的工作負載。例如，針對特定應用如8K、頂級遊戲與高更新率等安全性、機器學習
或運算需求，以及供特定的能耗限制。產出的分析將隨後驅動橫跨IP運算領域與軟體框架
的架構選擇。通過工作負載可以根據UX、平台(針對GPU、CPU、記憶體頻寬等每個次系
統項目的效能vs.效率)與技術(快取等)進行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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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運算系統設計基本的一環，是分析互連的數據與運算如何才能在不同的IP元件與運算
領域間，進行最佳的部署。多個IP間的資料壓縮整合是成功的關鍵。

我們透過評估與系統分析，在系統層級上進行硬體與軟體優化，並開發強大、高效率的微
架構，支援的是明日的作業負載，而不是昨日的基準。

搭配對資料壓縮的妥善使用，我們可以減少記憶體頻寬的使用，這也可以促成更密集的使
用情境，並降低耗電。例如，壓縮可以突破外部的記憶體瓶頸，以促成更高解析的影像或
更高的幀率。這可以為同樣的工作負載帶來更低的能耗，或是可以用更低的外部記憶體頻
寬在更低級數的裝置上，啟用這些功能。

以行動遊戲體驗為例：一旦將各個IP元件在系統上結合後，我們很難把合成基準的進步，
轉化成有意義的效能或效率提升。透過對高效能遊戲工作負載進行以全面運算為中心的系
統分析，我們可能可以辨識出運算平台的新指標。例如，在特定的持續能耗配置下達成某
種每秒幀數(FPS)。

接下來，我們就可能可以來檢視每個運算元件需要的新能力與功能，以提升整體的遊戲體
驗。本質上來說，使用由上而下的系統觀點來演進運算的IP元件，已成為全面運算方法的
一個關鍵強調重點。

在所有的使用情境中，系統效能的改善是由使用情境與它們的需求而非固定基準驅動的多
維指標。新的能力與效能的提升會在特定情境下進行評估，不管是持續的遊戲效能、彈性
且可擴充的ML能力，或是具備筆電級效能的智慧手機能耗效率。

它們包括：

理想、可擴充、異質的運算，以及智慧手機能耗效率水準的筆電等級效能

透過強化的影像進行沉浸與互動的用戶體驗

持續性的遊戲效能

橫跨運算叢集的強大、彈性ML能力

隨著越來越多的邊緣運算需求的變化和設備複雜性的增加，對安全性的要求也在增加。
實現安全裝置需要硬體和軟體之間的一種共生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安全不再是事後考慮
的問題。這是建立在一個協作生態系統內安全IP和軟體不斷擴大的投資組合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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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全性

透過硬體與軟體打造穩固的基礎
過去20年來，Arm已經創先推出智慧裝置的安全性。Arm TrustZone技術今日在全世界
數十億個行動裝置上使用。它將進一步擴展到智慧手機、數位電視、連網家庭裝置與目
前的次世代筆電上。

這些裝置上許多最有用的應用，仰賴我們的個人數據。當我們的裝置「認出」我們後，
它們會更加有用：建議我們接下來可能要打的字、因為安全需要辨識我們的臉，以及
提醒我們各種約會。不過，隨著用戶提供更多個資給裝置，有人有意利用它的機會也
越大。

Arm透過全面運算，試圖應對安全性與隱私的問題。製造商與應用開發人員唯有擁有妥
善的安全架構與強健的實作，才能應對消費者對隱私的關切。取得與維持消費者信任的
關鍵：

1. 裝置製造商藉由從矽晶圓到韌體實作同級最佳的安全性基礎，可以防止惡意方鑽營
漏洞。他們可以拍胸脯向消費者表示，他們個人隱私的數據、財務資訊與其它常用
的個資，保管安全無虞。

2. 消費者當然有權關切他們的數據是否在未經同意情況下遭到使用，因此我們必須保
護裝置上他們有關數據的處理。這意味在安全的處理環境中保護這些數據，將數據
的搜集與外洩降至最低。

3. 隨著大數據結合AI現在已經到處部署，我們也需要考量新的安全性挑戰。

全面運算目標在奠定安全的基礎，讓我們的夥伴得以實現AI無所不在的革命性好處，但個人
的隱私權卻不會遭到破解。我們的解決方案能夠提供可靠且易於部署的安全性能力相當關
鍵；如此一來，我們的夥伴在數位沉浸體驗中，可以保護用戶的數據與身份。

因此，我們從多元與昂貴的安全性解決方案，到標準化與可擴充的解決方案，都在重新思
考安全性架構，以應對橫跨所有市場部門的各式各樣的問題與需求。

對於Arm與我們的夥伴，強健的裝置安全性極為關鍵。在表面之下，消費性裝置由硬體元
件、運行這些硬體元件的韌體，以及數十萬行至數百萬行的軟體程式碼組成。我們看到這
一切都可能遭受到各種不同的駭客攻擊，因此必須確保安全。實作的組合很多而且可能會
碎片化，這讓快速且廣泛進行安全性修補，挑戰性變得很高。這可以說是找出漏洞與修補
漏洞間的無限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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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果要要求用戶把他們的個人數據安心交給更多元的裝置，安全性必須是優先項目，
而不是事後考慮。據Arm委託進行的2020年Northstar研究調查1，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
表示，倘若他們使用的裝置遭到破解而個人數據遭到竊取，他們會永遠停止使用該類裝
置。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則說，他們會改用競爭品牌的產品。除了迎合消費者的期望，我
們對這個產業也有義務。Arm致力於打造可以協助達成更佳整合安全性的技術，而且在
IP、韌體、平台軟體與應用層級，都更容易實施這些技術。

全面運算進一步把我們對安全性的承諾向前推進，也是這個全新方法的基礎。藉由確保從
頭開始打造的端對端系統層級安全性的保護，它讓我們透過「深度防禦」，從硬體、軟
體、作業系統、應用與服務，保護個人數據與處理這些數據的應用。這意味我們會從架
構開始著手，它也是所有運算的基本設計。我們的目標是在大量生產前減少漏洞，大幅降
低消費性裝置的攻擊向量。實務上來說，這個方法可以分解成對安全性兩大關鍵層面的
聚焦：

硬體(HW)與韌體(FW)的基礎安全性
軟體(SW)的應用與服務安全性

隨著次世代的消費性裝置的複雜性持續提升，安全性必須超越只能保護裝置某一層面的
單獨解決方案，我們需要擁有系統合作的多層解決方案，從裝置的硬體一路到運用我們
裝置上大量個人數據的雲端服務。

相當重要的是，透過全面運算達成的安全性超越只保護個別IP元件的解決方案，成為保
護整套系統的全方位解決方案。它是透過機密運算2(Confidential Computing)達成的，這
是讓生態系所有層面都不易遭受攻擊的安全運算的下一個演進。對於Arm來說，機密運算
從安全性架構、應用軟體到消費者裝置使用到的所有服務的所有東西，從頭到尾都提供
深度防禦。

全面運算安全性

機密運算

軟體

韌體

硬體

服務與
應用

安全性

基礎安全性

數據隱私
第三方IP保護

隔離架構 安全的互連性

平台安全性 運算安全性

記憶體標籤 
(Memory Tagging)

Secure-EL2

指標鑑別  
(Pointer Authen�ca�on)

分支目標
識別符   

(Branch Target 
Iden�fiers)

密碼保護
uArch邊帶保護  

(uArch side-band 
protec�on)

次世代
Cortex-A

CPU



13

記憶體標籤擴充 (MTE)

在硬體層級上，Arm促成了諸如記憶體標籤擴充(MTE)等創新的安全性功能，來緊縮記憶
體次系統可能發生的安全性漏洞。由於軟體廠家回報對記憶體安全侵犯產生的漏洞，佔產
品安全性問題的大宗，因此這點有它的必要性。事實上，高達70%的程式錯誤是記憶體安
全的錯誤。 

MTE讓橫跨整個生態系的記憶體安全侵害檢測，變成更簡單、效率也更高。在矽晶圓廠家
把SoC送至OEM代工廠商前，馬上可以應對這個類別的錯誤。接下來，由於MTE可以在裝
置大量生產前進一步協助檢測額外的記憶體安全錯誤，讓 OEM代工廠商受益。在硬體可
用之前，安卓系統內有像HWASAN等工具可以用來支援檢查程式碼。一旦上市後，OSV與
應用開發人員可以使用MTE賦能的裝置來找出他們程式碼中的緩衝器溢位 (buffer 
overflow) 與堆積損壞 (heap corruption)。

Google基於對未來硬體的預期，已經承諾到Android 11都會支援MTE。在Android Source
網站中，Google透露64位元處理從Android 11開始，在對Arm Top-byte Ignore (TBI)提供
核心支援的裝置上的所有堆配置，指標最高的位元組都將擁有實作定義的標籤集。TBI是
所有Armv8 AArch64 硬體內供64位元程式碼使用的一個功能。這意味硬體存取記憶體
時，會忽略指標最高的位元組。這對於未來支援MTE的硬體是必要的。

供裝置驗證的可交互運作標準
不過，安全性中全面運算的角色，卻遠遠超越硬體，因此與外部產業協會的合作相當關
鍵。例如，我們正與機密運算協會合作，以建立供裝置驗證的可交互運作標準。透過這一
套標準，我們可以取得並驗證裝置與其韌體有關真實性與可信任度的證據；如此一來，開
發人員在跑應用前就可以對平台建立信任。對軟體開發人員而言，這不僅代表安全性方面
的飛躍性改變，也會讓安全地透過無線(OTA)更新應用變得更加簡便，並降低工程費用。

此外，我們還努力藉由保護用戶的個人數據與他們的商業資產，提供開發人員一個穩當與
安全的工作環境。我們如果要要求用戶把他們的個人數據安心地交給更為多元的裝置，安
全性必須是優先項目，而不是馬後砲。透過加密與協定的設計，大家已充份瞭解並廣泛實
施數據儲存與傳送的安全性保護。不過，當數據正在處理或使用中，我們對安全性的保護
就沒有那麼瞭解，因此可能承受較大的風險。全面運算提供一個安全且易於取用的平台，
讓開發人員可以保護他們的應用與應用所使用的個人數據。

這些方法可以確保Arm與我們的夥伴，可以迎合有關保護消費者數據的未來與新興需求，
同時仍然允許進行數據分析與洞見產出。數位沉浸使用場景常常需要多方結合、分析與學
習敏感的數據，而且不會把數據或ML演算法洩露給第三方。全面運算應對的安全性挑
戰，通常被稱為多方運算、分散學習或隱私保存分析法，它提供一個與第三方協作執行運
算的機密運算環境，同時極小化數據外洩的風險並防止數據盜竊。這是一些開發人員的新
需求，他們可以在全面運算中創建由安全性基礎支持的新的沉浸體驗。

超過70%的程式錯誤
是記憶體安全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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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開發人員的存取

讓開發人員更容易取用效能更高的軟體與工具
全球共有2,300萬名開發人員3，他們都專注於帶來最佳的體驗。Arm為了協助開發人員，
已經大量投資軟體與工具，確保在整個運算系統上使用Arm的技術，都能運作得更好、更
快、更有效率、更協同一致且更加安全。它們讓開發人員可以探索、選擇與檢查IP選擇、
並優化與分析效能。全面運算進一步向前推進這個堅強的承諾。

全面運算的最後一根支柱，完全與開發人員的存取有關。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想法是除非
我們提供能釋放出平台內建能力需要的工具、洞見與開發人員賦能，之前的兩根支柱就無
法實現。

如果要舉例，檢視Android生態系是不錯的想法。Android生態系的多元性是它最大的強
項，但對所有想要穩定達成絕佳體驗並觸及廣泛消費者的所有開發人員，也是重大的挑
戰。截至2020年中，已有440款不同的Android裝置發表Geekbench 5的測試分數，因此
開發人員必須考量許多不同的配置、外型與效能點。談到效能與效率，我們從開發人員那
裡聽到兩個極為清楚的訊息：

1. 在儘可能多的裝置上提供立即可用的效能

2. 取得最佳可能效率的流程，儘可能地簡單與一致

Arm生態系內的開發人員針對SoC上的每一種元件，傳統上都必須學習不同的工具。對於
為每個SoC都擁有不同IP組合的多SoC進行開發的人員來說，這可能是複雜、耗時且所費
不貲的流程。此外，任何結合全新與傳統IP元件的SoC，都有可能在程式碼碎片化方面
帶來更多的問題。

全面運算將提供開發人員為SoC全方位進行程式設計、除錯與分析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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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佳的工具；更佳的支援
透過全面運算改善開發人員的使用，有兩個關鍵的方法。第一個方法是更佳的Arm工具。
第二個方法是對Arm工具中的產品，提供更佳的服務供開發人員使用。整體的目標是用最
新的安全性功能，讓橫跨各平台的部署更加簡便，並藉由促成出貨前測試、現地能力與更
快的除錯，釋放完整的效能。

Arm為了協助開發人員，已經大量投資軟體與工具，讓開發人員可以探索、選擇與檢查
IP的選擇，並優化與分析效能。全面運算藉由讓他們更易於取用Arm的技術，進一步向前
推進這個承諾，開發人員因此毋需尋找依每個架構或是他們使用的各種IP模塊優化的工
具。對於為具備不同IP集的多重SoC開發的人員，這可能是複雜、耗時且所費不貲的流
程。任何結合全新與傳統IP元件的SoC，都有可能在程式零散化方面帶來進一步的問題。 

重組
Trusted Firmware的開放方式，提供SoC開發人員與OEM代工廠商一個參考級、遵循相
關Arm規格的可信任的程式碼基礎。它獲得越多的公司採用，意味透過全面運算重組軟
體生態系，將可確保作業系統、runtime與應用平台都能在Arm架構上發揮最佳作用。這
對合作夥伴可以帶來更快的產品上市時程，以及更聚焦在改善整個系統的安全性與效
能，並為我們的夥伴進一步增添價值。 

工具準備與支援
Arm的工具與額外的支援，不但協助開發人員瞭解不同工作負載如何在不同的IP發揮作
用，以找出系統哪個地方出現瓶頸，同時也瞭解如何更有效率地實作解決方案。透過全
面運算，開發人員將能夠透過下列兩個套裝產品利用各種的工具，針對生產力、遊戲與
ML等工作負載進行全系統的效能分析：Arm Development Studio 與Arm Mobile Studio。
開發人員打造應用時，它將提升軟體與工具的可用性與簡易性，以確保工作能夠以無
縫、安全且可靠的方式完成。

Arm Development Studio是一套用於訊問硬體計數器(counter)以及為複雜與圖型架構應
用進一步優化的套裝工具。效能分析則提供開發人員進一步證據。這可以讓開發人員瞭解
工作負載在不同技術下如何發揮作用，並找出系統哪個地方出現瓶頸。進一步對此提供支
援的是Performance Advisor，它也是Arm Mobile Studio的一部份。這是全新的Arm工
具，可以產出簡單易讀的效能分析報告，並用簡化的視覺表述呈現圖型問題與瓶頸，來服
務範圍廣大的行動遊戲市場的開發與美術人員。配備Arm Cortex CPUs、 Mali GPUs 與
Ethos NPU的平台搜集到的豐富技術效能數據，為這些報告提供基礎。Mobile Studio專業
版包括一個持續整合(Continuous Integration)功能，可以促成自動的效能分析與橫跨多個
裝置的每小時回歸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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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同時也提供軟體框架與運算函式庫，以便在不同的運算領域中提升效能。Arm NN是
此類軟體框架的很好範例，它提供橫跨我們所有IP的ML效能好處。想要提升應用的ML能
力的開發人員，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

生態系
Arm生態系的廣度與規模相當龐大。因此，我們與生態系合作夥伴的作業涵蓋範圍極廣的
各種活動，從支援晶片的設計到優化遊戲。開發人員的社群是我們生態系支援意義深遠的
一部份。全面運算確保Arm的IP結合高品質的工具與合規的套裝產品，以便在開發週期的每
個階段都能賦予生態系能力。例如，系統設計的最初階段，我們的夥伴可以使用Arm Fast 
Models4管理他們的虛擬原型設計，它通常會與EDA驗證及驗證工具一起進行。

在新的晶片可用之前，Fast Model促成硬體與軟體無縫的共同開發，加速支援軟體的系統上
市時程，並確保加快市場的採納。

在許多情況下，我們會與生態系中的各個夥伴一起協作，提供可用的關鍵工具。其中一個進
行中的例子，就是透過Arm與Unity的夥伴關係。它整合了Arm的效能分析能力與Unity的工
具，來提升遊戲效率，並在遊戲引擎上讓開發人員更易於取用工作負載。我們同時也與
Unity針對Burst編譯器合作，它可以讓以Unity打造專案的開發人員利用Arm Neon的指令
集。如此一來在Android裝置上，可以提升獲得Arm 架構支援的Unity專案的效能。

對於全世界各地的Unity開發人員，好處是能夠更快地把效率更高的應用推出上市，另外
還有最寬廣的消費套裝軟體。對於消費者而言，這意味他們可以取用效能更高的應用，並
達成更複雜的數位沉浸體驗。

我們也從生態系中的夥伴，為其它的工具帶來專業知識。除了我們與Unity的合作，Arm也
是Google全新的Android GPU檢查工具(AGI)的創始夥伴。這是另外一個工具，設計用意在協
助遊戲開發商從GPU搾出最大的效能，以達成更沉浸的安卓手遊。有了AGI，圖形程式設計
師可以在運行Arm Mali GPU的行動裝置上 ，把GPU的運用視覺化，並把精力集中在最關緊
要的東西上。

最後，我們持續投入並支援64位元的app開發。從2019年8月1日起，所有在Google Play 
Store商店發行的app，都必須支援64位元架構。對於開發人員來說，64位元的好處相當實
在。把應用轉移到64位元，可以帶來效能的提升(對某些工作負載最高可以提升20%)與額外
的安全保護。這些好處直接影響用戶體驗。例如，透過我們與Unity的夥伴關係，我們得以
用各種內容對Unity 2018進行分析，並觀察到在64位元的應用上，整體幀率的提升幅度介於
9.5%與16.7%間。從2022年起，所有Arm big-core CPU將只提供64位元版本。

所有在Google Play 
Store發行的app，都
必須支援64位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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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m全新的方向 
全面運算是在次世代裝置達成先進與安全的數位沉浸體驗的技術基礎。它是我們如何開發
Arm IP與對我們的夥伴提供最大價值的下一個演進。它利用依據全面運算三大互連支柱共
同設計的元件，達成一致的解決方案。

這個全方位的解決方案密切配合持續成長中的客戶需求，並從系統範圍的視角處理SoC的
設計。它應對目前真實世界存在的運算挑戰，但也確保我們的夥伴已經準備好迎接下一波
的數位沉浸。

未來的消費性裝置，需要更高的效能以更佳的效率達成複雜的數位沉浸工作負載。而且這
種效能必須在目前與未來的外型內達成，而它們都有面積與散熱的限制。在此同時，我們
需要提升安全性，提供橫跨運算系統所有層面的「深度防禦」。最後，所有這些效能與
安全性的好處，都必須便於開發人員取用，讓他們能夠打造可以提供這些數位沉浸體驗的
應用。

全面運算提供我們夥伴需要的保證，也就是他們不管開發哪種裝置，無論是智慧手機、
智慧家庭裝置、筆電、平板電腦、XR頭戴裝置，或是市場還未出現的全新裝置類別，都
可以利用強健、高效能、安全的框架打造，而這個框架已經優化過可以達成同級最佳的
體驗。

展望運算的未來令人非常興奮，而數位沉浸將在所有的消費性裝置上持續加速，達成沉浸
式體驗。透過運算效能、安全性與開發人員取用這三大支柱，全面運算將促成合作夥伴與
消費者要求的更快、更安全、更先進與更無縫的運算未來。

想要瞭解全面運算如何協助您加速創新與產品上市時程，請造訪： 
www.arm.com/totalcompute.

http://www.arm.com/totalcom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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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1  Northstar Research 2020年調查： 
https://www.arm.com/blogs/blueprint/read-arm-2020-global-ai-survey 

2 機密運算協會：https://confidentialcomputing.io/

3  資料來源：Evans Data Corporation, 2018年
4  Fast Model是功能精準(function accurate)的Arm CPU與programmer view模型，可以讓你早

在有可用的硬體實作之前，就能開發鎖定使用最新Arm IP的軟體。它也為易於部署與自動
化的目標增添了價值，以進行持續整合與驗證。

https://www.arm.com/blogs/blueprint/read-arm-2020-global-ai-survey
https://confidentialcomputing.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