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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适用于构建广域网的高性能多频段无线通信 LSI“ML7436N”
～支持多频段，可全球推广～
全球知名半导体制造商 ROHM 集团旗下的 LAPIS Technology Co., Ltd. （以下简
称“LAPIS Technology”）成功开发出一款适用于广域网构建的多频段无线通信
LSI“ML7436N”。该产品除了适用于智能仪表和智能路灯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外，还可广
泛应用于智能工厂、智能物流等领域。
近年来，随着 IoT 设备的应用和普及，基础设施、工厂及物流等领域呈现智能化发
展趋势。要实现覆盖广域网的通信，必须要建设确保通信稳定性以及高度保密性的 Mesh
网络，因此对于搭载大容量内存和具有出色处理能力的 CPU 的无线通信 LSI 的需求也水
涨船高。另外，在日本国内，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要求自 2020 年 4 月起，所有
IoT 设备都必须自带更新功能，所以需要配备远程条件下的固件更新功能。LAPIS Technology 充分运用在智能仪表
领域拥有丰硕市场业绩的无线技术，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成功开发出便于全世界推广、且更为安全的 Mesh 网络建
设新产品。
新产品搭载了可高速运行的 32 位 CPU 内核“Arm®Cortex®-M3”，以及堪称无线通信 LSI 业内超高容量级别的
※
1024KB 内存。内存可支持多跳（multi hop）网络（中继功能）及无线环境下的固件更新（FOTA 1）等大型程序的
运行和大量数据的存储，因此，有利于系统的广域 Mesh 网络建设并减少维护作业。除此以外，还配备强大的加密
电路，可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迄今为止，
全世界范围内所使用的 IoT 设备，都需要根据各个国家的无线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进行开发，
而此款新产品搭载了支持多频段（Sub-1GHz 和 2.4GHz）的 RF 芯片，因此可广泛应用于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与地
区。
本产品已于 2020 年 12 月开始出售样品（样品价格 1,000 日元/个，不含税）
，并计划从 2021 年 3 月开始暂以
月产 10 万个的产能投入量产。
LAPIS Technology 未来也将持续推进高品质无线通信 LSI 的开发，为打造智能社会，丰富人类的生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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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特点＞
1. Mesh 网络的建设和管理更方便
新产品采用 Arm 公司的高速且低功耗“Arm®Cortex®-M3”内核，并且配备了无线通信 LSI 领域中超高容量级别
※
的 1024KB 内存，非常适用于以 Wi-SUN FAN 2 为主的多跳（multi hop）网络与具有 Mesh 网络功能的 IoT 设备，
同时还支持 FOTA。新产品配有 LAPIS Technology 提供的 FOTA，使产品出货后的 IoT 设备更新操作更便捷，从而
有利于削减系统的运行成本并减少维护工作。
不仅如此新产品还被配置于 ROHM 正在开发中的 Wi-SUN 模块中，助力轻松实现支持多跳（multi hop）的
Wi-SUN 网络的模块开发。该模块预计在近期内推出。

支持多频段，适合在全世界范围推广
新产品可支持 Sub-1GHz（400MHz to 960MHz）和 2.4GHz 等多个频段。以往，向日本以外的国家推广无线
设备产品时，都需要根据各个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采用多款机型，而新产品仅凭一款无线通信 LSI 即
※
可支持不同国家的 Sub-1GHz 通信。此外，还支持 ISM 频段 32.4GHz，因此也可应用于还未普及 Sub-1GHz 通信
标准的亚洲各国和各地区。不仅如此，新产品的无线性能稳定，可在电压或温度波动较大的环境下使用，无论是室
内还是室外，均可获得高品质且稳定的通信效果。
2.

可实现更安全的网络
通常，使用 FAN 和 IoT 设备进行通信的数据都已经过加密，通过软件进行的加密处理需要负担极大、非常艰巨
的软件处理工作。
而本款新产品配备了支持AES等不同加密模式的硬件引擎与非常适合数据包处理的DMA控制器，
大大减轻了 CPU 负担，与以往产品相比，CPU 负担仅为 1/2000。另外，还新配置了哈希函数（SHA-224/SHA-256）
※
和随机性更高的真随机数生成器（TRNG 4）
。这些优势不仅可以进一步降低系统的功耗，还可以实现更安全且更可
靠的通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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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支持＞
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可以轻松评估新产品的“ML7436N”评估板、评估工具和辅助软件。另外，还专门为无线设备
的开发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开发支持体系，譬如为电磁波认证测试中所需的测试模式提供参考软件等等。
＜产品规格＞

＜应用领域＞
包括智能仪表在内的基础设施设备、工厂内、物流、农田等的传感器网络设备及其他无线通信所需的各种 IoT 设备。

＜术语解说＞
※1：FOTA（Firmware update Over-The-Air）
通过无线通信发布并对应用产品进行更新的软件。
※2：Wi-SUN FAN（Field Area Network）
由 Wi-SUN 联盟制定的一种支持多跳（multi hop）网络的通信标准，该标准适用于以无线通信方式对智能仪表、智
能路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进行管理，最终实现智慧城市的传感器与仪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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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SM 频段（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band）
分配给工业、科学、医疗领域使用的频段。绝大多数使用 ISM 频段的设备无需许可证。
※4：TRNG（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真随机数生成器。
＜关于商标＞
・Arm®和 Cortex®是 Arm Limited（或其子公司）在欧盟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LAPIS Technology Co., Ltd.公司简介＞
LAPIS Technology Co., Ltd.是 ROHM 集团旗下的 LSI 制造商，提供微控制器、无线通信 LSI、图像 LSI、显示驱动
器、电池监控 LSI 等产品。2020 年 10 月 1 日从 ROHM 集团旗下 LAPIS Semiconductor Co.，Ltd.将 LSI 业务分离
出来而成立。LAPIS Technology 将继续以提供解决客户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实现解决方案的设计技术为事业核心，更
快地推进广泛的提案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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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姆（ROHM）
】
罗姆（ROHM）成立于 1958 年，由起初的主要产品-电阻器的生产开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知名
的半导体厂商。罗姆的企业理念是：“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将为国内外用户源
源不断地提供大量优质产品，并为文化的进步与提高作出贡献”。
罗姆的生产、销售、研发网络分布于世界各地。产品涉及多个领域，其中包括 IC、分立式元器件、光学元器件、无
源元器件、功率元器件、模块等。在世界电子行业中，罗姆的众多高品质产品得到了市场的许可和赞许，成为系统
IC 和先进半导体技术方面的主导企业。
【关于罗姆（ROHM）在中国的业务发展】
销售网点：起初于 1974 年成立了罗姆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在 1999 年成立了罗姆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2006
年成立了罗姆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2018 年成立了罗姆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为了迅速且准确应对不断扩
大的中国市场的要求，罗姆在中国构建了与总部同样的集开发、销售、制造于一体的垂直整合体制。作为罗姆的特
色，积极开展“密切贴近客户”的销售活动，力求向客户提供周到的服务。目前在中国共设有 20 处销售网点，其中包
括香港、上海、深圳、北京这 4 家销售公司以及其 16 家分公司（分公司：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合肥、苏州、
杭州、宁波、西安、武汉、东莞、广州、厦门、珠海、重庆、福州）
。并且，正在逐步扩大分销网络。
技术中心：在上海和深圳设有技术中心和 QA 中心，在北京设有华北技术中心，提供技术和品质支持。技术中心配
备精通各类市场的开发和设计支持人员，可以从软件到硬件以综合解决方案的形式，针对客户需求进行技术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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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当产品发生不良情况时，QA 中心会在 24 小时以内对申诉做出答复。
生产基地：1993 年在天津（罗姆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和大连（罗姆电子大连有限公司）分别建立了生产工厂。
在天津进行二极管、LED、激光二极管、LED 显示器和光学传感器的生产，在大连进行电源模块、热敏打印头、接
触式图像传感器、光学传感器的生产，作为罗姆的主力生产基地，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国内外提供高品质产品。
社会贡献：罗姆还致力于与国内外众多研究机关和企业加强合作，积极推进产学研联合的研发活动。2006 年与清华
大学签订了产学联合框架协议，积极地展开关于电子元器件先进技术开发的产学联合。2008 年，在清华大学内捐资
建设“清华-罗姆电子工程馆”，并已于 2011 年 4 月竣工。2012 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清华-罗姆联合研究中心”，从
事光学元器件、通信广播、生物芯片、SiC 功率器件应用、非挥发处理器芯片、传感器和传感器网络技术（结构设
施健康监测）
、人工智能（机器健康检测）等联合研究项目。除清华大学之外，罗姆还与国内多家知名高校进行产学
合作，不断结出丰硕成果。
罗姆将以长年不断积累起来的技术力量和高品质以及可靠性为基础，通过集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扎实的技术
支持、客户服务体制，与客户构筑坚实的合作关系，作为扎根中国的企业，为提高客户产品实力、客户业务发展以
及中国的节能环保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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