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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和一种芯片封装方法，以解决设计复杂度高、设计周期长、设计成本高的问题。增强
型 FLASH 芯片包括：封装在一起的 FLASH 和 RPMC ; FLASH 与 RPMC 中的相同 IO 引脚互连 ，并且连接到芯
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上；外部指令通过芯片的外部共享引脚传输到 FLASH 与 RPMC 中，FLASH 的控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是否执行外部指令；FLASH 和 RPMC 各 自还包括内部 IO 引脚，FLASH 的内部 IO 引脚
与 RPMC 的内部 IO 引脚互连，FLASH 与 RPMC 之间通过互连的内部 IO 引脚对进行内部相互通信。本申请实
施例可以减小封装面积，芯片设计复杂度低、设计周期短、成本低。



一种 增强型 FLASH 芯 片和 一种 芯 片封 装 方 法

技术领域

本 申请 涉及 芯片技 术领域 ，特别是 涉及一种增 强型 FLASH 芯片和一种

芯片封装方法。
说

背景技术

含有应答保护单调计算器（Replay Protection Monotonic Counter, RPMC )

的增 强型 FLASH ( 存储 芯片的一种 ）是 Inte书l ( 英特 尔公 司 ) 将主推 的基 本

输入输 出系统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BIOS ) 芯片。它 包含一个大容量

的 Flash 芯片和 RPMC 电路 。其 中，FLASH 芯片的容量可 以为 8M 、 16M 、

32M 、64M 、 128M 、256M 或者更 高，用来存储 CPU (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器 ）BIOS 的代码和数据 ；RPMC 电路保证读 写数据 的机 密性和完

整性 。RPMC 电路 与其 集成 的 FLASH — 起 构成 了个人 计 算机 ( Personal

Computer, PC ) 系统 中 BIOS 的硬件平 台。

目前 ，在设计具有 RPMC 功能的芯片时，设计者通常会把 大容量 Flash

和 RPMC 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即 RPMC 电路和 FLASH —起设计 。

但是 ，这种设计方法存在 以下缺点：由于需要将 FLASH 和 RPMC 集成

在一个芯片上 ，因此单 片芯片的面积 大、封装面积 大，导致设计成本较 高；

并且 RPMC 电路和 FLASH —起设计 ，导致 芯片设计复杂度 高、设计周期长。

发 明 内容

本 申请 的 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和一种 芯片封装方

法，以解决设计复杂度 高、设计周期长 、设计成本 高的问题 。

为 了解决上述 问题 ，本 申请公开 了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其特征在

于，包括 ：



封装在一起的 FLASH 和应答保护单调计数器 RPMC; 其 中，

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分别包括各 自独立的控制器；

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互连，并且连接到所述芯

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上；

外部指令通过所述 芯片的外部共 享 引脚传输到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FLASH 的控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是否执行所述外部

指令；

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各 自还 包括 内部 10 引脚 ，所述 FLASH 的内

部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互连，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之 间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部相互通信。

优选地 ，当所述 芯片通过外部共 享 引脚接 收到第一外部指令 时，若

FLASH 的控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为所述第一外部指令均需要

FLASH 和 RPMC 执行 ，则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各 自按照所述第一外

部命令执行相应操作；

若仅需要 FLASH 和 RPMC 中的任意一个执行所述第一外部指令 ，则在

所述 FLASH 或所述 RPMC 按照所述第一外部命令执行相应操作的过程 中，

若所述芯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第二外部指令 ，并且仅需要所述 FLASH

和 RPMC 中的另一个执行 ，则所述 FLASH 和 RPMC 中的另一个按照所述第

二外部命令执行相应操作。

优选地，当所述 FLASH 正在执行外部指令 ，并且所述 RPMC 空闲时，

若所述芯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挂起指令 ，则所述 FLASH 的控制器判

断为需要 FLASH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所述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不需要

RPMC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所述 FLASH 按照所述挂起指令挂起正在执行的操作后 ，通过所述互连

的内部 10 引脚对向所述 RPMC 发送 FLASH 已挂起 的通知消息，所述 RPMC

收到所述通知消息后 ，通过执行所述挂起指令实现与所述 FLASH 的同步。

优选地，所述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为多个；所述芯片的外部共享引脚

为多个。



优选地，所述 FLASH 还 包括与 FLASH 相连的实现 FLASH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 ，所述与 FLASH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外部独立引

脚上；

所述 RPMC 还 包括与 RPMC 相连的实现 RPMC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 ，

所述与 RPMC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另外的外部独立引脚

上；

其 中，所述与 FLASH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和与所述 RPMC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互不相连。

优选地，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互连，并且连接

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上，包括：

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 b_y 互连，

并且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 PAD_z

上 ，或者，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 b_y 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

享引脚 PAD_z 上；

其 中，所述 a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 ，所述 x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

标识；所述 b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 ，所述 y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标识；

所述 PAD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 ，所述 z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标识。

另一方面，本申请还提供 了一种芯片封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需要封装的 FLASH 和应答保护单调计数器 RPMC 放置在芯片载体

上，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相互独立；

将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互连；

将所述互连后的相 同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的同一

外部共享引脚上；

将所述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采用金属 I

线互连；

将所述 FLASH 、所述 RPMC 和所述芯片载体塑封为具有 RPMC 功能的

芯片。



优选地，所述方法还 包括：

将所述 FLASH 中实现 FLASH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

所述芯片载体的外部独立引脚上；

将所述 RPMC 中实现 RPMC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采用金属引线连接到所

述芯片载体的另外的外部独立引脚上；

其 中，所述 FLASH 中的独立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中的独立 10 引脚互

不相连。

优选地，将所述互连后的相 同 10 引脚采用金属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

体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上，包括：

将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的同一
外部共享引脚 PAD_z 上 ，或者，将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 b_y 采用金

属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 PAD_z 上；

其 中，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与所述 RPMC 中的 10 引脚 b_y 为互

连的相 同 10 引脚 ；

所述 a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 ，所述 x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标识；

所述 b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 ，所述 y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标识；所述 PAD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 ，所述 z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标识。

优选地，所述将需要封装的 FLASH 和应答保护单调计数器 RPMC 放置

在芯片载体上，包括：

将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并排放置在芯片载体上，或者，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垂直叠放在芯片载体上；

当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垂直叠放在芯片载体上时：

若所述 FLASH 的面积大于所述 RPMC 的面积，则所述 RPMC 垂直叠放

在所述 FLASH 之上；

若所述 RPMC 的面积大于所述 FLASH 的面积，则所述 FLASH 垂直叠

放在所述 RPMC 之上。

另一方面，本申请还提供 了一种在其上记录有用于执行所述方法的程序



的计算机可读记录介质。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 申请 包括以下优点：

1、本申请实施例所提 出的增强型 FLASH 芯片是将 FLASH 和 RPMC 封

装在一起；其中，所述 FLASH 电路和所述 RPMC 电路分别包括各 自独立的

控制器；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互连，并且连接到所

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上；外部指令通过所述芯片的外部共享引脚传输

到 FLASH 与 RPMC 中，FLASH 的控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是否

执行所述外部指令；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各 自还 包括 内部 10 引脚 ，

所述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的相 同 内部 10 引脚互连，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之 间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部相互通信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由于将 FLASH 和 RPMC 封装在一起 ，从而可以减小封装面

积，降低设计成本；并且，FLASH 电路模块可以重复利用现有的 FLASH 芯

片，设计者只需设计 RPMC 电路模块即可，因此，芯片设计复杂度低 、设计

周期短 、成本低。

、 FLASH 与 RPMC 之 间可以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部相互

通信 。因此，当 FLASH 和 RPMC 中的任意一个正在执行外部指令 ，并且另

外一个空闲时，如果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挂起指令 ，则正在执行外部指

令的任意一个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并可以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向空闲

的另外一个发送 已挂起的通知 ，使空闲的另外一个也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从

而可以保证 FLASH 和 RPMC 的同步。

3、FLASH 和 RPMC 还可以同时执行不同的指令 ，即 FLASH 和 RPMC

可以并行工作 ，因此，提 高了芯片的性能。

4、多芯片封装可以把不同工艺的 FLASH 和 RPMC 封装的一起 ，从而

可以复用现有的资源，降低开发成本。

5、 FLASH 的容量可以扩展 ，例如，可以增加单片 FLASH 的容量，或

者将多个 FLASH 封装在一起 。



附图说明

图 1是本申请实施例二所述的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的逻辑连接示意

图；

图 2 是本 申请实施例二所述的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的封装原理图；

图 3 是本 申请实施例三所述的一种芯片封装方法的流程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 申请的上述 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

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 申请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本申请实施例提 出了一种利用多芯片封装方法实现 RPMC 功能的增强

型 FLASH 芯片，通过在 FLASH 芯片的基础上，将 RPMC 与 FLASH 芯片一

起封装，从而形成一个具有 RPMC 功能的增强型 FLASH 芯片，RPMC 和

FLASH 可以共享统一的引脚 。本 申请 实施例降低 了芯片的设计复杂度和设

计成本，并且，RPMC 和 FLASH 之 间可以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

部相互通信 ，从而保证 RPMC 和 FLASH 的同步性。

实施例一：

本申请实施例一提 出了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所述芯片可以包括：

封装在一起 的 FLASH 和 RPMC 。

本申请实施例中，FLASH 和 RPMC 可以是各 自独立的芯片。FLASH 可

以选择不同的容量来满足不同系统的需求，该 FLASH 可以复用 已设计好的

FLASH 芯片，因此不必重新设计，大大减少了开发周期；RPMC 具备 了应

答保护单调计数的功能，也可以单独使用。

在本 申请 实施例提 出的增强型 FLASH 芯片中，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可以分别包括各 自独立的控制器。对于外部发来的指令 ，FLASH 和

RPMC 会通过各 自独立的控制器控制 FLASH 和 RPMC 分别接收、译码 ，当

译码成功后 ，执行相应的操作。



另外，FLASH 和 RPMC 中可以具有相 同的 10 ( Input/Output, 输入输 出 ）

引脚 ，对于这些相 同的 10 引脚可以将其互连 ，并且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

外部共享引脚上。本 申请 实施例 中，FLASH 和 RPMC 中的相 同的 10 引脚可

以指功能相 同的 10 引脚 ，例如 ，FLASH 中的 10 引脚 CE 可以实现 串行外

设接 口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 ) 接 口的功能，RPMC 中的 10 引脚

CSE 也 可以实现 SPI 接 口的功能，此时，FLASH 中的 10 引脚 CE 和 RPMC

中的 10 引脚 CSE 即可为相 同的 10 引脚 ，因此 ，可 以将这两个引脚 CE 和

CSE 互连。

外部指令可以通过所述芯片的外部共享引脚传输到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然后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是否执行

所述外部指令 ，并根据判断的结果控制 FLASH 和 RPMC 执行相应操作 。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还 可 以 包括各 自的内部 10

引脚 ，所述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互连 ，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之 间可以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部相互通

信 ，从而可以保证 FLASH 与 RPMC 的同步性。

其 中，对于 FLASH 和 RPMC 的 内部 10 引脚 的互连，可以是将 FLASH

和 RPMC 中表示 同一个状态位 的内部 10 引脚互连。

例如 ，FLASH 中的内部 10 引脚 IO_0 用于状态位 busy 的输 出，RPMC

中的内部 10 引脚 10_2 用于状态位 busy 的输入 ，因此，可以将 FLASH 中的

内部 10 引脚 IO_0 和 RPMC 中的内部 10 引脚 10_2 互连 ，IO_0 和 10_2 即

为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互连后 FLASH 即可将 自身的状态位 busy 通过其

内部 10 引脚 IO_0 输 出至 RPMC 的 内部 10 引脚 I0_2, RPMC 即可获知

FLASH 当前的状态。

再例如 ，FLASH 中的内部 10 引脚 10_1 用于状态位 busy 的输入 ，RPMC

中的内部 10 引脚 10_3 用于状态位 busy 的输 出，因此，可以将 FLASH 中的

内部 10 引脚 10_1 和 RPMC 中的内部 10 引脚 10_3 互连 ，10_1 和 10_3 即

为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 。互连后 RPMC 即可将 自身的状态位 busy 通过其 内

部 10 引脚 10_3 输 出至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 I0_1 , FLASH 即可获知 RPMC



当前的 犬态。

对于所述增强型 FLASH 芯片，将在下面的实施例中详细介绍。

本申请实施例中，由于将 FLASH 和 RPMC 封装在一起 ，从而可以减小

封装面积，降低设计成本；FLASH 电路模块可以重复利用现有的 FLASH 芯

片，设计者只需设计 RPMC 电路模块即可，因此，芯片设计复杂度低 、设计

周期短 、成本低。并且，RPMC 和 FLASH 之 间可以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

对进行 内部相互通信 ，从而保证 RPMC 和 FLASH 的同步性。

实施例二：

下面，通过本申请实施例二对所述增强型 FLASH 芯片进行详细介绍。

参照图 1, 示 出了本 申请实施例二所述的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的逻

辑连接示意图。

从 图 1 可以看 出，本申请实施例所述的增强型 FLASH 芯片可以包括封

装在一起的 FLASH 和 RPMC 。

其 中，FLASH 和 RPMC 中都分别包括多个引脚 ，可以将 RPMC 和 FLASH

中的相 同10 引脚连接到 同一套外部共享引脚上，外部发送的指令会被 RPMC

和 FLASH 同时接收到，RPMC 和 FLASH 可以作 出相应的响应；FLASH 和

RPMC 各 自还 包括 内部 10 引脚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与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互连；RPMC 和 FLASH 也会具有各 自独立的 10 引脚 。两个芯片封装在

一起 ，实现 了具有 RPMC 功能的 FLASH 。

本申请实施例中，所述芯片的引脚可以包括以下三种：

1、外部共享引脚

本 申请实施例中，FLASH 和 RPMC 中包括相 同的 10 引脚 ，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互连，并且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

引脚上，所述外部共享引脚可以为多个。

例如，图 1 中的 ΙΟ_0, Ι0_1 , . . . , IO_ n 即为所述的芯片的外部共享接

口，FLASH 中与 ΙΟ_0 , Ι0_1 , . . . , IO_ n 连接的 10 接 口、以及 RPMC 中与

ΙΟ_0 , Ι0_1 , . . . , IO_ n 连接 的 10 接 口，即为 FLASH 和 RPMC 中相 同的 10



接 口。

需要说 明的是 ，由于图 1 为芯片的逻辑连接 示意图，因此其 中的 IO_0,

ΙΟ_ 1, . . . , IO_n 均称为接 口，该逻辑连接 图中的这些接 口在 芯片的物理连

接上 即称为引脚 。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分别 包括各 自独立的控制

器，外部指令可以通过所述芯片的外部共享引脚传输到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FLASH 的控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是否执行所述外部

指令 。

优选地 ，当所述芯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外部指令 时，可 以执行 以

下过程 ：

当所述芯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 收到第一外部指令 时，若 FLASH 的控

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为所述第一外部指令 均需要 FLASH 和

RPMC 执行 ，则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各 自按照所述第一外部命令执行

相应操作 ；

若仅需要 FLASH 和 RPMC 中的任意一个执行所述第一外部指令 ，则在

所述 FLASH 或所述 RPMC 按照所述第一外部指令执行相应操作 的过程 中，

若所述芯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第二外部指令 ，并且仅需要所述 FLASH

和 RPMC 中的另一个执行 ，则所述 FLASH 和 RPMC 中的另一个按照所述第

二外部命令执行相应操作 。

例如 ，如果芯片接 收到外部指令 a , 此时外部指令 a 会通过外部共 享引

脚分别传输到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FLASH 的控制器和 RPMC 的

控制器都会判断各 自是否执行所述外部指令 。若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判断

为需要 FLASH 执行外部指令 a , 通过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RPMC 执

行外部指令 a , 则 FLASH 和 RPMC 可 以 同时按照所述外部指令 a 执行对应

指令 a 的操作 ；

如果芯片接收到外部指令 b( 例如 ，程序 PROGRAM 或者擦 除 ERASE ),

此时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FLASH 执行外部指令 b , 通过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不需要 RPMC 执行外部指令 b , 则 由 FLASH 按照所述外部



指令 b 执行对应指令 b 的操作 。在 FLASH 执行所述外部指令 b 的过程 中，

如果芯片又接 收到外部指令 c , 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判断为不需要 FLASH

执行外部指令 c , 通过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RPMC 执行外部指令 c ,

则可以由 RPMC 按照所述外部指令 c 执行对应指令 c 的操作 。

同样的，如果芯片接收到外部指令 d , 此时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判断

为不需要 FLASH 执行外部指令 d , 通过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RPMC

执行外部指令 d , 则可以由 RPMC 按照所述外部指令 d 执行对应指令 d 的操

作 。在 RPMC 执行所述外部指令 d 的过程 中，如果芯片又接收到外部指令 e,

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FLASH 执行外部指令 e, 通过 RPMC 的

控制器判断为不需要 RPMC 执行外部指令 e, 则可 以 由 FLASH 按照所述外

部指令 e执行对应指令 e 的操作 。

因此，通过上述过程 ，FLASH 和 RPMC 可以 同时执行相 同的指令或不

同的指令 ，从 而实现 FLASH 和 RPMC 并行执行指令的过程 。例如 ，FLASH

在执行程序 （PROGRAM ) 或擦 除 （ERASE ) 的过程 中，RPMC 可 以执行指

令 。

2、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各 自还 包括 内部 10 引脚 ，

所述 FLASH 的 内部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的 内部 10 引脚互连，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之 间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部相互通信 。

例如 ，图 1 中 FLASH 中的内部 10 接 口 （即引脚 ）10_# 和与其互连的

RPMC 中的内部 10 接 口 10_# 即组成所述的芯片上互连的内部 10 接 口对（即

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 ), 所述互连的内部 10 接 口对为多个。所述 FLASH 与

所述 RPMC 之 间可以通过 FLASH 中的内部 10 接 口 10_# 和与其互连的

RPMC 中的内部 10 接 口 10_# 进行 内部相互通信 。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FLASH 与 RPMC 之 间可以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

进行 内部相互通信 。例如 ，可以将 FLASH 中用于状态位 busy 的输 出的内部

10 引脚 IO_0 和 RPMC 中用于状态位 busy 的输入的内部 10 引脚 10_2 互连；

并将 FLASH 中用于状态位 busy 的输入的内部 10 引脚 10_1 和 RPMC 中用



于状 态位 busy 的输 出的内部 10 引脚 10_3 互连。IO_0 和 10_2 、以及 10_1

和 10_3 分别为互连的 内部 10 引脚对 。因此 ，FLASH 与 RPMC 之 间可以通

过上述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 IO_0 和 10_2 、以及 10_1 和 10_3 进行 内部相

互通信 ，将 自身的状态位 busy 的值通知对方。

因此 ，当 FLASH 和 RPMC 中的任意一个正在执行外部指令 ，并且另外

一个空闲时，如果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挂起指令 ，则正在执行外部指令

的所述任意一个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并可以通过互连的 内部 10 引脚对向空

闲的另外一个发送 已挂起 的通知 消息，使 空闲的另外一个也执行所述挂起指

令 ，从 而可 以保证 FLASH 和 RPMC 的同步。

优选地 ，FLASH 和 RPMC 的同步过程可以包括：

当所述 FLASH 正在执行外部指令 ，并且所述 RPMC 空闲时，若所述芯

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挂起指令 ，则所述 FLASH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FLASH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所述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不需要 RPMC 执行

所述挂起指令 ；

所述 FLASH 按照所述挂起指令挂起正在执行的操作后 ，通过所述互连

的内部 10 引脚对向所述 RPMC 发送 FLASH 已挂起 的通知 消息，所述 RPMC

收到所述通知 消息后 ，通过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实现与所述 FLASH 的同步。

或者 ，

当所述 RPMC 正在执行外部指令 ，并且所述 FLASH 空闲时，若所述芯

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挂起指令 ，则所述 FLASH 的控制器判断为不需

要 FLASH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所述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RPMC 执行

所述挂起指令 ；

所述 RPMC 按照所述挂起指令挂起正在执行的操作后 ，通过所述互连

的内部 10 引脚对向所述 FLASH 发送 RPMC 已挂起 的通知 消息，所述 FLASH

收到所述通知 消息后 ，通过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实现与所述 RPMC 的同步。

例如 ，FLASH 处于忙碌 （busy ) 状 态，RPMC 处于空闲 （idle ) 状 态：

当芯片通过外部共 享引脚接收到外部指令 A 时，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

判断为需要 FLASH 执行外部指令 A , 通过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不需要



RPMC 执行外部指令 A , 则由 FLASH 按照所述外部指令 A 执行对应指令 A

的操作 ，并且 FLASH 执行 A 的过程 中，置状态位 busy=l , RPMC 处于空闲

状态，置状态位 busy=0 。

此 时 ，如 果 芯片通过所述外部共 享 引脚接 收到挂起 指令 ，由于此 时

FLASH 处于忙碌状态，RPMC 处于空闲状态，因此 ，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

判断为需要 FLASH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通过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不需要

RPMC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则所述 FLASH 按照所述挂起指令挂起正在执行

的操作 。

FLASH 按照所述挂起指令挂起正在执行的操作之后 ，FLASH 通过所述

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向所述 RPMC 发送 FLASH 已挂起 的通知消息，RPMC

收到所述通知消息后 ，了解到处于 busy=l 状 态的 FLASH 已挂起 ，因此 RPMC

也要通过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实现与所述 FLASH 的同步。

FLASH 处于空闲 （idle ) 状 态，RPMC 处于忙碌 （busy ) 状 态：

当芯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外部指令 B 时，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

判断为不需要 FLASH 执行外部指令 B , 通过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RPMC 执行外部指令 B , 则 由 RPMC 按照所述外部指令 B 执行对应指令 B

的操作 ，并且 RPMC 执行 B 的过程 中，置状态位 busy=l , FLASH 处于空闲

状态，置状态位 busy=0 。

此 时 ，如 果 芯片通过所述外部共 享 引脚接 收到挂起 指令 ，由于此 时

FLASH 处于空闲状态，RPMC 处于忙碌状态，因此 ，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

判断为不需要 FLASH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通过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RPMC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则所述 RPMC 按照所述挂起指令挂起正在执行

的操作 。

RPMC 按照所述挂起指令挂起正在执行的操作之后 ，RPMC 通过所述互

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向所述 FLASH 发送 RPMC 已挂起 的通知 消息，FLASH

收到所述通知消息后 ，了解到处于 busy=l 状 态的 RPMC 已挂起 ，因此 FLASH

也要通过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实现与所述 RPMC 的同步。

但是 ，如果芯片上不存在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 ，则 FLASH 挂起后无法



通知 RPMC( 或者 RPMC 挂起后无法通知 FLASH ) , 因此，空闲状态的 RPMC

( 或者 FLASH ) 接收到挂起指令后 ，会忽略该挂起指令 ，从而导致 RPMC

还会继续执行后续接收到的指令 ，但是 FLASH ( 或者 RPMC ) 由于挂起 而

不能执行后续接收到的指令 ，进而导致 FLASH 与 RPMC 不同步的问题 。

另夕卜，如果 FLASH 和 RPMC 均处于忙碌状态 （即 FLASH 和 RPMC 均

为正在按照外部指令执行相应操作 ）。此时，如果芯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

收到挂起指令 ，则通过 FLASH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FLASH 执行所述挂起

指令 ，通过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RPMC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所述

FLASH 和 RPMC 均可以按照所述挂起指令挂起正在执行的操作 ，并且通过

所述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分别向对方发送方 已挂起的通知消息。

3、外部独立引脚

本 申请实施例中，所述芯片上的外部独立引脚可以包括以下两种：

( 1 ) 与 FLASH 相 关的外部独立引脚

本 申请实施例中，所述 FLASH 中还 包括与 FLASH 相连的实现 FLASH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 ，所述与 FLASH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连接到所述芯片的

外部独立引脚 （即与 FLASH 相关的外部独立引脚 ）上。

例如，图 1 中的 IO_F_0, IO_F_0 即为所述芯片上与 FLASH 相关

的外部独立接 口 （即引脚 ），FLASH 中与 IO_F_0, IO_F_0 连接 的 10 接

口即为所述与 FLASH 相连的独立 10 接 口。

本 申请实施例中，外部指令可以通过所述芯片上与 FLASH 相 关的外部

独立引脚传输到所述 FLASH 中，FLASH 的控制器可以判断是否需要 FLASH

执行所述外部指令 ，如果需要 ，则由 FLASH 按照所述外部指令执行相应操

作 。

( 2 ) 与 RPMC 相关的外部独立引脚

本 申请实施例中，所述 RPMC 中还 包括与 RPMC 相连的实现 RPMC 功

能的独立 10 引脚 ，所述与 RPMC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另

外的外部独立引脚 （即与 RPMC 相关的外部独立引脚 ）上。

例如，图 1 中的 IO_R_0 , IO_R_0 即为所述芯片上与的 RPMC 相关



的外部独立接 口 （即引脚 ），RPMC 中与 IO_R_0, IO_R_0 连接 的 10 接

口即为所述与 RPMC 相连 的独立 10 接 口。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外部指令可以通过所述芯片上与 RPMC 相 关的外部

独立 引脚传输到所述 RPMC 中，RPMC 的控制器可以判断是否需要 RPMC

执行所述外部指令 ，如果需要 ，则 由 RPMC 按照所述外部指令执行相应操作 。

在上述 （1 ) 和 （2 ) 中，所述与 FLASH 相 连的独立 10 引脚和与所述

RPMC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 互不相连 。

下面，结合 图 2 介绍一下各个 引脚之 间是如何连接 的，图 2 是本 申请 实

施例二所述 的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的封装原理 图。

图 2 中，Package 为封装 包，Die_a 为 FLASH, Die_b 为 RPMC, FLASH

的面积 大于 RPMC 的面积 。图 2 中，PAD_0 , PAD_#, PAD_n 为芯

片封装的 10 引脚 ，其 中包括 了外部共 享 引脚和外部独立 引脚 ；Pin_a_0,

Pin_a_#, . . . , Pin_a_n 为 FLASH 的 10 引脚 ，其 中包括 了与 RPMC 相 同的

10 引脚 、与 FLASH 相连的实现 FLASH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 、以 及 FLASH

的 内部 10 引脚 ；Pin_b_0 , Pin_b_# , Pin_b_n 为 RPMC 的 10 引脚 ，

其 中包括 了与 FLASH 相 同的 10 引脚 、与 RPMC 相连的实现 RPMC 功能的

独立 10 引脚 、以 及 RPMC 的 内部 10 引脚 。其 中，#代表 0 到 n 之 间的任意

一个数 。

I 、外部共 享 引脚 的连接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互连 ，

并且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 享引脚上 ，可 以 包括 ：

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 b_y 互连

(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与 RPMC 的 10 引脚 b_y 的功能相 同 ），并且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 享引脚 PAD_z 上 ；

例如 ，图 2 中右上角处 ，Pin_a_0 ( 即 a_x, x=0 ) 与 Pin_b_# ( 即 b_y,

y=# )互连 ，Pin_a_0 连接到 芯片的 同一外部共 享 引脚 PAD_0( 即 PAD_z, z=0 )

上 ；以及 图 2 中右下角处 ，Pin_a_# ( 即 a_x, x=# ) 与 RPMC 中的相 同 10



？脚互连，Pin_a_#连接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 PAD_# ( 即PAD_z , z=# )

上。上述两种均属于该种外部共享引脚连接的情况。

或者，
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同10 引脚 b_y 互连，

所述 RPMC 中的相同 10 引脚 b_y 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
PAD—Z 上。

例如，图 2 中，Pin_a_n ( 即 a_x, x=n ) 与 Pin_b_0 ( 即 b_y, y=0 ) 互
连，Pin_b_0 连接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弓脚 PAD_# ( 即PAD_z , z=# ) 上，

即属于该种外部共享引脚连接的情况。
其中，所述 a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所述 x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

标识，x =0, 1, . . . , n ; 所述 b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所述 y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标识，y=0, 1, . . . , n ; 所述 PAD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所述
z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标识，z=0, 1, . . . , n。

I I、内部 10 引脚对的连接
所述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互连，可以包

括：所述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 a_x 连接到所述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 b_y 。
其中，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 a_x 和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 b_y 可以表示同
一个状态位。

例如，图 2 中Pin_a_# ( 即 a_x, x=# ) 与 RPMC 中的内部 10 引脚互连，
以及 Pin_b_n ( 即b_y, y=n ) 与 FLASH 中的内部 10 引脚互连，上述两种均
属于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与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互连的情况。

III 、外部独立引脚的连接
( i ) 所述与 FLASH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外部独立引

脚上，可以包括：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外部独立引
脚 PAD_z 上。

例如，图 2 中左下角处，与 FLASH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 a_x 连接到所述
芯片的外部独立引脚 PAD_n ( 即PAD_z, z=n ) 上。

( i i ) 所述与 RPMC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另外的外部



独立 引脚上 ，可 以 包括：所述 RPMC 的 10 引脚 b_y 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外部

独立 引脚 PAD_z 上。

例如 ，图 2 中，与 RPMC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 Pin_b_# ( 即 b_y, y=# )

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外部独立引脚 PAD_# ( 即 PAD_z, z=# ) 上 。

对于图 2 中其它引脚的连接 ，本 申请 实施例在此不再详细论述。

最后 ，需要说明的是 ，图 2 中 FLASH 与 RPMC 是垂直叠加封装的，在

所述芯片中，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也可以并排封装 ，本 申请 实施例对

此并不加 以 限制。并且 ，当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垂直叠加封装时：若

所述 FLASH 的面积大于所述 RPMC 的面积，则所述 RPMC 垂直叠放在所述

FLASH 之上；若所述 RPMC 的面积大于所述 FLASH 的面积 ，则所述 FLASH

垂直叠放在所述 RPMC 之上，即图 2 中也可以是 Die_a 为 RPMC, Die_b 为

FLASH 。

本 申请 实施例提 出了一种利用多芯片封装方法实现 RPMC 功能的增强

型 FLASH 芯片，通过在 FLASH 芯片的基础上，将 RPMC 与 FLASH 芯片一

起封装，从 而形成一个具有 RPMC 功能的芯片，RPMC 和 FLASH 可以共享

统一的引脚 。本 申请 实施例降低 了芯片的设计复杂度和设计成本 ，并且 ，

RPMC 和 FLASH 之 间可以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部相互通信 ，从

而保证 RPMC 和 FLASH 的同步性。另外，本 申请 实施例 中，FLASH 和 RPMC

还可以同时执行不同的指令 ，即 FLASH 和 RPMC 可以并行工作 ，因此，提

高了芯片的性能。

实施例三 ：

下面，通过本 申请 实施例三介绍上述芯片的具体封装方法。

参照图 3, 示 出了本 申请 实施例三所述的一种 芯片封装方法的流程 图，

所述封装方法可 以 包括：

步骤 300, 将需要封装的 FLASH 和应答保护单调计数器 RPMC 放置在

芯片载体上 ，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相互独立。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主要是将 FLASH 和 RPMC 封装在一起 ，从 而得到具



有 RPMC 功能的芯片，并且 芯片中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相 互独立 。

首先 ，可 以将需要封装的 FLASH 和 RPMC 放 置在 芯片载体上 ，本 申请

实施例所述 的芯片载体可 以对应 于图 2 中的 Package 。

优选地 ，该步骤 300 可 以 包括 ：将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并排放 置

在 芯片载体上 ，或者 ，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垂直叠放在 芯片载体上 。

图 2 所示的封装原理 即为将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垂直叠放在 芯片

载体上 。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当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垂直叠放在 芯片载体上

时：

若所述 FLASH 的面积 大于所述 RPMC 的面积 ，则所述 RPMC 垂直叠放

在所述 FLASH 之上 ；

若所述 RPMC 的面积 大于所述 FLASH 的面积 ，则所述 FLASH 垂直叠

放在所述 RPMC 之上 。

步骤 302, 将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

互连 。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FLASH 与 RPMC 中会存在一些相 同的 10 引脚 （功能

相 同 ），对 于这些相 同的 10 引脚可以采用金属 引线互连 。具体 的，可以将所

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 b_y 采用金属 引线

互连 。

步骤 304, 将所述互连后 的相 同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所述 芯片

载体 的同一外部共 享 引脚上 。

优选地 ，该步骤 304 可 以包括 ：将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 到所述 芯片载体 的 同一外部共 享 引脚 PAD_z 上 ，或者 ，将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 b_y 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 的 同一外部

共 享 引脚 PAD_z 上 ；

其 中，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与所述 RPMC 中的 10 引脚 b_y 为互

连的相 同 10 引脚 ；

所述 a 表 示 FLASH 的 10 引脚 ，所述 x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标识 ；



所述 b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 ，所述 y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标识；所述 PAD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 ，所述 z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标识 。

上述步骤 302- 步骤 304 可 以结合为外部共 享引脚连接 的情况。例如 ，图

中右上角处 ，Pin_a_0 ( 即 a_x, x =0 ) 与 Pin_b_#( 即 b_y, y=# ) 互连 ，Pin_a_0

连接 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 享引脚 PAD_0 ( 即 PAD_z, z=0 ) 上 ；图 2 中右下

角处 ，Pin_a_# ( 即 a_x, x=# ) 与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互连 ，？ _ _#连

接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 PAD_# ( 即 PAD_z, z=# ) 上；以及 图 2 中，

Pin_a_n ( ？ a_x, x =n ) 与 Pin_b_0 ( ？ b_y, y =0 ) 互连 ，Pin_b_0 连 ， 芯

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 PAD_# ( 即 PAD_z, z=# ) 上 。上述情况均属于外部

共享引脚连接 的情况。

图 2 中的用于连接 两个引脚 的虚线即可代表本 申请 实施例所述的金属 引

线。

步骤 306 , 将所述 FLASH 的 内部 10 引脚 与所述 RPMC 的 内部 10 引脚

采用金属 引线互连。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FLASH 和 RPMC 中还 可 以 包括各 自的内部 10 引脚 ，

可 以将 FLASH 的 内部 10 引脚 a_x 采用金属 ？I线连接到所述 RPMC 的 内部

10 引脚 b_y 。其 中，FLASH 的 内部 10 引脚 a_x 和 RPMC 的 内部 10 引脚 b_y

可 以表示 同一个状 态位 。

例如 ，图 2 中 Pin_a_# ( 即 a_x, x=# ) 与 RPMC 中的内部 10 引脚通过

金属 引线互连 ，以及 Pin_b_n ( 即 b_y , y =n ) 与 FLASH 中的 内部 10 引脚通

过金属 引线互连 ，上述两种 均属于 FLASH 的 内部 10 引脚与 RPMC 的 内部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互连的情况。

步骤 308, 将所述 FLASH 中实现 FLASH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 的外部独立 引脚上。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所述 FLASH 中还可以包括 实现 FLASH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 ，可 以将这些 FLASH 中的独立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所述芯

片载体 的外部独立 引脚上。

例如 ，图 2 中左下角处 ，与 FLASH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 a_x 通过金属 引



线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外部独立引脚 PAD_n ( 即PAD_z, z=n ) 上。
步骤 310, 将所述RPMC 中实现RPMC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采用金属引

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的另外的外部独立引脚上。
同样的，所述RPMC 中还可以包括实现RPMC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可

以将这些RPMC 中的独立10 引脚采用金属弓I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的另外
的外部独立引脚上。

例如，图2 中，与RPMC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 Pin_b_n ( 即b_y, y=n )

通过金属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外部独立引脚 PAD_z 上。
其中，所述FLASH 中的独立 10 引脚与所述RPMC 中的独立 10 引脚互

不相连。
步骤 312, 将所述 FLASH 、所述 RPMC 和所述芯片载体塑封为具有

RPMC 功能的芯片。
在经过上述步骤 300-步骤 310 之后，完成了FLASH 和RPMC 的放置以

及芯片上各个引脚的连接。最后，即可将所述 FLASH 、所述RPMC 和所述
芯片载体塑封为具有RPMC 功能的芯片，塑封之后即完成了芯片的封装。

实施例四

本申期还提供了一种在其上记录有用于执行图3所述方法的程序的计算
机可读记录介质。

所述计算机可读记录介质包括用于以计算机 (例如计算机) 可读的形式
存储或传送信息的任何机制。例如，机器可读介质包括只读存储器（ROM )、
随机存取存储器（RAM )、磁盘存储介质、光存储介质、闪速存储介质、电、
光、声或其他形式的传播信号 （例如，载波、红外信号、数字信号等）等。

综上所述，本申请实施例可以包括以下优点：
1、本申请实施例所提出的增强型FLASH 芯片是将 FLASH 和RPMC 封

装在一起；其中，所述FLASH 电路和所述RPMC 电路分别包括各自独立的
控制器；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同10 引脚互连，并且连接到所



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上；外部指令通过所述芯片的外部共享引脚传输

到 FLASH 与 RPMC 中，FLASH 的控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是否

执行所述外部指令；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各 自还 包括 内部 10 引脚 ，

所述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的相 同 内部 10 引脚互连，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之 间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部相互通信 。本

申请 实施例 中，由于将 FLASH 和 RPMC 封装在一起 ，从而可以减小封装面

积，降低设计成本；并且，FLASH 电路模块可以重复利用现有的 FLASH 芯

片，设计者只需设计 RPMC 电路模块即可，因此，芯片设计复杂度低 、设计

周期短 、成本低。

、 FLASH 与 RPMC 之 间可以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部相互

通信 。因此，当 FLASH 和 RPMC 中的任意一个正在执行外部指令 ，并且另

外一个空闲时，如果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挂起指令 ，则正在执行外部指

令的任意一个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并可以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向空闲

的另外一个发送 已挂起的通知 ，使空闲的另外一个也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从

而可以保证 FLASH 和 RPMC 的同步。

3、 FLASH 和 RPMC 还可以同时执行不同的指令 ，即 FLASH 和 RPMC

可以并行工作 ，因此，提 高了芯片的性能。

4、多芯片封装可以把不同工艺的 FLASH 和 RPMC 封装的一起 ，从而

可以复用现有的资源，降低开发成本。

5、 FLASH 的容量可以扩展 ，例如，可以增加单片 FLASH 的容量，或

者将多个 FLASH 封装在一起 。

本说明书中的各个实施例均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

的都是与其他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 间相 同相似的部分互相参见

即可。

对于前述的方法实施例，为了筒单描述，故将其都表述为一系列的动作

组合 ，但是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该知悉，本申请并不受所描述的动作顺序的限

制，因为依据本申请 ，某些步骤可以采用其他顺序或者 同时进行。其次，本



领域技术人员也应该知悉，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实施例均属于优选实施例，所

涉及的动作和模块并不一定是本申请所必须的。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

仅仅用来将一个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

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 ，术

语 " 包括" 、" 包含" 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

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商品或者设备不仅 包括那些要素，而且还

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商品或者

设备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 句 " 包括一个 ... ... " 限

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商品或者设备 中还存在

另外的相同要素。

以上对本申请所提供的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和一种芯片封装方法，

进行 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申请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 了

阐述，以上 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申请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

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申请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

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申请的

限制。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增强型 FLASH 芯片，其特征在于，包括：

封装在一起的 FLASH 和应答保护单调计数器 RPMC; 其 中，

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分别包括各 自独立的控制器；

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互连，并且连接到所述芯

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上；

外部指令通过所述 芯片的外部共 享 引脚传输到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FLASH 的控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是否执行所述外部

指令；

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各 自还 包括 内部 10 引脚 ，所述 FLASH 的内

部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互连，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之 间通过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进行 内部相互通信。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增强型 FLASH 芯片，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芯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第一外部指令时，若 FLASH 的控

制器和 RPMC 的控制器分别判断为所述第一外部指令 均需要 FLASH 和

RPMC 执行，则所述 FLASH 和所述 RPMC 各 自按照所述第一外部命令执行

相应操作；

若仅需要 FLASH 和 RPMC 中的任意一个执行所述第一外部指令 ，则在

所述 FLASH 或所述 RPMC 按照所述第一外部命令执行相应操作的过程 中，

若所述芯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第二外部指令 ，并且仅需要所述 FLASH

和 RPMC 中的另一个执行 ，则所述 FLASH 和 RPMC 中的另一个按照所述第

二外部命令执行相应操作。

3、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增强型 FLASH 芯片，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 FLASH 正在执行外部指令 ，并且所述 RPMC 空闲时，若所述芯

片通过外部共享引脚接收到挂起指令 ，则所述 FLASH 的控制器判断为需要

FLASH 执行所述挂起指令 ，所述 RPMC 的控制器判断为不需要 RPMC 执行

所述挂起指令；

所述 FLASH 按照所述挂起指令挂起正在执行的操作后 ，通过所述互连

的内部 10 引脚对向所述 RPMC 发送 FLASH 已挂起 的通知消息，所述 RPMC



收到所述通知消息后 ，通过执行所述挂起指令实现与所述 FLASH 的同步。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增强型 FLASH 芯片，其特征在于：

所述互连的内部 10 引脚对为多个；

所述芯片的外部共享引脚为多个。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增强型 FLASH 芯片，其特征在于：

所述 FLASH 还 包括与 FLASH 相连的实现 FLASH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 ，

所述与 FLASH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外部独立引脚上；

所述 RPMC 还 包括与 RPMC 相连的实现 RPMC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 ，

所述与 RPMC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另外的外部独立引脚

上；

其 中，所述与 FLASH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和与所述 RPMC 相连的独立

10 引脚互不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增强型 FLASH 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互连，并且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

引脚上，包括：

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 b_y 互连，

并且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 PAD_z

上 ，或者，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 b_y 连接到所述芯片的同一外部共

享引脚 PAD_z 上；

其 中，所述 a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 ，所述 x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

标识；所述 b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 ，所述 y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标识；

所述 PAD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 ，所述 z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标识。

7、一种芯片封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需要封装的 FLASH 和应答保护单调计数器 RPMC 放置在芯片载体

上，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相互独立；

将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互连；

将所述互连后的相 同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的同一



外部共享引脚上；

将所述 FLASH 的内部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的内部 10 引脚采用金属 I

线互连；

将所述 FLASH 、所述 RPMC 和所述芯片载体塑封为具有 RPMC 功能的

芯片。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芯片封装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将所述 FLASH 中实现 FLASH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

所述芯片载体的外部独立引脚上；

将所述 RPMC 中实现 RPMC 功能的独立 10 引脚采用金属引线连接到所

述芯片载体的另外的外部独立引脚上；

其 中，所述 FLASH 中的独立 10 引脚与所述 RPMC 中的独立 10 引脚互

不相连。

9、根据权利要求 7 或 8 所述的芯片封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互

连后的相 同 10 引脚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

上，包括：

将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采用金属 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的同一
外部共享引脚 PAD_z 上 ，或者，将所述 RPMC 中的相 同 10 引脚 b_y 采用金

属引线连接到所述芯片载体的同一外部共享引脚 PAD_z 上；

其 中，所述 FLASH 的 10 引脚 a_x 与所述 RPMC 中的 10 引脚 b_y 为互

连的相 同 10 引脚 ；

所述 a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 ，所述 x 表示 FLASH 的 10 引脚标识；

所述 b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 ，所述 y 表示 RPMC 的 10 引脚标识；所述 PAD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 ，所述 z 表示芯片封装的 10 引脚标识。

10、根据权利要求 7 或 8 所述的芯片封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需

要封装的 FLASH 和应答保护单调计数器 RPMC 放置在芯片载体上，包括：

将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并排放置在芯片载体上，或者，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垂直叠放在芯片载体上；

当所述 FLASH 与所述 RPMC 垂直叠放在芯片载体上时：



若所述 FLASH 的面积大于所述 RPMC 的面积，则所述 RPMC 垂直叠放

在所述 FLASH 之上；

若所述 RPMC 的面积大于所述 FLASH 的面积，则所述 FLASH 垂直叠

放在所述 RPMC 之上。

11、一种在其上记录有用于执行权利要求 7 所述方法的程序的计算机可

读记录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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