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简介
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制造业功能性安全）的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1529

加速功能性安全认证

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1529。有利于提高
工业敏捷性的功能性安全解决方案。

英特尔将领先的创新

数字技术平台推向工

业安全市场。

全球制造商以及能源和交通运输公司正在构建更复杂的系统，以发掘工业 4.0 的价值。

这些系统需要可靠的功能性安全解决方案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安全标准，保护环境、人

员、产品和公司品牌。

越来越多的工业控制系统需要通过 IEC 61508 和其他相关安全认证。这些系统正变得

日益复杂，给工业制造商带来了新的挑战：即要满足安全关键应用的认证要求，又要加

快上市速度以获取竞争优势。

行业首例
英特尔向工业安全市场推出领先的创新数字技术平台 — 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解决方案

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1529，进一步增强性能、可扩展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制造商现在可利用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D-1529（搭配英特尔功能性安全软件）处理安全

关键应用和工作流，如集成机器人、安全性及控制和自动化系统的应用和工作流。该解

决方案满足 IEC 61508 安全认证要求，同时可确保出色的可用性和可靠性。配套安全

认证文档包含严格的可追溯性和认证，可提升运营和安全评估洞察。

该解决方案提供了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的紧密集成套装，包括标准化英特尔® 芯片、英特尔® 

软件测试库（英特尔® STL）和认证文档，旨在帮助加快安全认证系统的开发速度。

提供安全的嵌入式软件产品组合
英特尔子公司 Wind River 针对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的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D-1529 推出

了整套支持安全和可靠功能性安全解决方案的软件产品组合。Wind River 实时操作系统

（RTOS）VxWorks* 在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前瞻性方面为工业互联设备的操作环境设

立了全新标准。此外，VxWorks 安全产品功能强大，可以有效且高效地保护设备、数

据和知识产权，并提供了高级时间和空间分区功能，方便用户可靠、无干扰地将多个具

有不同关键性级别的应用整合到单个硬件平台上。

http://www.iec.ch/functionalsafety/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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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River Simics 虚拟开发环境提供了敏捷开发实践所需的访

问、自动化和协作工具。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D-1529 的 Simics 

模型提高了测试效率，可加快认证速度；同时实现了前期芯片可

用性，可加快上市速度。

凭借高性能加快认证速度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英特尔® 物联网技术和参考设计将帮助客户跨工业解决方案集成

功能性安全。这些创新支持平台整合 — 打造更小、更高效、功

耗更低的解决方案，同时提升性能和降低系统生命周期管理成本

和总体拥有成本。还可借助英特尔的商用现成（COTS）认证文

档加快认证和系统部署速度。

借助英特尔功能性安全解决方案，制造商可降低拥有成本，OEM 

和 SI 可加快 IEC 61508 SIL 2 系统的认证速度。

支持混合关键性工作负载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D-1529 内置虚拟化功能，可有效分离共享计

算平台上整合的安全与非安全应用。该功能支持多个团队和供应

商的混合安全关键性工作负载执行安全和非安全应用，如机器人

控制、安全监控和人机界面，而 IT 应用亦可在相同平台上安全

运行。

该解决方案是一种根据 IEC 61508 要求设计的安全架构，可用

作安全微控制器设备的输入程序，并支持 SIL 2 的安全功能。

优化诊断
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的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D-1529 具有覆盖芯

片、模拟和推荐测试实验室（RTL）的强大诊断功能。英特尔® 

D-1529 软件测试库（英特尔® STL）支持离线和在线软件诊断、

软件验证和故障注入，可扩大安全覆盖范围。英特尔 STL 可帮助

制造车间发挥英特尔硬件特性的最大优势。英特尔优化有助于最

大限度降低系统整体性能受到的负面影响。英特尔软件诊断还可

扩大安全覆盖范围，灵活的 API 可简化诊断功能的使用。

集成功能性安全的优势
英特尔提供集成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工具、诊断软件

及验证和故障检测功能的功能性安全芯片平台，而英特尔软件搭

配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的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D-1529，可为行

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帮助保护员工，提高运营效率和可管理

性。现在，您既可以享受到英特尔架构的性能和可靠性，又可为

当前和未来的制造车间提升功能性安全。

英特尔及其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即将推出更多兼具出色可扩展性和

复用性的功能性安全产品，帮助企业进行转型、满足安全要求和

保护投资。

端到端智能制造

物联网解决方案以安全方式连接智能工厂的设备和嵌入式

计算传感器，提供人员、设备、事务和运行状况的实时可

视性，打造智能化工业系统。这些全新的数据源可即时转

化为可利用的情报，帮助提升整个制造流程的运行效率，

优化生产，增强员工安全，进而提升实际的业务价值，包

括加快上市速度，减少停机，提高质量，减少安全事件，

提升运行效率和提高资产利用率。

英特尔® 物联网平台是一种基于开放标准英特尔技术的参

考模型，这些技术具有强大的可扩展性，可满足不断变化

的业务要求。通过与设备、数据中心、分析、云和物联网

技术等领域的领先提供商密切合作，我们得以推出各种具

备安全性和互操作性的多厂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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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1529 特性一览
确保人员安全（即防范电子系统伤害人身安全）是 IEC 61508 安全标准的重中之重。英特尔可确保必要的安全性、可用性与可靠性，

建立了一种加强员工安全保护的技术基础。

特性 优势

标准化功能性安全解决方案 • 借助标准化解决方案，缩减 IEC 61508 系统的总体拥有成本和认证时间
• 通过整合提高可靠性，降低管理成本
• 通过庞大的生态系统提供标准形式的功能性安全模块

混合关键性系统和存储 • 支持多个包含混合关键性工作负载（安全和非安全）的整合解决方案在一个共享电脑平台上运行
• 支持安全关键和非安全相关功能的微处理器执行

 – 安全相关功能具有两个冗余通道
 – 资源可跨安全相关与非安全相关功能共享

复用和扩展 • 英特尔® 架构支持复用和扩展
• 当安全搭售率增加时，扩展应用
• 在平台迁移和更新周期，复用之前的安全软件
• 支持加快认证速度和上市速度
• 缩短开发时间，减少和缩短成本开发周期

高性能 CPU • 搭载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1529，提供卓越性能，支持近实时洞察和复杂的工作负载

系统监控和诊断 • 窗口化 “看门狗” 执行系统诊断，包括分析处理单元的诊断结果
• 诊断功能监控 CPU，将检测到的危险故障告知 “看门狗”
• 从安全应用中调用软件诊断
• PSU 和时钟监控器可监测系统级电源和时钟
• 状态报告功能连接外部系统以报告系统状态

散热故障管理 • 过压/过流检测、处理器温度报告、散热故障标示

机器检查 • 有关可纠正和不可纠正问题的动态错误检测和报告

异常处理 • 可编程错误异常、软件生成异常和机器检查异常

IIO PCIe 高级错误报告 • 检测和记录一致性接口（如 PCIe*、DMI2、IIO 核心逻辑、VT-d）内的错误
• 将错误映射至信令

PCH 错误逻辑 • PCIe 错误逻辑
• SATA* 和 AHCI 诊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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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1529 的规格

CPU 面向工业 61508 认证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1529（14 纳米）

内核数 4

一级高速缓存 32K 数据，每内核 32K 指令

二级高速缓存 每内核 256K

LLC 高速缓存 每内核 1.5MB，具有英特尔® 资源调配技术（英特尔® RDT）

频率 1.3 GHz

TDP 20W

内存 DDR4（最高 1600MT/秒）
2 个通道（每通道 2 个 DIMM）

安全融合 英特尔® 软件测试库（在安全 SKU 上运行）

可靠性 工业扩展温度使用条件：
• 10 年可靠性（100% 活动水平）
• -40°C 至 85°C 的工作温度范围

PCI-E* x24 PCIe Gen3（锁定为 Gen2 速度），最多 6 个控制器

集成 I/O x4 USB 2.0 和 x2 SATA 3

传统 I/O 面向启动闪存的 SPI，SMBus，UART
LPC，GPIO，8259，I/O APIC，8254 Timer，RTC

技术 VT-x2、VT-d、Core RAPL、PECI over SMBUS

封装 1667 Ball FCBGA
球间距最小 0.7 毫米（变量） 
尺寸：37.5 毫米 x 37.5 毫米

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intel.com/industrial-functional-safety-d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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