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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萨电子采用晶心RISC-V  
32位CPU内核开发其首款

RISC-V架构ASSP/MCU产品 

全球半导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萨电⼦子集团(TSE：6723)宣布，与RISC-V架构嵌
入式CPU内核及相关SoC开发环境的领先供应商晶⼼心科技启动技术IP合作。瑞
萨选择AndesCore™ IP 32位RISC-V CPU内核IP，应⽤用于其全新的专⽤用标准
产品中，并将于2021年年下半年年开始为客户提供样片。 

晶⼼心科技總經理理林林志明表⽰示：“瑞萨作为顶级MCU供应商，已将晶⼼心RISC-V内
核设计到其预编程的专⽤用标准产品中，对此我们感到⼗十分荣幸。瑞萨和Andes
有着相同的愿景——迎接RISC-V成为片上系统芯片(SoC)主流CPU指令集体系
结构(ISA)的时代。双⽅方的合作不仅是晶⼼心的⾥里里程碑碑，更更标志着开源RISC-V ISA
即将成为主流计算引擎。瑞萨的客户亦将受益于⾯面向21世纪计算需求⽽而构建的
现代ISA。” 

瑞萨电⼦子执⾏行行副总裁、物联⽹网及基础设施事业本部总经理理Sailesh Chittipeddi
表⽰示：“晶⼼心RISC-V核⼼心IP提供的可扩展性能范围、可选安全功能和定制选项，
使瑞萨能够为未来针对特定应⽤用的标准产品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帮助为现有或
新兴应⽤用寻找经济⾼高效替代途径的客户，从更更短的上市时间和更更低的开发成本
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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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萨基于RISC-V核⼼心架构的预编程ASSP器件，结合专⽤用的⽤用户界⾯面⼯工具来设
置应⽤用的可编程参数，将为客户构建完整且优化的解决⽅方案。此功能消除了了
RISC-V开发初期及软件投资相关的壁垒。此外，瑞萨⼴广泛的区域合作伙伴拥
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将为客户提供前沿、专注的技术⽀支持。 

RISC-V協会创始成员晶心科技 
晋升为首席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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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萨电⼦子集团 
瑞萨电⼦子集团 (TSE: 6723)，提供专业可信的创新嵌入式设计和完整

的半导体解决⽅方案，旨在通过使⽤用其产品的数⼗十亿联⽹网智慧设备改善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作为全球领先的微控制器供应商、模拟功率
元件和SoC产品的领导者，瑞萨电⼦子为汽⻋车、⼯工业、家居、基础设施
及物联⽹网等各种应⽤用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期待与您携⼿手共创⽆无限未来。
更更多资讯敬请⾄至renesas.com。关注瑞萨电⼦子微信公众号及LinkedIn

官⽅方帐号，发现更更多精彩内容。

▶︎完整原⽂文请参考晶⼼心官⽹网◀

晶⼼心科技于今年年6⽉月宣布成为 RISC-V 国际
协会(RISC-V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的
⾸首席会员(Premier member)；晶⼼心科技总
经理理林林志明成为该协会董事会成员，技术
⻓长苏泓萌则担任技术委员会 (Technical 
Steering Committee) 副主席。随着市场对
RISC-V核⼼心的需求不断成⻓长，晶⼼心科技积

极参与RISC-V协会，持续为客户提供 完
整的解决⽅方案。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ＥＭＩＥＲ

https://riscv.org/membership/members/
https://riscv.org/membership/members/
http://www.jpx.co.jp/english/
https://www.renesas.com/cn/zh/about/company/profile/glob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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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destech.com/en/2020/06/08/andes-technology-steps-up-to-premier-membership-in-risc-v-international-greatly-expanding-its-u-s-rd-and-field-application-engineering-staf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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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心处理器架构芯片 
全球累计出货量近60亿颗 

2019年年嵌⼊入晶⼼心IP的芯⽚片出货量量创下单年年15亿颗卓越纪录	
提供32及64位⾼高效能、低功耗RISC-V处理理器核⼼心之全球领导供应商晶⼼心科

技，于2019年年度采⽤用晶⼼心指令集处理理器架构的系统芯片出货量量超过15亿颗，较
2018年年纪录⼤大幅成⻓长50%，⽬目前总累计出货量量近60亿颗。这些系统芯片被⼴广泛

运⽤用于⾳音讯装置、蓝牙装置、电玩游戏、GPS、机器学习、MCU、感测器融合
(sensor fusion) 、SSD控制器、触控荧幕控制器、USB 3.0储存装置、语⾳音辨

识、Wi-Fi、⽆无线充电等多元应⽤用。 

创立于2005年年的晶⼼心科技，今年年三⽉月正逢15周年年庆，从草创时期的⼩小型团队，

迄今已成为两百⼈人规模的RISC-V CPU IP领导供应商，全球客户更更已超过300
家。15年年来晶⼼心科技秉持着“驱动创新”的理理念念，持续提供专业解决⽅方案与技术

⽀支援服务，帮助客户完成⾼高品质芯片设计。随着越来越多客户的产品成功进入
量量产阶段，也让嵌入晶⼼心CPU IP芯片的出货量量年年年年呈指数增⻓长，⾄至今总累计出
货量量更更近60亿颗，代表客户对于晶⼼心⾼高品质产品、创新技术和专业服务的肯
定。 

晶⼼心科技总经理理林林志明表⽰示：“嵌入晶⼼心CPU IP的芯片总出货量量创下50亿颗⾥里里

程碑碑，正是客户认可晶⼼心⾼高品质产品的 佳证明。随着RISC-V的崛起，2019
年年度晶⼼心V5 RISC-V处理理器系列列销售占比⾸首度超越前⼀一代的专有V3系列列，成为

5G、⼈人⼯工智慧/机器学习、ADAS、AR/VR、区块链、云端运算、资料中⼼心、物
联⽹网、储存装置、安防、⽆无线装置等新兴应⽤用的 佳解决⽅方案。未来客户将内
嵌晶⼼心RISC-V CPU IP的产品量量产后，相信将成为晶⼼心成⻓长的⼀一⼤大动能。” 

晶⼼心科技技术⻓长暨执⾏行行副总经理理苏泓萌博⼠士则表⽰示：“晶⼼心不断驱动创新，陆
续发表多款RISC-V系列列处理理器核⼼心，包括22、25、27及45系列列，领先世界推
出具备DSP指令集和向量量扩展架构(Vector Extension)的RISC-V商⽤用处理理器核

⼼心。随着晶⼼心产品组合越趋完整，涵盖的应⽤用更更为⼴广泛，提供给客户的选择也
更更多元，可因应不同需求，针对特定领域协助客户打造 具竞争⼒力力的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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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心科技致⼒力力于推⼴广RISC-V CPU IP，于2020年年晋升为RISC-V国际协会⾸首席

会员(Premier member)，并瞄准新兴应⽤用，持续推出更更为多元且强⼤大的RISC-
V产品阵容。晶⼼心科技将持续投入更更多资源推动RISC-V⽣生态系发展，丰富
RISC-V产品线，带领RISC-V进入处理理器主流市场。  
 
⾃自晶⼼心于2017年年发布第⼀一款RISC-V处理理器后，其RISC-V系列列产品便便在快速成
⻓长的市场中⼴广泛获得青睐。像是晶⼼心 新的27系列列RISC-V处理理器，⾸首度具备

RISC-V向量量处理理单元(Vector Processing Unit)，在蓬勃发展的AR/VR市场中拥
有⾼高度需求。此外，晶⼼心 强⼤大的优势之⼀一，在于⾸首先将RISC-V P和V扩展指

令(分别为DSP及向量量)引进市场，并与Andes Custom Extensions™ (ACE)结
合。 

ACE让客户能依据⾃自⾝身需求打造客制化RISC-V芯片，以独⼀一⽆无⼆二、差异化的

产品，在市场中取得优势，并兼顾⼩小⾯面积、⾼高效率和价格竞争⼒力力等优点。除此
之外，ACE为客户简化了了客制化CPU的流程，让开发过程就像使⽤用现成产品⼀一
样容易易。⽬目前晶⼼心已推出18款RISC-V处理理器核⼼心，可满⾜足客户的各式运算需

求，未来晶⼼心研发团队仍将持续开发更更丰富、更更强⼤大的RISC-V产品。 

晶心总经理林志明获颁潘文渊文教基金会ERSO奖　

打造嵌入式CPU矽智财　贡献受肯定 

潘⽂文渊⽂文教基⾦金金会的ERSO Award每年年从

创新、开创性⾓角度遴选对半导体、电⼦子、

资讯、通讯、光电及显⽰示等产业推动有杰

出贡献⼈人⼠士授奖，晶⼼心科技总经理理林林志明

于2020年年获颁此殊荣。林林总经理理投入半

导体业界三⼗十余年年，为晶⼼心科技创始⼈人之

⼀一，带领晶⼼心发展台湾原创性嵌入式CPU

架构，并以授权(Licensing)做为获利利模式，让晶⼼心科技成功地成为亚洲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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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CPU IP供应商；现在更更加入RISC-V阵营，成为RISC-V国际协会(RISC-V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董事会成员，积极推⼴广RISC-V产品，并与相关产业

结盟，扩⼤大⽣生态系，主导下⼀一世代之嵌入式CPU⻛风潮。 

晶⼼心科技从2005年年创立⾄至今，全⼒力力

投入创新⾃自主架构处理理器(CPU IP)

之研发，并发展相对应系统芯片发

展平台(SoC Platform)，于2017年年于

台湾证交所上市(6533)，⽬目前全球搭

载晶⼼心嵌入式CPU的SoC芯片已累

积近60亿颗，客户遍布全球，产品⼴广

泛运⽤用于⾳音讯装置、蓝牙装置、电玩游戏、GPS、机器学习、MCU、感测器融

合(sensor fusion) 、SSD控制器、触控荧幕控制器、USB 3.0储存装置、语⾳音

辨识、Wi-Fi、⽆无线充电等设备。 

除了了⾃自主架构嵌入式处理理器之外，晶⼼心科技在2016年年以创始会员的⾝身分加入

RISC-V阵营之后，即积极开发RISC-V 相关产品，在2020年年，晶⼼心预计接续推

出⼗十余项从中阶⾄至⾼高阶款之RISC-V架构产品，包含⽀支援Linux系统并具有⾼高速

运算能⼒力力的A系列列、具有数位讯号处理理器(DSP)的D系列列，具有向量量处理理器

(Vector)的V系列列，具有多核⼼心的MP系列列等等，可成为5G、⼈人⼯工智慧/机器学

习、ADAS、AR/VR、区块链、云端运算、资料中⼼心、物联⽹网、储存装置、安

全、⽆无线装置等新兴应⽤用科技的 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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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心并研发出功能强⼤大的设计⾃自动化⼯工具，Andes Custom Extension™ (ACE) 

架构以及COPILOT软体⼯工具，让客户可以快速设计并验证 RISC-V 处理理器核⼼心

的客制指令，迅速推出独有解决⽅方案的新产品，精妙地⽀支援RISC-V架构的可客

制化特性，更更以⽅方便便的操作介⾯面，满⾜足SoC设计中，瞬息万变的客户需求。 

在⾏行行销策略略⽅方⾯面，晶⼼心积极与全球RISC-V产业结盟，强化⽣生态系，并且致⼒力力于

各式推⼴广。除销售活动外，并参加举办全球各地之研讨会、进⾏行行产学合作与检

定计划、以及推出FreeStart Program，让对RISC-V有兴趣的开发者，不需前

期授权费⽤用，即能使⽤用Andes提供商⽤用等级之软硬体介⾯面来开发SoC样品。 

“全球知名市调公司Gartner 2020年年6⽉月的报告指出，由于电⼦子设计⼯工具及半导

体制造⾏行行业的发展，降低了了建置客制化芯片的⻔门槛，⽽而RISC-V因为主要科技公

司、⾏行行业组织及政府机构的采⽤用和推⼴广，成为了了客制化芯片可持续的选择

(sustainable choice)；⽽而根据Semico Research的研究，RISC-V架构产品在

2025年年时，预计累积出货量量将达到624亿颗。虽然⽬目前全球疫情造成电⼦子业前

景受到影响，但晶⼼心仍感受到客户对RISC-V IP解决⽅方案的强劲需求，因此持

续扩编研发⼈人员及客户⽀支援团队。” ERSO获奖⼈人，晶⼼心科技总经理理林林志明表

⽰示：“晶⼼心⾃自创业以来，时常需要⾯面对晦暗不明的态势与因应市场快速的变化，

我们凭着⼀一股傻劲跟毅⼒力力，以及⼀一定要为台湾创『⼼心』的想法，⼀一路路前⾏行行，其

中⽢甘苦、冷暖，都化为我们成⻓长的动⼒力力。这次获奖，也是对于我们多年年坚持的

肯定。⽽而这次⾯面对疫情的挑战，我们同样希望化危机为转机，逆势加码，超前

部署研发量量能、结合⽣生态系合作⼚厂商，启动RISC-V 应⽤用新纪年年，才能在顺⻛风

时，与客户、⽣生态合作伙伴⼀一同起⻜飞，收获丰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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