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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薩電子採用晶心RISC-V	
32位元CPU核心開發其首款
RISC-V架構ASSP/MCU產品	

全球半導體解決⽅方案供應商瑞薩電⼦子集團(TSE：6723)宣佈，與RISC-V架構嵌
入式CPU核⼼心及相關SoC開發環境的領先供應商晶⼼心科技啓動技術IP合作。瑞
薩選擇AndesCore™ IP 32位元RISC-V CPU核⼼心IP，應⽤用於其全新的專⽤用標
準產品中，並將於2021年年下半年年開始為客⼾戶提供樣片。 

晶⼼心科技總經理理林林志明表⽰示：「瑞薩作為頂級MCU供應商，已將晶⼼心RISC-V
核⼼心設計到其預編程的專⽤用標準產品中，對此我們感到⼗十分榮幸。瑞薩和晶⼼心
有著相同的願景——迎接RISC-V成為片上系統芯片(SoC)主流CPU指令集體系
結構(ISA)的時代。雙⽅方的合作不僅是晶⼼心的⾥里里程碑碑，更更標誌著開源RISC-V ISA
即將成為主流計算引擎。瑞薩的客⼾戶亦將受益於⾯面向21世紀計算需求⽽而構建的
現代ISA。」 

瑞薩電⼦子執⾏行行副總裁、物聯聯網及基礎設施事業本部總經理理Sailesh Chittipeddi
表⽰示：「晶⼼心RISC-V核⼼心IP提供的可擴展性能範圍、可選安全功能和定制選項，
使瑞薩能夠為未來來針對特定應⽤用的標準產品提供創新解決⽅方案。幫助為現有或
新興應⽤用尋找經濟⾼高效替代途徑的客⼾戶，從更更短的上市時間和更更低的開發成本
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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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薩基於RISC-V核⼼心架構的預編程ASSP器件，結合專⽤用的⽤用⼾戶界⾯面⼯工具來來設
置應⽤用的可編程參參數，將為客⼾戶構建完整且優化的解決⽅方案。此功能消除了了
RISC-V開發初期及軟件投資相關的壁壘壘。此外，瑞薩廣泛的區域合作夥伴擁
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將為客⼾戶提供前沿、專注的技術⽀支持。 

RISC-V協會創始成員晶心科技 
晉升為首席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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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瑞薩電⼦子集團 
瑞薩電⼦子集團 (TSE: 6723)，提供專業可信的創新嵌入式設計和完整
的半導體解決⽅方案，旨在通過使⽤用其產品的數⼗十億聯聯網智慧設備改善
⼈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作為全球領先的微控制器供應商、模擬功率
元件和SoC產品的領導者，瑞薩電⼦子為汽⾞車車、⼯工業、家居、基礎設施

及物聯聯網等各種應⽤用提供綜合解決⽅方案，期待與您攜⼿手共創無限未來來。
更更多資訊敬請⾄至renesas.com。關注瑞薩電⼦子微信公眾號及LinkedIn
官⽅方帳號，發現更更多精彩內容。

晶⼼心科技於今年年6⽉月宣佈成為 RISC-V 國

際 協 會 ( R I S C - V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ssoc ia t i on ) 的⾸首席會員 (P rem ie r 
member)；晶⼼心科技總經理理林林志明成為該
協會董事會成員，技術長蘇泓萌則擔任技
術 委 員 會 ( Te c h n i c a l S t e e r i n g 
Committee) 副主席。隨著市場對RISC-V
核⼼心的需求不斷成長，晶⼼心科技積極參參與
RISC-V協會，持續為客⼾戶提供 完整的

解決⽅方案。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ＥＭＩＥＲ

▶︎完整原⽂文請參參考晶⼼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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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心處理器架構晶片 
全球累計出貨量近60億顆 

2019年年嵌入晶⼼心IP的晶片出貨量量創下單年年15億顆卓越紀錄	
提供32及64位元⾼高效能、低功耗RISC-V處理理器核⼼心之全球領導供應商晶⼼心科

技，於2019年年度採⽤用晶⼼心指令集處理理器架構的系統晶片出貨量量超過15億顆，較
2018年年紀錄⼤大幅成長50%，⽬目前總累計出貨量量近60億顆。這些系統晶片被廣泛

運⽤用於⾳音訊裝置、藍藍牙裝置、電玩遊戲、GPS、機器學習、MCU、感測器融合
(sensor fusion) 、SSD控制器、觸控螢幕控制器、USB 3.0儲存裝置、語⾳音辨

識、Wi-Fi、無線充電等多元應⽤用。 

創立於2005年年的晶⼼心科技，今年年三⽉月正逢15週年年慶，從草創時期的⼩小型團隊，

迄今已成為兩兩百⼈人規模的RISC-V CPU IP領導供應商，全球客⼾戶更更已超過300
家。15年年來來晶⼼心科技秉持著「驅動創新」的理理念念，持續提供專業解決⽅方案與技

術⽀支援服務，幫助客⼾戶完成⾼高品質晶片設計。隨著越來來越多客⼾戶的產品成功進
入量量產階段，也讓嵌入晶⼼心CPU IP晶片的出貨量量年年年年呈指數增長，⾄至今總累計
出貨量量更更近60億顆，代表客⼾戶對於晶⼼心⾼高品質產品、創新技術和專業服務的肯
定。 

晶⼼心科技總經理理林林志明表⽰示：「嵌入晶⼼心CPU IP的晶片總出貨量量創下近60億

顆⾥里里程碑碑，正是客⼾戶認可晶⼼心⾼高品質產品的 佳證明。隨著RISC-V的崛起，
2019年年度晶⼼心V5 RISC-V處理理器系列列銷售占比⾸首度超越前⼀一代的專有V3系列列，

成為5G、⼈人⼯工智慧/機器學習、ADAS、AR/VR、區塊鏈、雲端運算、資料中
⼼心、物聯聯網、儲存裝置、安防、無線裝置等新興應⽤用的 佳解決⽅方案。未來來客
⼾戶將內嵌晶⼼心RISC-V CPU IP的產品量量產後，相信將成為晶⼼心成長的⼀一⼤大動

能。」 

晶⼼心科技技術長暨執⾏行行副總經理理蘇泓萌博⼠士則表⽰示：「晶⼼心不斷驅動創新，陸
續發表多款RISC-V系列列處理理器核⼼心，包括22、25、27及45系列列，領先世界推
出具備DSP指令集和向量量擴展架構(Vector Extension)的RISC-V商⽤用處理理器核

⼼心。隨著晶⼼心產品組合越趨完整，涵蓋的應⽤用更更為廣泛，提供給客⼾戶的選擇也
更更多元，可因應不同需求，針對特定領域協助客⼾戶打造 具競爭⼒力力的解決⽅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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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心科技致⼒力力於推廣RISC-V CPU IP，於2020年年晉升為RISC-V國際協會⾸首席

會員(Premier member)，並瞄準新興應⽤用，持續推出更更為多元且強⼤大的RISC-
V產品陣容。晶⼼心科技將持續投入更更多資源推動RISC-V⽣生態系發展，豐富
RISC-V產品線，帶領RISC-V進入處理理器主流市場。  
 
⾃自晶⼼心於2017年年發布第⼀一款RISC-V處理理器後，其RISC-V系列列產品便便在快速成
長的市場中廣泛獲得青睞。像是晶⼼心 新的27系列列RISC-V處理理器，⾸首度具備

RISC-V向量量處理理單元(Vector Processing Unit)，在蓬勃發展的AR/VR市場中擁
有⾼高度需求。此外，晶⼼心 強⼤大的優勢之⼀一，在於⾸首先將RISC-V P和V擴展指

令(分別為DSP及向量量)引進市場，並與Andes Custom Extensions™ (ACE)結
合。 

ACE讓客⼾戶能依據⾃自⾝身需求打造客製化RISC-V晶片，以獨⼀一無⼆二、差異異化的

產品，在市場中取得優勢，並兼顧⼩小⾯面積、⾼高效率和價格競爭⼒力力等優點。除此
之外，ACE為客⼾戶簡化了了客製化CPU的流程，讓開發過程就像使⽤用現成產品⼀一
樣容易易。⽬目前晶⼼心已推出18款RISC-V處理理器核⼼心，可滿⾜足客⼾戶的各式運算需

求，未來來晶⼼心研發團隊仍將持續開發更更豐富、更更強⼤大的RISC-V產品。 

晶心總經理林志明獲頒潘文淵文教基金會ERSO獎　

打造嵌入式CPU矽智財　貢獻受肯定 

潘⽂文淵⽂文教基⾦金金會的ERSO Award每年年從

創新、開創性⾓角度遴選對半導體、電⼦子、

資訊、通訊、光電及顯⽰示等產業推動有傑

出貢獻⼈人⼠士授獎，晶⼼心科技總經理理林林志明

於2020年年獲頒此殊榮。林林總經理理投入半

導體業界三⼗十餘年年，為晶⼼心科技創始⼈人之

⼀一，帶領晶⼼心發展台灣原創性嵌入式CPU

架構，並以授權(Licensing)做為獲利利模式，讓晶⼼心科技成功地成為亞洲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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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CPU IP供應商；現在更更加入RISC-V陣營，成為RISC-V國際協會(RISC-V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董事會成員，積極推廣RISC-V產品，並與相關產業

結盟，擴⼤大⽣生態系，主導下⼀一世代之嵌入式CPU風潮。 
 

晶⼼心科技從2005年年創立⾄至今，全⼒力力

投入創新⾃自主架構處理理器(CPU IP)

之研發，並發展相對應系統晶片發

展平台(SoC Platform)，於2017年年於

台灣證交所上市(6533)，⽬目前全球搭

載晶⼼心嵌入式CPU的SoC晶片已累

積近60億顆，客⼾戶遍布全球，產品

廣泛運⽤用於⾳音訊裝置、藍藍牙裝置、電玩遊戲、GPS、機器學習、MCU、感測器

融合(sensor fusion) 、SSD控制器、觸控螢幕控制器、USB 3.0儲存裝置、語

⾳音辨識、Wi-Fi、無線充電等設備。 

除了了⾃自主架構嵌入式處理理器之外，晶⼼心科技在2016年年以創始會員的⾝身分加入

RISC-V陣營之後，即積極開發RISC-V 相關產品，在2020年年，晶⼼心預計接續推

出⼗十餘項從中階⾄至⾼高階款之RISC-V架構產品，包含⽀支援Linux系統並具有⾼高速

運算能⼒力力的A系列列、具有數位訊號處理理器(DSP)的D系列列，具有向量量處理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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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ADAS、AR/VR、區塊鏈、雲端運算、資料中⼼心、物聯聯網、儲存裝置、安

全、無線裝置等新興應⽤用科技的 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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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心並研發出功能強⼤大的設計⾃自動化⼯工具，Andes Custom Extension™ (ACE) 

架構以及COPILOT軟體⼯工具，讓客⼾戶可以快速設計並驗證 RISC-V 處理理器核⼼心

的客製指令，迅速推出獨有解決⽅方案的新產品，精妙地⽀支援RISC-V架構的可客

製化特性，更更以⽅方便便的操作介⾯面，滿⾜足SoC設計中，瞬息萬變的客⼾戶需求。 

在⾏行行銷策略略⽅方⾯面，晶⼼心積極與全球RISC-V產業結盟，強化⽣生態系，並且致⼒力力於

各式推廣。除銷售活動外，並參參加舉辦全球各地之研討會、進⾏行行產學合作與檢

定計畫、以及推出FreeStart Program，讓對RISC-V有興趣的開發者，不需前

期授權費⽤用，即能使⽤用Andes提供商⽤用等級之軟硬體介⾯面來來開發SoC樣品。 

「全球知名市調公司Gartner 2020年年6⽉月的報告指出，由於電⼦子設計⼯工具及半

導體製造⾏行行業的發展，降低了了建置客製化晶片的⾨門檻，⽽而RISC-V因為主要科技

公司、⾏行行業組織及政府機構的採⽤用和推廣，成為了了客製化晶片可持續的選擇

(sustainable choice)；⽽而根據Semico Research的研究，RISC-V架構產品在

2025年年時，預計累積出貨量量將達到624億顆。雖然⽬目前全球疫情造成電⼦子業前

景受到影響，但晶⼼心仍感受到客⼾戶對RISC-V IP解決⽅方案的強勁需求，因此持

續擴編研發⼈人員及客⼾戶⽀支援團隊。」 ERSO獲獎⼈人，晶⼼心科技總經理理林林志明表

⽰示：「晶⼼心⾃自創業以來來，時常需要⾯面對晦暗不明的態勢與因應市場快速的變化，

我們憑著⼀一股傻勁跟毅⼒力力，以及⼀一定要為台灣創『⼼心』的想法，⼀一路路前⾏行行，其

中⽢甘苦、冷暖，都化為我們成長的動⼒力力。這次獲獎，也是對於我們多年年堅持的

肯定。⽽而這次⾯面對疫情的挑戰，我們同樣希望化危機為轉機，逆勢加碼，超前

部署研發量量能、結合⽣生態系合作廠商，啟動RISC-V 應⽤用新紀年年，才能在順風

時，與客⼾戶、⽣生態合作夥伴⼀一同起⾶飛，收穫豐盛的未來來。」

�ANDES e-Report       Copyright©  2020 Andes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