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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漏洞门”事件爆发以来，社会的关

注不断扩大，其核心问题已经不仅是几家公

司是否存在“不做为”的嫌疑，而是关系到现

代社会对于信息安全的保障。集成电路产业

在其中应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近年

来，中国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目的之一

就是确保国家信息的安全可控。借鉴这一事

件，中国的 CPU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如

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中国电子报》采访

了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少军。

漏洞影响将长期存在

目前态度仍过于乐观

记者：“CPU 漏洞门”事件不断扩大。
有观点认为，此事件已经堪比十几年前IT
业界遭遇的“千年虫”危机。对此事件，你
如何评价？

魏少军：此次发生的“CPU漏洞门”事件

涉及的两个漏洞“熔断（Meltdown）”和“幽灵

（Spectre）”与之前发生的类似事件有很大不

同，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涉及面

很宽。根据报道，不仅英特尔的 CPU 中招，

AMD、IBM，甚至 ARM 也承认其 CPU 产品

也存在类似风险。二是漏洞源自 CPU 本身

的架构和指令执行机理缺陷。现在看来，之

前为了提升CPU性能所采取的一些技术，如

分支预测、乱序执行、超标量和高速缓存等，

是导致这两个漏洞出现的根本原因。这与

我们经常谈的“硬件木马”有根本的不同。

三是影响非常深远。对现有的国际玩家而

言，要消除已经出货的数十亿颗CPU存在的

漏洞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仅要付出

巨大代价，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四是解决的

难度很大。由于这种漏洞出现在硬件上，而

且是CPU架构和指令执行机理所造成的，无

法简单地打补丁。通过软件进行修复又会

使 CPU 性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相关说

法表明会有 5%～30%不等的性能损失。更

为可怕的是，是否可以彻底修复仍然未知。

五是对这个行业的其他人的影响不可忽

视。根据现有知识，凡是在CPU设计中采用

了分支预测、乱序执行、超标量和高速缓存

技术的，大概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产品也

都存在留有类似漏洞的风险。

至于评价，此次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的高

度重视。这类由于架构和指令执行机理缺

陷引发的漏洞，通常很难发现；且由于涉及

硬件，也很难修改。一旦发生，影响面会非

常宽，也会持续很长时间。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漏洞是处理器

厂商有意为之，或者是他们在设计之初就已

知晓此事，但由于利用这两个漏洞的门槛不

高，也很难断言在这两个漏洞大规模公开前

没有被恶意利用过，也就无从知晓已经造成

了多达的损失。

记者：长期来看，这一事件将对行业带
来哪些影响？

魏少军：所谓漏洞是软硬系统本身存在

的技术缺陷，可以让攻击者在未获授权的情

况下访问或破坏系统。漏洞有两个特点，一

是不可避免，二是难以修复。以这次的“熔

断”和“幽灵”漏洞为例，所有应用了乱序执

行、分支预测、超标量和高速缓存等技术的

CPU几乎都无一例外存在这两个漏洞。针对

这两个漏洞的修复，大多数人或许都太过于

乐观了。不少人认为微软等操作系统厂商能

够通过打补丁来修复，最坏不过是引起CPU

性能的下降。而实际上，操作系统厂商提供

的软件补丁不过是部分解决了用户态软件

利用该漏洞获取操作系统内存信息的问题，

并未杜绝这两种漏洞被恶意利用的可能。即

使打了操作系统补丁，别有用心的黑客仍旧

可以利用该漏洞获取用户不被允许访问的

数据。说的更直接一些，操作系统厂商不过

是通过打补丁的方式来撇清自己跟这两个

漏洞的关系而已，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这些

漏洞。事实上，黑客能否通过其他方式绕过

操作系统来利用这两个漏洞，已不是他们关

心的事了。这两个漏洞在现代主流的 CPU

里，以前存在、现在存在、恐怕今后还将存

在，无论是操作系统软件厂商还是处理器硬

件厂商都没有办法进行修复。从长远来看，

这些漏洞暴露事件将会对主流 CPU 性能的

提升产生一定阻碍。主流的设计厂商在未来

的微架构中可能会因为顾忌安全性而更趋

于保守。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对于信息技

术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只有安全的信息化

产品才能够更好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2018年或可定义为

全球硬件安全元年

记者：中国CPU企业是否也将会受到
两个漏洞的波及？

魏少军：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我国CPU

企业是否也受到这两个漏洞的波及，因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内企业承认自己的

产品存在类似的漏洞。这有可能是根本

就不清楚自己是否被波及到了，也有可能

是知道了不说，但更可能是在产品设计中

还没有采用乱序执行和分支预测等技

术。这可以让我们从侧面探窥国产 CPU

产品性能之所以远远落后国际同行的原

因。当然，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国内企业

采用了乱序执行和分支预测等技术但又

规避了前述漏洞。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

也说明国产 CPU 在设计技术上有了巨大

的突破。

记者：国家大力投入发展集成电路产
业，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保障信息安全。
借鉴这一事件，中国CPU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应当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魏少军：这两个漏洞的影响之深远程

度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但是毋庸

置疑的是，这是第一次硬件安全问题从学

术层面走进大众视野。虽然我们不愿意

承认，但是随着信息系统硬件设计的日趋

复杂，现代芯片动辄上百亿颗晶体管，类

似的芯片漏洞、前门、后门，甚至硬件木马

（恶意硬件）等将会更大规模的影响信息

系统的硬件安全，进而影响软件安全，影

响系统安全。因此，完全可以把2018年定

义为全球硬件安全的元年。

这次“熔断”和“幽灵”漏洞暴露后，有

两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为什

么这次发现漏洞的不是传统从事信息安

全的专业机构？第二，到目前为止似乎也

没有从事信息安全的专业机构能拿出有

效的解决方案。这是否说明，在信息安全

的发展思路上也出现了“漏洞”？

长久以来，我国在保障计算机信息安

全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成

绩。但总的来说还未摆脱被动应对的局

面，对暴露出来问题也大多是后知后验。计

算机信息安全工作主要停留在查毒杀毒等被

动防御层面，很少去考虑主动防御，在主动防

御上建树不多。我国一些从事 CPU 研发的

单位和企业寄希望于采取行政手段或通过制

定标准规范来达到目的。显然，在本次“熔

断”和“幽灵”漏洞面前，这些手段和方法都显

得十分苍白无力。这次“CPU漏洞门”事件提

醒我们：现在是时候扭转一下发展思路了，要

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

要想做到真正的安全可控，关键还是要

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的支撑，按照

别人的思路和架构去发展，很难逃开与别人

一样的结局。这次“熔断”和“幽灵”漏洞事件

给了所有从事 CPU 研发的人一个重新审视

自己工作的机会。中国的 CPU 发展由于发

展水平不高，有可能侥幸绕过了“熔断”和“幽

灵”的影响，但不等于今后就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的 CPU 企业应该在基础技术上继续追

赶的同时，在架构创新上有所作为。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还可以

抓住这次事件的机遇，转危为机。本次“熔断”

和“幽灵”暴露出的硬件漏洞，短期内可以通

过软件补丁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但长远看还

是要通过更换硬件才能够解决。显然，我们需

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软件补丁到底会对

CPU的性能带来多大的影响？第二，如何防止

黑客再利用这些漏洞，毕竟这些漏洞现在成

为了公开的秘密，也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已

经打开了，只靠软件是否能够彻底防护住？第

三，新的CPU产品如何能够彻底避免此类架

构和运行机制上的漏洞？尤以第二个问题最

为严重，寻求明确的答案也最为紧迫。很不幸

的是，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这三个问题

上，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如果抓住机遇，有可能实现国产CPU的一次

大幅度进步。例如，国内近年来在芯片领域已

经有了不少的进步，特别是在“可重构计算-

软件定义芯片”技术上领先国际同行，引起全

球的高度关注。利用这一技术所实现的 CPU

外部特性实时监控技术，可以检出和复现“熔

断”和“幽灵”类似的非法操作，并与软件配合

随时监控可能插入的、企图利用这些漏洞盗

取数据的潜在行为。因此，我国 CPU 企业应

该充分利用这次事件赢取发展先机，实现国

产CPU的一次大踏步前进。

“CPU漏洞门”警示：信息安全要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
——访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少军

本报记者 陈炳欣

（上接第1版）

中国CPU目前尚未受到影响

那么，中国CPU企业是否受到这两个

安全漏洞的影响呢？记者致电国内部分

CPU企业，目前并未受到“熔断”和“幽灵”

两个安全漏洞的影响。

国产 x86通用 CPU 企业兆芯表示，通

过对“熔断”攻击原理和兆芯国产x86处理

器对应结构的分析，兆芯处理器在设计上

不允许低特权级的程序索引高特权级的内

存，因此实现了对“熔断”攻击的免疫。“幽

灵”对于攻击程序/攻击序列比较严格，不

大容易进行攻击，目前还没有实用。另外，

由于“幽灵”单独不能攻破处理器特权级保

护，目前处于危害较低的状态。

由于“幽灵”攻击的条件比较敏感，尽

管不能说兆芯开先 ZX-C/KX-5000 系列

处理器平台在该漏洞下绝对安全，但这个

漏洞对于兆芯平台的用户近乎零风险。简

单地说，兆芯国产 x86 处理器在设计上对

程序的权限要求很严格，不允许低权限的

程序访问高权限程序的内存，无论是“熔

断”还是“幽灵”皆是如此。

修补安全漏洞存在机遇

此次英特尔及ARM等CPU爆出高危

漏洞，显现出发展自主可控芯片的重要意

义。此前，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原执行副理

事长、半导体专家徐小田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即表示，国家对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目标是自主安全可控，在明确了发展方向

的同时，也就明确了企业责任。集成电路产

业要担负起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重任。

特别是高端通用 CPU，一方面，PC在

桌面办公领域长期不可替代，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的发展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也在与

日俱增，全球 PC、服务器的出货量或将保

持在高位；另一方面，高端通用 CPU 与集

成电路制造工艺的发展紧密相关，是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和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的重要因素。

那么，我们可以从此次事件中获得哪

些借鉴呢？对此，魏少军表示：“随着信息

系统硬件设计的日趋复杂，现代芯片动辄

上百亿颗晶体管，类似的芯片漏洞、前门、

后门，甚至硬件木马（恶意硬件）等将会更

大规模的影响信息系统的硬件安全，进而

影响软件安全，影响系统安全。”我国在保

障计算机信息安全上，总的来说还未摆脱

被动应对的局面，对暴露出来问题也大多

是后知后验。计算机信息安全工作主要停

留在查毒杀毒等被动防御层面，很少去考

虑主动防御。“这次‘CPU 漏洞门’事件提

醒我们：现在是时候扭转一下我们的思路

了，要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魏少

军说。

“要想做到真正的安全可控，关键还是

要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的支撑，按

照别人的思路和架构去发展，很难逃开与

别人一样的结局。”魏少军进一步指出，“我

们的 CPU 企业应该在基础技术上继续追

赶的同时，在架构创新上有所作为。”

赛迪智库集成电路研究所副所长林雨

也指出，英特尔的“CPU 漏洞门”事件，是

目前主流 CPU 架构中都会存在的一个普

遍性问题，所以现有国产CPU并不能保证

不受漏洞门问题影响，因此，此事对国产

CPU发展的影响并不大。但从另一个侧面

也警示我们，在发展自主 CPU 的同时，与

国外企业在架构授权合作方面，一定要拿

到对方的完全技术授权，因为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知道“漏洞”在哪里，并依靠自己实

力来修补漏洞，并实现自主发展。

危机事件发生的同时也伴随着机遇，

中国企业是否可以抓住这次事件转危为

机？此次两个CPU漏洞属于硬件架构层面

的问题，短期内或可以通过软件补丁在一

段时间内缓解，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通过更

换硬件才能够解决。中国CPU企业如果抓

住机遇，有可能实现一次大幅度的进步。对

此，魏少军指出：“国内近年来在芯片领域

已经有了不少的进步，特别是在‘可重构计

算—软件定义芯片’技术上领先国际同行，

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利用这一技术所实

现的CPU外部特性实时监控技术，可以检

出和复现‘熔断’和‘幽灵’类似的非法操

作，并与软件配合随时监控可能插入的、企

图利用这些漏洞盗取数据的潜在行为。因

此，我国CPU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次事件

赢取发展先机，实现国产CPU的一次大踏

步前进。”

本报讯 Sigfox SDR 电子狗专为设备

与方案创客设计，旨在加快开发与测试速

度 ，现 通 过 全 球 电 子 元 器 件 分 销 商 Di-

gi-Key Electronics 在全球范围发售。SDR

电子狗允许Sigfox设备开发独立于Sigfox公

共网络覆盖。

电子狗是用于运行 Sigfox 设备测试套

件（一个全面的设备开发软件套件）的硬件

平台：网络仿真器，用于测试您的设备与应

用之间的端对端和双向数据传输服务；无线

信号分析仪，用于测试无线电是否符合

Sigfox验证的认证要求。

Sigfox 的首席营销官 Laetitia Jay 表示：

SDR 电子狗将会推动全球合作伙伴采用

Sigfox 技术。我们乐见 Digi-Key 现在提供

这些必不可少的开发工具，因为这些工具能

够让您快速启动工作、进行原型设计并快速

开发出可扩展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Sigfox SDR 电子狗是一款功能强大且

可进行配置的用于模拟 Sigfox 网络的无线

电接收器和发射器。对于设备与方案创客

来说，这是加速开发与测试的最简便之法，

无需在网络覆盖范围内使用，适用于任何国

家/地区的无线电频率配置。

Digi-Key 物联网业务开发总监 Robbie

Paul指出：“作为Sigfox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的

一员，我们很高兴能够进一步增进我们的合

作关系，并继续增加我们的产品组合，为客户

在使用Sigfox的过程中提供支持。凭借我们

遍及全球的服务网络，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获

取Sigfox SDR电子狗，让任何设备创客都能

随时启动设备设计，而无需考虑他们所在的

无线电区域或研发团队位于何处。”（陈炳欣）

本报讯 豪威科技携手展讯通信共同

发布业内首个面向智能手机的主动立体3D

相机参考设计 Turnkey方案。该方案具有体

积小、能耗低等优势。得益于此方案，生产商

可在新一代智能手机的设计中集成3D成像

功能，如3D建模、深度捕获和人脸验证等。

“一直以来，移动设备生产商必须从零

开始自行研发 3D 影像技术。整个过程不仅

十分复杂，而且耗资巨大。此款主动立体

3D 相机 Turnkey 方案旨在缩短产品上市时

间、减少前期投资规模，而时间与成本正是

在智能手机设计中引入此类流行功能时需

要纳入考量的两个重要因素。”豪威科技移

动事业部营销负责人 Sylvia Zhang 女士表

示，“此款解决方案的推出是豪威与展讯强

强联合的又一成果，也体现了我们始终以

创新方案解决客户痛点的不懈努力。”

展讯相机系统设计部 AVP毛亚磊先生

表示：“我们将高性能软硬件结合到一个简

约而不简单的方案中，从而确保用户只需通

过最低限度的调试或定制即能充分享受此

款参考设计的全部优势。”

豪 威 超 紧 凑 型 球 状 快 门 传 感 器

OV9282/OV7251 与展讯 SC9853 芯片平台

强强联合，共同助力此款超强性能主动立体

相机解决方案：外形紧凑、节能高效、性能优

越 ，精 准 满 足 生 产 商 的 各 项 需 求 。展 讯

SC9853 芯片平台搭载英特尔 14 纳米 8 核

Airmont 处理器，主频达到 1.8GHz，具备强

劲的多媒体功能。 （万 林）

本报讯 恩 智 浦 半 导 体 、LG 电 子 和

HELLA Aglaia 宣布达成汽车视觉应用战

略合作。三大汽车 ADAS 企业联手创建出

一款将为所有汽车制造商提供的汽车视

觉平台，该平台将以一流的性能实现对道

路通行弱势者的检测及分类，从而挽救生

命。已有一家大型欧洲 OEM 采用这款全

新的视觉系统。此全新视觉系统可取代传

统专有视觉平台，赋予传统的及新兴科技

类汽车制造商更多选择。此次合作旨在促

进自动驾驶开发关键领域的快速创新，协

助汽车行业实现全球 NCAP 标准机构的

宏伟计划。

当今很多汽车视觉平台是专有的平台，

缺乏灵活性，限制了汽车制造商在全球市场

上实现差异化。现有平台还阻止了进一步的

软件集成和创新，使制造商难以整合市场上

最佳的传感器技术和软件资源。此次三家联

手，视觉平台开发由LG电子公司主导，确信

视觉平台必须是开放和安全的，能满足

NCAP 要求，并为实现 3 到 5 级自动驾驶做

好准备。

基于摄像头的视觉系统由LG电子携手

恩智浦和 HELLA Aglaia 共同开发，旨在实

现对道路通行弱势者（例如行人和骑行者）

的检测和分类，并激活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摄像头可以固定到汽车后视镜后面

的挡风玻璃上。

此外，该系统还能检测交通标志，告知

驾驶员速度限制，监测并保持车道，在下意

识偏移时帮助校正转向。恩智浦视觉加速IP

整合HELLA Aglaia和LG的专业算法，使得

视觉 ADAS 应用具有低延时低功耗的业界

领先性能。

新的视觉平台旨在为汽车制造商和供

应商提供在NCAP 2020测试场景中竞争所

需的技术。该解决方案的目标是增强对弱势

道路使用者的检测和分类，降低延迟，及时

触发紧急制动和紧急碰撞避让，并针对低光

照、视野受阻等危险条件提供预测性感应。

新的视觉平台还为实现增强自动驾驶及 AI

网络的高级功能铺平道路。 （万 林）

Sigfox SDR电子狗开发者平台现通过Digi-Key进行全球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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