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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出版物

RISC-V将主导未来计算？

近期，RISC-V领导厂商SiFive
宣布完成6450万美元D轮融资，高
通成为新晋投资方，英特尔、西部数
据、海力士等企业也是 SiFive 的支
持者。

几天前，中国的智能穿戴厂商
华米科技发布夏季系列新产品，这
些 新 产 品 的“ 智 能 芯 ”是 基 于
RISC-V 的黄山 1 号人工智能芯
片，并宣布相比Arm Cottex-M4架
构处理器运算效率高出38%。

此外，图灵奖得主大卫·帕特森
近期宣布将依托清华大学-伯克利
深圳学院建设RISC-V国际开源实
验室，希望以非商业性的开源运动
带动 RISC-V 全球化，形成新的
CPU生态体系。

RISC-V为何如此受青睐？哪
些领域会率先布局？

ARM需要一个竞争对手？

RISC-V 于 2010 年问世，2014
年正式发布第一版用户手册，从
2015 年 RISC-V 基金会成立至今
的第二个四年，RISC-V 基金会已
经吸纳了包括英伟达、谷歌、高通、
三星、IBM、索尼、阿里巴巴、华为、
台积电等企业，以及 Berkeley Ar-
chitecture Research、中科院计算所
等机构在内的235家会员单位。

赛迪顾问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中
心高级分析师陈跃楠向《中国电子
报》记者指出，相比ARM、X86等传
统架构，RISC-V指令集篇幅精简，
且明确区分了用户和特权指令子
集、核心基础指令集和标准可扩展
指令子集，支持针对特定场景的开
发，预留了大量编码空间，兼顾普适
性、可扩展性和专业性需求。

集邦咨询（TrendForce）分析师
姚嘉洋也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
示，RISC-V 指令集发展以开源方
式为主，任何人或厂商皆可以在基
本的指令集上，进一步建构属于符
合市场所需的指令集。由于开源，
社 群 之 间 可 以 互 通 有 无 ，对 于
RSIC-V 社群形成更多贡献，有助

于技术上的长足发展。
作为ARM架构的追随者，高通

对于RISC-V的投资引发业界各方
强烈关注。陈跃楠向记者表示，
RISC-V精简、方便模块化调用、可
扩展的优势，良好地契合了工控、可
穿戴、智能终端等物联网及嵌入式
应用的需求。随着5G商用步伐加
快，物联网和嵌入式应用迎来新的
发展契机，RISC-V 在以上领域的
应用潜力，是吸引高通投资的重要
原因。另一方面，ARM架构垄断性
较高，投资RISC-V不失为高通防
范ARM风险、寻求多元化的手段。

姚嘉洋指出，高通在 64 位元
指令集架构方面有相当多的着
墨，RISC-V 与高通目前在产品
开发上的基本路线一致，高通有
机会将过去在 Arm 所累积的经验
转移到 SiFive 方案上，打造更为多
元丰富的产品线。此外，回顾过去
近十年来的行动运算市场，不论是

MIPS架构还是英特尔都未能在移
动市场崛起，演变成 ARM 一家独
大的情况。从产业良性发展的角度
来看，ARM 需要一个竞争对手。
高通选择SiFive，对于支撑SiFive的
长期运营，具有标志性意义。

RISC-V产品化开始落地

虽然产业生态还无法与ARM、
X86 比肩，但 RISC-V 的产品化已
经开始从概念逐渐走向落地。

在 IP、工具、架构层面，基于
RISC-V 的解决方案日益丰富。
SiFive 推出了用于 MCU、边缘计
算、AI、物联网的32位IP核，面向存
储、AR/VR、机器学习的 64 位 IP
核，面向Linux、数据中心、网络基带
的64位多核心应用处理器，以及适
用于不同操作系统的 SDK 和工具
链，还推出了RISC-V开发板。

西部数据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

了基于RISC-V指令集的通用架构
SweRV 和 SweRV 指令集模拟器，
第三方可以在芯片核心设计中免费
使用。SiFive CEO Naveed Sher-
wani指出，西部数据正在将年出货
量十万颗芯片的产线转向RISC-V
方案，并计划未来几年将出货量扩
大一倍。

在AIoT领域，阿里巴巴旗下中
天 微 推 出 了 基 于 RISC-V 的
C-SKY指令架构，并于去年发布了
32位低功耗处理器，可配置TEE引
擎，支持物联网安全功能。

在 消 费 级 市 场 ，华 米 基 于
RISC-V开发的可穿戴处理器黄山
1 号已经量产并随智能手表问世。
根据华米发布的数据，黄山 1 号相
比 Arm-Cortex-M4 内核处理器运
算效率高出 38%。华米科技认为
RISC-V简洁、高效、低功耗、开放，
是适合IoT时代的处理器。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张心怡

移动支付：消费方式的一场革命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本报记者 齐旭

热评热评

“ 现 金 还 是 支 付 宝 、微 信 支
付？”这是平日结账时最司空见惯
的问话。据统计，中国目前已有
86%的人口使用移动支付，普及率
位居全球首位，大约是世界平均水
平的三倍。不管你去大型商超购
物还是在街边小摊买菜，都能用微
信或者支付宝完成支付。移动支
付不止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支付模
式，更见证了信息通信、移动终端、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引发
的革命，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
活方式。

支付的“质变”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布
票、粮票、油票成了老百姓过日子
的基本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商品市场开始活跃，老百姓
的腰包越来越鼓，现金使用量大幅
增加。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
发行了中国第一张信用卡，迈出了
信息化消费的第一步。后来，信息

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人们的购物方
式，银行亟须提升银行卡支付服务
的便利性来满足随时随地的消费需
求，网银走上历史舞台。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 2003
年，第三方支付工具支付宝的问世，
彻底打开了网络支付的新局面。随
着淘宝网的上线运营，网络支付迎

来了“井喷式”发展。往后的十年
中，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逐渐培养
了人们网络支付的习惯，支付宝也
实现了从最初的线上购物支付，到
线下移动支付的功能整合。2013
年，微信支付上线，与支付宝共同壮
大了移动支付市场。

仅依靠手机和二维码，甚至仅

凭“一张脸”就能实现支付环节数
字化，这种“扫码支付”的移动支付
方式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态，
出门可以不用带钱包，衣食住行，
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搞定，甚至可以
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交水电费、购物
和约车。

（下转第2版）

贝尔定律认为，每隔 10~15 年
运算平台会发生一次重大演进，运
算芯片的系统架构会随着应用市场
及商业模式的变化而发生一次重大
变革。就像PC时代是英特尔和微
软联合构建了 Intel +Microsoft 生
态，而在智能手机时代是 ARM+
iOS/Android生态一样，在物联网时
代也将有新的组合出来。从高通、
英特尔、西部数据等半导体公司高
度关注，到相关产品相继落地，
RISC-V正在成为全球半导体界不
容忽视的“小鲜肉”，而且大有未来

“挑大梁”的趋势。

物联网时代“挑大梁”者？

RISC-V是一种开源的指令集

架构。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系
统 分 会 副 理 事 长 何 小 庆 介 绍 ，
RISC-V 不是一款 CPU 产品。一
个 CPU 支持的指令和指令的字节
级 编 码 ，就 是 CPU 的 指 令 集
（ISA）。ISA在CPU软件和CPU硬
件设计者之间，提供了一个抽象层
（接口）。不同的 CPU 家族，例如
Intel X86、IBM/Freescale PowerPC
和 ARM，都 有 不 同 的 ISA。
RISC-V是其中唯一的开源ISA，它
起源于加州伯克利大学，采用开源
BSD license，任何企业、大学和个人
都 可 以 遵 循 RISC-V 架 构 设 计
CPU，现在全球已有几十个开源版
本RISC-V CPU核。

一个指令集架构有多重要？当
指令集与构建计算生态密切相关，
其地位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芯谋首
席分析师顾文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其实设计一个指令集架构不
难，真正难在生态建设。而生态建
设中最昂贵的成本是教育成本（即
人们普遍的熟悉程度），以及接受成
本（即人们愿意投入的时间），而这
两个成本昂贵到无法用金钱造就和
购买。这也就是多年来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都存在过一些私有指令
集架构，但始终停留在小众市场而
无法被广泛接受成为主流指令集架
构的原因。RISC-V是一套彻底开
放的指令集架构，由于其开放性和
先进性，生态发展速度惊人，社区生
机勃勃，解决了生态建设中的核心
问题。 （下转第6版）

“小鲜肉”可能要“挑大梁”

李佳师

工信部为离退休老同志

举办集体祝寿活动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6 月

15 日，工信部离退休干部局举办
2019 年集体祝寿活动，为部机关
2019年65岁以上整五、整十周岁的
离退休老同志庆祝生日。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王志军同志出席活动并
致祝寿辞。老寿星、老部领导曲维
枝参见了此次活动。活动由离退休
干部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洪远主
持。部机关2019年65岁以上整五、
整十周岁的离退休老同志，部离退
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代表
参加了此次活动。

王志军在致辞中代表部党组
和苗圩部长为各位老寿星送上生
日祝福，对各位老同志在我国工
业和信息化事业发展中所建立的
辉煌业绩，以及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的奋斗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王
志军在致辞中表示，部党组将继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

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好
部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职能，
引领我部离退休干部工作始终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切实提升精准化服
务水平，持续不断开创新时代工业
和信息化部老干部工作的新局面。
同时他也希望各位老同志能够发挥
自身不可替代的思想政治优势和领
导经验优势，继续为部机关的各项
工作建言献策。王志军还与老同志
共切生日蛋糕、共唱生日歌，一同
合影留念，为老同志送上了诚挚的
祝福。

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
部机关离休干部阎文、退休干部郑
敏政作为寿星代表发表了生日感
言。他们向部党组对老同志的关心
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推动制造
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加油鼓劲，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苗圩出席中国-马来西亚

制造业圆桌会议
本报讯 6 月 14 日，中国-马

来西亚制造业圆桌会议在马来西
亚哥打基纳巴卢举行。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苗圩与马来西亚国际
贸易和工业部部长达尔雷金出席
会议并致辞。

苗圩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下，中马各领域合作步入了快
车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愿意加强与
马方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合作，进
一步丰富中马战略伙伴关系的内
涵。一是加强产业战略对接。相互
照顾彼此核心关切，充分发挥彼此
资源禀赋优势，优化各领域合作，扩
大互利共赢，推动两国产业创新合
作迈向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二
是搭建制造业合作平台。支持两国
有关行业组织共同搭建“中马制造
业合作平台”，发挥平台桥梁纽带作
用，深化双方在汽车、钢铁、集成电
路、纺织等传统领域务实合作，推动
双方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合作，
通过双方政策沟通、项目对接、园区
共建、能力建设、创新项目孵化等形
式，不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务实推动创新发展。希望中马
两国企业顺应制造业全球协同、绿
色智能、合作共赢的发展潮流，秉持

创新、包容、开放、有效和建设性的
理念，积极把握制造业技术创新、结
构优化升级和融合发展的机遇，不
断拓展合作领域，服务经济社会创
新发展。

会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马来
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共同主办。
来自中马两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
行业协会及20多家企业约100人参
加会议。会议上，来自三一重工、柳
工、中国中车、华为、武汉烽火、苏州
固锝、晶科能源、海康威视、海信、旷
视科技、商汤科技等中方企业代表，
以及第一太阳能、宝腾汽车、益纳利
集团、G3全球公司等马方企业代表
分别发言。

应马来西亚贸易和工业部邀
请，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于
2019 年 6 月 10－14 日访问马来西
亚。访马期间，苗圩与马来西亚通
讯和多媒体部部长哥宾星、国际贸
易与工业部部长达尔雷金、沙巴州
首席部长沙菲益分别举行了工作会
谈，就深化中马工业、通信业领域合
作展开深入交流。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际合作司、科技司、装备工业司、
电子信息司、信息通信发展司，部装
备工业发展中心等相关负责人参加
了上述活动。 （布 轩）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母基金筹建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6 月 17 日，工信部副

部长王江平主持召开国家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母基金筹建工作座谈会。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工信部中小企
业局有关负责同志，大型央企、银行
以及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子基金
管理机构等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王江平介绍了国家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关背景情况和
工作考虑，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局长
马向晖和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
濮剑鹏分别介绍了母基金公司筹建
工作要点和中央财政出资考虑。会
议听取了各参会单位负责同志对母
基金公司的合作意愿，以及对母基
金公司筹建工作的意见建议。

王江平指出，国家中小企业发
展基金母基金设立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工作纳入国家长期战略。推动设立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公司制母基
金，是近期党中央、国务院促进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二
是中小企业基金这项工作有着重要
的法律保障，中小企业促进法明确
规定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可以设立中
小企业发展基金。三是通过国家基
金和地方基金上下联动协同发展，
带动社会资本扩大对中小企业股权
投资规模，根本目的是加大对中小
企业创新的支持，是一项长期工作，
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希望各单
位对母基金筹建工作给予支持、加
强合作、争取共赢。

座谈会上，各参会单位充分表达
对母基金公司的合作意见，就公司筹
建工作提出了有关意见建议，并纷纷
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加强合作，积
极参与。与会代表还就母基金运作
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布 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