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MCU 专题 72019年11月8日
编辑：诸玲珍 电话：010-88559290 E-mail：zhulzh@cena.com.cn

MCU随处可见

全球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Gartner
公布的2020年十大重要战略科技发展趋势
中，超自动化便是其中之一，其重点在于
理解自动化步骤的作用范围、它们彼此之
间的关联以及它们的组合与协调方式。这
必 然 离 不 开 ——“ 智 慧 ”。“ 我 认 为 ，
MCU 未来最大的市场在于‘智慧’二
字，例如‘智慧工厂’‘智慧设施’‘智慧
家庭’，未来会真正实现智慧生活，一通
百通。”瑞萨电子中国物联网及基础设施
事业部统括经理吴频吉告诉 《中国电子
报》记者，安全是MCU在智慧领域发展
的重要基础。“智慧市场的形成，必定会
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所以要格外注重联
网安全。从开始就要致力于安全设计，保
护‘动态数据安全’‘静态数据安全’‘编
程安全’。‘安全’方案无法做到一体适
用，因此，在产品开发初期，就要明确产
品的具体要求，选择可以满足硬件需求、
软件需求以及演示解决方案的MCU。”吴
频吉说。

“工业控制是通用MCU最重要的应用
市场之一，尤其是在工业传感与计量领域
有着平稳持续的增长空间。”德州仪器
（TI） MCU 产品营销工程师 Linda Liu 认
为，一些传统工业应用，如水气热表、烟
雾探测器、气体探测器、电动工具等，也
包含超声流量计、智能家电、电子锁等新
兴应用，都将带动通用 MCU 的市场成

长。“针对这些应用，MCU厂商在提供广
泛产品系列的同时，还需要注重产品的差
异化设计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如提供更丰
富的模拟和数字外设的集成，以更好地满
足细分领域的需求。”Linda Liu说。

赛迪顾问分析师吕芃浩将视线放在了
汽车电子领域。“这是当前 MCU 应用最广
的领域，市场份额占比超过1/3。虽然今年
受外部环境影响，汽车电子市场增速放缓，
但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汽车融合程度不
断深入，汽车电子的使用场景不断增加，汽
车 MCU 市场将保持恢复性增长的态势。”
吕芃浩说。

物联网带动作用强劲

“近年来，物联网的逐步落地，让MCU
的应用更为关键，可以说，物联网将是MCU
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吕芃浩说。

随着智慧物联的普及，很多传统工业产
品 在 更 新 换 代 。“ 例 如 ，水 气 热 表 迭 加
NB-IoT的功能、工业传感器集成无线通信
的功能、家电和智能家居类产品，都需要具
有更强的人机交互体验和更高的产品质
量。”Linda Liu 表示，这种需求极大地带动
了MCU市场需求。

“近几年物联网的迅猛发展趋势，已经
开始席卷整个MCU市场。”吴频吉表示，目
前，在物联网领域，MCU 可以分为三种类
型，即控制器、基础架构以及节点。“三种类
型，每一种类型都为MCU供应商带来了独
特的机会。”吴频吉说。

随着新兴科技发展步伐的加快，比如
智能家居、医疗电子等的迅猛发展，MCU
市场近年来一直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吴频
吉表示，目前，全球物联网市场已经进入设
备增长爆发的重要时期。根据中国国家物
联网基础标准工作组统计的数据，全球的
物联网连接设备量正呈几何级增长态势，
2018年物联网连接设备总量已超过了230
亿，随着不断增长的数据处理压力，到
2020年全球将有58亿个物联网终端设备
具备边缘计算能力。“数量庞大的物联网体
系将会给 MCU 带来巨额的交易市场，而
瑞萨目前最看重的就是物联网市场。未
来，MCU 在物联网领域必然大有可为。”
吴频吉说。

MCU开发者将面临五方面挑战

新应用推动MCU在物联网行业的应
用发展，物联网需要多样化，这决定了物联
网应用的“碎片化”，比较分散、不统一的标
准为MCU的新产品定义和创新提供了新
的机遇。“MCU集成AI功能，是一个大趋
势，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机器视觉等人
工智能终端，很多领域都用到了 MCU。
有些公司现在开发针对MCU机器学习的
处理技术，以支撑 MCU 快速适应越来越
多的AIoT场景应用。”吕芃浩说。

物联网的到来，使得效率大大提高，
未来必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21
世纪初至今，物联网的发展一直受到网络
技术的制约，基础网络设施的发展直接影
响到物联网的发展。“包括传输速率、设
备容量、安全性等几个关键方面。”吴频
吉认为，未来，新的物联网应用将对通信
网络提出更全面的要求。“例如5G通信，
在其助力下，物联网也将为MCU带来新
的生机。未来将形成万亿级别的物联网，
而物联网的种种设施，比如节点、终端、
控制器、感应器等，都离不开MCU，所
以也将为 MCU 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
吴频吉说。

然而，5G 通信的到来同样为 MCU
的性能和安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吴频吉
表示，目前，业界的MCU开发者面临工
程、安全、云通信、质量和升级换代这五
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工程方面，能够
按时交付，并且在不超出预算的情况下，
满足要求规格，确保客户最终的‘易用
性’，以更快的节奏集成新技术 （如安全
性）成为迫切需求。在安全方面，监管要
求和商业压力日益提升，各种强制实施安
全设计，加上需要从终端到边缘再到云端
全覆盖的安全性设计，然而开发者的安全
知识或技能缺乏限制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发
挥。至于云通信方面，很多初入物联网行
业的开发者在相关经验上有所缺失，加上
安全考虑，这就给他们带来了双重考验。
还有质量和升级换代的需求。以上种种让
MCU 厂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吴频吉说。

MCU 在汽车、消费电子、工业领域、
医疗保健等领域应用广泛，市场规模巨大，
整体需求仍在持续增加。IC Insights预测，
从2018年到2023年，MCU销售额的年复
合增长率为3.9%，并在2023年达到213亿
美元；这期间 MCU 单位出货量的年复合
增长率达到6.3%，到2023年有望达到382
亿片。

MCU产业发展

呈四个趋势

随着AIoT时代的到来，MCU产业发
展也呈现出了如下趋势。

一是32位MCU逐渐成为主流。虽然
至今8位MCU在存量市场占有大量份额，
但随着汽车电子、可穿戴设备等需要更加
复杂的控制和需要一定运算能力的应用驱
动，32 位 MCU 在 2018 年通用 MCU 出货
量便已经占据了60%以上，并且这一比例
仍在持续增加。

二是应用定义MCU。AIoT的最大特征
就是应用场景多，一类场景里又包括传感
器、连接控制、数据处理、智能决策等。每个
场景对系统的功能、性能、安全、可靠性、功
耗的需求不同，因此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
MCU提出了差异化需求。另外，AIoT的一
个特征就是市场变化快，因此MCU产品随
着市场需求迭代的速度也变得比以往要快。

三是智能化势不可当。越来越多的基
于语音、图像和视频的应用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例如智能音箱、人脸识别的闸机等，
对于这类应用，一线 MCU 企业推出了一
系列兼具高性能和低功耗，并且带DSP、矢
量，或针对特定算法的加速单元的产品。但
受到架构、功耗和算力的限制，MCU目前
更加侧重轻量级智能应用。

四是安全性迫在眉睫。由于人脸、指
纹、声纹等在支付、电子锁等应用里广泛使
用，以及物联网连接数量的增多让用户的
私密数据多了泄露的渠道，因此对数据处
理和传输安全的要求迫在眉睫，对 MCU
的安全设计成了刚需。

而目前整个MCU的现状则是产品同
质化严重，价格也逐渐走低。由于绝大数
32位MCU基于ARM内核，导致了产品定
义难以做到差异化，而同质化产品的竞争
导致了价格走低，虽然促进了32位MCU
的普及，但也给 MCU 公司对未来产品的
规划、定义和设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为适应各种场景

RISC-V应运而生

纵观 MCU 的发展历史，从上世纪 70
年代MCU初现，到2000年初期，包括In-
tel、TI、摩托罗拉、NEC等，各家的MCU产
品都具各自处理器指令集架构和微架构，
并需要自建软硬件生态。由于生态建设周
期长、投入大，这种资源分散的局面导致该
阶段 MCU 的发展非常缓慢。到 2004 年，
ARM Cortex-M系列出现，意法半导体于
2007年推出首款基于Cortex-M3的MCU
产品系列STM32。得益于相对统一的处理
器指令集架构和基于ARM的微架构的实
现，各 MCU 公司的处理器生态建设和维
护成本大大降低，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
到具体 MCU 产品相关的应用生态上。
2008年，在物联网和汽车智能化趋势的驱
动下，基于 Cortex-M 系列的 32 位 MCU
得以迅速普及。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同质化
的问题，各MCU公司基于ARM的公版处
理器难以做出有差异化的产品，竞争便主
要集中在价格层面。

但随着AIoT逐渐走向成熟和大规模
应用，面对丰富的“碎片化”应用场景，
ARM相对封闭的指令集架构和内核研发
速度显然无法跟上时代的需求，于是
RISC-V 便应运而生了。RISC-V 是一种
简单、开放、免费的全新指令集架构，它最
大的特点是“开放”，它的开放性允许它可
以自由地被用于任何目的，允许任何人设
计、制造和销售基于RISC-V的芯片或软
件，这种开放性，在处理器领域是第一次。
另外，RISC-V具有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能
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做到设计上的先
进性和相对简洁。为了适应AIoT新时代的
需求，其指令集架构具备模块化和扩展性
特性，方便适应各种应用场景。可以说，
RISC-V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

随着 2015 年 RISC-V 指令集架构开
始由国际基金会维护，整个生态成长迅速，
在不到五年时间内，便有了超过350家、遍
布28个国家的会员单位，包括西部数据、
三星、台积电、Microchip、NXP、Google 等
国际大厂。因此，RISC-V也成了名副其实
的国际标准指令集。

RISC-V已经具备

相对成熟的生态体系

RISC-V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
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软硬件生态体系。随着
越来越多的软硬件企业和爱好者的加入，它
和ARM的生态差距逐渐变得微小。

就硬件生态而言，目前，RISC-V已经具
备相对完善的内核可供选择，包括开源和商用
闭源的能够对标ARM Cortex-M到A系列的
处理器。除此之外，RISC-V的扩展特性更是
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应用在标准的处理器基
础上扩展成为面向所在领域的处理器产品。

对于软件生态而言，在工具链层面，用户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需 求 选 择 基 于 Eclipse 或
VSCode 的开源免费工具链，也可以选择像
IAR、本土的卡姆派乐的商用工具链。对于
RTOS 而言，可有 FreeRTOS、RT-Thread、
华为的 LiteOS、腾讯 TencentOS、阿里 AliOS
和 Zephyr 等诸多选择。另外，各家 RTOS 也
提供了丰富的针对物联网和行业应用的
SDK。可以说，软件配套已经非常完善。

RISC-V在软硬件生态上的一个挑战是
人的使用习惯。过去很多嵌入式开发人员非
常依赖Keil这一单一的IDE，转到RISC-V的
工具链上，虽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依然需
要一个适应过程。不过随着RISC-V在学校
和职业教育中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了
解并使用RISC-V，这样开发人员的生态便慢
慢建立了起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由于
习惯所带来的挑战将不复存在。

RISC-V满足

MCU产业变革需求

RISC-V 由于其开放性，可以很好地满
足AIoT时代对MCU产业的需求。

一是由于 RISC-V 指令集架构的开放
性，能让软硬件更好地进行协同设计，为应用
提供最佳的软硬件系统解决方案。

二是由于其模块化设计，针对不同AIoT
领域的应用，可以选择通过基础指令集搭配
适用于各类应用场景的扩展指令集，以在满
足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最佳的能效比。

三是RISC-V天然具备扩展能力，可以
方便通过其指令扩展能力和处理器IP公司
提供的扩展接口，实现对语音、图像、加解密
等算法的加速，或是通过插入特殊的指令来
防止固件被盗版。并且由于其扩展机制在目
前开源编译器里得到天然支持，因此扩展指
令集不需要修改编译器。

四是由于指令集架构相对统一，而软硬
件生态依据该指令集由各家公司或社区来实
现，因此整体的生态建设成本被均摊，研发成
本得到了降低。而且相对于封闭系统，开放系
统的成长速度也随之提升，以满足市场日新
月异的需求。

五是由于RISC-V被大量用于教育，在
不久的将来，将有大量会使用RISC-V的人
才走向社会，服务于产业。

RISC-V是国产MCU产业

实现突围的一次机会

由于国际大MCU企业在创新和生态上
的持续投入，使得他们赢得先发优势和生态
壁垒，占领了国内 72.6%的市场。国内 MCU
企业与这些国际大 MCU 企业差距巨大，产
业聚集度低，多集中在低端电子产品应用端，
在中高端领域缺乏有力的竞争者。假如国内
企业依旧在ARM生态中，对国外厂商模仿、
追赶，则很难实现突破。打破这种局面的关键
就是全新的生态以及基于这种生态的创新，
因此，选择RISC-V这样一种有活力和全新
的生态是国产MCU产业实现突围的一次千
载难逢的机会。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经济不断发展的
同时，消费逐渐升级，大量物联网需求应运而
生，并形成应用解决方案，这些应用解决方案
不止被用于国内，更是输出到了海外。由于我
们具有应用解决方案定义的主导权，因此也
就有了MCU选择的权利，这让国产MCU具
备了成功的要素。

RISC-V 由于其开放生态，能够实现让
国产处理器自主可控的同时，也可实现商业
繁荣，弥补了国内处理器产业的短板，让关键
领域的MCU实现国产化。

RISC-V 作为一种全新且活跃的生态，
是国产MCU企业打破国外MCU公司生态
垄断的一次历史机遇。虽然RISC-V相对于
ARM而言生态还需加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
MCU公司参与到RISC-V开放生态的建设
中来，RISC-V必将超越并成为未来的主流。

芯来科技是国内聚焦RISC-V处理器研
发、生态建设和产业化的公司。针对MCU，芯
来科技提供了从超低功耗到高性能的各种选
择。另外，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安全（Secu-
rity）和功能安全（Functional Safety）等特性。

全球汽车市场正在接近一个拐点，
即将进入一个结构性低增长时期。2018
年全球一共销售出了 8600 万辆汽车。然
而面对欧洲、中国以及美国市场的停
滞，全球汽车销量下滑 0.5%，其中，中
国、美国、欧洲车市销量分别下滑了
2.8%、0.2%和 1.1%。这是自 2009 年以来
首次出现下滑，种种原因导致销量不
足。全球汽车销量的下滑进一步拉低了
市 场 对 于 车 用 半 导 体 微 控 制 器
（MCU） 的需求，根据 IC Insight 的报
告，MCU 市场预计将萎缩超过 5%。汽
车应用仍然是 MCU 最大的终端用户市
场，占 2019 年微控制器总销售额的 40%
左右。未来，随着自动驾驶、无人驾驶
等技术的发展，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趋
势的到来，以及 ADAS、自动驾驶、车
载通信、汽车网络等新技术的发展和普
及，整车及汽车零部件厂商对 MCU 需
求将更加旺盛，进一步刺激各大 MCU
厂商加大对车用 MCU 产品的投入和研
发 。 经 历 今 年 惨 淡 的 衰 退 后 ， 车 用
MCU 市场将回弹。IC Insights 预测，车
用 MCU 销售额将在 2020 年上升 1%，接
近 65 亿美元，随后在 2021—2023 年器
件涨幅逐步加大，最终预测年度将达到
81亿美元。

车用MCU产品结构从

8位/16位为主逐步升级至32位

根据总线或数据暂存器的宽度，车用
MCU分为8位、16位与32位MCU3类。随
着汽车向电子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发
展，车内电子系统复杂程度日益加大，目前
32 位 MCU 在 车 载 MCU 中 的 占 比 超 过
60%，其ASP也是传统8位/16位MCU的数
倍，这进一步促进各个车规MCU厂家加大
研发和投入力度。8位/16位MCU大部分应
用在车用仪表、车用防盗装置、CD 播放
器、LCD 驱动控制器、胎压计、马达控制
器等，而32位MCU大部分应用在自动驾驶
系统、车载多媒体、智能驾驶舱等需要复杂
处理的场合，一般要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
未来，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不断增加，车
载MCU将向多功能集成及超低功耗方向发
展且使用数量将不断增加。以先进驾驶辅助
系统 （ADAS） 为例，Level2 车型分别是搭
载了自适应巡航 （ACC，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车 道 保 持 功 能 （LKA， Lane
Keep Assist）、紧急制动刹车 （AEB，Auto-
matic Emergency Braking） 等功能，大量使
用的车载传感器、车载摄像头，需要高性能
的 MCU 来做模拟数据的处理与驱动控制，
尤其是在多传感器融合的大趋势下，数字信

号与模拟信号的整合至关重要。未来更高
阶自动驾驶等级的汽车将配备更多种类和
数量的传感器，直接带动32位车用MCU
需求的爆发。

车用MCU厂商与半导体

知识产权供应商紧密绑定

过去车用MCU厂商通常采用独立研
发、自成体系的技术与产品模式，力图最
大程度地提升产品的利润率。而面对传统
消费电子巨头如高通、英伟达、英特尔等
强势介入汽车半导体领域，传统车用
MCU 制造商如瑞萨、恩智浦、德州仪
器、英飞凌、赛普拉斯、意法半导体和东
芝等纷纷加强与半导体知识产权供应商之
间的合作，以便缩短产品的研发和验证
周期，尽早投放市场。例如，基于安谋
公司 （Arm） 的 Cortex 系列 （适用于小
型控制器具备极佳的尺寸和能耗优势的
Cortex-M系列，用于实时性能要求较高
的应用程序 Cortex-R 系列） 的 MCU 的
开发已成为行业主流，并且在市场占有
率方面持续提升。此外，随着车载计算
平台的不断完善，车用系统级芯片的需
求逐步放大，目前主流车用系统级芯片
的主要供应商大多以安谋公司的内核和
架构为基础进行二次开发，因此采用安
谋内核和架构的 MCU 厂商将更容易与
车用系统级芯片制造商进行系统级整合
与协同，这对Tier1及整车厂商具有更强
的吸引力。总体来说，车用 MCU 制造
商将更加主动地采用半导体知识产权供
应商提供的设计产品来优化车用MCU的
性能和功耗。Tier1厂商将创造更多更高
性能车用MCU的市场需求，也将进一步
加强车用MCU制造商与半导体知识产权
供应商的协作关系。

物联网将成MCU重要增长点

本报记者 顾鸿儒

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势能的发展，MCU凭借其低功耗、低
成本，以及广阔的通用性能赢得相对稳定的市场，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在
物联网领域，MCU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新趋势，未来，MCU产业又将面临
哪些新机遇？

车用MCU以32位为主

2020年市场将达65亿美元

赛迪顾问集成电路中心副总经理 滕冉

RISC-V助力

国产MCU突围
芯来科技首席执行官 胡振波
芯片科技首席运营官 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