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芯来“一分钱计划”

为万亿AIoT世界播撒创新的种子



公司介绍

 芯来科技（Nuclei System Technology）创立于2018年，是国内最专业

的RISC-V处理器内核IP与解决方案公司。

 公司自成立以来发展迅猛，已经完成新产品研发交付与量产导入等关键步

骤。

 目前已经发布面向AIoT的超低功耗产品线N200系列，正在研发面向边缘

计算的嵌入式高性能产品线，并积极和上下游合作伙伴一起共同拓展广阔

的AIoT市场。

 芯来科技目前是RISC-V基金会银级会员，中国RISC-V产业联盟（CRVIC）

副理事长单位，以及中国开放指令集生态（RISC-V）联盟（CRVA）会员

单位。



本土RISC-V的先行者和布道者

芯来科技一直用实际行动推动着RISC-V在国内的落地生根，通过开源蜂鸟E203超低功耗处理器内核，出版第一本和

第二本RISC-V中文书籍，运营公众号和持之以恒的分享我们对RISC-V的热爱和专注，让本土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参

与到RISC-V生态中来。

开源蜂鸟E203
出版国内第一本和第二
本RISC-V书籍并输出到

台湾

运营公众号普及相关
知识

于本土持之以恒的分享
与推动



公司愿景

掌握处理器核心技术，成为RISC-V处理器IP的
领导者，赋能AIoT产业变革



AIoT时代的巨大机会

 AIoT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沟通方式，提升着生活品质和生产效率，改变着不同领域的商业模式，并逐渐重塑着社会。

 具备丰富的应用场景。根据麦肯锡的研究到2025年预计能够给全球带来3.9万亿美金到11.1万亿美金的潜在经济影响*。

 根据软银预测从2017年到2035年全球累计IoT模组累计生产量将达到万亿级别，累计$TAM约为7500亿美金，其中2035

年$TAM约1500亿美金**。

 平均一个IoT模组里会用到一个或多个芯片，因此带来了海量的芯片需求。

 处理器是芯片中负责控制和数据处理的核心，承载了软硬件接口的作用，因此处理器内核是AIoT时代的基石。

*   The Internet of things: Mapping the Value Beyond the Hyp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e  2015

** The route to a trillion device, the outlook for IoT investment to 2035, ARM 2017



 AIoT具备丰富的智能化应用场景，也带来了万亿级别互联

设备，催生芯片市场海量需求。

 后摩尔时代，因为摩尔定律和登纳德缩放定律的相继失效

，通用处理器逐渐无法满足对整体系统能效比的追求，这

样基于领域的架构设计(DSA, Design Specific 

Architecture)的设计理念逐渐成为共识和趋势。

 系统公司、互联网巨头全面造芯，更多软硬件结合的差异

化创新诞生。芯片需求海量化的同时，呈现类似互联网服

务化的趋势：

 有效解决具体实际场景的问题，

 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

 特性差异化和成本优势。

AIoT时代对传统架构的挑战

封闭的传统指令集架构

无法顺应时代的大潮！



 开放化的趋势：RISC-V的目标是成为一种由基金会维护的开放通用的指令集架构

 整机  处理器芯片  处理器IP  RISC-V标准

 因其开放，得到了诸多大型公司和社区的支持，因此生态发展迅速

 当生态建设不再由一家公司而是由全行业推动时，其速度远远高于以往由单一商业公司推动，且成本被均摊

 平民化的趋势：技术上利用后发优势，所以简洁，模块化和可扩展

 满足AIoT万亿级市场的差异化需求

基金会
维护

架构
开放

后发
优势

简洁
设计

模块化
可扩展

社区
活跃

RISC-V：顺势而生



RISC-V：拥抱变化

架构设计上总结了历史上诸

多处理器架构取其精华

先进性

可根据不同需求配置不同

的产品使产品更具差异化

特色

模块化

用户可根据产品特性扩展

自定义指令增加产品差异

化和竞争力

扩展性

指令集架构首次成为国际标

准，任何人、组织、公司均可

自由用于商业或非商业用途

开放性

RISC-V架构设计具备开放性，先进性，模块化和可扩展四大特点，满足产品在AIoT时代诸多场景下对差异化和成本的

需求, 为您的产品插上创新的翅膀。



RISC-V架构除了满足一般通用处理器的全部特点

外，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开放的可扩展性便于实现面

向特定领域的架构(DSA, Domain Specific 

Architecture)，可以方便地在统一的开发模型下，

实现针对具体应用的特定功能，比如安全或智能加

速，让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RISC-V：紧跟趋势



芯来产品线

 已推出N200系列超低功耗处理器

 目前在研900系列高性能的处理器产品，其中N900系列32位处理器在功耗和性能上具有极佳的平衡性面向民用边缘计算领域，R900系

列32位处理器面向高可靠性和实时控制领域，U900系列32位和X900系列64位处理器，配合多核支持，矢量加速，以及可扩展特性，以

及对Linux的支持，主要面向5G和数据中心网络通讯领域，以及多媒体，嵌入式AI等。以处理器为平台，和客户深度合作，从客户业务需

求出发提供处理器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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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A53 Cortex-A35 Cortex-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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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0系列内核

芯来科技自主研发的N200系列32位超低功耗RISC-V处理器为物联网IoT终端设备的感知，连接，控制以及轻量级智能应用而设计

N201

 基于RISC-V RV32IC指令
集架构。

 面向8位和16位微控制器
升级市场。

 通过一分钱计划以几乎免
费的价格让客户用上
RISC-V商用处理器。

N203

 在RV32I或RV32E的基础
上支持M, A，C扩展组
合，例如RV32IMAC或
RV32EMAC等

 面向高精度智能传感器，
混合信号SoC以及其他
Cortex-M0/M0+替换市
场

N205

 在RV32I或RV32E的基础
上支持M, A，C扩展组
合，例如RV32IMAC或
RV32EMAC等

 可根据配置支持ILM和
DLM

 面向智能家居，可穿戴设
备等领域的IoT设备的连接
管理和控制，Sensor Hub
等。

 RV32I的基础上支持M, 
A, C, F和D的指令集扩展
组合，例如
RV32IMACFD。

 支持单精度浮点和双精度
浮点运算单元。

 可根据配置支持ILM，
DLM或指令集缓存

 可广泛应用与工业控制以
及终端设备的轻量级智能
应用。

N207/N207F/N207FD

替代8051与Cortex-M0 替代Cortex-M0/M0+ 替代Cortex-M3 替代Cortex-M4F



智能传感器 家庭智能网关 能源管理中心

N207FDN205N203

应用案例:家庭能源管理

通过智能传感器获取室内光照度和温湿度，然后通过家庭智
能网关把数据传递给房屋能源管理中心，通过和云端服务配
合然后获得反馈对家庭里的灯光，空调以及加湿装置进行控
制来为房屋主任创造一个舒适并环保节能的生活环境

N201

或

无线 以太网

云端服务



为什么选择商用内核

开源 or 商用

充分验证?

通常开源内核出于成本考量和管理难以保

证验证和优化的充分性

完善配套?

配套文档和工具链可用

但不够完善和优化

及时支持?

依赖于社区支持，有时候无法得到及时

反馈以及问题解决

质量保证

处理器经过专业团队充分验证并针对性

能和可靠性等进行优化

配套完善

文档完善、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

以及用户体验的工具链

技术支持

对客户进行及时反馈和支持，以让客户能够平滑导

入到产品中。还可以提供定制化开发

商用内核可以提供更好的质量保证，更加完善的文档和工具链配套以及及时的技术支持，让客户更加安心，产品导入更

平滑。



芯来“一分钱计划”

“一分钱计划”是芯来科技推出的一项RISC-V处理器内核IP普惠计划:

质量保证
处理器经过专业团队充分验证和优化引入周期短

您可以从芯来科技轻松免费获取商用

RISC-V处理器内核N201

配套完整

中文文档完善、可以提供更好的性

能以及用户体验的工具链

长期保障

芯来科技专业以及本土研发支持团队提

供长效保障

获取门槛低

无需支付任何授权费用（License Fee）便可用

于商业和非商业用途

极低成本
仅需在于大规模量产时，每颗芯片收取人

民币一分钱的版税（Royalty）



芯来N201内核

芯来N201处理器内核是由芯来科技开发的一款入门级商用RISC-V处理器内核，可广泛应用于对面积、成

本和功耗敏感的IoT领域芯片的微控制部分

• 支持RISC-V RV32IC指令集架构

• 通过一流的微架构设计而获得业界最高的能效比与最低的成本

• 支持快速中断咬尾、中断向量化、基于优先级的中断嵌套。提
供业内最先进和最低延时的中断特性，满足实时性的需求

• 支持机器模式（Machine Mode）

• 支持RISC-V标准的编译工具链，以及Linux/Windows图形化
集成开发环境（IDE）。

• 支持标准的JTAG调试接口，以及Linux/Windows调试工具。

• 配备完整而简洁的资料以及参考用例，可帮助用户快速上手以
及项目导入。

N201微内核

其他控制

N201内核

非屏蔽中断NMI

ECLIC中断控制器 调试模块

计时器

中断请求IRQ

系统总线

外
设
1

外
设
2

外
设
3

外
设
n

SRAM
外部
存储

…

AHB-Lite接口

JTA
G



芯来N201应用场景举例

8位和16位
MCU升级或专

用SoC
射频集成芯片 触控芯片

工业控制计量芯片
智能高精
度传感器



如何加入“一分钱计划”

1 32

访问芯来科技官网
www.nucleisys.com
进入一分钱计划页面

下载N201内
核IP评估版

申请N201内
核IP正式版

只需三步便可以加入到芯来“一分钱计划”，开始您的RISC-V之旅，如果需要增值服务可以加入芯来会员计划。

http://www.nucleisys.com/


芯来增值服务

增值
服务

远程服务 最新资讯推送

新产品试用和优惠上门技术支持

产品培训和
线下技术交流 版税优惠或免除

参加“一分钱计划”的客户，可通过芯来科技的会员计划获取到一系列的增值服务，让您获得全方位的支持。



欢迎访问

www.nucleisys.com

onecent@nucleisys.com

加入芯来“一分钱计划”

拥抱未来



 专用领域架构 (DSA, Domain Specific Architecture)

逐渐成为趋势，其目标是提升计算的能效比。

 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其核心思想是术业有专攻，在硬

件领域便是用专用硬件满足特定领域需求，但和一般

ASIC硬件化只解决单一问题不同，DSA目标要满足的是

一个领域的需求解决一类问题，因此能够满足灵活和专

用性的折衷。

 RISC-V架构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开放的可扩展性便于

实现DSA，具体体现在预留了指令编码空间和预定义的

Custom指令。

芯来指令扩展方案NICE



芯来指令扩展方案NICE

芯来指令扩展方案NICE( Nuclei Instruction Co-unit Extension)为客户提供便捷的机制在芯来RISC-V处理器

内核基础上进行自定义指令扩展。

寄存
器组

译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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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TF

异常

交付

分支预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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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协处理器接口

应用

库

Intrinsic Function

处理器

硬件层面，芯来科技提供的自定义指令扩展方案NICE(

Nuclei Instruction Co-unit Extension)，供用户添加自

定义指令或加速器模块

软件层面，软件在使用自定义扩展指令时以Intrinsic Function的形式

对扩展的汇编指令进行封装，用户把Intrinsic Function相关的函数可

以以库的形式提供给应用，应用程序调用库函数。



期待与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