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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巨头之下，开放式芯
片标准RISC-V能否立足？ 
这一开源芯片架构成本更低且更易获取，
但其未来市场发展前景仍未可知 

RISC-V（发音为“risk-five”）是一个用于芯片

设计的开源指令集架构，其增长势头可能将

影响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德勤全球预测，随

着RSIC-V处理核心的潜在可服务市场持续扩大， 
2022年RISC-V处理核心市场规模将较2021年增长

一倍，2023年将再度翻番。1从开源解决方案的发展

可以预料，收入增长将会比较缓慢。尽管如此， 
2023年RSIC-V的收入规模很可能将达到近8亿美元，

而2021年的规模仅不到4亿美元，预计到2024年将

接近10亿美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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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C-V正迅速发展，同时亦 
面临阻碍  

从传统上看，处理核心——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电脑、

数据中心和手机使用的中央处理单元（CPU）—— 
一直采用封闭架构，且受到专利保护。近来全球范围

内部署的CPU中，几乎全部都采用英特尔和ARM公

司的专有指令集架构（ISA）。而相比专有指令集架

构，RISC-V的开源特性可带来多重优势。首先，它是

免费的。这可为企业节省上千万美元的授权许可费，

对于处在发展初期的企业而言，这尤其重要。其次，

它不受制裁限制。RISC-V是开源的，不会受到进口限

制的影响。对于已经受到或担心受到进口限制的企

业——尤其是中国企业——而言极具吸引力。  

在更专业的技术层面，RISC-V设计相比传统的指令

集架构更易于修改，因此能实现更大的灵活性，同

时亦兼容范围广泛的应用程序。尽管仍有少数人不

断质疑RISC-V在跨生态应用中会面临挑战，许多企

业已着手扩大RISC-V核心的应用，覆盖人工智能图

像传感器、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计算及机器控制系

统等5G智能手机的所有领域。还有企业正计划将

其应用于不同的存储、图形和机器学习等应用程序

之中。甚至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部门亦正在与

RISC-V芯片公司SiFive合作。3

诚然，这一技术仍相对较新，且RISC-V还不能普遍

适用于所有市场或客户。该技术有缺点，同时也有

优点——相对较新，获得多项知名设计大奖，缺少

ARM或英特尔x86指令集架构的部分特性，和未向

设计者提供同等水平的支持等。此外，相比传统的

基于封闭式指令集架构的芯片，芯片代工厂制造一

枚RISC-V芯片本质上并不会更加容易或速度更快，

工艺也没有任何差别——两者均采用相同的制造技

术。即使到2025年，英特尔（尤其是x86芯片）和

ARM的芯片销量预计仍很可能数倍于这一刚刚起

步的 “菜鸟”。

资料来源：Omdia，RISC-V处理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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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RISC-V收入规模有望呈指数级增长
RISC-V市场总收入（2018-2025，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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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谁关注RISC-V的发展呢？利益相关方不同，

答案也各不相同：

中国。受近期美国制裁措施的影响，中国制造商或已

失去或担心将会失去英特尔x86及ARM指令集架构

的使用权。即便贸易政策发生改变，中国企业仍会认

识到，其目前坐享的指令集架构使用权可能会在未

来某个时点被收回。转向RISC-V架构可为这些企业

提供解决这一可能局面的方法，帮助中国达成减少

芯片进口依赖的宏大目标。多年来，尽管面临不少挑

战，中国一直努力在芯片制造领域实现更大的自主

保障。4RISC-V基金会成员中有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同时多家大型中国企业已经发布了RISC-V芯片。  

初创企业。从2020到2022年的三年间，创投机构

将向各类初创芯片企业投资约220亿美元。就此而

言，这一金额高于其在2005到2016年整整11年间

投资的210亿美元。5更多的资金意味着更多的芯片

将被制造出来——但是，初创企业对此通常须制定

预算计划。上百万美元的专利许可费对于全球最大

的智能手机企业可能无足轻重，但对于现金相对较

少、每月消耗大量资金的初创企业而言却足可救命。

据一项2020年的调查，来自初创企业的专用集成

电路（ASIC）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新芯片

中，有超过23%包含至少一个RISC-V处理器6——这

并不令人意外。

人工智能。许多新型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似乎正逐步

采用RISC-V架构。有趣的是，此前业界预期这一技

术在短期内不会应用于数据中心，而如今有人推测

人工智能芯片将使RISC-V较预期更早打入数据中心

市场。7 

汽车与物联网市场。2020年RISC-V在汽车行业的

可服务市场规模为400万个核心，预计2022年将增

长至1.5亿个，到2025年将达到29亿个。8为挖掘这

一潜在市场，一家领先的RISC-V公司与一家领先的

汽车芯片制造商于2021年宣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旨在针对多个汽车应用开发高端解决方案。9汽车

芯片的性能往往低于个人电脑或数据中心的中央处

理器，因此在汽车领域的成功应用将预示RISC-V在
其他物联网市场的良好发展。  

个人电脑芯片制造商，至少当前较为关注。举个例

子，个人电脑市场短期内不太可能大规模向RISC-V
转变。尽管中国计划利用这一技术制造支持各类开

源浏览器的笔记本电脑，但其目标是到2022年末

制造出2000台笔记本电脑，10而2020年全球个人

电脑市场规模约为3亿台。俄罗斯亦有相关计划，

但其到2025年销售60,000套系统的目标同样影响

甚微。11话虽如此，RISC-V应用于笔记本电脑的可

服务市场潜力巨大——2022年有望达到近3亿个处

理核心。12 

芯片代工厂，但仅稍微关注。尽管指令集架构对芯

片的实际制造厂商而言影响不大，但成本更低、灵

活性更大的RISC-V架构有可能会引发新型芯片设

计领域的“寒武纪大爆发”。代工厂可能需要制造

数百或数千枚新芯片，一开始数量可能较少，但若

新型芯片设计迎来爆发式增长，亦能成为推动半导

体制造厂商增长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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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目前来看，大型传统芯片制造商没有理由担心RISC-V将会蚕食他们的业务。ARM指令集架构的授权许可

费用也许会上涨，13但通常最高“仅”数百万美元。同时，尽管英特尔x86指令集架构的授权许可费尚不

得而知，主要因为除AMD和威盛公司外英特尔从未将自身的芯片对外授权，但很可能亦不会超过千万

美元。14 

数百万美元的金额看似很大，但相比热销智能手机或其他应用动辄百万的芯片用量，对此类新芯片设

计而言，仅降低指令集架构的授权许可费还不太可能成为一项重要考虑事项。芯片制造存在多重成本 
——设计、验证、确认、软件、制造以及若最初设计出错则必须重新开发等等。全部算下来，2022年制造

一枚设计相对领先的新芯片很可能将花费超过5亿美元，15相比之下，几百万美元的授权许可费用不过是

九牛一毛。

展望未来，RISC-V能否在两大巨头主导的行业中站稳脚跟，让我们拭目以待。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

的发展，全球已有近50种不同的指令集架构16……而2020年ARM和英特尔占据了近100%的市场份

额。MIPS、ARC和Tensilica等少数公司仍占有一席之地，但ARM和英特尔的其他竞争对手则全都消失无

踪。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芯片性能不好、价格昂贵或无法运行，而是技术行业指令集架构领域合并统一

的大势所趋，如同其他技术领域一样。未来十年很可能依然是ARM和英特尔两强争霸，但对于RISC-V的
拥趸而言，未来有望进入一个三足鼎立的时代。

 异军突起：巨头之下，开放式芯片标准RISC-V能否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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