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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芯片的缘起

RISC-V开源芯片

Chisel硬件语言

4 敏捷开发的愿景



芯片的软硬件协同开发
领域专用体系结构 处理器芯片碎片化需求

开源软硬件深度融合 开源硬件 开源软件

迫切需要在芯片研发初期快速开展软硬件敏捷协同设计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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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Tensor Processing Unit (TPU)

• TPU instructions follow the CISC tradition
– It has about a dozen instructions overall

• TPU does NOT use stored program
– Simply executes instructions sent from the host server via PCI Express 

interface
– TPU is a co-processor for CPU; no OS on TPU

• The average clock cycles per instruction (CPI) of these CISC 
instructions is typically 10 to 20 (clk freq = 700 MHz)
– MatrixMultiply instruction, 12 bytes in length

112Norman P. Jouppi et al., In-Datacenter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a Tensor Processing Unit, in ISCA 2017

Opcode & Flags Uni Buf Addr Accu Addr Length
3 bytes 4 bytes2 bytes3 bytes

片上存储器 乘法器

累加器
控制器

输入、输出



Tesla: Full Self-Driving Chip

• FSD Chip Specification
– 14nm FinFET CMOS
– 6 Billion Transistors
– 12-core 2.2GHz ARM Cortex-A72 CPU
– 1GHz 600 GLOPS GPU
– 72 TOPS 2GHz Neural Network Pro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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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esla Autonomy Day, April 22, 2019



Architecture 2030 @ ISCA’16

• 开源硬件(芯片)

• 让开发硬件像开发软件那

么容易，成为备受关注的

重大主题（Big themes）

arch2030.cs.washingt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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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ARCH Visioning Workshop @ ISCA’19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gile-and-open-hardware

开源EDA工具链
(UCSD)

抽象硬件/设计流程
(MIT/Nvidia)

加速器敏捷设计与DSL
(MIT/Stanford)

开放开源指令集与设计
(UC Berkeley/Google)

高效模拟与验证方法
(Google)

硬件代码自动生成
(UC Berkeley)

端到端形式化验证
(MIT)

高层次综合
(UCLA)

开源芯片内涵广泛，不仅仅只是RIS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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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ARCH Visioning Workshop @ ISCA’19

• 11个报告（美国10个，中国仅1个）

– 大学：Berkeley/MIT/Stanford/UCLA/UCSD

– 企业：Nvidia、Google

– 政府机构：DARPA
美国各界积极投入,
中国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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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打破开源芯片死结的时代

这是一个打造开源芯片生态的时代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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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2ATC 2019 – CPU Tutorial

RISC-V开源处理器及Chisel硬件敏捷开发语言入门

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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