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SC-V与处理器设计

宋威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CNRV: 为推广RISC-V尽些薄力

2021年1月23日

songwei@iie.ac.cn



• 处理器设计基础
– 指令集

– 处理器模型

– 地址空间

– 缓存

• RISC-V
– RISC-V的历史

– RISC-V的特点

– RISC-V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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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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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是怎么运行的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std::cout << "Hello World!" << std::endl;

}

main:
push %r12
lea 0xf5b(%rip),%rsi # 402004 <_IO_stdin_used+0x4>
push %rbp
sub $0x8,%rsp
mov 0x2f2b(%rip),%rdi # 403fe0 <std::cout@GLIBCXX_3.4>
callq 401060
mov %rax,%rbp
mov (%rax),%rax
mov -0x18(%rax),%rax
mov 0xf0(%rbp,%rax,1),%r12
test %r12,%r12
je 401126 <main+0x86>
cmpb $0x0,0x38(%r12)
je 4010f9 <main+0x59>
movsbl 0x43(%r12),%esi
mov %rbp,%rdi
callq 401030 <std::ostream::put(char)@plt>
mov %rax,%rdi
callq 401040 <std::ostream::flush()@plt>
add $0x8,%rsp
xor %eax,%eax
pop %rbp
pop %r12
retq

编译

• 处理器执行的是汇编代码
• 汇编代码必须使用该处理器支持指令集

指令集（ISA）是软件和硬件的接口！

狭义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就是指令集，
处理器设计属于微体系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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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指令集的简单比较（常数赋值）

long long int a = 0x1122334455667788;

x86-64: movabs $0x1122334455667788,%rax 48 b8 88 77 66 55 44 33 22 11  10字节

ARM aarch64: mov x2, #0x7788                02 f1 8e d2

movk x2, #0x5566, lsl #16 c2 ac aa f2 16字节

movk x2, #0x3344, lsl #32 82 68 c6 f2

movk x2, #0x1122, lsl #48 42 24 e2 f2

RISC-V RV64: lui a5,0x11 c5 67

ld a5,-2016(a5) # 10820 83 b7 07 82 18字节

sd a5,-32(s0) 23 30 f4 fe

10820: “112233445566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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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指令集的简单比较（常见运算）

b = a - 1;

x86-64: lea    ecx,[rax-0x1] 8d 48 ff  3字节

ARM aarch64: sub w0, w0, #0x1 00 04 00 51 4字节

RISC-V RV64: addiw a0,a0,-1 7d 35 2字节

b += (a >> 3);

x86-64: sar ebx,0x3 c1 fb 03

add    ebx,eax 01 c3  5字节

ARM aarch64: add w0, w0, w19, asr #3 00 0c 93 0b 4字节

RISC-V RV64: sraiw a5,s0,0x3 9b 57 34 40 4字节



CISC RISC 模糊的边界

代表 x86-64
ARM, MIPS, 

RISC-V
实际上CISC和RISC的区别已经模糊

编码密度 高 较低 ARM和RISC-V都通过压缩编码提高编码密度

单指令功能 可以很复杂 单一
x86实际被分解成uOP，ARM和RISC-V支持浮点
运算，向量运算也很复杂

数据操作模式 寄存器/内存 寄存器 uOP实际上也是寄存器操作

单指令运行时间 多周期 一周期 ARM和RISC-V的浮点和向量运算也不是一周期

流水线设计难度 稍高 较低 到了乱序多发射流水线似乎也不是问题

解码难度 高 较低 但是解码器一般都不是关键路径

软件生态 服务器、PC 手机、嵌入式 软件生态最终决定了指令集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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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指令集CISC和精简指令集R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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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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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处理器



添加了寄存器堆

IF：取指 ID：解码 EX：执行 M：内存 WB：写回

顺序执行，一周期一条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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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五级流水线



解决内存访问速度过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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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缓存的五级流水线



在取指之前添加分支预测器，预测是否跳转以及跳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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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预测和跳转目标预测

int a = 1;
for(int i=0; i<10; i++) {

a += a * 2;
}
a *= rand();



浮点运算和向量运算为多周期操作，借主流水线访问内存，需要计分板记录指令运行状态

开始像乱序流水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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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浮点运算和向量运算支持



ROB：Reorder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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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序多发流水线（超标量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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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预取的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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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Simultaneous multith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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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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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址空间（直接使用物理地址）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std::cout << "Hello World!" << std::endl;

}

main:
push %r12
lea 0xf5b(%rip),%rsi # 402004 <_IO_stdin_used+0x4>
push %rbp
sub $0x8,%rsp
mov 0x2f2b(%rip),%rdi # 403fe0 <std::cout@GLIBCXX_3.4>
callq 401060
mov %rax,%rbp
. . . 
callq 401040 <std::ostream::flush()@plt>
add $0x8,%rsp
xor %eax,%eax
pop %rbp
pop %r12
retq

0x80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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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地址的分配问题

程序A 程序B

程序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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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地址空间

程序A 程序B

程序C

虚拟空间A 虚拟空间C 虚拟空间B物理内存

物理内存到虚拟空间的
分配一般由操作系统完
成，以4KB大小的内存页
为单位。



TLB：translation lookaside buffer
存储页表的缓存

PTW：page-table walker

当TLB发生缺失，自动查询页表

的硬件

页表：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

的存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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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硬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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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路组相联

set-associative cache

虚拟地址寻址物理地址标注

VIPT: virtually indexed and
physically tagged

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和缓存访问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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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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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二级缓存来降低内存数据访问延迟

PIPT：physically indexed and

physically tagged

Unified L2 cache: 指令和数据共用



三级缓存（末级缓存）
往往是多核共享的

由于缓存太大（2MB~12MB）

三级缓存往往是分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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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核处理器



常见的缓存一致性协议：

MSI：Modified，

Shared and

In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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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核之间的数据通讯问题（缓存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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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GPU、NPU和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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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处理器内部结构



• 指令集是软件和硬件的接口。

• 指令集本身决定了软件生态，和性能相关但是并不是唯一关键因素。

• 处理器流水线很复杂，但是也只是处理器复杂度的一部分。

• 缓存设计、专用加速器设计、扩展指令集设计是现在处理器设计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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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结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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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RISC-V是一个开放指令集。
– 体系结构≠处理器设计。
– RISC-V只定义了软件和硬件的接口，而并不定义具体处理器实现。
– RISC-V的设计是仔细考虑了硬件和软件实现的代价。
– RISC-V是开放的，免费的，但是遵循RISC-V标准设计的CPU不一定开放并免费。

• RISC-V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研发的第五代精简指令集（RISC）。
– Krste Asanovic，加州伯克利教授，RISC-V基金会主席。
– David Patterson，量化分析一书的作者，RISC概念的提出者，图灵奖获得者。
– Andrew Waterman，SiFive首席工程师，Rocket处理器的作者。
– Yunsup Lee，SiFive首席技术官，Rocket处理器的作者。

• RISC-V是一个全新的指令集
– RISC-V在加州伯克利内部使用了几年，然后于2014年公开。
– RISC-V指令集的设计吸取了过去几十年来各类指令集（Alpha，ARM, MIPS, Power，x86等）成功和失败

的经验教训
– RISC-V是一个模块化可扩展的指令集。能够支撑面向从IoT到高性能计算的所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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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RISC-V



•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项目(2010-2014）。
– 在使用了很多商业指令集之后，认为商业指令集仍然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指令集。

• 最初的开放指令集（2014-2015）
– 指令集文本本身被开放获取
– 第一个基于RISC-V指令集的处理器在ST流片成功，处理器设计源码(Rocket-Chip)开源
– 2015年举办第一次RISC-V会议，同年年底在美国成立RISC-V 基金会 (36个初始会员)

• 2020年之前的RISC-V基金会
– 2019年终于通过RISC-V User Spec 2.1和Privileged Spec 1.1
– 基金会成立技术小组，讨论RISC-V的各种扩展指令集
– 每年两次的全球RISC-V会议
– 400多个会员（付费会员）

• 2020年：RISC-V International 国际基金会
– 更好的保护RISC-V（不受美国制约）
– 个人社区会员免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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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C-V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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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简单的硬件支持最核心的指令功能。
– 基本指令集的编码设计支持高效的指令解码硬件。

– 所有基本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避免多周期指令）。

– 不使用条件执行指令，简化处理器控制逻辑。

– 简单的通过16/32-bit混和指令长度就可以达到和x86、ARMv8同样的指令密度

• 可扩展的指令集设计
– 两个基本指令集（RV32和RV64）支持所有的基本功能。

– 支持多种指令长度（16/32/48/64）

– C：压缩指令集,16比特比特指令，面向超小系统和高性能系统。

– A：原子操作指令集；M：整数乘除指令集。

– F：单精度浮点计算；D：64位双精度浮点计算；Q：128位浮点计算指令集。

– B：比特处理指令集；P：Packed SIMD指令集；V：vector指令集。

– J：动态翻译（Dynamic Binary Translation）指令集。

2021-01-23 苏黎世-中国科学俱乐部（CSCZ） 33

RISC-V的设计思路



• 指令功能编码在地位（提前辨别16/32/48比
特指令）。

• 源/目的寄存器地址位置恒定，便于硬件提取。

• 立即数比特位置尽量对齐，便于硬件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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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C-V的编码设计



• RV32/64I 指令数<50, 简单的硬件支持最核心的指令功能。
• 支持高性能乱序处理器

– 所有的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
方便指令调度。

– 没有条件执行指令（Predicated instructions）
条件执行指令将控制引入了数据依赖，调度复杂，只在短小的条件执行片段有优势。当分支预测准确度提

升之后，没有性能提高。
– 没有多寄存器压栈和取栈指令

多周期指令使得调度更加复杂，硬件更加复杂，可以通过millicode达到类似的代码密度，没有实际优势。

• 支持嵌入式处理器
– 所有的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

执行时间确定。
– 支持压缩指令

通过benchmark选择最常用的压缩指令子集。
– 支持RV32E嵌入式指令集

通过减少通用寄存器数量至16减小指令编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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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C-V指令的选取



• 每一条RVC指令对应一条RV指令
– 硬件只需要扩展处理器缓存对RVC的翻译即可，不需更改解码和执行单元

– RVC指令的插入变成了简单替换，可由连接器完成

– 支持RVC和RV指令的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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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C压缩指令

SPEC2006，Krste: “Why RISC-V ISAs Want to be Fre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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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众多成员公司
Google、西部数据、Andes、Cadence、IBM、Mentor、Microchip、nVidia、NXP、
Qualcomm、Samsung、Seagate、SONY、ST、Xilinx

• 基于RISC-V的商用处理器
SiFive：U84 （9核乱序，对标ARM Cortex-A72）
Andes: AX45 (8级流水线，双发设超标量)

GreenWave: GAP8 (1大核+8小核 RTOS)

• 开源处理器
Rocket/BOOM (UCB Chisel), Shakti (IIT India), SweRV (WD), PULP (ETH-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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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现状



• 众多（顶级）会员
华为、阿里巴巴、中兴、计算所、软件所、兆易创新、君正、浪潮

• 基于RISC-V的处理器
阿里平头哥：玄铁C910 16核三发射乱序处理器

芯来科技：UX600 对标ARM Cortex-A35

兆易创新：GD32 微控制器

• 社区
CRVA：中国开放指令生态（RISC-V）联盟
CRVIC：中国RISC-V产业联盟 – China RISC-V Industry Consortium

CNRV：为推广RISC-V尽些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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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状



宋威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针对处理器和系统安全的编译器优化、安全处理器架构、基于RISC-V的安全处理器设计等等。
个人主页：https://wsong83.github.io

CNRV
主页：https://cnr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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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插入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