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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的DesignWare IP核

深度学习算法和神经网络处理的最新创新正在激发对人工智能芯片的新技术需求。
面向视觉、
语音、
情境感
知、
一般数据模式识别等的深度学习功能正在添加到各个市场上的SoC中。
Synopsys DesignWare IP可满足手机、物联
网、
数据中心、
汽车、
数字家庭和其他市场的AI芯片对专业处理能力、
高带宽内存吞吐量和可靠高性能连接性 的需求。
新
思科技公司经流片验证的DesignWare® IP核产品组合可满足各个市场上多种多样的处理、
内存、
连接和 安全性要求。

机器学习

人工感知

模式识别

深度学习

音频

语音

视觉

记忆
认知计算

人工智能功能

深度学习芯片的设计挑战

情境感知

起来，以便减少系统瓶颈。
对于受益于高度并行性及专用数据路径 元
素的自定义AI工作负载，新思科技的ASIP Designer工具可以实 现自
定义处理器和硬件加速器开发的自动化。

整合深度学习功能时，芯片设计人员会遇到专门处理、
内存架构、数
据连接性以及安全性等方面的特定要求，需要专门的处理来管 理面
向机器学习任务和深度学习任务的大量、
多变的计算强度。
为 了支持
新的、
复杂的人工智能模型，内存性能成为一项关键设计考 虑因素。
容量和带宽是训练时的主要关注点，而推理优化会产生不 规则的内
存访问挑战。
传感器（例如用于视觉的CMOS图像传感器）之间的实
时数据连接以及深度学习加速器成为关键组件。

内存性能

新思科技提供了多种内存IP核解决方案，以支持针对不同AI内存约束
（带宽、
容量、
缓存一致性）的高效架构。
最新的DDR IP解决了数据
中心AI 芯片的容量需求。
HBM2 IP解决了带宽瓶颈问题，同时提供 了
优化的每位内存访问片外皮焦（pJ，即picojoules）。
CCIX IP核支持高
速缓存一致性，具有面向AI异构计算的虚拟化内存功能，并且能 够减
少AI应用中的延迟。
各种嵌入式内存编译器能够支持高密度、低泄
漏、
高性能的片上SRAM选项（其中包括TCAM）和多端口内存。

通过尽量减少处理器与内存之间的数据移动，可以降低
功耗，这是 通过采用关键电源管理功能以及利用先进的
FinFET技术进行设计而得以实现的。

面向深度学习的DesignWare IP核所具有的
优势

实时数据连接

新思科技提供了与CMOS图像传感器、
麦克风和运动传感器之 间
可靠的连接，可用于包括视觉、
自然语言理解和情景感知在内 的
各种AI应用。
采用先进FinFET工艺技术的接口IP核产品组合能够
降低功耗，并支持一系列广泛使用的标准规范，例如MIPI、
USB/
DisplayPort、
HDMI、
PCI Express、
面向加速器的高速缓存一致性互
连（CCIX）、
以太网，等等。

专门处理

新思科技提供一系列嵌入式处理器，能够高效执行AI应用的

各种工作负载。
这包括用于标量、
矢量和神经网络处理的IP和工
具。
ARC® EV处理器集成了针对嵌入式视觉应用而优化的异构计算 元
件，其中包括卷积神经网络（CNN）。
ARC HS和EM处理器把RISC 和
DSP处理功能结合到一起，可以在性能、
功率和面积之间实现最 佳平
衡。
ARC的可扩展指令集架构能够让用户添加他们自己的指令 或硬
件，以便加速AI算法，并且能够将内存与处理器外设紧密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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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到芯片”连接性
•PCI Express
•CCIX

神经网络处理
•EV 处理器
•ASIP Designer

云连接性
•以太网

内存性能
•DDR/LPDDR
•HBM2
•嵌入式内存

视觉
•MIPI CSI-2
•MIPI D-PHY

音频
•USB
•PDM/I2S
•ARC 数据融合 P子系统

自然语言识别
•ARC 处理器

安全性
•tRoot 硬件安全模块
•安全协议加速器
•AES-XTS静态数据加密

传感器连接
•MIPI I3C
•ARC 传感器和控制IP子系统

无线传感器连接
•蓝牙 5
•802.15.4

面向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的DesignWare IP核

AI 芯片创新方法学

安全性

随着AI广泛运用于计算中，在系统各个层面也都开始需 要高级别
的安全性。
安全性是AI流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 分。
对AI系统、
其
数据以及通信的保护对于用户的安全和隐私至关重要，对于保护
企业投资也不可或缺。
DesignWare 安全IP产品组合包含具有信任根
（Root of Trust）的tRoot硬件安 全模块，可以作为一个或多个主机
处理器的帮助在可信执行环境(TEE）中提供多种安全性功能，其中
包括安全标识和身份验证、
安 全启动、
安全更新、
安全调试和密钥管
理。
DesignWare安全协议加 速器是多个高度集成的嵌入式安全解决
方案，具有高效的加密和 身份验证功能，可提供更高的性能、
易用性
和高级安全功能，例如 服务质量、
虚拟化和安全命令处理。
它们用于
保护AI模型并支持与 云端或其他设备之间的安全通信。
高性能AESXTS内核能够保护运 行时内存的静态数据（data-at-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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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环节。在针对非AI应用构建的芯片上实现时，视觉、语音识别和
其 他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算法都极其耗费资源（resource-starved）
。选 择和整合IP块明确地确定了AI 芯片的基线效率，这构成了AI 芯
片的“DNA”或性质。例如，引入自定义处理器或处理器阵列可以加
速AI应用中所需要的大规模矩阵乘法运算。
然而，培养设计的元素会影响各个部分如何在硬件中协同工作，或
者影响如何针对更有效、更优化的AI 芯片对IP核进行优化。优化、
测试及基准测量芯片的性能这一设计过程需要多种工具、服务和/
或专业知识来优化AI系统。借助于定制和优化在设计过程中对设计
进行 培育最终会决定芯片在市场中的成功。
要想设计出一套性能突出的芯片架构，需要采用各种工具、设计专
业知识和基准测试专业知识来改进功耗、性能和成本。设 计人员需
要各种创新方法学来加速其设计过程和芯片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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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神经网络中的资产对于保护企业和用户信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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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处理

ASIP Designer

Foundation Cores
(基础内核）
嵌入式内存和逻辑库

内存数据吞吐量

安全性

业界领先的工具，用于设计您自己的标量、矢量和深度学习处理器；部署硬件并行性 和
自定义数据路径，同时保持可编程性。
灵活的原始数学运算，包括“点积”
（‘dot product’），构成了专用AI处理器设计的 构
建模块，实现了多个领先的AI 芯片设计。

通过针对AI应用优化的各种嵌入式内存、TCAM、逻辑库和多端口内存解决方案，实现 高
效的片上内存配置；设计分析功能支持大型SRAM阵列，能够最大化本地内存。针对 密度
和泄漏的优化单元服务可实现富有竞争力的设计。

具有最低pJ/位内存访问功耗的高带宽功能解决了数据中心AI 芯片的关键瓶颈和冷却 成
本问题 。

HBM2/2e
DDR5

CXL 和 CCIX
实时数据连接

数据中心的AI训练

高速SerDes

PCI Express 5.0
tRoot HSMs
安全协议加速器
AES-XTS 内核

面向AI训练的最大可用容量；支持最新的DDR规范。

缓存一致性和虚拟化内存功能可实现AI异构计算并减少延迟；灵活的界面支持，可轻 松
与第三方或客户自己的连贯结构（coherent fabrics）相集 。
对于专有加速器互连，高速SerDes可在56G和112G条件下提供必要的吞吐量。

主机到加速器PCIe的最佳连接提供了高速功能，使AI加速器能够为即插即用互连做好 准
备；支持所有最新的PCIe功能，包括32GT/s，以实现最佳性能。
通过提供高安全级别的TEE来处理敏感数据和操作，从而管理SoC中的整体安全性。 其
功能包括安全启动、密钥管理、安全更新、安全调试/JTAG访问。硬件信任根中的权 限和
策略强制要求应用层客户端只能通过定义良好的API间接管理密钥。

提供高效的加密和身份验证，用于更新各种AI模型、进行安全通信，以及可选地用于保护芯
片中与外设之间传递的数据。
提供高性能AES-XTS加密/解密，以保护静态数据（内存保护)。

在数据中心、边缘服务器和小型蜂窝中的AI推理

专门处理

ASIP Designer
嵌入式内存和逻辑库

内存数据吞吐量

HBM2/2e
LPDDR5

CXL 和 CCIX
实时数据连接

安全性

PCI Express 5.0
Ethernet

tRoot HSMs
安全协议加速器
AES-XTS 内核

在数据中心、边缘服务器和小型蜂窝中的AI推理业界领先的工具，用于设计您自己的 标
量、矢量和深度学习处理器；部署硬件并行性和自定义数据路径，同时保持可编程 性。
包括RISC-V 预配置的设置。

通过各种嵌入式内存、逻辑库实现高效的片上内存配置，并针对AI应用进行了优化， 其
中包括能够降低功耗的近阈值电压选项，以及针对最先进设计的定制单元和阵列 开发。
具有最低pJ/位内存访问功耗的高带宽功能解决了AI 芯片的关键瓶颈。
支持低电压和高性能，降低功耗，同时满足AI 芯片的带宽需求。

缓存一致性和虚拟化内存功能可实现AI异构计算并减少延迟；灵活的界面支持，可轻 松
与第三方或客户自己的连贯结构（coherent fabrics）相集成。

高速功能使得 AI 加速器得到配置和优化，并为即插即用互连做好准备；支持所有最新 的
PCIe功能，包括32GT/s，以实现最佳性能。
以太网

通过提供高安全级别的TEE来处理敏感数据和操作，从而管理SoC中的整体安全性。 其
功能包括安全启动、密钥管理、安全更新、安全调试/JTAG访问。硬件信任根中的权 限和
策略强制要求应用层客户端只能通过定义良好的API间接管理密钥。
提供高效的加密和身份验证，用于更新各种AI模型、进行安全通信，以及可选地用于 保
护芯片中与外设之间传递的数据。
提供高性能AES-XTS加密/解密，以保护静态数据（内存保护 。）

4

嵌入式视觉处理器
专门处理

ARC 处理器
ASIP Designer

内存数据吞吐量

嵌入式内存和逻辑库

LPDDR4/4x 和 LPDDR5
MIPI CSI-2

实时数据连接

MIPI D-PHY
MIPI I3C

安全性

tRoot HSMs
Security Protocol
Accelerators
AES-XTS 内核

ARC传感器和控制IP核子
系统

ARC数据融合IP核子系统
ARC安全IP核子系统

在边缘进行推理

经过验证的嵌入式视觉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标量、矢量DSP和高性能CNN引擎，以及 一
套用于支持框架和映射工具的软件工具，以实现AI模型优化。

具有APEX扩展的标量和矢量处理功能，与紧密耦合的内存相结合，实现AI加速并解决 关
键的深度学习瓶颈问题。
业界领先的工具，用于设计您自己的标量、矢量和深度学习处理器；部署硬件并行性 和
自定义数据路径，同时保持可编程性。

通过各种嵌入式内存、逻辑库、近阈值电压选项实现高效的片上内存配置，能够降低 功
耗；设计分析功能可以支持大型SRAM阵列，以实现本地内存最大化。
支持最新的LPDDR4/4x和LPDDR5标准，实现最低接口电压，实现低功耗AI推理。

完整的机器视觉相机解决方案；支持多个图像像素接口，以合并多个数据流；1至8个 RX
数据通道，具有D-PHY协议接口（PPI)。
直接CMOS图像传感器连接；支持2.5Gbps/通道的v1.2规范；可以用于多种工艺，包括
FinFET。

用于情境感知或其他深度学习应用的多传感器集成；向后兼容I2C从器件，数据速率最 高
可达到33.4 Mbps；支持主配置或从配置。
通过提供高安全级别的TEE来处理敏感数据和操作，从而管理芯片中的整体安全性。 其
功能包括安全启动、密钥管理、安全更新、安全调试/JTAG访问。硬件信任根中的权 限和
策略强制要求应用层客户端只能通过定义良好的API间接管理密钥。
提供高效的加密和身份验证，用于更新各种AI模型、进行安全通信，以及可选地用于 保
护芯片中与外设之间传递的数据。
提供高性能AES-XTS加密/解密，以保护静态数据（内存保护）。

DesignWare ARC子系统，用于专门处理、内存性能和实时数据连接

经过预先验证的紧密集成（内存和外设）子系统，通过AI专用硬件加速器（即传感器融合、电机控制）显著节省功耗 。

用于AI触发功能的高效、低功耗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语音和手势识别、人脸检测；紧密耦合的PDM和I2S外设简化了 外
部音频设备的集成；音频处理库为AI音频应用程序提供了构建块 。
该解决方案用于保护高价值目标免受各种恶意攻击；高性能加密技术能够保护与云端的AI通信；防篡改功能可保护 AI
边缘设备免受本地攻击。

用于软件开发、验证和基准测试的工具

新思科技公司的基础IP核产品组合包含有一个HPC设计套件，它是
一组逻辑库单元和内存，已经在先进节点上与EDA工具进行了共同
优化，可以推进任何设计的PPA包络（envelope）；
此外，该设计套件
也针对支持AI的设计进行了优化。

为了培育设计实现，设计人员需要各种先进的仿真和原型设计解 决
方案，例如新思科技公司提供的此类解决方案，以支持早期软件 开
发、
性能验证以及 -- 最重要的是 -- 架构优化。
这些工具正在AI中 得到
日益频繁的采用，其原因也是由于设计的不成熟性和复杂性。

除了提供经过流片验证的、
能够实现卓越PPA的丰富产品组合之 外，
新思科技还支持对所有IP核产品（title）进行定制，以满足个性化 设
计需求，从而使得这套产品比任何其他产品更具灵活性。

要想轻松、
快速地应对不同AI图进行基准测试，需要具备相关的专
业技能和成熟的工具链。
手工编写这些图形用于基准测试活动可 能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要想了解芯片设计是否能够提供所需价值，
这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依靠DeisgnWare ARC EV等处 理器（
它们具有多种工具对这些图形进行有效、
快速的基准测试）
，可以加
快系统设计，确保满足您的要求。

前端设计服务可以利用经验丰富的设计人员所提供的预先构建的 AI
芯片的验证环境。因此，设计服务工作以及设计第二代及后代 芯片
组的企业可以优先将产品投入市场。
设计人员可以依赖新思科技公
司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专家的知识，将 其作为加快产品上市速度的有
效途径，从而解放内部设计团队，让 他们专注于差异化芯片的功能。

专业知识、服务和定制

接口IP核固化为低功耗和低面积实现提供了额外的优化路径。
固化
的IP核能够在芯片上为宝贵的片上SRAM和处理器组件腾出空间，以
期获得更好的AI性能，并改进PCIe、
USB和DDR等IP核权利的PPA。

借助于新思科技公司提供的定制服务，一套有针对性的嵌入式内 存
可以帮助设计人员解决高密度、
低漏电方面的挑战。
支持近阈值逻辑库的其他服务可以实现能量收益功能，从
而显著 降低AI加速器的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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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esignWare IP

新思科技是面向芯片设计的高质量、
经过流片验证的IP核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
其广泛的DesignWare IP核产品组合包括 逻辑库、
嵌入式内存、
嵌入式测试、
模拟 IP、
有线和无线接口IP、
安全 IP、
嵌入式处理器 以及 子系统。
为了加速原型设计、
软件开发以及将IP核
集成到芯片中，新思科技公司的 IP 加速计划 提供了 IP 原型设计工具包、
IP软件开发工具包和 IP 子系统。新思科技公司在IP核质量、
全面技术支持和强大的IP开发方法方面的广泛投资能够让设计人员降低集成风险并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有关DesignWare IP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ynopsys.com/design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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