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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eface 

1.1 Revision History 

Date Version   Author Change Summary 

Sep 29, 2017 0.1 Bob Hu Initial version 

Oct 10, 2017 0.2 Bob Hu Replaced the Figure 2-5, 2-6, 2-7 

Oct 12, 2017 0.3 

Bob Hu  Fixed a minor typo in section 2.2.2, replace the “spike 
-version” to “spike -h” 

 Fixed a minor typo in section 2.4, replace the “make 
regress” to “make regress_run” 

 Replaced the e204 core to e205 core in chapter 5 
benchmark results 

Jan 17, 2018 0.4 

Bob Hu  Update GCC version from 6.x to latest 7.x 
 Fixed some typos 
All of the changes are edited with track mode to easy readers to 
check it. 

Feb 21,2018 0.5 
Bob Hu 更新中文书书名为《手把手教你设计 CPU：RISC-V 处理器》

《RISC-V 架构与嵌入式开发入门指南》 

  
 

 

  
 

 

  
 

 
 

注意： 

 本文档对蜂鸟处理器核以及 RISC-V 指令集架构的介绍尚不够详细，我们将出版中文书籍《手把

手教你设计 CPU：RISC-V 处理器》中对其进行深入浅出地系统讲解。感兴趣的用户可以自行搜

索此书。 

 本文档对 SoC 的各外设的介绍尚不够详细，我们将出版中文书籍《RISC-V 架构与嵌入式开发入

门指南》中进行深入浅出的系统讲解。感兴趣的用户可以自行搜索此书。 

  

带格式的: 列出段落, 项目符号 +
级别: 1 + 对齐位置:  0 厘米 +
缩进位置:  0.74 厘米

带格式的: 字体: +西文正文, 10
磅, 字体颜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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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 Verilog 仿真测试 

 
 
 

 
 
 

本章将介绍开源 E200 平台如何运行 Verilog 仿真测试平台。 

2.1  E200 项目的代码层次结构 

 

图 2-1 蜂鸟 E200 Github 网址 

蜂鸟 E200 的平台托管于著名网站 Github。E200 的项目网址为

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 如图 2-1 所示。 

 

 

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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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网址的 e200_opensource 目录下，文件的层次结构如下所示。 

 

e200_opensource 

 |----rtl     // 存放 RTL 的目录 

  |----e203    // E203 核和 SoC 的 RTL 目录 

   |----general  // 存放一些公用的通用 RTL 代码 

   |----core   // 存放 e203 Core 的 RTL 代码 

   |----fab   // 存放总线 bus fabric 的 RTL 代码 

   |----subsys  // 存放完整子系统顶层的 RTL 代码 

   |----mems   // 存放 memory 模块的 RTL 代码 

   |----perips  // 存放外设 peripherals 模块的 RTL 代码 

   |----debug  // 存放 debug 相关模块的 RTL 代码 

   |----fpga   // 存放 FPGA 实现的 RTL 代码 

 |----tb     // 存放 Verilog TestBench （测试平台）的目录 

  |----tb_top.v    // 简单地 Verilog TestBench 顶层文件 

 |----vsim     // 运行仿真的目录 

  |----bin    // 存放脚本的文件夹子  

  |----Makefile    // 运行的 Makefile 

  |----run    // 运行目录 

 |----fpga     // 存放 FPGA 项目和脚本的目录 

 |----riscv-tools   // 存放所需 riscv-tools 的目录 

  |----riscv-fesvr  // 用于编译指令模拟器 Spike 的源代码 

  |----riscv-isa-sim  // 用于编译指令模拟器 Spike 的源代码 

  |----riscv-tests  // 存放一些测试用例的目录 

 |----doc     // 保存文档的目录 

 |----README.md   // 说明文件 

 

rtl 目录下包含了大量的源代码，主要为目前的若干 Core 的 Verilog RTL源代码，譬如 E203，和配套

的 SoC组件文件。每个Core的有一个专属的文件夹目录存放期Verilog RTL源代码，有关E201/E203/E205

核的区别请参见文档《Hummingbird_E200_Series_Core_SoC_Introduction.pdf》。配套的 SoC 的信息和代码

分析请参见下一章。 

2.2  E200 项目的测试用例（Self-Check TestCase） 

上节中所述的 riscv-tools 与 RISC-V 架构正式维护的 riscv-tools 项目同名（Github 网址

https://github.com/riscv/riscv-tools）。正式维护的 riscv/riscv-tools 目录下包括了所有的 RISC-V 所需的软件

工具，其中主要是 GNU ToolChain（源文件超过 1G，因此下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 e200_opensource 目录（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下的 riscv-tools 目录仅仅包

含编译 Spike 所需的源代码和 riscv-tests，我们放置该目录于此是因为正式维护的 riscv/riscv-tools 在不断

的更新，而 e200_opensource 下的 riscv-tools 仅需用于支持运行自测试用例（Self-Check TestCase），因此

无需使用最新版本，并且进行了适当的修改（譬如，在 riscv-tests 里面添加了更多的测试用例和生成更多

的 log 文件），同时还去除了 GNU ToolChain，使得文件夹的大小很小，方便用户快速的下载使用。 



- 7 - 

2.2.1 riscv-tests 自测试用例 

所谓自测试用例（Self-Check Testcase）是一种具备自我检测运行成功还是失败的测试程序。riscv-test

是由 RISC-V 架构开发者维护的项目，这里面有一些测试处理器是否符合指令集架构定义的测试程序

（https://github.com/riscv/riscv-tests/tree/master/isa），这些测试程序均由汇编语言编写。 

这些汇编测试程序里面用某些宏定义组织成程序点，测试指令集架构中定义的指令，如图 2-2 所示，

测试 add 指令（源代码文件为 isa/rv64ui/add.S），通过让 add 指令执行两个数据的相加（譬如 0x0000003

和 0x00000007），设定它期望的结果（譬如 0x0000000a）。然后使用比较指令加以判断，假设 add 指令的

执行结果的确与期望的结果相等则程序继续执行，假设与期望的结果不想等则程序直接使用 jump 指令跳

到 TEST_FAIL 地址。假设所有的测试点都通过了，则程序一直执行到 TEST_PASS 地址。 

 

图 2-2 riscv-tests 测试用例 add.S 片段 

在 TEST_PASS 的地址，程序将设置 x3 寄存器的值为 1，而在 TEST_FAIL 的地址，程序将 x3 寄存

器的值设置为非 1 值。因此最终可以通过判断 x3 的值来界定程序的运行结果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2.2.2 编译 ISA 自测试用例 

riscv-tests 中的这些指令集架构（ISA）测试用例都是使用汇编语言编写，为了在仿真阶段能够被处

理器执行，需要将这些汇编程序编译成二进制代码。在 e200_opensource 的以下目录（generated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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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已经预先上传了一组编译成的可执行文件和反汇编文件，以及能够被 Verilog 的 readmemh 函数读入

的文件。 

 

e200_opensource  

 |----riscv-tools   // 存放所需 riscv-tools 的目录 

  |----riscv-tests  // 存放一些测试用例的目录 

   |----isa 

    |----generated      // 编译好的 tests 文件夹 

     |----rv32ui-p-addi    // 编译出的 elf 文件 

     |----rv32ui-p-addi.dump  // 反汇编文件  

     |----rv32ui-p-addi.verilog // 可被 Verilog 的 readmemh 

            // 函数读入的文件 

     …… 

 

反汇编文件（譬如 rv32ui-p-addi.dump）的内容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反汇编文件内容片段 

 

Verilog 的 readmemh 函数能够读入的文件（譬如 rv32ui-p-addi.verilog）内容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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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Verilog 的 readmemh 函数可读入文件内容片段 

用户如果修改了汇编程序的源代码需要重新编译，在以下文件目录下可运行以下命令，编译出的文

件将被重新生成在 e200_opensource/ riscv-tools/ riscv-tests/isa/generated 目录中。 

 

// 步骤一：准备好自己的电脑环境，可以在公司的服务器环境中运行，如果是个人用户，推荐如下配置： 

  （1）使用 VMware 虚拟机在个人电脑上安装虚拟的 Linux 操作系统。 

  （2）由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版本众多，推荐使用 Ubuntu 16.04 版本的 Linux操作系统 

  有关如何安装 VMware 以及 Ubuntu操作系统本文不做介绍，有关 Linux 的基本使用本文 

  也不做介绍，请用户自行查阅资料学习。 

 

// 步骤二：为了防止后续步骤中出现错误，预先最好将很多工具包先安装在 Ubuntu 16.04 系统中，使用如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conf automake autotools-dev curl device-tree-compiler  

 libmpc-dev libmpfr-dev libgmp-dev gawk build-essential bison flex texinfo  

 gperf libtool patchutils bc zlib1g-dev 

 

 

// 步骤三：将 e200_opensource项目下载到本机 Linux 环境中，使用如下命令：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git 

  // 经过此步骤将项目克隆下来，本机上即可具有如前文所述完整的 e200_opensource 目 

  // 录文件夹，假设该目录为<your_e200_dir>，后文将使用该缩写指代。 

 

 

// 步骤四：由于编译汇编程序需要使用到 GNU 工具链，假设使用完整的 riscv-tools来自己编译 GNU 工具链则费
时费力，因此本文推荐使用预先已经编译好的 GCC工具链。用户可以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UbBlVchttp://pan.baidu.com/s/1eSD0COM 下 的 “ RISC-V Software 

Tools/RISC-V_GCC_201801_Linux ” 目 录 下 载 压 缩 包

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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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u-mcu-eclipse-riscv-none-gcc-7.2.0-2-20180111-2230-centos64.tgzriscv32_unkown_elf_g

cc6.1.0.tar.gz，然后按照如下步骤解压使用。（注意： 上述链接网盘上的工具链可能会不断更新，用户请注意自
行判断使用最新日期的版本，下列步骤仅为特定版本的示例）。  

 

cp 

gnu-mcu-eclipse-riscv-none-gcc-7.2.0-2-20180111-2230-centos64.tgzriscv32_unkown_elf_g

cc6.1.0.tar.gz ~/ 

  // 将压缩包拷贝到用户的根目录下  

   

cd ~/ 

tar -xzvf 

gnu-mcu-eclipse-riscv-none-gcc-7.2.0-2-20180111-2230-centos64.tgzriscv32_unkown_elf_g

cc6.1.0.tar.gz 

  // 进入根目录并解压该压缩包，解压后可以看到一个生成的 gnu-mcu-eclipse 文件夹 

 

cd <your_e200_dir>/ 

  // 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的目录文件夹 

 

mkdir -p ./riscv-tools/prebuilt_tools/prefix/bin 

  // 在 e200_opensource 目录下创建上述这个 bin 目录 

 

cd ./riscv-tools/prebuilt_tools/prefix/bin/ 

  // 进入到这个新建的 bin 目录下 

 

ln -s 

~/gnu-mcu-eclipse/riscv-none-gcc/7.2.0-2-20180111-2230/binriscv32_unkown_elf_gcc6.1.0

/bin/* . 

  // 将用户根目录下解压压缩包中 bin 目录下的所有可执行文件作为软链接链接到 

  // 该./riscv-tools/prebuilt_tools/prefix/bin/目录下 

 

 

// 步骤五：在接下来的步骤中可能会出现如下错误： 

 "Syntax error:Bad fd number" 

// 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在 Ubuntu 16.04 中， /bin/sh 被链接到了/bin/dash 而不 

// 是 /bin/bash. 如果果真如此，可以用以下命令进行修改： 

 sudo mv /bin/sh /bin/sh.orig 

 sudo ln -s /bin/bash /bin/sh 

 

 

// 步骤六：使用如下命令编译出 Spike（指令模拟器）和 riscv-tests： 

 

cd <your_e200_dir>/riscv-tools 

  // 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下的 riscv-tools 文件夹 

 

./build-e200-spike-rvtests.sh 

  // 运行该脚本将编译出指令模拟器 Spike 和 riscv-tests。 

  // 如果运行该步骤没有出现错误，那么一个可执行文件 spike 将被生成在 

  // <your_e200_dir>/ riscv-tools/prebuilt_tools/prefix/bin/ 目录下， 

  // 一些相关的库文件也 

  // 将被生成在<your_e200_dir>/riscv-tools/prebuilt_tools/prefix/  

  // 目录下。 

  // 可以通过在<your_e200_dir>/riscv-tools/prebuilt_tools/prefix/bin/  

  // 目录下运行“spike -h” 来确认此 spike 是否能够被正确执行。 

 

 

// 步 骤 七 ： 在 以 下 文 件 目 录 下 可 运 行 以 下 命 令 ， 编 译 出 的 文 件 将 被 重 新 生 成 在 e200_opensource/ 

riscv-tools/riscv-tests/isa/generated 目录中。 

 e200_opensource  

  |----riscv-tools    

   |----riscv-tests   

    |----isa   // 在该目录下运行命令 source regen.sh 

     |---- regen.sh  

注意：如果用户没有修改任何的汇编 test的源代码，直接运行此”source regen.sh”时，Makefile 认为没

有更新，什么都不用做（显示”make: Nothing to be done for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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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修改了代码，譬如：假设用户修改了上文中提到的 isa/rv64ui/add.S 汇编测试代码（必须同时也更
新 isa/rv32ui/add.S 代码，譬如随便添加一个空格，否则 Makefile 的依赖关系无法追踪间接 include 的源代
码改动），那么运行”source regen.sh”后，在 generated 目录下的相关 rv32ui-p-addi*文件将会被重新生成。 

  

带格式的: 字体: (默认) Courier
New, (中文) 方正细黑一简体, 小
五, 加粗, 字体颜色: 黑色, 升
高量  1 磅, 字距调整8 磅

带格式的: 字体: (默认) Courier
New, (中文) 方正细黑一简体, 小
五, 加粗, 字体颜色: 黑色, 升
高量  1 磅, 字距调整8 磅

带格式的: 字体: 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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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200 项目的测试平台（TestBench） 

在 e200_opensource 的如下目录已经创建了一个简单的由 Verilog 编写的 TestBench 测试平台。 

 

e200_opensource 

 |----tb     // 存放 Verilog TestBench （测试平台）的目录 

  |----tb_top.v    // 简单地 Verilog TestBench 顶层文件 

 

在测试平台中主要的功能如下： 

 例化 DUT 文件，生成 clock 和 reset 信号。 

 根据运行命令解析出测试用例的名称， 并使用 Verilog 的 readmemh 函数读入相应的文件（譬如

rv32ui-p-addi.verilog）内容，然后使用文件中的内容初始化 ITCM（由 Verilog 编写的二维数

组充当行为模型），如图 2-5 所示。 

 在运行结束后分析该测试用例是否执行成功，在 Testbench 的源文件中对 x3 寄存器的值进行判

断，如果 x3 的值为 1，则意味着通过，向终端上将打印 PASS 字样，否则将打印 FAIL 字样。如

图 2-6 所示。  

 

 

图 2-5 使用 Verilog 的 readmemh 函数读入文件初始化 I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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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Testbench 中打印测试用例的结果 

2.4  在 Verilog TestBench 中运行测试用例 

假设用户想使用 E200 源代码运行基于 Verilog 的仿真测试程序，可以使用如下步骤进行。 

 

// 步骤一：准备好自己的电脑环境，可以在公司的服务器环境中运行，如果是个人用户，推荐如下配置： 

  （1）使用 VMware 虚拟机在个人电脑上安装虚拟的 Linux 操作系统。 

  （2）由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版本众多，推荐使用 Ubuntu 16.04 版本的 Linux操作系统 

  有关如何安装 VMware 以及 Ubuntu操作系统本文不做介绍，有关 Linux 的基本使用本文 

  也不做介绍，请用户自行查阅资料学习。 

 

 

// 步骤二：将 e200_opensource项目下载到本机 Linux 环境中，使用如下命令：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git 

  // 经过此步骤将项目克隆下来，本机上即可具有如前文所述完整的 e200_opensource 目 

  // 录文件夹，假设该目录为<your_e200_dir>，后文将使用该缩写指代。 

 

 

// 步骤三：编译 RTL代码，使用如下命令： 

   

cd <your_e200_dir>/vsim 

  // 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文件夹下面的 vsim 目录。 

  

make install CORE=e203 

  // 运行该命令指明需要为 e203 进行编译，该命令会在 vsim 目录下生成一个 install 

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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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子文件夹，在其中放置所需的脚本，且将脚本中的关键字设置为 e203。 

  // 如果需要为其他型号的 core 进行设置，则仅需更改 CORE 的参数。譬如假设设置需要编 

  // 译的 Core 型号为 e225fd，则使用命令 make install CORE=e225fd 

 

make compile  

  // 编译 Core 和 SoC 的 RTL 代码 

  // 注意：在此步骤之中，编译 Verilog 代码需要使用到仿真器工具，在 github 上的 Makefile 

  // 中使用的是免费的 iverilog 工具，如果需要使用商业 EDA 的用户需要自行修改 Makefile 中的 

  // 内容，如图 2-2 所示。 

  // 对于免费的 iverilog 工具如何安装请用户在互联网上自行搜索。 

 

 

// 步骤四：运行默认的一个 testcase（测试用例），使用如下命令： 

make run_test 

  // 注意：在此步骤中，运行仿真需要使用仿真器工具，在 github 上的 Makefile 中此部分空缺， 

  // 实际运行的是”echo PASS”命令打印一个虚假的 PASS 到 log 文件中。用户需要使用真 

  // 正的仿真器运行仿真得到真实的运行结果, 如图 2-7 所示。 

  // 注意：make run_test 将执行 e200_opensource/ riscv-tools/ 

  // riscv-tests/isa/generated 目录中的一个默认 testcase，如果希望运行所有的 

  // 回归测试，请参见步骤五。 

 

 

// 步骤五：运行回归（regression）测试集，使用如下命令： 

make regress_run CORE=e203 

  // 注意：这使用 e200_opensource/ riscv-tools/riscv-tests/isa/generated 

  // 目录中 E203 Core 的 testcases，逐个的运行 testcase。 

  // 如果需要为其他型号的 core 运行回归测试，则仅需更改 CORE 的参数。譬如假设设置需 

  // 要运行回归测试的 Core 型号为 e225fd，则使用命令 make regress_run CORE=e225fd 

 

 

// 步骤六：查看回归测试结果： 

make regress_collect CORE=e203 

  // 该命令将收集步骤五中运行的测试集的结果，将打印若干行的结果，每一行对应一个测 

  // 试用例，如果那个测试用例运行通过，那一行则打印的 PASS，如果运行失败，那一行则 

  // 打印的 FAIL。如图 2-8 所示。 

  // 如果需要为其他型号的 core 收集回归测试结果，则仅需更改 CORE 的参数。譬如假设设 

  // 置需要收集回归测试结果的 Core 型号为 e225fd，则使用命令 

  // make regress_collect CORE=e225fd 

 

 

 图 2-7 编译工具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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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运行回归测试的结果示例 

注意，以上的回归测试只是运行 riscv-tests 中提供的非常基本的自测试汇编程序，并不能达到充分验

证处理器核的效果，因此如果用户修改了处理器的 Verilog 源代码而仅仅运行以上的回归测试将无法保证

处理器的功能完备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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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现 SoC 平台 

 
 

 

 

对于一个处理器核，还需要配套的 SoC 才能具备完整的功能，本章将介绍一款开源的 Freedom E310 

SoC，并介绍蜂鸟 E200 开源处理器如何配套使用该 SoC 进行工作。  

3.1  Freedom E310 SoC 简介 

Freedom E300 平台由 SiFive 公司推出（SiFive 公司是由伯克利大学发明 RISC-V 架构的几个主要发

起人创办的商业公司）。 

Freedom Everywhere E310-G000 （简称 Freedom E310）是使用 Freedom Everywhere E300 平台配置出

的一款特定配置的 SoC，并且 SiFive 将此 SoC 的代码完全开源，用户可以在 Github 上

（https://github.com/sifive/freedom）下载其源代码。Freedom E310 SoC 基于 Rocket Core，架构配置为

RV32IMAC 架构，配备 16KB 的指令 Cache 与 16KB 的数据 SRAM （Scratchpad），硬件乘除法器，调

试（Debug）模块，丰富的外设如 PWM、UART、SPI 等，其结构框图如图 3-1 所示。 

基于 Freedom E310 SoC（增加一些模拟电路模块后），SiFive 公司使用 TSMC CL018G 180nm 工艺

成功流片（Tapeout）生产出实际芯片，能够运行到 320MHz 以上的主频。并且，基于此芯片 SiFive 公司

开发制造了一款信用卡大小的硬件开发板 HiFive1，如图 3-2 所示。HiFive1 开发板是目前市场上最早在

售硬件开发板，已经被很多 RISC-V 的爱好者与公司使用。据称开售后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便在全球范围内

售出数千块之多，而中国大陆是销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畅销地。 

https://github.com/sifive/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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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Freedom 310 SoC 结构图 

 

 
图 3-2 HIFIVE 开发板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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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SIRV-E200-SoC 简介 

3.2.1 SIRV-E200-SoC 组成结构 

本节仅对 SoC 进行简述，请参见 e200_opensource/doc 目录下的

HBird_OpenSource_MCU_SoC_Spec.pdf 文档了解 SoC 的详情。 

Freedom E310 是一款非常优秀的 SoC，非常感谢 SiFive 公司将其开源。E200 项目也是以 Freedom 

E310 SoC 为蓝本，在其基础上做了如下主要修改： 

 将其中的 Rocket Core 替换成为蜂鸟 E200 处理器核系列 

 将其使用的 TileLink 总线（一种伯克利自定义的总线）替换成为蜂鸟 E200 处理器使用的 ICB 总

线（Internal Chip Bus 为 E200 项目自定义内部总线，关于此总线介绍见后文）。 

注意：虽然对原 SoC 的总线进行了修改，但是总线的地址分配表仍然完全与原始的 Freedom E310 

SoC 一致，如表 3-1 所示。因此从软件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修改后的 SoC（虽然使用的是蜂鸟

E200 处理器核系列）与原始的 Freedom E310 几乎完全兼容，软件可以很方便移植运行。 

 保留了所有的其他系统 IP，譬如 UART，SPI，PWM 等等，但是直接使用其可综合的 Verilog 代

码，无需使用 Chisel 进行编译转换。 

表 3-1 SIRV-E200-SoC 地址分配表 

总线分组 组件 地址区间 描述 

Core 直属 CLINT 
0x0200_0000 ~ 0x0200_FFFF Core Local Interrupt 

Controller 模块寄存器地址

区间 

PLIC 
0x0C00_0000 ~ 0x0FCFF_FFFF Platform Level Interrupt 

Controller 模块寄存器地址

区间 

ITCM 
0x8000_0000 ~ 取决于 ITCM 配置大小 ITCM 地址区间 

DTCM 
0x9000_0000 ~ 取决于 DTCM 配置大小 DTCM 地址区间 

系统存储总线接口 Debug 

Module 

0x0000_0000 ~ 0x0000_0FFF 注意：Debug Module 主要

用于调试器使用，普通软件

程序不会使用此区间 

Mask-ROM 0x0000_1000 ~ 0x0000_1FFF 注意：e200 项目由于是

FPGA 原型，因此

Mask-ROM 代码为一行为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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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Chip 

QSPI0 Flash 

Read 

0x2000_0000 ~ 0x3FFF_FFFF 详见下一节 

 

On-Chip OTI 

Read 

0x0002_0000 ~ 0x0003_FFFF 注意：e200 项目由于是

FPGA 原型，并未实际提供

OTP 模块，仅分配了此地

址连接一空模块。  

外部存储

（sysmem） 

0x8000_0000 ~ 0xFFFF_FFFF 

（如果配置了 ITCM 和 DTCM，在此需

要去除其二者空间） 

详见下一节 

注意：E200 并未使用此接

口，将其悬空接零 

私有设备总线接口 

（总区间为 

0x1000_0000 ~ 

0x1FFF_FFFF） 

Always-On 0x1000_0000 ~ 0x1000_7FFF Always-on 模块包含 PMU，

RTC，WatchDog。详见下

一节。 

PRCI 0x1000_8000 ~ 0x1000_8FFF Power, Reset, Clock, 

Interrupts (PRCI) 模块， 

注意：e200 项目由于是

FPGA 原型，并未实际提供

此模块，仅分配了此地址连

接一空模块。 

OTP        0x1001_0000 ~ 0x1001_0FFF 注意：e200 项目由于是

FPGA 原型，并未实际提供

此 OTP 模块，仅分配了此

地址连接一空模块。 

GPIO       0x1001_2000 ~ 0x1001_2FFF   详见下一节 

UART0      0x1001_3000 ~ 0x1001_3FFF 详见下一节 

QSPI0      0x1001_4000 ~ 0x1001_4FFF 详见下一节 

PWM0       0x1001_5000 ~ 0x1001_5FFF 详见下一节 

UART1      0x1002_3000 ~ 0x1002_3FFF 详见下一节 

QSPI1      0x1002_4000 ~ 0x1002_4FFF 详见下一节 

PWM1       0x1002_5000 ~ 0x1002_5FFF 详见下一节 

QSPI2      0x1003_4000 ~ 0x1003_4FFF 详见下一节 

PWM2       0x1003_5000 ~ 0x1003_5FFF  详见下一节 

外部设备

（sysper）  

0x1100_0000 ~ 0x11FF_FFFF 详见下一节 

注意：E200 并未使用此接

口，将其悬空接零 

快速 IO 接口 

 

 0xF000_0000 ~ 0xFFFF_FFFF 注意：E200 并未使用此接

口，将其悬空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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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用户理解区别，本文将“修改后的 SoC（使用的是蜂鸟 E200 处理器核系列）”称之为

“SIRV-E200-SoC”。SIRV-E200-SoC 结构如图 3-3 所示。  

系统存储总线

MROM

Debug 

模块

                               E200系列处理器核

M
M

DTCM

ITCM

M

QSPI-
Flash

存储读

OTP

存储读

快速

IO接口

其他系统

存储接口

私
有
设
备
总

线

PRCI

GPIO

OTP

QSPI0

其他系统设备接口

UART0

UART1

QSPI1

QSPI2

GPIO

PWM2

PWM1

PWM0

Always-
On 

Domain

M M

外部DTCM接口

外部ITCM接口

协处理器

EAI协处理器接口

CLINTPLIC

JTAG接口

Main 
Domain

 
图 3-3 SIRV-E200-SoC 结构图 

 

SIRV-E200-SoC 中主要的模块介绍如下： 

 Clocks： 

整个 SoC 从时钟域（Clock Domains）上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主体部分（Main Domain），

和电源常开部分（Always-on Domain）。其中的 Main Domain 使用高速的时钟，而 Always-on 

Domain 使用低速的时钟。 

注意：由于 SIRV-E200-SoC 原型是在 FPGA 上实现的原型平台，因此其并没有原 Freedom 

E310 SoC 文档中提及的 Clock Generation 模块（包含了 ASIC 工艺的 PLL 模块等），而是使

用了 FPGA 提供的 Clock 和 Reset 生成 IP，相关信息会在下一节加以论述。 

 CLINT： 

全称为 Core-Local Interrupt Controller （处理器核局部中断控制器），主要实现 RISC-V 架

构手册中规定的标准计时器（Timer）和软件中断功能。 

 PLIC： 

全称为 Platform-Level Interrupt Controller （平台中断控制器），主要实现 RISC-V 架构手册

中规定的 PLIC 功能，该 PLIC 能够支持多个中断源，并且每个中断可以配置中断优先级。PLIC

的中断来源如表 3-2 所示，包括 UART、SPI、GPIO 等等。所有的这些中断经过 PLIC 仲裁后，

生成一根最终的中断信号通给处理器核作为其外部中断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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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AG： 

标准（1149.1）JTAG 连接模块用于连接系统外部调试器（Debugger）与内部的调试模块

（Debug Module）。 

 Debug Module： 

调试模块，用于支持外部 JTAG 通过该模块调试处理器核，是的处理器核能够通过 GDB 对

其进行交互式调试，譬如设置断点，单步执行等调试功能。 

 Quad-SPI Flash： 

专用于连接外部 Flash 的 Quad-SPI（QSPI）接口。指令和数据均可以存储于外部的 Flash 之

中，并且该 QSPI 接口还可以被软件配置成为 eXecute-In-Place 模式，在此模式下，Flash 可以被

当作一段只读区间直接被当做内存读取。在默认上电之后，QSPI 即处于该模式之下，由于

Flash 掉电不丢失的特性，因此可以将系统的启动程序存放于外部的 Flash 中，然后处理器核通

过 eXecute-In-Place 模式的 QSPI 接口直接访问外部 Flash 加载启动程序启动。 

 GPIO： 

全称为 General Purpose I/O，用于提供一组 32 I/O 的通用输入输出接口。每个 I/O 可用被软

件配置为输入或者输出，如果是输出可以设置具体的输出值。每个 I/O 还可以被配置为 IOF

（Hardware I/O Functions），也就是将 I/O 供 SoC 内部的其他模块复用，譬如 SPI，UART，

PWM 等等。GPIO 的 32 个 I/O 被 SoC 内部模块的复用分配如表 3-3 所示，其中每个 I/O 均可以

供两个内部模块复用，软件可以通过配置每个 I/O 使其选择 IOF0 或者 IOF1 来选择信号来源。

另外，每个 GPIO 的 I/O 均作为一个中断源连接到 PLIC 的中断源上。 

 QSPI： 

除了上述专用于 Flash 的 QSPI 接口之外，SoC 还有两个独立的 QSPI 接口控制器。一个 QSPI

使用四个片选信号（Chip Selects），一个 QSPI 使用一个片选信号。两个 QSPI 均使用 GPIO 的

IOF 功能与外界通信。 

 UART： 

全称为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异步接收-发射器）。SoC 有两个

独立的 UART，两个 UART 均使用 GPIO 的 IOF 功能与外界通信。 

 PWM： 

全称为 Pulse-Width Modulator（脉宽调节器）。SoC 有三个独立的 PWM，其中两个是 16

比特的精度，另外一个是 8 比特的精度。 

 WatchDog： 

全称为 Watch Dog Timer（看门狗计数器），该计数器位于 Always-on Domain 中，因此使用

低速时钟进行计数，并且可以通过配置其计数的目标值产生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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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C： 

全称为 Real-Time Counter（实时计数器），该计数器位于 Always-on Domain 中，因此使用

低速时钟进行计数，并且还能产生中断。 

 PMU： 

全称为 Power Management Unit（电源管理单元），用于控制 SoC 的电源管理。整个 SoC 除

了 WatchDog、RTC、PMU 等模块处于 Always-on Domain 之外，其他 Main Domain 可以在 PMU

的控制下被置于断电状态以节省功耗，或者重新唤醒等等。 

 

表 3-2 PLIC 的中断分配 

 

PLIC 源中断号 来源 

0 预留为表示没有中断 

1 wdogcmp 

2 rtccmp 

3 

4 

uart0 

uart1 

5 

6 

7 

qspi0 

qspi1 

qspi2 

8 

…… 

39 

gpio0 

…… 

gpio31 

40 

…… 

43 

pwm0cmp0 

…… 

pwm0cmp3 

44 

…… 

pwm1cmp0 

…… 

带格式的: 字体: 小四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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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pwm1cmp3 

48 

…… 

51 

pwm2cmp0 

…… 

pwm2cmp3 

 

 

表 3-3 GPIO 的接口分配 

 

以上仅对每个模块功能进行简述，由于上述外设模块重用自 Freedom E310 SoC 且软件完全兼容，

用户可以参阅 Freedom E310 SoC 的技术文档了解其细节。为了方便用户查看，Freedom E310 的相关文

档也在也在 e200_opensource 文档目录（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doc）目录下存储

了一份，分别为 SiFive-E300-platform-reference-manual-v1.0.1.pdf 与

SiFive-E310-G000-manual-v1.0.1.pdf，其中有对每个模块的详细功能描述与详细配置寄存器描述供用户

参阅。 

3.2.2 SIRV-E200-SoC 代码结构 

SIRV-E200-SoC 的代码结构如下所示。 

e200_opensource 

 |----rtl     // 存放 RTL 的目录 

  |----e203    // E203 核和 SoC 的 RTL 目录 

   |----general  // 存放一些公用的通用 RTL 代码 

   |----core   // 存放e203 Core的RTL代码，列举主要模块如下，全部模块参见Github 

    |----config.v    // 参数配置文件 

带格式的: 段落间距段前: 0.1 行,
段后: 0.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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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03_biu.v   // BIU 模块 

    |----e203_reset_ctrl.v // Core 的 Reset Control 模块 

    |----e203_clk_ctrl.v // Core 的 Clock Control 模块 

    |----e203_cpu_top.v // Core 的顶层模块 

    |----e203_cpu.v  // Core 去除了 SRAM 之后的逻辑顶层模块 

    |----e203_core.v  // Core 的主体逻辑模块 

    |----e203_dtcm_ctrl.v   // DTCM 的控制模块 

    |----e203_itcm_ctrl.v   // ITCM 的控制模块 

    |----e203_exu.v  // Core 内部 EXU 单元顶层模块 

    |----e203_ifu.v  // Core 内部 IFU 单元顶层模块 

    |----e203_lsu.v  // Core 内部 LSU 单元顶层模块 

    |----e203_srams.v  // Core 的所有 SRAM 的顶层模块 

    |----e203_itcm_ram.v    // ITCM 的 SRAM 模块 

    |----e203_dtcm_ram.v   // DTCM 的 SRAM 模块 

   |----fab   // 存放总线 bus fabric 的 RTL 代码 

    |---- sirv_icb1to4_bus.v // 将 1 组 ICB 总线转换成 4 路 ICB 总线 

    |---- sirv_icb1to8_bus.v // 将 1 组 ICB 总线转换成 8 路 ICB 总线  

    |---- sirv_icb1to16_bus.v // 将 1 组 ICB 总线转换成 16 路 ICB 总线 

   |----subsys  // 存放完整子系统顶层的 RTL 代码 

    |---- e203_subsys_top.v   // 子系统的顶层 

    |---- e203_subsys_main.v  // 子系统的主体部分（可关电）顶层 

    |---- e203_subsys_plic.v  // PLIC 顶层 

    |---- e203_subsys_clint.v  // CLINT 顶层 

    |---- e203_subsys_mems.v  // 子系统的存储部分顶层 

    |---- e203_subsys_perips.v // 子系统的外设部分顶层 

   |----mems   // 存放 memory 模块的 RTL 代码 

   |----perips  // 存放外设 peripherals 模块的 RTL 代码 

    |---- sirv_aon_*.v    // Always-on（电源常开）部分模块 

    |---- sirv_clint*.v   // CLINT 的模块 

    |---- sirv_flash_qspi*.v  // Flash 专用的 QSPI 模块 

    |---- sirv_gpio*.v    // GPIO 的模块 

    |---- sirv_plic*.v    // PLIC 的模块 

    |---- sirv_pmu*.v    // PMU 的模块 

    |---- sirv_pwm16*.v   // 16bits 精度的 PWM 模块 

    |---- sirv_pwm8*.v    // 8bits 精度的 PWM 模块 

    |---- sirv_qspi_1cs*.v   // 1 个 CS 选通的 QSPI 模块 

    |---- sirv_qspi_4cs*.v   // 4 个 CS 选通的 QSPI 模块 

    |---- sirv_qspi*.v    // 其他 QSPI 子模块 

    |---- sirv_rtc*.v    // RTC 模块 

    |---- sirv_uart*.v    // UART 模块 

    |---- sirv_wdog*.v    // WatchDog 模块 

   |----debug  // 存放 debug 相关模块的 RTL 代码 

   |----fpga   // 存放 FPGA 实现的 RTL 代码 

    |----clkdivider.v    // 时钟分频电路 

    |----e203_fpga_soc_top.v  // SoC 顶层 

各个主要的代码模块简述如下： 

 general 目录主要用于存放一些通用的 Verilog RTL 模块供整个 SoC 公用，譬如一些 DFF（D 触

发器寄存器）定义文件，ICB 总线的基础模块等等。 

 core 目录主要用于存放处理器核模块的 Verilog RTL 代码。其模块间的层次结构如图 3-4 所示，

e203_cpu_top 是蜂鸟 E203 处理器核的顶层，其接口请参见源代码注释。 

 fab 目录主要实现 SoC 中 ICB Bus Fabric 模块的 Verilog RTL 代码。 sirv_icb1to4_bus.v, 

sirv_icb1to8_bus.v 或者 sirv_icb1to16_bus.v 实际例化调用了 sirv_icb_splt 模块将一组 ICB 总线按

照地址区间分发成为 4 组，8 组或者 16 组 ICB 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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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虽然使用了 ICB总线，但是总线的地址分配表仍然完全与原始的 Freedom E310 SoC一致，

如表 3-1 所示。因此从软件的角度来看，SIRV-E200-SoC 与原始的 Freedom E310 完全兼容，软

件可以进行无缝移植运行。 

 subsys 目录包含了 SoC 的主体顶层模块的 Verilog RTL 代码，其中 e203_subsys_top 是事实上的

SoC 顶层文件，它例化了 Main Domain 模块 （e203_subsys_main.v） 和 Always-on Domain 模块

（e203_aon_top.v）。其模块间的层次结构如图 3-4 所示。e203_subsys_mems 模块实现了系统存

储总线（System Memory Bus），通过调用例化 sirv_icb1to8_bus 模块并且配置其参数的方式来

配置每个从设备的地址区间，如图 3-5 所示。e203_subsys_perips 模块实现了系统设备总线

（System Peripheral Bus），通过调用例化 sirv_icb1to16_bus 模块并且配置其参数的方式来配置

每个从设备的地址区间，如图 3-6 所示。除了已经实现的从设备，还预留了地址区间实现外部

存储（sysmem），外部外设（sysper）和外部快速 IO（sysfio）总线接口，如图 3-7 所示。 

 mems 目录主要用于存放 memory模块的 Verilog RTL代码，由于 Memory的具体 实现依赖于芯

片生产加工厂（foundry）譬如 SMIC 或者 TSMC 的 Memory 宏单元，因此本文件夹下的 Verilog 

RTL 代码仅仅是行为模型。 

 perips 目录主要用于存放各种外设（Peripherals）模块的 Verilog RTL 代码，譬如 GPIO，UART，

SPI 等。大部分的 Peripherals 的 Verilog RTL 代码是直接复制于 SiFive 的 Freedom E310 项目中

Chisel 语言生成的出的 Verilog RTL代码，在此基础上将其 TileLink 总线接口修改成了 ICB 总线

接口，如图 3-8 中所示的 GPIO 模块 ICB 总线接口。 

 debug 目录包含了 SoC 中有关 debugger 调试器模块的 Verilog RTL 代码。  

 fpga 目录主要用于存放 FPGA 项目所需模块的 Verilog RTL 代码。其中 clkdivider.v 是一个简单

地利用寄存器进行时钟分频的的模块，分频系数是 256；而 e203_fpga_soc_top.v 是一个简单地

顶层 SoC Wrapper 模块，将 e203_subsys_top 进行例化。另外由于前文中提到的 e203_subsys_top

模块输出的 sysmem，sysfio 和 sysmem 总线在此 FPGA SoC 中并没有连接任何外部从设备。为

了防止软件程序访问到这些总线接口的地址区间无任何返回而挂死，在 e203_fpga_soc_top 顶层

模块中将这些 ICB 总线的 Command Channel 信号直接反接到其 Response Channel，同时将

Response Channel 中的其他返回信号连接成常数 0，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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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Subsys 模块层次结构图 

 

 

图 3-5 e203_subsys_mems 代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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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e203_subsys_perips 代码片段 

 

  

图 3-7 e203_subsys_top 代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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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GPIO 模块顶层的 ICB 总线接口 

 

 
图 3-9 e203_fpga_soc_top 顶层 PER 总线接口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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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SIRV-E200-SoC 自定义总线 

蜂鸟 E200 处理器开发过程中定义了一种自定义总线协议 ICB（Internal Chip Bus），用于蜂鸟 E200

处理器核内部使用，同时也可作为 SoC 中的总线使用。ICB 总线的初衷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地结合 AXI 总

线和 AHB 总线的优点，兼具高速性和易用性，它具有如下特性： 

 相比 AXI 和 AHB 而言，ICB 的协议控制更加简单，仅有两个独立的通道，如图 3-10 所示，读

和写操作共用地址通道，共用结果返回通道。 

 与 AXI 总线一样采用分离的地址和数据阶段。 

 与 AXI 总线一样采用地址区间寻址，支持任意的主从数目，譬如一主一从，一主多从，多主一

从，多主多从等拓扑结构。 

 与 AHB 总线一样每个读或者写操作都会在地址通道上产生地址，而非像 AXI 中只产生起始地

址。 

 与 AXI 总线一样支持地址非对齐的数据访问，使用字节掩码（Write Mask）来控制部分写操作。 

 与 AXI 总线一样支持多个滞外交易（Multiple Oustanding Transaction）。 

 与 AHB 总线一样不支持乱序返回乱序完成。反馈通道必须按顺序返回结果。 

 与 AXI 总线一样非常容易添加流水线级数以获得高频的时序。 

 协议非常简单，易于桥接转换成其他总线类型，譬如 AXI，AHB，APB 或者 TileLink 等总线。 

对于蜂鸟E200处理器核这样的低功耗处理器而言，ICB总线能够被用于几乎所有的相关场合，包括：

作为内部模块之间的接口，SRAM 模块接口，低速设备总线，系统存储总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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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ICB 总线通道结构 

3.2.3.1 ICB 总线协议信号 

ICB 总线主要包含 2 个通道，如图 3-10 所示。ICB 总线信号列表如表 3-4 所示： 

 命令通道（Command Channel） 

Command Channel 主要用于主设备向从设备发起读写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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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通道（Response Channel） 

Response Channel 主要用于从设备向主设备返回读写结果。 

表 3-4 ICB 总线信号 

通道 方向 宽度 信号名 介绍 

Command 

Channel 

Output 1 icb_cmd_valid 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读写请求信号 

Input 1 icb_cmd_ready 从设备向主设备返回读写接受信号 

Output 32 icb_cmd_addr 读写地址 

Output 1 icb_cmd_read 读或是写操作的指示。读则以总线宽度

（譬如 32 位）为单位读回一个数据。写

则靠字节掩码（icb_cmd_wmask）控制写

数据的大小（Size）。 

Output 32 icb_cmd_wdata 写操作的数据，数据的摆放格式与 AXI

协议一致 

Output 4 icb_cmd_wmask 写操作的字节掩码，掩码的摆放格式与

AXI 协议一致 

Reponse 

Channel 

Input 1 icb_rsp_valid 从设备向主设备发送读写反馈请求信号 

Output 1 icb_rsp_ready 主设备向从设备返回读写反馈接受信号 

Input 32 icb_rsp_rdata 读反馈的数据，数据的摆放格式与 AXI

协议一致 

Input 1 icb_rsp_err   读或者写反馈的错误标志 

3.2.3.2 ICB 总线协议时序 

本节将描述 ICB 总线的若干典型时序。 

 如图 3-11 所示：主设备向从设备通过 ICB 的 Command Channel 发送写操作请求（icb_cmd_read

为低），从设备立即接收该请求（icb_cmd_ready 为高）。从设备在同一个周期返回读结果且结

果正确（icb_rsp_err 为低），主设备立即接收该结果（icb_rsp_ready 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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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写操作同一周期返回结果 

 如图 3-12 所示：主设备向从设备通过 ICB 的 Command Channel 发送读操作请求（icb_cmd_read

为高），从设备立即接收该请求（icb_cmd_ready 为高）。从设备在下一个周期返回读结果且结

果正确（icb_rsp_err 为低），主设备立即接收该结果（icb_rsp_ready 为高）。 

 

 

图 3-12 读操作下一周期返回结果 

 如图 3-13 所示：主设备向从设备通过 ICB 的 Command Channel 发送写操作请求（icb_cmd_read

为低），从设备立即接收该请求（icb_cmd_ready 为高）。从设备在下一个周期返回读结果且结

果正确（icb_rsp_err 为低），主设备立即接收该结果（icb_rsp_ready 为高）。 

 

图 3-13 写操作下一周期返回结果 

 如图 3-14 所示：主设备向从设备通过 ICB 的 Command Channel 发送读操作请求（icb_cmd_read

为高），从设备立即接收该请求（icb_cmd_ready 为高）。从设备在四个周期后返回读结果且结

果正确（icb_rsp_err 为低），主设备立即接收该结果（icb_rsp_ready 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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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读操作四个周期返回结果 

 如图 3-15 所示：主设备向从设备通过 ICB 的 Command Channel 发送写操作请求（icb_cmd_read

为低），从设备立即接收该请求（icb_cmd_ready 为高）。从设备在四个周期后返回结果且结果

正确（icb_rsp_err 为低），主设备立即接收该结果（icb_rsp_ready 为高）。 

 

图 3-15 写操作四个周期返回结果 

 如图 3-16 所示：主设备向从设备通过 ICB 的 Command Channel 连续发送四个读操作请求

（icb_cmd_read 为高），从设备均立即接收该请求（icb_cmd_ready 为高）。从设备在四个周期

后连续返回四个读结果，其中前三个结果正确（icb_rsp_err 为低），第四个结果错误（icb_rsp_err

为高），主设备均立即接收此四个结果（icb_rsp_ready 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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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连续四个读操作均四个周期返回结果 

 如图 3-17 所示：主设备向从设备通过 ICB 的 Command Channel 连续发送四个写操作请求

（icb_cmd_read 为低），从设备均立即接收该请求（icb_cmd_ready 为高）。从设备在四个周期

后连续返回四个写结果，其中前三个结果正确（icb_rsp_err 为低），第四个结果错误（icb_rsp_err

为高），主设备均立即接收此四个结果（icb_rsp_ready 为高）。 

 

图 3-17 连续四个写操作均四个周期返回结果 

 如图 3-18 所示：主设备向从设备通过 ICB 的 Command Channel 相继连续发送三个读和写操作请

求。从设备立即接收了第一个和第三个请求，但是第二个请求第一个周期并没有立即接受

（icb_cmd_ready 为低），因此主设备一直将地址控制和写数据信号保持不变，直到下一周期该

请求被从设备接受（icb_cmd_ready 为高）。从设备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请求都是在同一个周期

就返回结果且被主设备立即接受，但是对于第三个请求则是在下一个周期才返回结果，并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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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还没有立即接受（icb_rsp_ready 为低），因此从设备一直将返回信号保持不变，知道下一周

期该返回结果被主设备接受。 

 

图 3-18 连续四个写操作均四个周期返回结果 

W 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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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IRV-E200-SoC FPGA 原型平台 

SiFive 公司的 Freedom E310 SoC 的平台提供完整的基于 Xilinx Artix-7 Arty FPGA Evaluation Kit 开发

板的原型平台和示例。参考该示例，E200 项目同样基于该 FPGA 开发板，使用上节介绍的 SIRV-E200-SoC

搭建完整的原型平台与示例。 

  
图 3-19 FPGA 开发板原型（包括调试器） 

FPGA 原型主要分为两部分：FPGA 开发板，和调试器。接下来章节分别予以介绍。完整的 FPGA 开

发板原型（包括 FPGA 开发板和调试器）如图 3-19 所示。 

3.3.1 FPGA 开发板 

FPGA 开发板使用 Xilinx Artix-7 35T Arty FPGA Evaluation Kit 开发板，该开发板是一款低成本的入

门级 Xilinx FPGA 开发板，如图 3-20 所示。该开发板特别适用于电路设计规模不大的 FPGA 爱好者，其

特性如下： 

 使用 Xilinx Artix-35T FPGA (xc7a35ticsg324-1L)  

 FPGA 包含 33280 个逻辑单元， 由 5200 个 Slices 组成。每个 Slice 包含 4 个 6 输入的 LUT 和

8 个 寄存器 

 FPGA 包含 1800Kbits 的快速 Block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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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GA 包含五个时钟管理堆，每个均配备 PLL 

 FPGA 包含 90 个 DSP slices 

 FPGA 内部时钟频率可以高达 450MHz 

 FPGA 提供片上模数转换（XADC） 

 支持通过 JTAG 或者 Quad-SPI 烧写 FPGA 

 开发板提供 256MB 的 DDR3L 接口，DDR3L 的数据宽度为 16 比特，频率为 667MHz 

 开发板提供 Quad-SPI 接口的 16MB Flash  

 开发板包含 USB 转 JTAG 电路，允许通过主机 PC 的 USB 口对 FPGA 的 JTAG 口进行烧录 FPGA 

 开发板支持通过 USB 接口供电或者通过单独的电源供电 

 开发板提供 10/100 Mbps 的以太网接口 

 开发板提供 UART 转 USB 电路，允许 FPGA 通过 UART 接口转 USB 接口与主机 PC 通信 

 开发板提供 4 个通用按键，1 个 Reset 按键，4 个 LED 灯，4 个 RGB LED 灯 

 开发板提供 4 个 Pmod connectors 和一组 Arduino/chipKIT Shield connector 

用户可以在官方推荐的链接上购买此开发板（http://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and-kits/arty.html）

或者通过其他渠道购买。 

 
图 3-20 Arty 开发板 

注意：该 FPGA 开发板可以直接使用 USB 进行电源供电，或者单独使用电源线供电。出于简便，推

荐直接使用 USB 线供电，使用 USB A to Micro-B Cable（即安卓手机充电器 USB 线）对其进行供电即可，

如图 3-21 所示。同时该 USB 线也会被用户将 FPGA 的 bitstream 文件（由 vivado 软件编译 Verilog 所得）

烧录到 FPGA 芯片中。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and-kits/ar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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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USB A to Micro-B Cable 对 FPGA 开发板供电 

 

E200 项目 FPGA 项目相关的代码结构如下所示。 

e200_opensource 

 |----fpga       // 存放 RTL 的目录 

  |----artydevkit    // Arty 开发板的项目文件夹 

   |----constrs    // 存放约束文件的文件夹 

    |---- arty-master.xdc // 主约束文件 

   |----Makefile    // Makefile 脚本 

   |----script    // 存放运行脚本的文件夹 

   |----src     // 存放 Verilog 源代码的文件夹 

    |----system.v   // FPGA 系统的顶层模块  

  |----Makefile     // Makefile 脚本 

 

FPGA 项目通过 Makefile（fpga/common.mk 文件）将添加一个特殊的宏 FPGA_SOURCE 至 Core 的宏

文件中，如图 3-22 所示。该宏定义会在 e203_fpga_soc_top.v 文件中控制 PC 复位值为 0x2040_0000，如

图 3-23 所示，即 SoC 中对应的 QSPI Flash 基地址。因此在 FPGA 版本中处理器核上电复位后从外部的

Flash（0x2040_000）开始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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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FPGA 项目宏定义文件中添加 FPGA_SOURCE 

 

 

图 3-23 宏定义 FPGA_SOURCE 控制 PC 的复位值 

在 FPGA 的顶层模块（system.v）中除了例化 SoC 的顶层（e203_fpga_soc_top）之外，主要是使用

Xilinx 的 I/O Pad 单元例化顶层的 Pad，譬如 JTAG 接口 TDO 连接到名为 jd0 的 Pad 上，如图 3-24 所示。

另外使用 Xilinx 的 MMCM 单元生成时钟。注意：SoC 的 Main Domain 使用的 MMCM 产生的高速时钟

（hfclk），来自于 MMCM 生成的 clk_out1，频率为 8.388MHz，该高速时钟经过 clkdivder 模块对其进行

256 分频，频率为 32.768kHz，如图 3-25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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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system 中 I/O Pad 例化 

 

 

图 3-25 system 中的时钟生成 

SIRV-E200-SoC 的顶层 I/O Pad 经过 FPGA 的约束文件（arty-master.xdc）进行约束使之连接到 FPGA

芯片外部真实的 Pin 脚上面，譬如 JTAG 的 Pad（jd0 ~ jd7）被连接到了 FPGA 芯片的 D4/D3 等 pin 脚上，

如图 3-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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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arty-master.xdc 中的 pin 脚约束 

3.3.2 生成 mcs 文件烧写 FPGA 

在前文中介绍了 E200 项目的 SoC 整体架构和 Verilog RTL 代码，为了使得该 SoC 能够真正运行在

FPGA 硬件上，需要将其编译成为 bitstream 文件然后烧录到 FPGA 中去。可以使用如下步骤进行编译和

烧录。 

 

// 步骤一：准备好自己的电脑环境，可以在公司的服务器环境中运行，如果是个人用户，推荐如下配置： 

  （1）使用 VMware 虚拟机在个人电脑上安装虚拟的 Linux 操作系统。 

  （2）由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版本众多，推荐使用 Ubuntu 16.04 版本的 Linux操作系统 

  有关如何安装 VMware 以及 Ubuntu操作系统本文不做介绍，有关 Linux 的基本使用本文 

  也不做介绍，请用户自行查阅资料学习。 

 

 

// 步骤二：安装 Xilinx Vivado软件至此虚拟机 Linux 操作系统中。有关如何安装 Xilinx Vivado 

//  软件本文不做介绍，请用户自行查阅资料了解。 

   

 

// 步骤三：将 e200_opensource项目下载到本机 Linux 环境中，使用如下命令：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git 

  // 经过此步骤将项目克隆下来，本机上即可具有如前文所述完整的 e200_opensource 目 

  // 录文件夹，假设该目录为<your_e200_dir>，后文将使用该缩写指代。 

 

 

// 步骤四：设置需要编译的 E200 Core的具体型号，使用如下命令： 

   

cd <your_e200_dir>/fpga 

  // 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文件夹下面的 fpga 目录。 

 

make install CORE=e203 

  // 运行该命令指明需要为 e203 core 进行编译，该命令会在 fpga 目录下生成一个 

  // install 子文件夹，在其中放置 Vivado 所需的脚本，且将脚本中的关键字设置为 e203。 

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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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需要为其他型号的 core 进行设置，则仅需更改 CORE 的参数。譬如假设设置需要编 

  // 译的 Core 型号为 e225fd，则使用命令 make install CORE=e225fd 

 

 

// 步骤五：安装 Arty开发板的 board part到 Vivado 软件中。 

  // 如果第一次使用 Vivado 软件为 Arty 开发板进行编译则可能出现如图 3-27 中所示的错误，这是因
为没有为 Arty 开发板安装 board part。 

  // 按照 Digilent 公司网址链接 

（https://reference.digilentinc.com/reference/software/vivado/board-files）中 

  // 的说明安装 Arty 开发板的 board part 即可。 

 

  

// 步骤六：生成 bitstream文件或者 mcs文件（推荐使用 mcs 文件），使用如下命令： 

 

make bit 

  // 运行该命令将调用 Vivado 软件对 Verilog RTL 进行编译生成 bitstream 文件 

  // 生成的 bitstream 文件名和路径为 

  // <your_e200_dir>/fpga/artydevkit/obj/system.bit 

  // 该 bitstream 文件则可以使用 Vivado 软件的 Hardware Manager 功能将 

  // system.bit 烧录至 FPGA 中去。 

  

  // 熟悉 Vivado 和 Xilinx FPGA 使用的用户应该了解，bitstream 文件烧录到 FPGA 中 

  // 去之后 FPGA 不能掉电，因为一旦掉电之后 FPGA 烧录的内容即丢失，需要重新使用 

  // Vivado 的 Hardware Manager 进行烧录方能使用。 

  //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Xilinx 的 Arty 开发板可以将需要烧录的内容写入开发板上的 

  // Flash 中，然后在每次 FPGA 上电之后通过硬件电路自动将需要烧录的内容从外部的 

  // Flash 中读出并烧录到 FPGA 之中（该过程非常的快，不影响用户使用）。由于 Flash 

  // 是非易失性的内存，具有掉电后仍可保存的特性，因此意味着将需要烧录的内容写入 

  // Flash 后，每次掉电后无需使用 Hardware Managere 人工重新烧录（而是硬件电路 

  // 快速自动完成），即等效于，FPGA 上电即可使用。 

  // 有关此特性的详细原理与描述，本文不做赘述，请用户自行参阅 Arty 开发板手册。 

 

  // 为了能够将烧录 FPGA 的内容写入 Flash 中，需要生成 mcs 文件，使用如下命令： 

make mcs 

  // 运行该命令将调用 Vivado 软件对 Verilog RTL 进行编译生成 mcs 文件 

  // 生成的 mcs 文件名和路径为 

  // <your_e200_dir>/fpga/artydevkit/obj/system.mcs 

  // 该 mcs 文件则可以使用 Vivado 软件的 Hardware Manager 功能将 

  // system.mcs 烧录至 FPGA 开发板中的 Flash 中去。 

   

 

 
图 3-27 未安装 Arty 开发板的 board part 到 Vivado 软件中引起之错误 

https://reference.digilentinc.com/reference/software/vivado/board-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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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Vivado的Hardware Manager烧写mcs文件至FPGA开发板上的Flash中去，参考如下步骤。 

 

// 步骤一：打开 Vivado软件。 

 

// 步骤二：打开 Hardware Manager，自动连接 Arty 开发板。 

 

// 步骤三：右键 FPGA Device，选择“Add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 

 

// 步骤四：选择如下参数的 Flash： 

   Part n25q128-3.3v 

   Manufacturer Micron 

   Family n25q 

   Type spi 

   Density 128 

   Width x1 x2 x4 

 

// 步骤五：弹出“Do you want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 now?”，选择 OK 

 

// 步骤六：在弹出的窗口中的<Configuration file>对话框中选择添加 

<your_e200_dir>/fpga/artydevkit/system.mcs，然后选择 OK，则开始烧写 Flash，可能会花费几十秒的
时间等待。 

 

// 步骤七：一旦烧写 Flash成功，则可以通过按开发板上的“PROG”按键触发硬件电路使用 Flash中的内容对 FPGA

重新进行烧录 

 

3.3.3 JTAG 调试器 

 
图 3-28 JTAG Pin 脚连接的 PMOD Header JD 

为了支持使用 GDB 进行交互式调试或者通过 GDB 动态下载程序到处理器中运行，需要为 FPGA 原

型平台配备一个 JTAG 调试器（JTAG Debugger），在前文中曾经介绍了 E200 处理器核支持通过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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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AG 接口对其进行调试，且 SoC 顶层 JTAG 的 I/O Pad 连接到了 FPGA 芯片的 D4/D3 等 pin 脚上，而该

组 pin 脚在 Arty 开发板上实际被连接到 PMOD Header JD 上，如图 3-28 中红色圆圈所示。 

使用 GDB 调试进行嵌入式调试是一种常用的远程调试方式，GDB 软件运行在主机 PC 端，通过“硬

件连接组件”连接主机 PC 与开发板，然后对开发板进行调试。连接主机 PC 与开发板之间的“硬件连接

组件”便称之为“调试器”。目前商用的 MCU 均提供的“调试器”，具体的调试器类型与开发板的接口和

类型有关（譬如 ARM Cortex M 系列采用 SWD 接口而非 JTAG 接口），本文在此不做过多赘述。 

E200 项目参考了 SiFive 公司的 Freedom 310 开源 SoC 平台，提供完整的硬件调试参考方案。由于

E200 项目采用标准的 JTAG 接口，因此需要使用“JTAG 调试器”，该调试器通过 USB 转接线（USB A to 

B Cable）与上游主机 PC 的 USB 接口连接，同时通过 JTAG 接口与下游的 FPGA 开发板连接，如图 3-29

中黄色圆圈所示。 

 
图 3-29 完整的 JTAG 调试器 

 

该套 JTAG 调试器需要用户自己来 DIY 组装。 

该调试器组件的核心为“Olimex ARM-USB-TINY-H”，这是一个硬件 JTAG 调试器，如图 3-29 中红

色圆圈所示。 

该调试器可以从官网推荐链接（https://www.olimex.com/Products/ARM/JTAG/ARM-USB-TINY-H/）购

买，或者从其他的途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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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Olimex ARM-USB-TINY-H 的输出口是双排管脚接口，因此需要使用公口转母口连接线

（Male-To-Female Jumper Cables）将其与 FPGA 的 PMOD Header JD 连接，如图 3-30 所示。 

 
图 3-30 使用 Male-To-Female Jumper Cables 连接 JTAG 调试器与 FPGA 开发板 

 

表 3-5 Olimex ARM-USB-TINY-H 输出的 20 根公口管脚颜色编号 

 

表 3-6 FPGA 的 PMOD Header JD 输入的 12 根母口管脚颜色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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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连线且防止出错，推荐使用不同颜色的公口转母口连接线进行连接。如表 3-5 中对 Olimex 

ARM-USB-TINY-H输出的 20根公口管脚进行了不同颜色的编号。如表 3-6中对FPGA的PMOD Header JD

输入的12根母口管脚进行了不同颜色的编号。在连线时则严格的使用对应颜色的连线逐一进行连接后（注

意紧密连接防止接触不良）即宣告完成。 

由于 Olimex ARM-USB-TINY-H 使用 USB 转接线（USB A to B Cable）将其与上游主机 PC 的 USB

接口连接，因此上游 PC 的 USB 端口需要正确的设置以保证其有正确的权限。以 Ubuntu 16.04 为例，可

以使用如下步骤进行配置。 

 

// 步骤一：准备好自己的电脑环境，可以在公司的服务器环境中运行，如果是个人用户，推荐如下配置： 

  （1）使用 VMware 虚拟机在个人电脑上安装虚拟的 Linux 操作系统。 

  （2）由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版本众多，推荐使用 Ubuntu 16.04 版本的 Linux操作系统 

  有关如何安装 VMware 以及 Ubuntu操作系统本文不做介绍，有关 Linux 的基本使用本文 

  也不做介绍，请用户自行查阅资料学习。 

 

 

// 步骤二：将 FPGA开发板通电（可以使用普通安卓手机 USB 充电器连接线供电，或者使用独立的电源供电）。使用
USB A to B Cable 将主机 PC与 FPGA开发板连接。注意使该 USB接口被虚拟机的 Linux系统识别（而非被 Windows

识别），如图 3-31中圆圈所示，若 USB图标在虚拟机中显示为高亮，则表明 USB被虚拟机中 Linux系统正确识别（而
非被 Windows 识别）。 

 

  

// 步骤三：使用如下命令查看 USB设备的状态： 

   

lsusb  // 运行该命令后会显示如下信息。 

... 
Bus 001 Device 029: ID 15ba:002a Olimex Ltd. ARM-USB-TINY-H JTAG interface 
  

  

// 步骤四：使用如下命令设置 udev rules使得该 USB 设备能够被 plugdev group所访问: 

 

sudo vi /etc/udev/rules.d/99-openocd.rules 

  // 用 vi 打开该文件，然后添加以下内容至该文件中，然后保存退出。 

# These are for the Olimex Debugger for use with Arty Dev Kit 
SUBSYSTEM=="usb", ATTR{idVendor}=="15ba", 
ATTR{idProduct}=="002a", MODE="664", GROUP="plugdev" 
SUBSYSTEM=="tty", ATTRS{idVendor}=="15ba", 
ATTRS{idProduct}=="002a", MODE="664", GROUP="plugdev" 
 

 

// 步骤五：使用如下命令查看该 USB设备是否属于 plugdev group: 

 

ls /dev/ttyUSB*      // 运行该命令后会显示类似如下信息。  

/dev/ttyUSB0 /dev/ttyUSB1 
 
ls -l /dev/ttyUSB1  // 运行该命令后会显示类似如下信息。 
crw-rw-r-- 1 root plugdev 188, 1 Nov 28 12:53 /dev/ttyUSB1 
 
 
// 步骤六：将你自己的用户添加到 plugdev group 中： 

 

whoami   

   // 运行该命令能显示自己用户名，假设你的自己用户名显示为 your_user_name 

   // 运行如下命令将 your_user_name 添加到 plugdev group 中 

sudo usermod -a -G plugdev your user name 

    

 

// 步骤七：确认自己的用户是否属于 plugdev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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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 运行该命令后会显示类似如下信息。  

... plugdev ... 
   // 只要从显示的 groups 中看到 plugdev 则意味着自己的用户属于该组,表示设置成功 

   

 

 
图 3-31 虚拟机 Linux 系统识别 USB 图标 

 

对于 JTAG调试器的硬件DIY工作至此便已完成。在下一章将介绍利用该 JTAG调试器如何使用GDB

软件对 E200 SoC 原型进行远程调试。 

3.3.4 FPGA 原型平台 DIY 总结 

至此，我们将以上论述的加以总结，为了能够搭建完整的 FPGA 原型平台，用户需要做如下硬件的

准备： 

 购买一块 Xilinx Artix-7 35T Arty FPGA Evaluation Kit 开发板 

 购买一根 USB A to Micro-B Cable（即安卓手机充电器 USB 线）用于给 FPGA 开发板供电且烧

录 FPGA 

 购买一块 Olimex ARM-USB-TINY-H Debugger 

 购买一根 USB A to B Cable 用于连接主机 PC 与 Olimex ARM-USB-TINY-H Debugger 

 购买一组 Male-To-Female Jumper Cables 用于连接 Olimex ARM-USB-TINY-H Debugger 与 FPGA

开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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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要做如下软件的准备： 

 推荐安装 VMware 虚拟机且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于虚拟机中 

 安装 Xilinx 的 Vivado 软件且安装 Arty 开发板的 board part 

 

在下一章将介绍如何使用烧录后的 FPGA 原型平台运行真正的软件示例。 

3.4  蜂鸟 E200 开发板 

请参见 e200_opensource 下的 Boards 目录了解蜂鸟 E200 开发板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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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和调试软件 Demo 

 
 

 

 

本章将介绍如何使用烧录后的 FPGA 原型平台运行真正的软件示例。 

4.1  Freedom-E-SDK 平台简介 

在前文中我们介绍了 SiFive 公司推出的开源 Freedom E310 SoC 平台，为了让用户能够非常容易的使

用起 RISC-V 处理器开发软件，SiFive 公司不仅仅开源了其 SoC 平台，还开发了一套与之配套的软件开

发平台，称之为 Freedom-E-SDK 平台，并且同样予之开源。 

需要注意的是，Freedom-E-SDK 是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本质上是由一些 Makefile，BSP（板级支持包：

Board Support Package），一些脚本和软件示例组成了一套开发环境。其基于 Linux 平台，使用标准的

RISC-V GNU 工具链对程序进行编译，使用 OpenOCD+GDB 将程序下载到硬件平台中并进行调试。因此，

它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RISC-V 软件工具链 

 RISC-V 调试工具链 

 BSP（板级支持包：Board Support Package） 

 若干软件示例 

Freedom-E-SDK 的所有源代码均开源托管于 Github 网站上（https://github.com/sifive/freedom-e-sdk），

如图 4-1 所示。目前 Freedom-E-SDK 支持 SiFive 公司的所有硬件产品，包括 HiFive1 开发板，和若干

SiFive 公司的处理器 IP 和 FPGA 原型平台。 

 

图 4-1 Freedom-E-SDK 的 Github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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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IRV-E-SDK 简介  

Freedom-E-SDK 是一款非常优秀的嵌入式软件开发环境，非常感谢 SiFive 公司将其开源。为了让用

户能够轻松的使用起蜂鸟 E200 处理器核开发软件，E200 项目也以 Freedom-E-SDK 为蓝本，在其基础上

做了如下主要修改： 

 为不同的蜂鸟 E200 系列处理器核创建了 BSP 子目录。 

 去除了一些不必要的目录和文件。 

 去除了一些不相关的软件示例，对软件示例进行了若干修改。 

 去除了 GNU Toolchain 和 OpenOCD 源代码，无需编译生成工具链，而是使用预先编译好的工具

链。 

为了方便用户理解区别，本文将“修改后的 Freedom-E-SDK（服务蜂鸟 E200 处理器核系列）”称之

为“SIRV-E-SDK”，但是非常感谢开源 Freedom-E-SDK 为社区所做的贡献。 

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蜂鸟 E200 处理器和 SoC（SIRV-E200-SoC）由于与 SiFive 公司的 Freedom E310 

SoC 完全软件兼容，因此理论上 Freedom-E-SDK 软件开发平台应该可以完全无缝的被移植到

SIRV-E200-SoC 上（事实也确实如此），之所以单独创建一个修改版的 SIRV-E-SDK，主要是出于如下原

因： 

 SIRV-E-SDK 的主要目的在于演示，演示 SIRV-E200-SoC 的 FPGA 原型平台运行示例程序。 

 SIRV-E-SDK 由于删除了一些不相干的文件和目录，相比 Freedom-E-SDK 更加简洁，方便首次

使用用户能够理解和上手。 

 原 Freedom-E-SDK 平台需要下载 GNU Toolchain 和 OpenOCD 的源代码然后编译生成工具链，

由于其源代码体积非常巨大，整个过程耗时耗力。而 SIRV-E-SDK 则直接使用预先编译好的工

具链，因此整个 SIRV-E-SDK 的代码量很小，方便用户快速的从 Github 上下载并搭建成型。 

 原 Freedom-E-SDK 平台是为了成为一个通用平台，因此在被不断的维护和更新，有更多的软件

示例和功能在不断的添加。如果 E200 项目直接使用其源平台，则难免会出现某些更新带来的错

误。因此 SIRV-E-SDK 则更追求稳定，一旦稳定后将停止修改，以方便用户能够稳定的使用

SIRV-E200-SoC 进行示例软件的移植和演示。 

因此，如果用户想利用 SIRV-E200-SoC 开发更加丰富的软件，本文鼓励使用原始的 Freedom-E-SDK

软件平台加以移植（而不是 SIRV-E-SDK），因为 Freedom-E-SDK 有很多的软件开发者共同维护且不断

更新，有很多丰富的软件例程，用户可以及时的与 Freedom-E-SDK 保持更新，共享其生态，享受其不断

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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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SIRV-E-SDK 代码结构 

SIRV-E-SDK 目录位于 e200_opensource 下的一个单独子目录，其代码结构如下所示。 

 

e200_opensource 

 |----sirv-e-sdk   // 存放 sirv-e-sdk 的目录 

  |----bsp    // 存放板级支持包（Board Support Package)的目录 

   |----drivers    // 存放底层驱动代码的目录 

   |----env    // 存放不同平台的配置文件夹 

    |----sirv-e201-arty  // 基于 E201 Core 平台的配置文件夹 

    |----sirv-e203-arty // 基于 E203 Core 平台的配置文件夹 

    |----sirv-e205-arty // 基于 E205 Core 平台的配置文件夹 

    |----sirv-e205f-arty // 基于 E205f Core 平台的配置文件夹 

    |----sirv-e205fd-arty // 基于 E205fd Core 平台的配置文件夹 

    |----sirv-e225fd-arty // 基于 E225fd Core 平台的配置文件夹 

   |----include    // 存放一些头文件 

   |----libwrap    // 存放一些库文件 

   |----tools  // 存放一些工具脚本文件   

  |----software   // 存放示例程序的源代码 

   |----demo_gpio  // GPIO 示例程序 

   |----coremark   // CoreMark 跑分程序 

   |----dhrystone  // Dhrystone 跑分程序 

  |----work    // 存放工具链的目录 

  |----Makefile   // 主 Makefile 文件 

 

各个主要的代码模块简述如下： 

 bsp/drivers 目录主要用于一些驱动程序代码，譬如 PLIC 模块的底层驱动函数和代码。 

 bsp/include目录下主要存放包含SoC中外设模块的寄存器地址等参数的头文件，如图4-2所示。 

 bsp/libwrap 目录主要存放一些与硬件平台相关的底层库函数的具体实现，这是对于嵌入式开发

平台为了能够支持完整的 C/C++标准库函数必须进行的移植工作。譬如，最典型的 printf 函数，

由于在嵌入式平台中没有显示屏，常见的做法是将嵌入式开发板通过 UART 接口与主机 PC 的

串口连接，然后将 printf 函数打印的信息通过主机 PC 的串口打印显示在主机的电脑屏幕上。因

此需要将 printf 库函数调用的最底层函数 write 函数进行移植，最底层的 write 函数将向 UART

的某些寄存器发起写操作从而通过 UART 发送字符串至主机 PC 串口。bsp/libwrap 目录下存放

的便是最底层函数的移植实现。 

 bsp/env目录主要用于存放不同 board的相关支持包。譬如 bsp/env/sirv-e203-arty文件夹存放的是

使用 Arty FPGA 开发板（基于 E203 处理器核的 SoC）的支持包。另外，bsp/env 目录下还存放

其他支持文件，譬如 common.mk 作为一个公用的 Makefile 脚本，start.S 作为程序的上电引导程

序，和其他的若干头文件。 

 software 目录主要存放软件示例，包括一个基本的 demo_gpio 示例，dhrystone 跑分程序和

CoreMark 跑分程序。每个示例均有其单独的文件夹，包含了各自的源代码，Makefile 和编译选

项（在 Makefile 中指定）等。 

由于本文侧重于介绍 CPU 的硬件使用，因此对于软件部分在此不做赘述，请用户自行阅读

SIRV-E-SDK 的脚本和代码了解其细节。注意：SIRV-E-SDK 的初衷只是为了演示简单的软件示例并使其

https://github.com/sifive/freedom-e-sdk/tree/master/bsp
https://github.com/sifive/freedom-e-sdk/tree/master/bsp/include
https://github.com/sifive/freedom-e-sdk/tree/master/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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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以方便用户在 Github 上下载使用，蜂鸟 E200 将专门维护一个独立的 Github 仓库

（https://github.com/SI-RISCV/hbird-e-sdk）作为管理和维护蜂鸟 E200 的软件开发套件（SDK），并且我们

将出版中文书籍《RISC-V 架构与嵌入式开发入门指南》中进行深入浅出的系统讲解。感兴趣的用户可以

自行搜索此书。 

4.3  使用 SIRV-E-SDK 运行示例程序 

E200 项目提供一个典型的示例程序 demo_gpio 可运行于前文中介绍的 Xilinx Arty 开发板（基于

SIRV-E200-SoC），使用 SIRV-E-SDK 平台按照如下步骤可以运行。 

 

// 步骤一：准备好自己的电脑环境，可以在公司的服务器环境中运行，如果是个人用户，推荐如下配置： 

  （1）使用 VMware 虚拟机在个人电脑上安装虚拟的 Linux 操作系统。 

  （2）由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版本众多，推荐使用 Ubuntu 16.04 版本的 Linux操作系统 

  有关如何安装 VMware 以及 Ubuntu操作系统本文不做介绍，有关 Linux 的基本使用本文 

  也不做介绍，请用户自行查阅资料学习。 

 

 

// 步骤二：将 e200_opensource项目下载到本机 Linux 环境中，使用如下命令：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git 

  // 经过此步骤将项目克隆下来，本机上即可具有如前文所述完整的 e200_opensource 目 

  // 录文件夹，假设该目录为<your_e200_dir>，后文将使用该缩写指代。 

 

  

// 步骤三：由于编译汇编示例程序需要使用到 GNU 工具链，假设使用完整的 riscv-tools来自己编译 GNU 工具链
则 费 时 费 力 ， 因 此 本 文 推 荐 使 用 预 先 已 经 编 译 好 的 GCC 工 具 链 。 用 户 可 以 在 链 接
http://pan.baidu.com/s/1eSD0COM 下 载 压 缩 包 riscv32_unkown_elf_gcc6.1.0.tar.gz 和
openocd_gcc6.1.0.tar.gz，然后按照如下步骤解压使用。 由于编译软件程序需要使用到 GNU 工具链，假设使
用完整的 riscv-tools 来自己编译 GNU 工具链则费时费力，因此本文推荐使用预先已经编译好的 GCC 工具链。用
户可以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UbBlVc 下的“RISC-V Software Tools/RISC-V_GCC_201801_Linux”目录
下 载 压 缩 包 gnu-mcu-eclipse-riscv-none-gcc-7.2.0-2-20180111-2230-centos64.tgz 和
gnu-mcu-eclipse-openocd-0.10.0-6-20180112-1448-centos64.tgz，然后按照如下步骤解压使用（注意： 
上述链接网盘上的工具链可能会不断更新，用户请注意自行判断使用最新日期的版本，下列步骤仅为特定版本的示例）。 
 

cp riscv32_unkown_elf_gcc6.1.0.tar.gz ~/ 

cp openocd_gcc6.1.0.tar.gz ~/ 

  // 将两个压缩包均拷贝到用户的根目录下  

   

cd ~/ 

tar -xzvf riscv32_unkown_elf_gcc6.1.0.tar.gz 

  // 进入根目录并解压 GNU Toolchain 压缩包 

tar -xzvf openocd_gcc6.1.0.tar.gz 

  // 解压 OpenOCD 压缩包 

cp gnu-mcu-eclipse-riscv-none-gcc-7.2.0-2-20180111-2230-centos64.tgz ~/ 

cp gnu-mcu-eclipse-openocd-0.10.0-6-20180112-1448-centos64.tgz ~/ 

  //将两个压缩包均拷贝到用户的根目录下   

   

cd ~/ 

tar -xzvf gnu-mcu-eclipse-riscv-none-gcc-7.2.0-2-20180111-2230-centos64.tgz 

tar –xzvf gnu-mcu-eclipse-openocd-0.10.0-6-20180112-1448-centos64.tgz 

  // 进入根目录并解压上述两个压缩包，解压后可以看到一个生成的 gnu-mcu-eclipse 文件夹 

 

 

cd <your_e200_dir>/sirv-e-sdk 

带格式的: 字体: (默认) Cou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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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加粗, 字体颜色: 黑色, (中
文) 中文(简体，中国), 升高量  1
磅, 字距调整8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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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的 sirv-e-sdk 目录文件夹 

mkdir -p work/build/openocd/prefix 

  // 在 sirv-e-sdk 目录下创建上述这个 prefix 目录 

cd work/build/openocd/prefix 

  // 进入到 prefix 该目录 

ln -–s ~/gnu-mcu-eclipse/openocd/0.10.0-6-20180112-1448/bin ~/openocd_gcc6.1.0/bin bin 

  

  // 将用户根目录下解压的 OpenOCD 目录下的 bin 目录作为软链接链接到 

  // 该 prefix 目录下 

 

cd <your_e200_dir>/sirv-e-sdk 

  // 再次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的 sirv-e-sdk 目录文件夹 

mkdir -p work/build/riscv-gnu-toolchain/riscv32-unknown-elf/prefix/ 

  // 在 sirv-e-sdk 目录下创建上述这个 prefix 目录 

cd work/build/riscv-gnu-toolchain/riscv32-unknown-elf/prefix 

  // 进入到 prefix 该目录 

ln -s 

~/gnu-mcu-eclipse/riscv-none-gcc/7.2.0-2-20180111-2230/bin~/riscv32_unkown_elf_gcc6.1

.0/bin bin   

  // 将用户根目录下解压的 GNU Toolchain 目录下的 bin 目录作为软链接链接到 

  // 该 prefix 目录下 

 

 

 

// 步骤四：按照本文第 3.3节中所述方法，准备好基于 SIRV-E200-SoC 的 Xilinx Arty FPGA 原型开发板，并
将 bitstream文件或者 mcs文件烧录至 FPGA中 FPGA通电待命，且用 JTAG调试器将 Arty开发板与主机 PC连接，
并确保 JTAG 调试器的 USB接口被虚拟机 Linux系统正确识别。 

 

 

// 步骤五：编译 demo_gpio示例程序，使用如下命令： 

   

cd <your_e200_dir>/sirv-e-sdk 

  // 再次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文件夹下面的 sirv-e-sdk 目录。 

 

make software PROGRAM=demo_gpio BOARD=sirv-e203-arty 

  // 运行该命令指明需要使用 bsp/env 目录下的 sirv-e203-arty 板级支持包编译 

  // demo_gpio 示例程序。若需使用其他型号的 E200 系列 Core，譬如 

  // E225fd 处理器核，则使用 BOARD=sirv-e225fd-arty。 

  // 程序若编译成功则显示如图 4-2 所示。 

 
 
// 步骤六：将编译好的 demo_gpio程序下载至 FPGA 原型开发板中，使用如下命令： 

   

cd <your_e200_dir>/sirv-e-sdk 

  // 再次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文件夹下面的 sirv-e-sdk 目录。 

 

make upload PROGRAM=demo_gpio BOARD=sirv-e203-arty 
  // 运行该命令指明需要使用 bsp/env 目录下的 sirv-e203-arty 板级支持包下载 

  // demo_gpio 示例程序至 FPGA 开发板中。若需使用其他型号的 E200 系列 Core，譬如 

  // E225fd 处理器核，则使用 BOARD=sirv-e225fd-arty。 

  // 该过程的原理是调用 GDB 和 OpenOCD 软件通过 JTAG 调试器将编译好的 demo_gpio 

  // 程序下载到 E203 处理器核中。 

  // 程序若下载成功则显示如图 4-3 所示。 

 

 

// 步骤七：在 FPGA原型平台上运行 demo_gpio程序： 

   

  // 由于 demo_gpio 示例程序将通过 UART 打印一个 Log 符号到主机 PC 的显示屏上。 

  // 因此需要先将串口显示终端准备好，在 Ubuntu 的命令行终端中使用如下命令。 

sudo screen /dev/ttyUSB1 115200 

  // 该命令将设备 ttyUSB1 设置为串口显示的来源，波特率为 115200 

  // 若该命令执行成功的话，Ubuntu 的该命令行终端将被锁定，用于显示串口发送的字符。 

  // 若该命令无法执行成功，请确保已按照第 3.3.2 节中所述方法将 USB 的权限设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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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准备好之后，则仅需按 FPGA 原型开发板上的 RESET 按键 

  // 即可。 

按 FPGA 开发板上的 RESET按键，则处理器复位开始执行 demo_gpio 程序，并将 Log 字符打印至主机 PC 的串
口显示终端上。如图 4-4 所示。 

  

由于本文侧重于介绍 CPU 的硬件设计，因此对于软件部分在此不做赘述，请用户自行阅读 demo_gpio

的代码了解其程序细节。 

 
图 4-2 编译 demo_gpio 程序成功后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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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下载 demo_gpio 程序至 FPGA 开发板成功后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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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运行 demo_gpio 程序后在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上的 Log 字符 

 

  

带格式的: 字体: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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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使用 GDB 和 OpenOCD 调试示例程序 

GDB（GNU Project Debugger），是 GNU 工具链中的调试软件。GDB 是一款应用非常广泛的调试工

具，能够用于调试 C、C++、Ada 等等各种语言编写的程序，它提供如下功能： 

 下载或者启动程序 

 通过设定各种特定条件来停止程序 

 查看处理器的运行状态，包括通用寄存器的值，内存地址的值等 

 查看程序的状态，包括变量的值，函数的状态等 

 改变处理器的运行状态，包括通用寄存器的值，内存地址的值等 

 改变程序的状态，包括变量的值，函数的状态等 

GDB 可以用于在主机 PC 的 Linux 系统中调试运行的程序，同时也能用于调试嵌入式硬件，在嵌入

式硬件的环境中，由于资源有限，一般的嵌入式目标硬件上无法直接构建 GDB 的调试环境（譬如显示屏

和 Linux 系统等），这时可以通过 GDB+GdbServer 的方式进行远程（remote）调试，通常而言 GdbServer

在目标硬件上运行，而 GDB 则在主机 PC 上运行。 

表 4-1 GDB 常用命令 

命令 介绍 

load file 动态链入 file 文件，并读取它的符号表 

jump 使当前执行的程序跳转到某一行，或者跳转到某个地址 

info br 使用该指令可查看断点信息，br 是断点 break 的缩写，GDB 具有自动补齐功能，

此命令等效于 info break  

info source 使用该指令可查看当前程序的信息 

info stack 使用该指令可查看程序的调用层次关系 

list function-name  使用该指令可列出某个函数 

list line-number 列出某行附近的代码 

break function 

break line-number 
在指定的函数，或者行号处设置断点 

break *address 在指定的地址处设置断点。一般在没有源代码时使用 

continue  恢复程序运行，直到遇到下一个断点 

step 进入下一行代码的执行，会进入函数内部 

step number 等效于连续执行 number 次 step 命令 

next  执行下一行代码。但不会进入函数内部 

next number 等效于连续执行 number 次 next 命令 

until 

until line-number 
继续运行直到到达指定行号，或者函数，地址等 

stepi 

nexti 
stepi/nexti 命令与 step/next 的区别在于其执行下一条汇编指令，而不是下一行代码

（譬如 C/C++中的一行代码） 

x address 打印指定内存地址中的值 

p variable 打印指定变量的值 

为了能够支持 GDB 对其进行调试， Freedom E310 SoC 使用 OpenOCD 作为其 GdbServer 与 GDB 进

行配合。OpenOCD（ Open On-Chip Debugger ）是一款开源的免费调试软件，由社区共同维护，由于其

开放开源的特点，众多的公司和个人使用其作为调试软件，支持大多数主流的 MCU 和硬件开发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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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编写 OpenOCD 的底层驱动文件能够使其通过 JTAG 接口连接 Freedom E310 SoC 并利用其硬件调试特

性对其进行调试。 

为了能够完全支持 GDB 的功能，在使用 GCC 对源代码进行编译的时候，需要使用-g 选项，例如：

gcc -g -o hello hello.c 。该选项会将调试所需信息加入编译所得的可执行程序中，因此该选项会增大可执

行程序的大小，因此在正式发布的版本中通常不使用该选项。 

GDB 虽然可以使用一些前端工具实现图形化界面，但是更常见的是使用命令行直接对其进行操作。

常用的 GDB 命令介绍如表 4-1 所示。 

 

可按照如下步骤使用 GDB 和 OpenOCD 对 Xilinx Arty 开发板（基于 SIRV-E200-SoC）进行调试。 

 

// 步骤一 ~ 步骤四：与第 4.3节中描述的运行 demo_gpio 示例程序步骤一 ~ 步骤四相同。 

 

 

// 步骤五：使用 GDB+OpenOCD远程调试 FPGA原型开发板，使用如下命令： 

   

cd <your_e200_dir>/sirv-e-sdk 

  // 再次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文件夹下面的 sirv-e-sdk 目录。 

 

  // 使用如下命令打开 OpenOCD 

make run_openocd PROGRAM=demo_gpio BOARD=sirv-e203-arty 
  // 运行该命令会使用 bsp/env 目录下的 sirv-e203-arty 板级支持包中 OpenOCD 的 

  // 配置文件来打开 OpenOCD，并与 Arty FPGA 开发板相连。 

  // 如果该步骤执行成功，则如图 4-5 所示。 

 

  // 由于命令行界面已经被 OpenOCD 挂住，因此需要重新开启一个新的 Terminal 终端， 

  // 然后使用如下命令打开 GDB 

make run_gdb PROGRAM=demo_gpio BOARD=sirv-e203-arty 
  // 运行该命令会自动打开 GDB 来调试 demo_gpio 示例程序。 

  // 如果该步骤执行成功，则进入了 GDB 的调试命令行界面，如图 4-6 所示。 

 

 

// 步骤六：演示使用 GDB命令： 

  // 接下来便可使用 GDB 的常用命令进行调试。 

b main 

  // 在 main 函数的入口处设置断点。 

 

info b 

  // 查看目前程序设置的断点，显示如图 4-7 所示。 

 

x 0x20400000 

x 0x20400004 

x 0x20400008 

  // 查看内存地址 0x20400000/0x20400004/0x20400008 中的数值，显示如图 4-8 

  // 所示。 

info reg 

info reg mstatus 

  // 查看当前处理器的通用寄存器的值和 CSR 寄存器 mstatus 的值，显示如图 4-9 所示。 

 

info reg csr768 

  // 查看当前处理器的地址 768 的 CSR 寄存器的值。 

  //  注意：编号 768 为十进制数，对应十六进制为 0x300，对应于 mstatus 寄存器的 CSR 

  //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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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reg mcause 

info reg mepc 

info reg mtval 

  // 查看当前处理器的 CSR 寄存器 mcause，mepc 和 mtval 的值。 

  //  注意：当程序出现了异常（程序运行结果显示结果为 Trap）时，可以通过 GDB 查看此 

  //  三个寄存器的值有效的定位异常的原因和发生位置。有关 mcause，mepc 和 mtval 

  //  寄存器的详情，请参见 RISC-V 指令集手册或者出版中文书籍《手把手教你设计 CPU：RISC-V 处

理器》附录中对于指令集的详细介绍。 

 

 

jump main  

  // 从程序的_start 入口开始执行，将停于设置的第一个断点处，显示如图 4-10 所示。 

 

ni  

  // 单步执行，显示如图 4-11 所示。 

 

continue 

  // 继续执行，将停于下一个断点处，若无断点则一直执行至程序结束处。 

 

 

 
图 4-5 打开 OpenOCD 后的命令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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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GDB 的命令行界面 

 
 

 
图 4-7 GDB 显示设置的断点 

 

 
图 4-8 通过 GDB 查看内存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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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GDB 显示寄存器的值 

 

 
图 4-10 GDB 显示程序停止于断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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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GDB 单步执行程序 

 

4.5  其他软件 Windows IDE 开发工具 

除了在 Linux 环境中使用命令行和脚本操作的 Freedom-E-SDK 软件平台之外，目前 RISC-V 还提供

成熟的基于图形开发界面的集成开发环境（IDE，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其中 SiFive 公

司提供的免费 IDE 工具 Freedom Studio 便是优秀的代表。Freedom Studio 既有 Linux 版本，也有 Windows

版本，如图 4-12 所示。 

由于 Linux 操作系统在工程领域更受推崇，其使用的命令行和脚本操作使得项目更加的具备可重现

性和高效的自动化特性，因此本文更加推荐基于 Linux 环境的 Freedom-E-SDK 软件开发平台。有关基于

Windows图形界面的Freedom Studio本文在此不做赘述，用户可以于SiFive网站（http://www.sifive.com/）

自行查阅其使用详解。 

除了本章介绍的 SIRV-E-SDK 软件平台（在 Linux 环境中使用命令行和脚本操作）之外，目前 RISC-V

还提供成熟的基于 Eclipse 图形开发界面的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 

由于 Linux 操作系统在很多工程领域更受推崇，其使用的命令行和脚本操作使得项目更加的具备可

重现性和高效的自动化特性，因此，作者更加推荐基于 Linux 环境的 Freedom-E-SDK 软件开发平台。有

关基于 Windows 图形界面的 IDE 本文在此不做赘述，感兴趣的用户可以参见 e200_opensource 项目 doc

目录中有关 Windows IDE 工具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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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 Benchmarks 

 
 

 

 

 

衡量处理器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功耗，另外一个重要指标便是性能。对于功耗的评估，其大致与处

理器的硬件面积呈正比，蜂鸟 E200 是一款极为精简的小面积超低功耗处理器，面积要小于目前 ARM 

Cortex M 系列的最小的 Cortex M0+ 处理器核。 而对于处理器性能的评估，需要依赖跑分程序

（Benchmarks）来完成。 

5.1  Benchmarks 简介 

在处理器领域的 Benchmarks 非常众多，有某些个人开发的程序，也有某些标准组织，或者商业公司

开发的 Benchmarks，本文在此不加以一一枚举。在嵌入式处理器领域最为知名和常见的 Benchmarks 为

Dhrystone 和 CoreMark。 

5.2  运行 Dhrystone Benchmark 

Dhrystone Benchmark 可运行于 Xilinx Arty 开发板（基于 SIRV-E200-SoC），使用 SIRV-E-SDK 平台

按照如下步骤可以运行。 

 

// 步骤一 ~ 步骤四：与第 4.3节中描述的运行 demo_gpio 示例程序步骤一 ~ 步骤四相同。 

 

 

// 步骤四：编译 Dhrystone示例程序，使用如下命令： 

   

cd <your_e200_dir>/sirv-e-sdk 

  // 再次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文件夹下面的 sirv-e-sdk 目录。 

 

make software PROGRAM=dhrystone BOARD=sirv-e203-arty 

  // 运行该命令指明需要使用 bsp/env 目录下的 sirv-e203-arty 板级支持包编译 

  // dhrystone 示例程序。若需使用其他型号的 E200 系列 Core，譬如 

  // E225fd 处理器核，则使用 BOARD=sirv-e225fd-arty。 

 

 
// 步骤六：将编译好的 Dhrystone程序下载至 FPGA 原型开发板中，使用如下命令： 

   

cd <your_e200_dir>/sirv-e-sdk 

  // 再次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文件夹下面的 sirv-e-sdk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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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upload PROGRAM=dhrystone BOARD=sirv-e203-arty 
  // 运行该命令指明需要使用 bsp/env 目录下的 sirv-e203-arty 板级支持包下载 

  // dhrystone 示例程序至 FPGA 开发板中。若需使用其他型号的 E200 系列 Core，譬如 

  // E225fd 处理器核，则使用 BOARD=sirv-e225fd-arty。 

  // 该过程的原理是调用 GDB 和 OpenOCD 软件通过 JTAG 调试器将编译好的 dhrystone 

  // 程序下载到 E203 处理器核中。 

 

 

// 步骤七：在 FPGA原型平台上运行 Dhrystone程序： 

   

  // 由于 demo_gpio 示例程序将通过 UART 打印一个 Log 符号到主机 PC 的显示屏上。 

  // 因此需要先将串口显示终端准备好，在 Ubuntu 的命令行终端中使用如下命令。 

sudo screen /dev/ttyUSB1 115200 

  // 该命令将设备 ttyUSB1 设置为串口显示的来源，波特率为 115200 

  // 若该命令执行成功的话，Ubuntu 的该命令行终端将被锁定，用于显示串口发送的字符。 

  // 若该命令无法执行成功，请确保已按照第 3.3.2 节中所述方法将 USB 的权限设置正确。 

 

  // 将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准备好之后，则仅需按 FPGA 原型开发板上的 RESET 按键 

  // 即可。 

按 FPGA 开发板上的 RESET按键，则处理器复位开始执行 Dhrystone 程序，并将 Log 字符打印至主机 PC 的串
口显示终端上。从其打印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E203 处理器运行 Dhrystone 跑分程序的结果 性能指标，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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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E203 Core 运行 Dhrystone Benchmark 程序后于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上显示分数 

 

 
图 5-2  E201 Core 运行 Dhrystone Benchmark 程序后于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上显示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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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E205 Core 运行 Dhrystone Benchmark 程序后于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上显示分数 

 

图 5-1，图 5-2 与图 5-3 分别的显示了 E201，E203 和 E205 Core 运行 CoreMark 所得跑分，从中可以

看出 E205得分 1.355 DMIPS/Hz 高于E201 的分数 1.171 DMIPS/Hz。这是因为E205 Core中使用了单周期

的硬件乘法器和多周期的硬件除法器，而 E201 Core 并没有硬件的乘法器和除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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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运行 CoreMark Benchmark 

 CoreMark Benchmark 的运行方法类似，步骤如下。 

  

// 步骤一 ~ 步骤四：与第 4.3节中描述的运行 demo_gpio 示例程序步骤一 ~ 步骤四相同。 

 

// 步骤五：下载 CoreMark的源代码 

  // 由于未经 EEMBC 运行不得擅自转发 CoreMark 程序的源代码，因此需要用户自行于 

  // EEMBC 网站上（http://www.eembc.org/coremark/download.php）下 

  // 载 CoreMark 的程序源代码。 

  // 将下载压缩包中的如下文件拷贝至 sirv-e-sdk/software/coremark 目录下。 

    core_list_join.c 

    core_main.c 

    coremark.h 

    core_matrix.c 

    core_state.c 

    core_util.c 

 

// 步骤六：编译 CoreMark示例程序，使用如下命令： 

   

cd <your_e200_dir>/sirv-e-sdk 

  // 再次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文件夹下面的 sirv-e-sdk 目录。 

 

make software PROGRAM=coremark BOARD=sirv-e203-arty 

  // 运行该命令指明需要使用 bsp/env 目录下的 sirv-e203-arty 板级支持包编译 

  // coremark 示例程序。若需使用其他型号的 E200 系列 Core，譬如 

  // E225fd 处理器核，则使用 BOARD=sirv-e225fd-arty。 

 

 
// 步骤七：将编译好的 CoreMark程序下载至 FPGA 原型开发板中，使用如下命令： 

   

cd <your_e200_dir>/sirv-e-sdk 

  // 再次进入到 e200_opensource 目录文件夹下面的 sirv-e-sdk 目录。 

 

make upload PROGRAM=coremark BOARD=sirv-e203-arty 
  // 运行该命令指明需要使用 bsp/env 目录下的 sirv-e203-arty 板级支持包下载 

  // coremark 示例程序至 FPGA 开发板中。若需使用其他型号的 E200 系列 Core，譬如 

  // E225fd 处理器核，则使用 BOARD=sirv-e225fd-arty。 

  // 该过程的原理是调用 GDB 和 OpenOCD 软件通过 JTAG 调试器将编译好的 coremark 

  // 程序下载到 E203 处理器核中。 

 

 

// 步骤八：在 FPGA原型平台上运行 CoreMark程序： 

   

  // 由于 demo_gpio 示例程序将通过 UART 打印一个 Log 符号到主机 PC 的显示屏上。 

  // 因此需要先将串口显示终端准备好，在 Ubuntu 的命令行终端中使用如下命令。 

sudo screen /dev/ttyUSB1 115200 

  // 该命令将设备 ttyUSB1 设置为串口显示的来源，波特率为 115200 

  // 若该命令执行成功的话，Ubuntu 的该命令行终端将被锁定，用于显示串口发送的字符。 

  // 若该命令无法执行成功，请确保已按照第 3.3.2 节中所述方法将 USB 的权限设置正确。 

 

  // 将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准备好之后，则仅需按 FPGA 原型开发板上的 RESET 按键 

  // 即可。 

按 FPGA 开发板上的 RESET 按键，则处理器复位开始执行 CoreMark 程序，并将 Log 字符打印至主机 PC 的串
口显示终端上。从其打印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E203处理器运行 CoreMark跑分程序的结果 性能指标如图 5-4所示。 

  

 
 

http://www.eembc.org/coremark/downlo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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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E203 Core 运行 CoreMark Benchmark 程序后于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上显示分数 

 
 

 
图 5-5  E201 Core 运行 CoreMark Benchmark 程序后于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上显示分数 

 



- 68 - 

 
图 5-6  E205 Core 运行 CoreMark Benchmark 程序后于主机 PC 的串口显示终端上显示分数 

图 5-4，图 5-5 与图 5-6 分别的显示了 E201，E203 和 E205 Core 运行 CoreMark 所得跑分，从中可以

看出 E205 得分 3.327 CoreMark/Hz 远远高于 E201 的分数 1.352 CoreMark/Hz。这是因为 E205 Core 中使

用了单周期的硬件乘法器和多周期的硬件除法器，而 E201 Core 并没有硬件的乘法器和除法器。  

 

5.4  总结与比较 

注意：由于 Dhrystone 和 CoreMark 均只使用了整数运算类型，因此并不能衡量浮点运算处理性能。 

蜂鸟 E200处理器核的 Benchmark分数与主流的 ARM Cortex M系列处理器的 Benchmark分数对比如

表 5-1 所示。 

蜂鸟E200 处理器核的面积仅仅和 ARM最小的 Cortex M0+处理器核相当，但通过表 5-1的 Benchmark

分数可以看出，蜂鸟 E203 功耗面积和性能均优于 ARM 的 Cortex M0+处理器核（M0+ 是 ARM 最小面积

的处理器核心），蜂鸟 E205 功耗面积和性能均优于 ARM 的 Cortex M3 处理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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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蜂鸟 E200 系列处理器核与 ARM Cortex M0+处理器核的 Benchmark 结果对比 

Benchmarks ARM  

Cortex-M0 

ARM  

Cortex-M0+ 

ARM 

Cortex-M3 

蜂鸟

E201 

蜂鸟

E203 

蜂鸟

E205 

Dhrystone 

(DMIPS/MHz) 

0.84 
(Official) 

1.21 
(Max options) 

0.94 
(Official) 

1.31 
(Max options) 

1.25 1.171 1.262 1.355 

CoreMark 

(CoreMark/MHz) 

2.33 2.42 3.32 1.352 2.226 3.327 

最小配置逻辑门数 

（K Gates） 

12K 12K 36K 10K 12K 20K 

注： 

（1） Cortex M0+的乘法器可以配置成单周期乘法器或多周期迭代乘法器，因此其 Dhrystone 性能数据有

两组；CoreMark 性能数据采用单周期乘法或多周期乘法器信息不详。 

（2） 本表格中有关 ARM Cortex M 系列处理器核的性能数据来自于其他公开信息，非官方数据。请以

最新 ARM 官方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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