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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佳师

3月 13日晚间，IT产业界发生一件大事

就与车的变局有关。英特尔官方网站发文确

认，以 153 亿美元收购以色列自动驾驶公司

Mobileye，这个并购案引起业界巨大的震动。

英特尔官网公布的信息是，英特尔一子

公司将以每股63.54美元的现金收购Mobil-

eye全部已发行流通股。基于该交易，Mo-

bileye 的股本价值为 153 亿美元，企业价值

为 147 亿美元，此次收购将于 9 个月内完

成，目前双方公司董事会已经通过该协

议。资料显示，Mobileye曾经是特斯拉Au-

topilot自动驾驶系统的提供商，是27家汽车

制造商的碰撞预测系统的供应商，占目前整

个市场份额的 70%左右。这家公司创立于

1999 年，2014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当前市值为106亿美元。

从昨晚到今天，与这桩收购相关的信息

在社交媒体刷屏并在各大网站登上头条。这

一收购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将对未来

的英特尔以及自动驾驶和汽车产业带来什么

样的影响？

自动驾驶对英特尔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曾经错过什么，而且上一段经历

令你非常痛彻，那么当一个新的机会来临的

时候你会格外敏感，并格外珍惜。这段话用

在今天的英特尔身上非常贴切。曾经错失移

动机会的英特尔，在物联网时代蓬勃到来之

际，机敏地关注每一个有可能变成“爆款”

的应用场景，从无人机、自动驾驶、机器

人、数字广告，到智能制造等，英特尔在每

一个场景都布了种子，做下宁可错“杀”一

千也不“放”走一个的“物联网大局”。

关于这桩收购，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科再

奇在写给公司员工的内部信中解释道：“你们

中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为什么我们认为自

动驾驶对英特尔的未来如此重要？答案是数

据。我们的战略是让英特尔成为每一种技

术、每一个行业数据革命的驱动力量。我们

是一家数据公司。我们聚焦的业务、我们解

决方案的提供方向，都在于创造、使用和分

析海量的数据。”

毫无疑问，未来的汽车是一个庞大“数

据”源，是高价值的“数据”领域，而且是

技术门槛最高的领域之一。科再奇说：“现

在，世界上每天产生的数据有 4 兆兆字节

（terabytes），平均每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产生

的数据量约等于 3000 人产生的数据量。只

要有100万辆自动驾驶汽车上路，你就能拥

有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所产生的数据。这么大

的数据量需要英特尔倾注所有来为客户提供

他们所需要的高性价比、高性能的解决方

案。”英特尔预计，2020年自动驾驶汽车每

天可产生4000GB的数据，2030年全球车辆

系统、数据和服务市场的规模将达到700亿

美元。

事实上，这个市场可能比预想还要

大得多。

去年 11 月份，英特尔成立了自动驾驶

事业部 （Automotive Driving Group）。而在

此前，2016年4月，英特尔宣布收购意大利

半导体制造商Yogitech，该公司专注为机器

人和无人驾驶汽车开发芯片。与此同时，英

特尔的风河事业部买下了Arynga，这家公司

的 产 品 以 基 于 GENIVI 联 盟 标 准 开 发 的

CarSync软件为主，它能够使车用计算机

具备 OTA 无线升级的功能。2016 年 5

月，英特尔收购俄罗斯公司 Itseez，这家

公司开发驾驶辅助系统使用的软件和服

务，以协助对可能发生的碰撞发出警告，

提高司机意识并简化驾驶。2016 年 8 月，

英特尔宣布收购深度学习初创公司 Ner-

vana Systems。2016 年 9 月，英特尔宣布

收购Movidius。这家公司主要致力于高性

能处理器及计算机视觉芯片研发。从深度

学习平台到机器视觉，英特尔一直在布自

动驾驶之局。

去年 7 月 1 日，宝马集团、英特尔、

Mobileye 公司宣布未来三方将基于宝马 i

Vision Future Interaction 概念车合作开发

自动驾驶汽车，量产版将在 2021 年正式

推出。但合作仅仅几个月，英特尔的姿态

就完全改变了，英特尔宣布要将Mobileye

收入囊中，并与自动驾驶事业部合并让其

独立运作，总部将建在以色列。

这桩从合作演变为收购的事件与IT业

界的另外一个案件有极高的相似度。几年

前，IBM 公司曾经与天气公司 Weather

Company合作，为其提供技术支撑，这是

一家积累了几十年数据的天气公司，为航

空公司分析航线实时天气、为农场和政府

提供灾害天气应急方案、为能源企业节省

生产成本等。合作没多久，在 2016 年 1

月，IBM就宣布花20亿美元把它买下来。

收购的原因，一方面是觉得这个领域的

“水够深”，必须深度介入，下水“湿身”。

另一方面是这个公司有大量的场景数据，

“足够有价值”。IBM从来不缺数据分析能

力、数据平台能力，但是IBM没有前端和数

据源，仅仅是有后端没有前端，就像盲人摸

象，被人“牵着鼻子走”。

事实上这和英特尔收购 Mobileye 有着

非常强的类比性，英特尔要想成为自动驾驶

的平台公司，提供端到端的自动驾驶技术和

服务，就必须得有“前端”，得有“感知”，

这是Mobileye可以带来的。

Mobileye能带来什么？

Mobileye如何“忽悠”到了英特尔 153亿

美元的“真金白银”？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

资料显示，这家公司诞生于1999年，两

位创始人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两名研究人

员，公司主要开发基于摄像头和软件的计算

机视觉识别系统，并且推出了专用芯片，这

些芯片和识别系统能够识别各种道路交通状

态，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交通环境分析数

据。其产品就是自动驾驶汽车的“眼睛”和

“大脑”。据悉，Mobileye去年的净利润率高

达30%。

Mobileye官网有几个数字：全球共有27

家汽车厂商依赖 Mobileye 的技术；共有超

过 1500 万辆汽车装备了 Mobileye 的技术；

13 家汽车厂商与 Mobileye 合作研发无人驾

驶技术。除现有的计算机视觉识别算法和芯

片之外，Mobileye也在规划开发新产品。

这家公司还有一个标签是，特斯拉的自

动驾驶技术供应商。特斯拉曾经选择了

Mobileye作为合作伙伴。不过因为去年特斯

拉电动车发生了自动驾驶系统致人死亡的事

故后。双方“互撕”，特斯拉认为 Mobileye

的识别软件不过关，导致了交通事故，于是

合作结束。这些前尘往事并未阻挡英特尔要

“娶”Mobileye 的决心，在通往自动驾驶的

“成人礼”上，谁没有一些“青春过往”。长

大是要付出代价的。

地平线机器人技术创始人、人工智能专

家余凯的判断是，英特尔收下Mobileye，起

码为其在竞争中买下了5年的时间。目前英

特尔在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领域的积累相对

较少，而且远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英伟达。

Mobileye 在前装车领域已经拿下了 1000 万

辆的上车量，这等于英特尔通过收购拥有了

如此量级的积累和资质。“这是很不容易的

事情，因为前装的壁垒非常高。”余凯说。

但也有人觉得英特尔买得太贵了，因为

Mobileye所使用的视觉处理也有其短处，比

如说 Mobileye 摄像头接受的是光的反射，

如果摄像头效果受影响，例如在黑暗场景中

没有了光线，那么识别能力将大打折扣。比

如 Mobileye 所使用的单目摄像头获取的仅

仅是 2D平面数据，所以需要图像识别加工

才能得到 3D 场景。再比如 Mobileye所收集

的内容经过处理会有一定延迟。

不过，自动驾驶在通往成熟的“成人

礼”上，还有很多坎要过，这需要技术、需

要数据，不经历“青春过往”不可能一夜长

大。自动驾驶还在不断进化。

目前包括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特斯拉、

宝马等汽车巨头，还有大量的创业公司都加

入这个人工智能最大“风口”的角逐。在芯

片领域，另一个芯片企业英伟达同样对自动

驾驶磨刀霍霍，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英特尔

和英伟达两大阵营。

本报讯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

（贸发局） 主办的香港春季电子产

品展暨国际资讯科技博览会，将于

4月13至16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同期举行。这两展览会已经举办了

14届，汇聚超过3400家参展商，向

全球贸易买家展示最新的电子产

品 ， 这 两 展 览 上 届 一 共 吸 引 近

93000名来自145个国家及地区的买

家进场采购。

电子业是香港最大的产品出口

创汇行业，去年 11 个月的出口达

2716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1.3%。

作为亚太区重要的电子贸易枢纽，

香港是举行相关国际贸易展览的理

想平台，为业内人士提供最新的电

子及科技行业趋势。

展 览 会 上 设 立 了 “ 初 创 ”

（Startup） 专区，位于展览厅 3F-G

大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硬件

及软件初创企业向环球买家展示创

新科技及概念，同时让投资者可从

中物色与初创企业合作的机会。现

场还有一系列的专题活动，包括项

目提案环节、初创企业介绍会、初

创企业启导环节等，为初创企业提

供产品方案的展示机会及面向投资

者的平台。

今 年 春 季 电 子 展 在 展 览 厅

5F-G设立“科技馆”（Tech Hall），云

集四大展区包括新增的“虚拟现实”

专区，“智能家居”、“机器人及无人

操控技术”及“穿戴式电子产品”，方

便买家集中采购。

展会期间，大会还将举办“2017

前瞻科技研讨会”专题会议，讨论穿

戴式装置、VR\AR、智慧家居及机

器人技术等最新科技市场趋势。另

外，展会现场也有产品推广及发布

会、交流酒会及商贸配对服务，让参

展商、买家及参观人士分享行业的

最新动向，并扩展人脉。

本报讯 工信部发布的《信息

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物联网分册》指

出，到2020年，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物联网产业总体产业规模突破

1.5 万亿元。对于未来物联网的发

展，世强总裁肖庆表示：“未来物联

网发展重点在于带宽速度的提升，

以及硬件成本的下降，但是目前依

然存在终端设备端各种数据传输模

式比较混乱的问题。以Zigbee为例，

各方协议栈互通互联依然没有做到

简单化，虽然能互联，但调试困难，

开发成本较高；目前智能家居主要

市场需求都在欧美，国内发展较慢，

这跟成本有直接关系。”

在本届慕尼黑上海电子展上，

世强展示了业内先进的IoT产品，包

括8051内核MCU EFM8、非常节能

的 32 位微控制器、Zigbee 智能家居

方案、SIP蓝牙模块、HRM动态心率

检测传感器+蓝牙SOC EFR32BG、

小体积高精度的呼吸机压力传感器

等等。覆盖 MCU、智能家居、可穿

戴、温湿度、光学传感器、医疗电子

等方面。以蓝牙模块为例，世强代理

的Silicon Labs日前推出业界最小尺

寸的低功耗蓝牙系统级封装模块，

其内置芯片型天线，提供完整的低

成本连接解决方案，且不影响性能。

BGM12x Blue Gecko SiP模块采用

小巧的6.5mm×6.5mm封装，使得开

发人员能够将 PCB 板面积缩小至

51mm2。这种超小型高性能蓝牙模

块的应用领域包括运动和健身可穿

戴设备、智能手表、个人医疗设备、无

线传感器节点和其他空间受限的可

连接设备。世强还展示了一款传感器

至云的开发套件──Thunderboard

React，可使具有传感、处理和 Blue-

tooth Low Energy 连接功能的 IoT

设计加快速度，轻松建立无线传感器

节点到移动设备和云端的连接。

英特尔收购Mobileye

能否换来自动驾驶“成人礼”？

亚洲最大春季电子展四月在香港举行

半导体分销商世强发力物联网产业

本报讯 3 月 13 日，赛灵思公司

（Xilinx）宣布推出 Xilinxre VISION

堆栈，将其技术扩展视觉导向机器

学习应用领域。reVISION 堆栈的推

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其近期发布

的可重配置加速堆栈，扩展赛灵思

技术在机器学习应用领域从端到云

的部署。

赛灵思公司战略与市场营销高

级副总裁Steve Glaser表示，传统的

模式是赛灵思提供芯片以及开发环

境当中20%的解决方案，剩下的80%

要由客户来完成。但是有了这个re-

VISION堆栈以后，赛灵思能够完成

解决方案当中80%的工作，客户只需

要完成剩下的 20%就可以实现自己

的应用，能够加速满足市场和用户

的需求。reVISION堆栈将于2017年

第二季度开始供货。

据介绍，全新的 reVISION 堆栈

能够支持更广泛的嵌入式软件和系

统工程师，使其即使没有或者很少

硬件设计专业知识也可以使用赛灵

思技术更轻松、更快速地开发视觉

导向的智能系统。一旦将机器学习、

计算机视觉、传感器融合和连接的

优势融为一体，这些工程师将从中

大受裨益。reVISION 正在各类市场

中实现一系列快速增长的应用，其

中包括传统的高端消费市场、汽车、

工业、医疗和航空航天与国防等，还

包括新一代应用如协作机器人、具有

“感应和躲避”功能的无人机、增强现

实、自动驾驶汽车、自动化监控和医

疗诊断等。在这些市场中，差异化至

关重要，系统必须具备最高响应速

度、最新算法和快速的传感器部署，

大约三分之二的视觉导向半导体应

用属于这个市场。

Xilinx推出re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