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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通有限公司 CEO 陈福阳：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动态负载均衡
是解决网络拥塞的终极方案
本报记者

张心怡

4 月 9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电子报
社、中国电子器材有限公司、深圳市
平板显示行业协会协办的中国电子信
息博览会主论坛数字经济前沿论坛在
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博通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陈福阳发表了题为 《加快网
络技术创新，支撑数字经济发展》 的
演讲。
陈福阳在演讲中表示，博通以创
建完全自治的智能网络为目标，持续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陈福阳指出，数字经济产生于
人、业务、设备、数据以及流程之间
的线上连接，核心是人类、组织、机
器之间的互通互联。至 2025 年，预
计每个在网用户每天将与设备交互
4800 次。仅仅是 2016 年，数字经济
就产生了 16ZB 字节的数据，超过了
过去 100 年所产生的数据总和。

网络必须具备规模化能力
陈福阳说，为支持数字经济的快
速发展，网络必须具备规模化能力。
如今的网络中，用户只关注到 1/3 的
数据，另外 2/3 的数据流量存在于数
据中心。
要让网络能力满足大型网络之间
的数据交换，计算、存储、工作负载
功能应被拆解开来，允许计算池和内
存池的独立扩展，并支持工作负载在
多个服务器运行、使用多个内存服务
器的数据。
同时，在一个典型的网络系统
中，软件升级是通过人工来进行的，
出现问题时，设备的配置必须由 IT
人员完成。高峰超载引发的数据拥塞
也将导致设备失效和服务质量下降，
需要专业 IT 人员把出现问题的装置

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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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紫光要在
集成电路领域投资 1000 亿美元
本报记者 陈炳欣

从大型网络隔离或移除。随着网络
变得越来越复杂，人工修复变得越
来越困难，急需创新和改善。
当网络持续规模化，该如何去
管理大型网络呢？
陈福阳表示，传统网络通常采
用多层级结构，随着数据流量的增
加，分层网络的效率越来越低。解
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增加网络
交换机的带宽，网络交换机的带宽
已经从每三年翻一番进展到每年都
能翻一番。
经过扩展的带宽能增加网络交
换机的埠密度，允许网络结构折叠
并去掉一整层的交换机，实现网络
扁平化，以减轻网络延迟、工作负
载，提升网络的实时响应速度，实
现成本、能耗的降低。

关注大型网络管理
大型网络管理还需要克服网络
互联性的瓶颈。当网络速度超过每
秒 100Gbit， 铜 就 无 法 满 足 传 输 需
要。边缘安装的可插拔光纤模块则
为系统互连提供了灵活、经济、密

集的解决方案，能满足现阶段的网
络传输需求。陈福阳表示，为面向
未来网络的互联需要，应进一步将
硅材料和光学材料整合到多芯片模
块中，对光学器件和硅片之间的电
气接口进行优化，从而降低成本和
功耗。

创建智能化网络
陈福阳指出，网络资源的配置
效率取决于负载均衡机制，动态负
载均衡将是未来数据拥塞的终极解
决方案。
此外，还可以通过遥测技术、
软件定义网络控制，提升网络设备
和节点的可见性，优化和自我纠正
网络拥塞，动态调整工作量。
基于以上创新，博通有望在未
来创建完全自治的网络，自主完成
网络情况感应、分析信息、自主学
习、自适应环境，让 IT 开发人员更
加专注于创新类工作，更有效地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创建智能化、完
全自治、超高速连接的网络，是博
通的终极目标。

4 月 9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电子
报社、中国电子器材有限公司、深圳
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协办的中国电
子信息博览会主论坛数字经济前沿
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紫光集
团董事长赵伟国作了以《夯实数字
经济基础，从芯到云打造 IT 重科技
产业》为主题的演讲。赵伟国指出，
相对于轻科技、微科技，重科技的特
点是资本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
集、不可替代、全球竞争。紫光集团
的目标就是发展成为给整个互联网
和新 IT 产业提供基础技术和产品
的公司。

诠释“123”发展战略
演讲中，赵伟国提出了紫光集
团的“123”发展战略：即一个定位，
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从芯到云的高
科技产业集团；两条路径，自主创新
加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加速自主
创新；三个结合，包括企业战略与国
家战略相结合，科技产业与商业现
实相结合，本土雄心与跨国经营相
结合。
从发展路径来讲，紫光的选择
是“自主创新加国际合作”，在国际
合作的基础上加速自主创新。原来
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平的、商业是
平的、贸易是平的。最近美国政府启
动的 301 调查（紫光也上榜了美国
贸 易 代 表 办 公 室（USTR）提 交 的
301 调查报告），让大家认识到，其
实这世界并不是平的，商业不是平
的、技术也不是平的。不过国际合作
的形式可以很多样，包括了并购、技
术合作、合作研发等不同的合作形
式，企业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
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对
于一家公司的长期发展非常重要。
有些事情做起来可能是不赚钱的，
或者较长时期不能赚钱，但企业需

要做对国家有价值的事情。当然这
件事情要在商业上和技术上是可行
的，也就是要将科学产业和商业现
实相结合。很多企业之所以做不下
去，就是因为只有科技立项，却没有
和商业现实相结合。此外，尽管世界
不是平的，但谁也无法阻挡全球化
趋势，所以一家成功的企业一定会
成为一家全球化企业。这种情况下，
企业家一定要把本土雄心和全球化
经营结合起来，才能成功。

致力重科技产业发展
紫光要聚焦于重科技产业。
“重
科技”这个词是赵伟国最早提出的。
因为他发现很多所谓的高科技企业
其实可能是一种微科技，而重科技
产业，赵伟国总结了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资本密集，第二个是技术
密集，第三个是人才密集，第四个是
全球竞争，第五个是不可替代。有些
公司的规模可能很大，但是它具有
较强的可替代性。而重科技企业一
旦没有了就很难再产生出来。中国
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必须拥有一批
重科技企业。
集成电路这个行业的特点，需
要一种更加市场化、更加竞争性的
机制，在中国要把集成电路做好，要

靠国家战略推动，政府大力支持，企
业也要进行市场化运作。为什么说
现在有可能把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
做起来？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庞大的
市场纵深，庞大的资本纵深，也有人
才纵深，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企业
家的成长。我们看到中国这些年凡
是发展好的行业，发展起来的行业，
都是因为有成功企业的产生，而成
功企业的背后是企业家。
目前，紫光在武汉基地投入了
大约 800 亿元，这些资金已经基本
到位，武汉工厂今年就会初步建成。
4 月 11 日设备开始安装，紫光已经
研发出 32 层 64G 的 3D NAND，今
年会进行小规模量产。
紫光会在成都和南京等比例复
制武汉工厂，因为有了经验，以后的
投资会少一点，这两个工厂计划各
投入 500 亿元。三星去年在半导体
上的技改和研发投入超过了 600 亿
美元。也就是说，做集成电路，要想
进入第一集团，就要大规模的投入
资本，年投入低于 100 亿美元，无法
进入第一集团。紫光在发起成立一
家注册资本 1000 亿元的公司，如果
有 1000 亿元的资本金，十年紫光将
投入集成电路产业 1000 亿美元，大
约是 7000 亿元人民币。这样才有机
会真正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起来。

蔚来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斌：

中国将引领
全球智能电动汽车发展
本报记者

李佳师

4 月 9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电子
报社、中国电子器材有限公司、深圳
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协办的中国电
子信息博览会主论坛数字经济前沿
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蔚来创
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在论坛上
作了题目为《智能电动汽车的中国
机会》的主旨演讲。
李斌表示，
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
产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将会带给中
国企业和中国市场一些变局机会。

电动汽车更适合自动驾驶
十几年前，中国开始做电动汽
车（EV），在今天，信息技术和汽车
行业的充分融合，诞生了一个新物
种 Smart EV，十年之后我们再说汽
车，大家就知道指的就是智能电动
汽车。
李斌表示，电动汽车是最适合
自动驾驶技术路线的，电动汽车技
术和信息技术结合有三方面优势。
第一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的反应速
度比传统汽车更快。传统汽车平均
反应速度大约需 500 毫秒，而电动
车电机只需 30 毫秒，在自动驾驶的
情况下反应速度非常重要，时速 60
公里的情况下 500 毫秒意味着 8 米。
第二是电动技术与智能技术结合，
同样功率、同样马力的情况下，电机
体积更小，使汽车能够有更大的内
部空间，可以创造更大的移动生活
空间。第三是加电比加油更方便。信
息技术、云等技术组合起来，我们发
明了移动充电站、换电站，智能汽车
充电就变得非常方便，体验更好。

Smart EV 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
当我们展望十年以后的汽车时，智
能电动汽车成为代言车就完全有理
由了。
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对创
业公司意味着什么？李斌认为，意味
着这是一个换道先跑的战略机遇。
过去的汽车比拼的是发动机、变速
箱，现在的电动汽车比拼的是全程
总体体验。未来汽车不仅是出行工
具，用户因为买车还加入了一个社
区，逻辑就变了，竞争的格局也变
了，智能电动汽车成功的要素也不
再是制造、质量、安全，而是更依赖
于本地化的基础设施、内容和应用
场景。

智能电动是超车机会
李斌以蔚来汽车为例，蔚来汽
车在中国可以实现 3 分钟换电，但
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场景，因为美
国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蔚来汽车
还推出了一键无忧等服务等，这些

服务的发展就如同中国的外卖定单
量可以是美国的 10 倍、20 倍一样，
这些与内容、基础设施和场景有关。
结合应用、场景、基础设施融合创
新，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可以有换道
先跑的机会。
李斌透露，蔚来的取名既有蔚
蓝天空的意思，也有未来的意思，蔚
来希望做一个源自中国的全球初创
公司。目前，蔚来公司有 40 多个员
工，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百度、京
东、小米、联想等公司都是蔚来的创
始人。2015 年蔚来获得了国际汽联
第一个年度车手总冠军，2016 年
蔚来发布了全球跑得最快的汽车电
动汽车 ep9，创造了 6 分 45 秒 9 的世
界纪录，去年年底蔚来发布了高性
能智能电动汽车的 SUVes8。智能化
的部分有两件事情是世界领先的，
一是蔚来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是
目前最先进的量产自动辅助驾驶系
统，二是蔚来的人工智能助手 NOMI，这些技术让车变成一个有温度
的移动生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