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成电路8 2019年7月16日
编辑：顾鸿儒 电话：010-88558816 E-mail：guhongru@cena.com.cn

社长：卢山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18层 邮编：100048 每周二、五出版 周二8版 周五8版 零售4.50元 全年定价420元（包含手机客户端） 广告部：010-88558848/8808 发行部：010-88558777 京昌工商广登字第20170004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地平线是一家开放的AI初创企业。”
黄畅表示，与同领域的其他公司相比，

“开放性”是地平线最大的特色，“不碰数
据、不做应用”是地平线给客户的一个保
障。“我们为行业提供最好的AI边缘计算
平台，并配备高性价比的软件，打造好用
的工具链，为客户提供一些参考算法，增
加开发便捷性，帮助客户提高核心竞争
力。”黄畅说。

这是黄畅眼中地平线实现的企业价
值。而在实现价值的更深处，黄畅认为，
AI初创企业更应该背起社会责任。“未来
的数据会呈数量级的往上增长，当数据规

模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如果不对数据进行
处理，将难以产生价值，但是对数据进行
处理后，必然会消耗能量，这是一批很大
规模的能量消耗。”黄畅表示。

据《中国数据中心能耗现状白皮书》，
我国数据中心每年碳排放量达到 9600 万
吨，是民航年碳排放量的两倍之多。在AI
智能化带来便捷的另一端，数据计算将带
来巨大的能源消耗与排放。黄畅将“极致
效能”定义为 AI 企业应该履行的社会责
任。“训练一个AI模型，将产生284吨碳排
放量，相当于5辆汽车平均一年的碳排放
量。环境碳的排放量，是AI企业需要承担

的巨大社会责任。未来，包括电能消耗、
环境污染在内的众多资源在内，都需要企
业重点关注。”黄畅向记者描述道。

未来，预计AI领域将面对更大的能源
消耗问题。黄畅认为，若AI初创企业不能
改善产品效率，不能十倍、百倍的提升性
能，将来或将面对“争抢能源”的问题。
在企业努力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为了更
好地发展，需要提前部署应用能源相关问
题。“如果在众多性能里面选择优化一种
性能的话，我们会选择节能。这是地平线
的社会责任，也是AI初创企业应该面对的
责任。”黄畅说。

本报讯 7月12日,天数智芯在上海召
开媒体会，天数智芯创始人、CEO李云鹏分
享了对AI芯片行业发展的思考。

行业数据显示，AI芯片市场规模预计到
2021年将达到5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53%，增长非常迅猛。AI芯片市场已经吸引
了不少巨头和初创公司入局。近几年，国内
这一领域也呈现一片火热状态。但2019年
摩尔定律逐渐放缓，资本步入寒冬，而AI技
术却飞速进步，这极大地考验着AI芯片企业
的发展规划与落地能力。

李云鹏认为，目前，在AI芯片领域内，大
部分企业仍为发展萌芽阶段，即专注于神经
网络类算法的加速领域，产品并不具备通用
属性，即细粒度的可编程性，或者仅针对当前
市场需求推出的短周期芯片产品。“这样容易
导致市面上的AI芯片产品同质化比例升高，
不仅会严重影响芯片企业产品迭代的良性规
律，而且大部分芯片受到算法或场景设计的
限制，市场应用领域不再宽泛。”李云鹏说。

李云鹏表示，当今市场更需要极度灵活
的、完整的、标准化的产品。所以，AI芯片
企业应该认清趋势，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天数智芯选择了一条更具通用性支撑的技
术路径，打造的芯片产品具备通用、标准、高
性能的特性，同时结合自主研发的软件平台

产品，真正从软件和硬件层面，提升算力的
峰值与均值。”李云鹏说。

据了解，2020年，天数智芯将推出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代GPGPU芯片，该款
芯片基于自有的细粒度可编程、可扩展和可
配置的计算IP，具备云端高性能、通用性的
特点，主打云端推理与训练市场。

为什么强调软件与硬件的结合？李云
鹏认为，AI是某一类型算法的统称，算法迭
代的速度很快，但基础性产品的迭代周期又
很长，促使两者之间产生矛盾。所以，AI时
代软硬件结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对AI芯片
企业来说，不能以单纯的软件思维或者硬件
思维去做精算力，软硬件协同才能更好地打
造良性生态。

“因为两者的叠加会产生乘法效应，若
AI 芯片企业能够巧妙地利用乘法效应，将
会收到十倍的效果。”李云鹏表示，软件是
场景的关键，肩负开拓市场和创造直观价
值的重任。硬件是基石和推动者，是技术
实力和降低成本的关键因素。李云鹏介
绍，天数智芯把软件作为承载其生态的关
键，迅速在行业场景中推出具体落地的应
用解决方案，为芯片产品获取一个入口，适
时推出 AI 芯片，通过软件加硬件的方式，
更好地提升算力均值。 （顾鸿儒）

更快处理能力or更低能耗
AI初创企业如何定义“极致效能”

2017年，地平线专注于AIoT边缘计算的“旭日”系列处理器正式流片量产，一年后，地平线发布了XForce边缘
AI计算平台，其“旭日”处理器也成为了2018年全年国内出货量最大的边缘计算人工智能处理器之一。随着今年
中国5G商用牌照的发放，产业即将迎来更大的数据流量，边缘计算随之进入加速期，地平线又将如何布局？

本报记者 顾鸿儒

一波巨大的数据流正在路上，人们用
“数据爆炸”来形容跟随在5G网络身后的
大批量数据。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
车、楼宇，受惠于高带宽的网络连接，万物
互联时代即将开启。据英伟达、英特尔以
及IBM官方公布的数据，未来每辆自动驾
驶车辆，每天将产生最多 1000TB 数据，
2000辆自动驾驶车辆每天将产生250万兆
字节的数据量。“要知道，这个数量级等同
于全人类在2015年产生的数据量之和。”地
平线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黄畅说。

随之而来的便是数据存储以及处理问
题。很多大厂开始布局数据中心，期望巨
大的机房可以解决即将到来的数据压力，
但传统的数据中心模式，无论是在资本还
是在能源方面，都存在着大量有待解决的

问题。“一个令人吃惊的现实是，人们用20
万元购买一台GPU服务器的同时，还需要
再加 20 万元购买两年的机房场地费。此
外，还要缴纳电费、网费、维护等费用，成本
相当高。”黄畅说。

除了需要高昂的资金成本外，传统数
据中心对于地理位置也十分挑剔。“约束太
多了，你需要找一个电费便宜的地方，还需
要制冷，例如世界上最大的数据中心，它建
在北极圈内。此外，还要保证地理位置不
能常年地震。”黄畅说。

降低数据传输成本，成为了企业需要
迎头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数据传输
路线，是从终端到云端的链接，但是大规模
数据袭来，传统的模式势必难以解决延时
以及功耗上的难题。于是，人们提出了“边

缘计算”。将部分数据处理放在边缘，以期
降低传输成本。“过去只有端和云，现在突
然出现一个边缘计算，人们看到了巨大的
市场空间。”黄畅说。

新变量边缘计算的到来，引发了商业
范式的转移。在主干网传输速度尚未提升
之时，边缘计算使得数据将大规模拥塞在
终端与云端之间的数据网络的叶子节点
上。“5G网络技术虽然很快，破解了边缘处
的数据传递，但是这种传递受距离限制，大
概在700米的范围内传递，它并没有从本质
上改变干网的带宽。”黄畅表示，未来的5G
基站旁，将很容易出现数据“堰塞湖”现象，
即大批量数据拥塞在一个节点，“这就需要
更加快速的处理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是地
平线定位的企业价值所在。”黄畅说。

边缘计算成本高昂
人们用 20 万元购买一台 GPU 服务器的同

时，还需要再加 20 万元购买两年的机房场地
费，此外还要缴纳维护等费用，成本很高。

初创公司的企业责任
如果在众多性能里面选择优化一种性能的

话，地平线会选择节能。这是地平线的社会责
任，也是AI初创企业应该面对的责任。

天数智芯

打造AI芯片软硬件协同生态

本报讯 日前，集邦咨询旗下拓墣产
业研究院发布报告，由于现行射频前端器
件制造商因手机通信器件的功能需求，逐
渐以 GaAs 晶圆作为器件的制造材料，加
上随着 5G 建设逐步展开，射频器件使用
量较4G时代倍增，预料将带动GaAs射频
器件市场于2020年起进入新一波成长期。

拓墣产业研究院指出，由于射频前端
器件特性，包含耐高电压、耐高温与高频
使用等，在4G与5G时代有高度需求，传
统如 HBT 和 CMOS 的 Si 器件已无法满
足，厂商便逐渐将目光转移至 GaAs 化合
物半导体。

而 GaAs 化合物半导体凭借本身电子
迁移率较Si器件快速，且具有抗干扰、低
噪声与耐高电压等特性，因此特别适合应
用于无线通信中的高频传输领域。

由于 4G 时代的手机通信频率使用范
围已进展至 1.8GHz—2.7GHz，传统 3G 的
Si 射频前端器件已不够使用，加上 5G 通
信市场正步入高速成长期，其使用频段也

将更广泛，包含 3GHz—5GHz、20GHz—
30GHz，因此无论是 4G 或 5G 通信应用，
现行射频器件都将逐渐被GaAs取代。

若以目前市场发展来看，2018年下半
年受到手机销量下滑影响，冲击 GaAs 通
信器件 IDM 厂营收，预估 2019 年，IDM
厂的总营收将下滑至 58.35 亿美元，约下
降8.9%。

然而，随着 5G 通信持续发展，射频
前端器件使用数量将明显提升，如功率放
大器 （PA） 使用量，由 3G 时代的 2 颗、
4G 的 5 颗～7 颗，提升至 5G 时代的 16
颗。将带动 2020 年整体营收成长，预估
GaAs 射频前端器件总营收将达 64.92 亿美
元，年增11.3%。

整体而言，随着各国持续投入建设
5G 基站等基础设施，预估在 2022 年将达
到高峰，加上射频前端器件使用数量较
4G时代翻倍，将可望带动IDM大厂Sky-
works （思佳讯）、Qorvo （威讯） 新一波
营收成长动能。 （微 文）本报讯 日前，新思科技

（Synopsys）宣布携手英飞凌共
同拓展汽车卓越中心，从而加速
汽车电子系统的开发，并为英飞
凌的第三代 AURIX 微控制器
系列交付新思科技Virtualizer开
发工具包（简称“VDK”）。

通过使用新思科技提供的虚
拟原型开发技术（Virtual Proto-
typing），全面提升智能汽车的设
计、研发和测试的效率。该技术
为汽车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方法
学，重新定义智能汽车的研发流
程，大幅提升研发效率。新思科
技面向英飞凌AURIX微控制器
的VDK让英飞凌的一级供应商
与原始设备制造商能够在芯片上
市之前18个月，进行软件开发、
执行回归测试和故障注入。

英飞凌软件与生态系统高级
总监Thomas Schneid表示：“下

一代汽车电子系统需要更强大的
微控制器，来支持越来越多的软
件内容与优化后的控制算法。进
一步携手新思科技拓展卓越中
心，有助于更多的汽车用户提早
受益于新思科技虚拟原型解决方
案与专业技术的独家优势。”

AURIX的创新性的多核架
构可达到业界最高的安全标准，
同时性能更强劲。新思科技与
英飞凌自首个AURIX TC2x系
列就开始合作，支持在芯片上市
之前 18 个月就进行软件开发，
以及将测试从物理环境转移至
虚拟环境。

新思科技面向英飞凌AU-
RIX TC3x系列的VDK已经成
功在全球各地的一级供应商和原
始设备制造商中成功部署，用于
提早软件开发、加快系统测试、覆
盖率和回归测试。 （微 文）

本报讯 继索尼、三星之后，雷曼光电
于 7 月 12 日推出了 8K 分辨率 Micro LED
电视，其中集创北方显示驱动芯片 IC-
ND2069+ICND2019 为 Micro LED 大屏保
驾护航，带来超高清显示品质，提升观看
体验。

ICND2069 基于高性能 PWM 平台，支
持1扫—64扫，在保持了优异显示效果的同
时大幅降低了小间距LED产品的功耗和温
度。在节能降温方面，产品具有共阴节能、
动态节能、黑屏节能、低转折节能等四重节
能措施，功耗最大可降低30%以上，温度降低

10℃以上。
产品采用全新信号协议，內建分频产生

GCLK，进而减少线路中的高频信号。极低
的DCLK频率，大大降低了EMI，轻松通过
ClassA等级。产品同样解决了跨板耦合及
高对比度干扰。在45扫应用中，仍能有效
地解决跨板耦合及高对比度干扰等重点问
题，同时刷新率达到 3840Hz 以上、灰度等
级达到14bit的配置。

产品在降低亮度中保证较好的灰度渐
层的完整性，低灰度画面也能保证色差还原
的完整性，无色度突变现象。 （集 文）

本报讯 7 月 12 日，2019 年全球人工
智能与机器人峰会（CCF-GAIR）正式开
幕，该峰会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
办，雷锋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承办，
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协办。

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表示，面对新一
轮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和挑
战，深圳将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
机遇，增强核心引擎功能，建立粤港澳科
技湾区常态化合作机制和科技创新生态
圈，继续加大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
展的支撑。

本 届 大 会 主 席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
IEEE Fellow、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
扬生表示，国家一直高度关注人工智能与机
器人的前沿科技发展，深入推动人工智能深
度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作为引领未来
的战略技术，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赋能各行各

业，必将进一步释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聚
集的巨大能量，推动社会生产要素的发展。
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将为整个社会
和学术界的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在现场
提到，当下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机器学
习、语音和视觉方面成绩突出，但是深层
次的问题还没解决，尤其是推理方面、理
论方面的问题还未解决，有待产业界共同
努力。

CCF 深圳分部主席、国家超级计算深
圳中心主任冯圣中表示，CCF-GAIR“创新
成长企业榜”吸引了众多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的参与，发现了一批极具潜力、勇于创新的
AI公司。在全球学界、业界等重磅嘉宾，无
数专业观众的支持下，CCF-GRIR目前已
经成长为人工智能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
大的AI峰会。 （顾鸿儒）

GaAs射频器件市场

2020年进入新一波成长期

新思科技与英飞凌

拓展汽车卓越中心

雷曼光电采用集创北方驱动芯片

推出超大尺寸8K MicroLED电视

CCF-GAIR

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召开

VIAVI为三星提供

5G设备性能验证解决方案

本报讯 7 月 15 日，Via-
vi Solutions 公司宣布，三星
电子（以下简称三星）选择VI-
AVI TM500 网 络 测 试 仪 和
TeraVM 5G核心网模拟仪，对
其5G网络设备的性能进行测
试。此次合作是对5G独立组
网（SA）基站设备进行的首次
全方位测试，通过对现实环境
的 模 拟 实 现 对 无 线 接 入 网
（RAN）的端到端测试，从而确
保网络在外场实际应用时的性
能和可靠性。

VIAVI TM500网络测试
仪是一种可扩展型测试系统，
用于终端用户所体验到的网络
的性能验证。TM500 被视为
业内同类产品的标杆。

三星电子副总裁兼网络业
务 技 术 战 略 负 责 人 Wonil
Roh博士表示：“三星很高兴能

够站在5G商用领域的前沿，为
全球运营商提供以最高标准进
行设计和测试的 5G 网络设
备。三星在充分发挥自身研发
优势的同时，通过与 VIAVI 等
产业生态合作伙伴的密切合
作，致力于持续加速5G商用服
务的创新进程。”

VIAVI亚太和日本业务副
总裁 Rajesh Rao 表示：“VI-
AVI 与三星的合作已超过 15
年，作为移动通信领域的领导
者，三星对于技术所提出的高
要求也正是推动VIAVI实现创
新突破的关键建议。同时，我
们专业的端到端网络测试技术
和测试行业领先地位也将助力
三星在所参与的市场中提供技
术领先的设备和互操作性解决
方案，帮助三星达到其客户所
期待的卓越水准。”（微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