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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未来发展

需打破冯诺依曼瓶颈

人工智能（AI）持续火热。但是，对AI内涵

其实有不同的理解。实际上，20年以前，语音识

别、图像识别都是很热的AI究领域。现在，显然

不再有人关注了。

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中科院微

电子所副总工程师赵超对《中国电子报》记者

表示，AI发展，首先要了解智能的实质，再模拟

人类智能，制造智能机器。

现在，大家理解的AI，包括像AlphaGo这

样的深度学习机器，采用的是传统冯诺依曼

构架，数据处理和存储是分离的，需要大量的

数据传输，造成冯诺依曼瓶颈的存储墙和功

耗墙。

赵超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Al-

phaGo 本身的机器学习，不存在实用的可

能。临时的解决方案，采用三维封装，把存

储器和处理器集成在一起。或者，像寒武纪

深度学习处理器那样，把存储器跟处理器做

在同一个芯片内，实现所谓的近存储器计

算，减少数据传输的影响。”

赵超认为，AI未来的希望在于真正打破

冯诺依曼瓶颈，直接用存储器计算，即算即

存。更长远的未来，直接用神经元网络完全

模拟大脑。这个任务，最终能不能完成、什

么时候完成还不确定。赵超认为，AI对芯片

产业的直接贡献度，在短期内不会太大。

嵌入式MRAM应用

成为近期亮点

新型存储器，特别是嵌入式MRAM在

逻辑芯片的应用，是近期的亮点。MRAM，

即Magnetic Random Access Memory，是一

种非易失性(Non-Volatile)的磁性随机存储

器。它拥有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的高速

读 取 写 入 能 力 ，以 及 动 态 随 机 存 储 器

(DRAM)的高集成度，而且基本上可以无限

次地重复写入。

“嵌入式MRAM的大规模量产已成定

局。除了替代嵌入式闪存、DRAM，还会取

代一部分SRAM。这种替代，不仅在‘先进技

术代’，而且在‘大尺寸技术代’也会发生。国

内的逻辑代工企业再不跟上步伐，可能要犯

历史性错误。”赵超说。

多因素造成

存储器价格波动

存储器市场波动的现象已经存在几十

年了。存储器价格不断起伏，幅度非常大。

全球存储市场从 2017 年开始走向高峰，至

2019年逐渐下滑。赵超认为，存储器价格的

这种起伏，是由很多因素造成，包括为了打压

竞争对手的企业策略等等。

“这一波存储器的繁荣，已经有两年时

间，存储器价格上升主要是大数据、云计算等

领域驱动因素推动的。目前，DRAM普遍降

价，可能因为期货市场的无规律波动。比如，

前期库存过多，需要减仓。如果说有技术方

面的影响，可能跟Intel的新型处理器推迟上

市有点关联。”赵超说。

在微软的VISTA刚面市之时，奇梦达预

测DRAM需求会有大的增加，但此操作系统

很不受客户待见，造成了预测错误，成为奇梦

达倒闭的直接原因之一。

“其实，这种价格波动对期货市场的影响

要大于制造厂商，特别是对于制造业内，一些

还不能向市场提供DRAM产能的厂商，近期

来看，制造业市场上的这些厂商不会受到价

格波动的影响。”赵超说。

“长期来看，跟友商之间的价格战在所难

免。然而，不管价格怎么走，芯片制造业是一

个周期非常长的产业，短期价格波动不应该

成为影响企业决策的主要因素。”赵超说。

培养人才

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对于我国市场发展未来需要面对的挑

战，赵超表示，目前人才的供需矛盾十分突

出。“高校人才培养数量完全不能满足业界需

求。人才培养不像资金流动一样具有周期

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教育部门和全社

会一起努力解决，包括企业、地方政府联合高

校一起组织高水平职业培训。可以建立对硕

士、博士的研究生培养班。我们最近有一些

尝试，见到一些效果。”赵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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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微电子所副总工程师赵超：

嵌入式MRAM大规模量产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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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汽车收音机解决方案

供应商Silicon Labs（亦称“芯科科技”），宣

布推出新型数模混合一体化软件定义无线

电（SDR）调谐器，扩展其产品组合，使得单

个通用平台上能支持全球所有数字收音机

标准，以满足汽车收音机制造商不断增长

的需求。新型 Si479x7 器件是 Silicon Labs

首款支持 Digital Radio Mondiale（DRM）

标准的汽车收音机调谐器。Si479x7调谐器

是Silicon Labs广受欢迎的Global Eagle和

Dual Eagle AM/FM接收器和数字收音机

调谐器系列产品的扩展，提供同样出色的

路试性能、单双调试器兼容的引脚定义和

封装，以及物料清单（BOM）成本优势。

除了推出新的支持 DRM 的调谐器，

Silicon Labs还通过独特的“SDR-friend-

ly”技术提升了其 Si4790x/5x/6x 汽车调谐

器，有效地将这些器件转换为数模混合一

体化 SDR 调谐器。Silicon Labs 的数模混

合一体化 SDR 技术包含多种基于 DSP 的

先 进 车 用 功 能 ，例 如 最 大 比 率 合 并

（MRC）、数字自动增益控制（AGC）、数字

收音机快速检测和动态零中频（ZIF）I/Q。

这些功能使得汽车收音机制造商能够利用

单个通用收音机硬件和软件设计支持全球

数字收音机标准。这种额外的灵活性有助

于OEM和Tier1降低设计、认证、采购和库

存成本，同时避免了支持多个汽车收音机

平台的复杂性和低效率。

Silicon Labs 广 播 产 品 总 经 理 Juan

Revilla表示：“具有数模混合一体化SDR功

能的Silicon Labs汽车调谐器，提供了当今

量产汽车中SDR调谐器的最高集成度、接

收性能以及最低的BOM成本。我们的调

谐器具有先进的数字收音机功能，使得收

音机制造商能够开发单一平台来解调和解

码全球数字收音机标准，大大简化了汽车

收音机设计并降低了系统成本。”

Silicon Labs的汽车调谐器产品组合包

括高度集成的单和双调谐器选项，以及一

流的AM/FM接收器性能。该产品组合支

持所有广播收音机频段，包括AM、FM、长

波 、短 波 、气 象 频 段 、HD Radio、DAB

（Band III）和DRM。这些调谐器基于Sili-

con Labs 业界领先的 RF CMOS 技术构

建，可提供出色的汽车接收器性能。

本报讯 8月8日，全球半导体解决方

案供应商瑞萨电子株式会社宣布推出第四

代锂离子（Li-ion）电池管理 IC，提供高精

度及使用寿命。ISL78714提供精准的电池

电压与温度测量、电池均衡及广泛的系统

诊断，以保护 14 节锂电池组，最大限度提

升 混 合 动 力 和 电 动 汽 车（HEV/MHEV/

PHEV/BEV）的电池寿命和续航里程。

瑞萨汽车系统开发事业部副总裁铃木

正宏表示：“ISL78714 电池管理 IC 为电池

管理系统提供最佳的电池组监测精度、快

速数据采集能力和故障检查功能。我们与

马恒达（Mahindra）车队合作的电动方程式

（FormulaE）技术并帮助他们在比赛中获

胜。我们为马恒达电动赛车共同设计了采

用ISL78714 IC和RH850 MCU的锂离子

电池管理系统。”

ISL78714可监测并均衡多达14个串联

电池，在汽车工作温度范围内测量精度可

达±2mV，帮助系统设计人员根据绝对电

压水平进行判断。ISL78714包含精密的14

位模数转换器和相关数据采集电路。该器

件可提供多达六个外部温度输入，并包括

所有关键内部功能的故障检测与诊断。

ISL78714 满足包括 HEV/PHEV 在内

的所有类型 EV 电池组系统的安全性、可

靠性和高性能要求，使汽车制造商能够达

到 ISO 26262 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ASIL

D）评估。此外，ISL78714 还可在 10ms 内

监测并读取 112 个电池的过压/欠压、温

度、开路状态和故障状态，或在6.5ms内监

测并读取70个电池的状态。

多个 ISL78714 可通过专用菊花链连

接，支持多达420个电池（30个IC）的系统，

提供业界领先的瞬态和 EMC/EMI 抗扰

性，超越汽车等级要求。

Silicon Labs利用软件定义无线电技术

瑞萨电子管理IC延长电动汽车电池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