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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桌面 GPU 市场被英伟达、
英特尔和 AMD 三家瓜分不同，移
动 GPU 领域的竞争格局要复杂得
多。随着业界对 GPU 重视程度再
次提升，行业中展现出一些新的发
展趋势。

首先是不同移动 GPU 架构间
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根据盛陵海
的介绍，目前移动 GPU 市场上的
主流架构主要包括 ARM 开发的
Mali、 Imagination 开 发 的
PowerVR，以及高通开发的 Adre-

no。此外，在苹果公司加入自研
GPU大军后，其在Imagination基础
上也开发了自身的 GPU 架构。由
于ARM在移动GPU市场上的地位
远不如 CPU 那般稳固，因此，该
市场的竞争也就更加复杂。对于
Imagination来说，其虽然失去苹果
大客户，但是 PowerVR 性能仍然
可圈可点，竞争力依然不容小觑。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Imagination
表示，明年的目标将是重夺 GPU
IP市场第一的地位。

其次，将有更多手机芯片厂商
加入自研 GPU 的队伍。“自研 GPU
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品差异化，同时
自行开发 GPU 等处理器对于厂商
掌握自己的产品节奏也有极大的好
处。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厂商
如三星、苹果等，将会加入自研GPU
的大军。”盛陵海说。

最后，桌面厂商是否会进入移
动 GPU 领域更加扑朔迷离。此前
英伟达和英特尔都曾进入过移动市
场发展。英伟达在 GPU 上技术实

力毋庸置疑，问题在于英伟达过分
注重性能而忽视了功耗问题。而移
动芯片的需求与桌面不同，这使英
伟达虽然推出面向移动市场的产
品，却在手机上鲜有出现，反而在AI
加速、汽车市场有着较多应用。英
特尔的移动 GPU 也存在这样的问
题。不过随着三星与 AMD 达成战
略合作，是否意味着AMD将踏足移
动 GPU 市场呢？如果未来确实显
露出这样的趋向，行业中又将出现
一番新的龙争虎斗。

本报讯 集邦咨询半导体研
究中心（DRAMeXchange）近日发
布的调查显示，第二季度各类产品
的报价走势，除了移动存储器产品
跌幅相对较缓、落在10%～20%区
间外，包含标准型、服务器、消费性
存储器的跌幅都将近三成，其中服
务器存储器因库存情况相对严
峻，跌幅甚至逼近35%。

展望第三季度，虽然 7 月初
的日韩原材料事件带动内存现货
市场出现反弹，但现货市场的规
模小，无法有效去除原厂的高库
存，加上终端需求仍然疲软，7 月
合约价格持续下跌。

集邦咨询指出，尽管日韩事
件掀起现货市场的波动，但合约
价的议定在于供需的基本面，在
产出没有实质受到影响的情况
下，并未见到明显的价格支撑。

此外，出货占近七成的移动式存
储器和服务器存储器，第三季度
的合约价仍呈现下降趋势。

观察各厂营收表现，三星依
然稳坐 DRAM 产业的龙头。由
于第一季度发生的 1Xnm 服务器
产品问题已逐渐淡化，使得三星
第二季度出货量明显增长，季增
略高于 15%，不过受到报价下跌
超过两成的影响，季营收仍降低
2.7%，达 67.8 亿美元。市占率部
分，受服务器领域出货量回升带
动，从上季度的42.7%成长3%，达
到45.7%。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营收为
42.6 亿美元，季减 12.6%，市占为
28.7%；至于美光仍旧排名第三，
第二季度营收为 30.4 亿美元，较
上季度下滑19.1%，市占率亦有所
流失，下跌至20.5%。

本报讯 近日，AMD发布第
二代EPYC（霄龙）服务器处理器。
据市场数据显示，2018年AMD服
务器市场份额同比增长2.4%，首款
EPYC 处 理 器 功 不 可 没 。 此 时
AMD 发布 EPYC 二代，无疑是希
望进一步抢占英特尔的份额。

前代EPYC处理器采用14纳
米制程，二代则直接跳过 10 纳
米，采用最新的 7 纳米制程工艺，
浮点性能是前代 4 倍，功耗则降
低一半，实现了更高的性能和更
小的功耗。

另外，第二代 EPYC 处理器
采用了先进的 AMD EPYC In-
finity 架构，并且进行了提升。现
在，AMD Infinity 架构分离了两
个流：8 个用于处理器核心的 Die
和 1 个支持处理器外部安全和通
信的 I/O Die，能灵活地为 CPU
核心提供先进的处理技术，并且
允许 I/O 电路以其自身的速度
开发，在后续更快速地实现新功
能拓展。

在 I/O 接 口 方 面 ，第 二 代
AMD EPYC 处 理 器 率 先 支 持
PCIe 4.0 标准，暂时领先于英特
尔，是目前 X86 架构服务器处理
器的唯一一款。届时，企业用户
可以搭建128个通道的I/O，实现
网络带宽性能的双倍提升。

其 他 功 能 方 面 ，第 二 代
AMD EPYC 处理器突出多领域
应用，涉及互联网行业的大数据
分析、内存数据库、数据中心应用
等，还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等
领域，泛用性非常出色。另外，面
对日益猖獗的互联网隐私数据泄
露情况，第二代AMD EPYC处理
器将搭载先进的安全“强化核
心”，减少数据风险。

据悉，它是首款具有集成和
专用安全处理器的服务器 CPU，
可实现安全启动、安全加密内存
和安全加密虚拟化等功能。同
时，它还集成了最多 509 个唯一
加密密钥，只能被处理器识别，极
大地提升了安全性。

本报讯 中芯国际日前发布
2019年第二季度财报，第二季度公
司实现营收7.909亿美元，环比增
长18.2%，同比减少11.2%；实现净
利 润 1853.9 万 美 元 ，环 比 增 长
51.1%，同比减少 64.1%；毛利率
19.1%，环比上升0.9个百分点，而
上年同期为24.5%。

第二季度，从应用类型来看，
来 自 通 信 领 域 收 入 占 比 达 到
48.9%，同比增加 8.5%，环比增加
5.9%；从地区分类来看，来自美国
的收入占比下滑至27.5%，中国及
欧亚地区收入占比提升，中国区收
入占比达到56.9%，欧亚区收入占
比达到15.8%；从各技术制程来看，
28nm技术收入占比达到3.8%，40/
45nm技术收入占比达到19.2%，55/
65nm技术收入占比达到26.2%。

对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
预计收入增加0%至2%，毛利率介

于19%至21%的范围内。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

海军博士和梁孟松博士评论说：
“世界整体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但伴随产业回暖与公司内部改
革，我们逐步走出调整期，成熟工
艺平台显著增长，先进技术发展
持续突破。公司第二季度业绩成
长强劲，智能手机、物联网及相关
应用带动需求，营收环比增长
18%；来自中国和欧亚区客户营收
增幅明显，环比成长分别为 25%
和34%。”

中芯国际介绍，公司 FinFET
工艺研发持续加速，14nm进入客
户风险量产，预计在今年年底贡献
有意义的营收。第二代 FinFET
N+1技术平台已开始进入客户导
入，公司将与客户保持长远稳健的
合作关系，把握5G、物联网、车用
电子等产业发展机遇。

移动GPU再受关注
市场竞争格局复杂多变

本报记者 陈炳欣

近来，手机芯片厂商对于移
动图形处理器（GPU）的关注度
进一步提升，除三星宣布与AMD
达成战略合作以获取其GPU技术
授权外，高通、联发科等也纷纷
推出强化GPU性能的新款产品。
在智能手机不断追求差异化的情
况下，与游戏、图像处理息息相
关的GPU正在成为厂商竞争的新
焦点。

近日，有关三星与 AMD 达成
战略合作的消息再次受到业界广泛
关注。三星于今年6月宣布与AMD
达成战略合作，AMD将Radeon图
形处理技术授权给三星。近日，该
协议的一些合作细节被传出。据
悉，三星集成 Radeon 图形处理技
术的手机芯片将在未来 2 年内发
布，将大幅提升三星手机的 GPU
性能。

AMD 首 席 执 行 官 Lisa Lu 表
示，AMD Radeon 图形处理技术在
电脑、游戏机、云端等市场上已经有

大幅增长，与三星达成战略合作后，
预计将加速推动手机 GPU 的创新
步伐，同时扩大高性能Radeon图形
处理技术的客户群及生态系统。

目前，三星已经拥有不弱的移
动处理器技术和基带芯片技术，但
在图形处理器上却相对薄弱。目前
三星智能手机使用的主要是 ARM
的 Mali 系 列 GPU。 此 前 曾 有 传
言，三星将自行设计开发GPU，而
此次与 AMD 达成技术授权协议，
显然是三星加强自研 GPU 战略的
重要一步。

对 GPU 给予高度重视的并不
仅有三星一家。近日，高通公司发
布了新款手机芯片“骁龙855 Plus”
（骁龙855+），在将CPU主频提高到
2.96GHz（幅度 4％）的同时，GPU
Adreno 640的频率也从585MHz提
高到了 672MHz，幅度提高达到了
15％。在日前召开的 2019 China-
Joy大会上，高通对骁龙855+在游戏
方面的图形处理能力进行了重点展
示，携手小米、vivo、OPPO、一加、努
比亚、黑鲨、ROG和腾讯游戏，让参
会者充分体验其在移动游戏和电竞

方面的性能优势。
联发科则于日前推出新一代

G90 系列游戏芯片 Helio G90T，其
由 2 个 ARM Cortex-A76 和 6 个
Cortex-A55组成，内置用于AI计算
的 双 核 APU，GPU 使 用 了 ARM
Mali–G76 MC4。GPU 同样是联
发科的薄弱环节，Helio G90T面向
游戏市场，联发科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其图形处理性能给予了加强，虽
然采用的仍然是ARM内核，但是高
达 800MHz 主频，仍算对得起游戏
芯片的定位。

之所以手机芯片厂商如此关注
GPU性能，与当前智能手机追求差
异化有着明显关系。根据 Gartner
发布的预测数据，2019 年全球售给
终端用户的智能手机数量为 15 亿
部，同比下滑 2.5%。而在智能手机
市场下滑的大背景下，通过差异化
加强竞争实力，就成为所有从业者
的共识。

手机游戏无疑是一个拥有大量
用户群的重要细分市场。报告显
示，2018 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际
销售收入达 1339.6 亿元，同比增长

15.4%。2018 年中国移动游戏用户
规模为 6.05 亿人，同比增长 9.2%。
联发科无线通信事业部协理李彦辑
指出，现在全球的移动游戏玩家达
到22亿人，而亚洲更成为全球移动
游戏的大本营，玩移动游戏的人数
占比高达64%。这无论对智能手机
厂商来说，还是对芯片厂商来说，都
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而 GPU 无疑
对移动游戏的运行流畅度有着重要
影响，是厂商吸引手游玩家的一大
利器。

图形处理器的重要性除了是在

智能手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零组件
之外，还是发展 VR/AR 和 AI 的关
键设备。Imagination相关负责人表
示，GPU不仅对应用于云端的AI进
行加速，同时在移动设备当中也是
提升 VR/AR 和 AI 算力的重要设
备，而市场上，用于 AI 计算的芯片
需求正在不断增长。

Gartner研究副总裁盛陵海也指
出，对于GPU性能的关注并不是芯
片厂商现在才刚刚开始的，以前他
们也一向很重视，几乎每一代新品
的推出，都会对 GPU 性能进行升

级。其中原因，一是手机游戏对芯
片性能要求较高，GPU是手游流畅
度的重要支持。二是发展 VR/AR
功能的需求，现在很多移动设备当
中都开始支持 VR/AR 功能。高性
能GPU对支持VR/AR功能也很重
要。三是 AI 的需要，通过对 GPU、
CPU、DSP 的整合，进行异构计算，
对 AI 进行加速，是一个重要趋势。
这也是芯片厂商重视 GPU 的一个
原因。

总之，对手机芯片差异化的追
求导致了芯片厂商对GPU的重视。

手机芯片厂商发力移动GPU
对GPU给予高度重视的并不仅有

三星一家，近日，高通发布了新款手机
芯片“骁龙855 Plus”（骁龙855+）。

差异化竞争的诉求
之所以手机芯片厂商如此关注

GPU性能，与当前智能手机追求差
异化有着明显关系。

移动GPU市场进入群雄竞争时代
与桌面GPU市场被英伟达、英

特尔和 AMD 三家瓜分不同，移动
GPU领域的竞争格局要复杂得多。

第二季度全球内存产值下滑9.1%

第三季度报价仍持续看跌

AMD发布第二代

EPYC服务器处理器

中芯国际第二季度营收

环比增长18%

（上接第1版） 他介绍说，目前全
国从事 LED 显示应用业务的企业
约有 1000 家左右，其中具有一定
规模且具备一定技术研发、生产
和工程实施能力的企业 300 家左
右。全行业销售额达到亿元以上
的规模企业60到70家，销售额超
过 2 亿元的近 30 家，其中销售额
在 10 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10 家。
2018 年，全国 LED 显示应用行业
市场总体规模近 500 亿元，增速
达20%以上。

在 LED 产品方面，我国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照明产品生
产、消费和出口国，市场规模超过
7000 亿元。尤其是龙头企业三安
光电，经过多年的积累，不论是产
品性能还是品质，已经处于国际水
平，获得许多国际大厂的认可，并
赢得他们的长期订单或代工，产品
大量应用于背光与照明市场。

在我国，LED 显示应用产业的
发展可谓独树一帜。目前我国的
LED显示应用产业已经形成了完备
和成熟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核心
技术自主创新，综合技术水平居于
国际领先，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主
导地位。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天安门
广场大型 LED 显示系统所采用的
LED器件、核心控制系统等均为国
内企业提供，为重大活动保障发挥
了重要作用，受到各方的称赞。

关积珍强调指出，中国是全球
LED显示屏的制造大国，LED显示
屏产量约占全球市场的 80%以上；
我国 LED 显示屏出口总额在 100 亿

元左右，占全国LED显示屏市场总
额的25%～30%。

新兴市场带给LED新机遇

目前，LED 传统应用，如背
光、传统显示屏、照明等市场需求
趋于平稳。未来，车灯、植物照
明、激光、新型 LED 显示等新兴
应用市场，将给 LED 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

江风益表示，经过 57 年的发
展，七彩LED均研制成功并实现了
产业化和商品化。但是，发光功率
效率发展很不平衡，其中人眼对光

最敏感的绿黄光区域的功率效率长
期远低于蓝/紫光和红光，这一现
象被称为“绿/黄鸿沟”，致使高效
白光LED照明不得不通过蓝光激发
荧光粉来实现。我国基于 GaN/Si
体系，解决了有关材料生长、芯片
制造、器件物理和专用装备等方面
科技问题，率先实现了高光效黄光
LED 关键性突破，解决了可见光
LED黄光短板问题。南昌大学所研
制的黄光LED器件，在20A/cm2驱
动下波长 565nm 光效达 26.7%，对
应 164lm/W；在 1A/cm2 驱动下波
长 577nm 黄光 LED 光效达 42.8%，
对应 248lm/W。基于高光效黄光

LED，他们开发了无荧光粉、多基
色 LED 照明新光源，并实现了纯
LED照明光源在路灯、氛围灯等方
面应用，为LED及照明技术和产业
的新发展增添了新活力。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评价这一成
果时表示：“南昌大学江风益教授发
明的世界效率最高的黄光LED是世
界领先的，堪称中国首次发明的照
明技术。”

在采访过程中，专家们都提到
目 前 LED 产 业 最 热 门 的 话 题 是
Mini LED和Micro LED显示。

徐 宸 科 认 为 ， 比 起 LCD 和
OLED 显示，Micro LED 有很好的

表现力，发光效率非常高，功耗
却很低。Micro LED 为跨领域技
术，实现大规模量产后，将形成
全新行业，不仅局限于可穿戴设
备 与 显 示 屏。“未来，从 Micro
LED 广泛的应用前景看，它的市
场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徐宸科
说，Micro LED 的市场前景给在
OLED方面反应较慢的企业提供了
新的机遇。国内厂商若能利用该新
技术方向，趁着技术空档期，加速
布局，也将给OLED市场带来巨大
冲击，实现反转突围。在 Micro
LED 市场的推动下，起核心作用
的 Micro LED 芯片市场也会被相
应 带 动 ， 值 得 期 待 。“ 如 果 以
20mmx20mm的正方形芯片、芯片
间隔为 30mm 进行计算，那么，1
平方毫米的屏幕将需要400颗左右
的 LED 芯片，市场需求非常巨
大。”徐宸科最后说。

LED：新应用 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