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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UltraSoC宣布，它将通
过与 OpenHW 集团（OpenHW Group）合
作以提供其业界领先的RISC-V追踪编码
器的开源项目。提供量产级的、符合标准
的处理器追踪解决方案可为开发人员提供
关键推动力，并支持OpenHW集团去实现
其创建一个基于开源处理器的、开放的、商
业级的技术开发生态系统的目标。

UltraSoC 首席执行官 Rupert Baines
表示：“我们完全相信行业标准和开源的
重要性；通过开源提供该编码器，我们可
以帮助行业去采用RISC-V、增强生态系
统并支持兼容性和一致性。在软件领域，

开源是一种常见的模式；但是在硬件领
域，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索这种强大方法的
可能性。RISC-V ISA 已经提供了最初
的动力，OpenHW 集团等行业机构正在
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同时，法律框架已经
发展到支持硬件半导体知识产权（IP）公
司放心地授权其技术。”

OpenHW 集团首席执行官 Rick O
Connor评论道：“作为一家专注于商业IP
的供应商，UltraSoC将开源其追踪硬件，这
一事实表明开源硬件正在加速发展并日趋
成熟。一个可提供强大可靠的、商业级开
源平台的全面生态系统正是我们的追求。”

英特尔从专攻CPU转战全硅30%
没那么简单！

本报记者 顾鸿儒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鲍勃·斯旺（Bob Swan）近期公开发表了一些有趣的想法。他表示，如果未来英特尔将精力
只花费在“守住90% CPU市场份额”的目的上，将会阻碍公司发展的脚步。鲍勃·斯旺认为，专注于90％的CPU市
场份额，是英特尔错过市场机会和转型过渡的原因。他表示，未来英特尔将抢占30％的“全硅”市场，而不再只是大
多数CPU市场占比。

本报讯 近日，ADI 公司今日推出
LTM4668和LTM4668AμModule稳压器，
这两款四通道输出DC/DC稳压器的输出
电流最高可达4.8A。

这些新器件集成了开关控制器、功率
FET、电感器和其他支持组件，简化了设计
过程，同时降低了功耗，减少了电路板空
间。它们非常适合电信、网络和工业应用。

该 产 品 高 度 集 成 的 LTM4668 和
LTM4668A在加快设计的同时，减少了组
件数量、电路板空间，降低了功耗。

LTM4668 和 LTM4668A 在 2.7 至 17V
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支持0.6V至5.5V输

出电压范围。这些器件支持频率同步、多
相操作、可选的突发模式操作、100%占空
比和低IQ操作。

这两款器件的高开关频率和电流模式
架构，可以对线路和负载变化做出非常快
速的瞬态响应，且不会牺牲稳定性。

LTM4668 和 LTM4668A 现 在 采 用
6.25mm×6.25mm×2.1mmBGA 封装。主
要特性包括：2.7V至17V宽输入电压范围，
0.6V至1.8V输出电压（LTM4668），0.6V至
5.5V输出电压（LTM4668A），可并联，每个
通道输出电流1.2A DC，产品总输出电压
调节范围为±1.5%。

本报讯 12月11日，全球领先的半导
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萨电子株式会社与全
球领先的步进电机供应商美蓓亚三美株式
会社（MinebeaMitsumi）宣布，联合开发基
于旋转变压器（角度传感器）的步进电机和
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并面向机器人、办公自
动化（OA）设备，以及医疗/护理设备进行
了优化。

瑞萨电子与美蓓亚三美携手开发的
基于旋转变压器传感器的步进电机和电
机控制解决方案，可满足电动机更高精度
控制、小型化以及应对环境影响更强抵抗
力的需求。

美蓓亚三美在车用旋转变压器传感器
领域拥有良好的市场业绩，并首次开发了
面向步进电机的新型旋转变压器，用于机
器人、办公自动化设备和医疗/护理设备等
消费及工业设备应用。

作为全球32位微控制器（MCU）市场
的领导者，瑞萨开发了一款支持美蓓亚三
美新型步进电机的全新旋变数字转换器

（RDC），以及可通过32位RX MCU实现
RDC控制的驱动软件。

瑞萨还带来基于旋转变压器的步进电
机控制套件，其中提供开发工具，包括美蓓
亚三美带有旋转变压器的步进电动机和带
有 RDC 的评估板，从而使用户能够快速
启动应用程序开发。

美蓓亚三美技术官铃木克敏表示：“我
们非常高兴能够与瑞萨合作，提供卓越的
控制技术，并开发出一流的产品。希望旋
转变压器步进电机在产品差异化方面的进
步能够推动我们开拓新的市场。”

瑞萨电子高级副总裁、物联网与基础
设 施 事 业 部 通 用 MCU 业 务 部 负 责 人
Roger Wendelken 表示：“我们同美蓓亚
三美携手将步进电机推广至更广泛的应用
中。我们合作为客户提供的解决方案，包
含了旋转变压器步进电机开发所需的一
切，如电机、RDC、微控制器、软件和工具
等，助力用户加快电机开发速度并缩短产
品上市时间。”

本报讯 12月12日，在燧原科技（燧原）
发布云燧T10之际，燧原与格芯（GLOBAL-
FOUNDRIES）共同宣布推出针对数据中心
培训的高性能深度学习加速卡解决方案，其
核心“邃思”（DTU）基于格芯 12LP FinFET
平台及 2.5D 封装技术，为云端人工智能训
练平台提供高算力、高能效比的数据处理。

燧原的“邃思”（DTU）利用格芯 12LP
FinFET平台拥有141亿个晶体管，采用先进
的 2.5D 封装技术，支持 PCIe 4.0 接口和燧
原Smart Link高速互联。支持CNN/RNN
等各种网络模型和丰富的数据类型（FP32/
FP16/BF16/Int8/Int16/Int32 等），并针对数
据中心的大规模集群训练进行了优化，提供
优异的能效比。

“邃思”芯片基于可重构芯片设计理念，
其计算核心包含32个通用可扩展神经元处

理器（SIP），每8个SIP组合成1个可扩展智能
计算群（SIC）。该强化的技术通过利用2.5D
封装提供了高带宽存储器（HBM2），通过片
上调度算法实现快速、高效的数据处理。

“这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Moor Insights & Strategy 创始人兼首席分
析师Patrick Moorhead表示，“目前市场上只
有很少量相关的机器学习培训芯片，这套基
于格芯12LP平台上的燧原人工智能加速卡
证明，不需要最尖端技术和昂贵的工艺，就
能够处理数据中心应用程序中耗电量巨大
的工作负载。”

“燧原专注于加速片上通信，以提高神
经网络训练的速度和准确性，同时降低数据
中心的能耗。”燧原科技COO张亚林表示，

“格芯的12LP平台由其全面及高质量的IP
库支持，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培训解决方案的

开发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实现客户严格的服
务器计算需求。”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对高性能加速
器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格芯计算及有线
基 础 设 施 高 级 副 总 裁 兼 总 经 理 范 彦 明
（Amir Faintuch）表示：“燧原自主研发的独
特架构与‘邃思’在格芯12LP平台上的设计
相结合，将为具成本优势的基于云的深度学
习框架和人工智能培训平台提供高计算能
力和高效率。”

格芯的 12LP 先进 FinFET 平台提供了
性能、功耗和尺寸的一流组合以及一系列差
异化功能，以满足不断变化发展的人工智能
需求，并将12nm的微缩能力延伸到未来。

基于格芯 12LP 平台的燧原 AI 加速卡
“邃思”现已样产，将于 2020 年初于格芯在
纽约其他的Fab8投产。

本报讯 12月11日，Vishay Intertech-
nology 宣 布 ，推 出 采 用 小 型 热 增 强 型
PowerPAK 1212-8SCD封装新款共漏极
双N沟道60V MOSFET——iSF20DN。

Vishay Siliconix SiSF20DN 是业内最
低RS-S（ON）的60V共漏极器件，专门用
于提高电池管理系统、直插式和无线充电
器、DC/DC 转换器以及电源的功率密度
和效率。

日前发布的双片 MOSFET 在 10V 电
压下 RS-S（ON） 典型值低至 10mW，是
3mm×3mm 封装导通电阻最低的 60V 器
件，比这一封装尺寸排名第二的产品低
42.5%，比Vishay上一代器件低89%。从而
降低电源通道压降，减小功耗，提高效率。

为 提 高 功 率 密 度 ，SiSF20DN 的 RS1S2
（ON） 面积乘积低于排名第二的替代
MOSFET 46.6%，甚至包括 6mm×5 mm
较大封装解决方案。

为节省PCB空间，减少元件数量并简
化设计，该器件采用优化封装结构，两个单
片集成 TrenchFET 第四代 N 沟道 MOS-
FET采用共漏极配置。

SiSF20DN 源极触点并排排列，加大
连接提高 PCB 接触面积，与传统双封装
型器件相比进一步减小电阻率。这种设计
使 MOSFET 适合用于 24V 系统和工业应
用双向开关，包括工厂自动化、电动工
具、无人机、电机驱动器、白色家电、机
器人、安防/监视和烟雾报警器。

本报讯 12 月 11 日，东芝电子元件
及存储装置株式会社（“东芝”）宣布，推出
新款通用电源 IC——“TB9045FNG”，该
器件通过多路输出实现汽车应用的功能
安全。这款新型 IC 提供四种供货版本，
输出电压为 1.1V 至 1.5V。量产已于本月
开始。

ASIL-D 是 ISO26262 功能安全标准
中所规定的最高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
按 照 ASIL-D 的 规 定 ，电 动 助 力 转 向
（EPS）和电子制动等越来越多的汽车电
子系统中关乎安全的子系统必须满足其

规格要求。
东芝电子这款全新的IC集成了多种

故障检测功能，如电路高电压和低电压检
测、过热检测以及频率监控等。同时这款
IC为了监控外部微控制器的异常情况，还
集成了看门狗定时器功能。并且，为了检
测潜伏性故障确保更高等级的功能安全，
该IC还内置了故障检测电路的诊断电路。

此外，东芝还开展了一系列功能安全
分析来仿真系统故障，而且还将为客户提
供功能安全 FMEDA 等文档，从而为整体
安全分析和设计提供支持。

UltraSoC与OpenHW合作

开源RISC-V追踪实现技术

ADI公司发布四通道输出

DC/DC μModule稳压器

作为行业老牌龙头企业，英特尔的一举
一动一直被看作行业风向标。但此次的“全
硅”计划，分析师并不认为容易效仿。姚嘉
洋表示，英特尔的”全硅”模式，大体上只有
规模较大的半导体企业有办法做到，其概念
是，以提升半导体产品的市占率为主的策略
模式，而不是拘泥于 CPU 的市占率，毕竟
CPU只是众多半导体产品的种类之一。“从
此点来看，所谓的全硅发展模式，应是全球
半导体营收居于前十名的企业比较合适，如
Samsung这类的一级半导体大厂才有办法做
到。”姚嘉洋说。

但 是 即 使 是 英 特 尔 ，此 次 从“ 专 攻
CPU”转战“全硅30%”，也没有理想中的那
么简单。在 CPU 领域，英特尔一直是行业
翘楚，近几年在XPU、FPGA等市场的探索，
不论成功与否，皆为其打造“全硅”市场打下
基础。但英特尔攻略新市场之行，还需克服
最重要的一关——老牌大厂。

“英特尔目前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进入一个新市场之后，如何去跟这些老牌
大厂进行竞争。钱烧进去了，但是做出来的
效果不一定有老牌大厂好，会导致业内企业
购买英特尔产品时，考虑更加慎重。例如英
特尔与苹果的基带芯片订单。”陈跃楠说。

半导体是一个专业性非常高的行业，“高
精尖”一直是其代名词，不论在设计、设备、封
装、测试、材料等各个方向，都有深耕十几年
的老牌大厂驻扎。虽然英特尔在CPU领域
处在龙头地位，但在瞄准的其他新市场中，英
特尔只能算是“新秀”。既然是新秀，那么就
避免不了面对老牌大厂在所处领域中的高额
占比。因此，为了快速渗入，英特尔目前采取
了较为传统的措施——收购。

近期，英特尔收购了深度学习芯片初创
公司Habana Labs，在之前，计算机网络初创
公司 BarefootNetworks、智能视频和视觉系
统设计可编程芯片 Omnitek 公司等皆被其

收到麾下。“近几年，英特尔有很大一部分资
金用于收购一些企业，计划通过收购进军其
他市场，一方面稳固自身技术，另一方面，收
购要比自己研发简单得多。”陈跃楠说。

“Intel的这种选择，可以用‘舍小取大’来
形容。但Intel在现阶段的营收主力还是来自
于CPU，短期内要立即转型成功，或许颇有
难度。全硅发展模式对于Intel来说，是一项长
期计划，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具体推动转型
策略。英特尔也因此需要面对不少风险，拓展
Intel旗下各类芯片市场的占有率，意味着竞
争对手数量大幅增加，以 FPGA 而言，有
Xilinx，以太网络芯片则有Broadcom与Mar-
vell等，WiFi芯片则有Qualcomm、Broadcom
与联发科等。Intel 舍弃已有的 CPU 龙头地
位，随之而来的，就是面对更多元的竞争对
手，在战线扩大的情况下，对手势必也会有所
应对。鲍勃·斯旺对此采取哪些措施，相信会
是2020年的观察重点。”姚嘉洋说。

鲍勃·斯旺表示，“全硅市场”不单单指
CPU，这意味着英特尔将致力于把一些技术
整合在一起，它包括GPU、Al、FPGA。显然
这并不是说说而已，英特尔相关的实际行动
早已展开。总结过去几年英特尔投资方向，
不难看出其关键技术方面的投资，确实是以

“全硅市场”为核心。在5G方面，英特尔通
过并购 Altera，为“英特尔云”助势，Nervana
处理器及其Xe GPU也为英特尔抢占新市
场吹起号角。

“英特尔布局全硅市场，应该做比较长
时间了。在去年英特尔的数据中心分享会
上，他们就表示会在除 CPU 之外的领域做
一些尝试。今年，英特尔打造全硅市场的目

的应该更加明确，我认为，英特尔现在以及
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放在数据中心这一
块。”赛迪顾问分析师陈跃楠对《中国电子
报》记者说。

“就 Intel 的想法来看，所谓的‘全硅市
场’，是基于Intel现有的技术与制程，希望能
放眼于一些‘超越 CPU’的各类芯片市场。
在这当中，就包含了 FPGA、GPU、AI 芯片、
网通芯片与 Optane Memory 等产品的拓
展。”集邦咨询（TrendForce）分析师姚嘉洋
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传统市场的竞争已然不再是英特尔最
为看中的关注点。鲍勃·斯旺否认了英特尔
过去“专注于保护90%CPU市场份额”的做

法，他认为这限制了英特尔的思维，阻碍了
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创新。因此，英特尔决
定布局“30%的全硅市场”。

姚嘉洋向记者解释，英特尔选择此举的
很大原因，是从系统层面的角度考虑。目前，
英特尔的营收主力，依旧来自于CPU市场，
但是未来，万物互联将成为趋势，除了CPU
之外，越来越多类型的处理芯片打开了更有
后劲的市场空间，而这些空间，才是英特尔
更为关注的对象。“Intel这几年来的发展，不
难发现Intel不断地发动并购，用更为多元的
产品线，来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不仅是单纯
提供CPU产品而已。也唯有如此，可以开拓
更为多元的市场机会。”姚嘉洋说。

抢占“全硅市场”，英特尔转移重点
总结过去几年英特尔投资方向，

不难看出其关键技术方面的投资，确
实是以“全硅市场”为核心。

对手多元化，英特尔未来困境待破
英特尔面对的是更多元的竞争对

手，在战线扩大的情况下，对手势必
也会有所应对。

瑞萨电子与美蓓亚三美合作开发

步进电机解决方案

Vishay推出业内最低RS-S（ON）

60V共漏极器件

燧原科技推出“邃思”芯片

搭载基于格芯12LP平台

东芝通用系统电源IC

采用多路输出保障汽车功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