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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码AI“引擎”

从烤箱里端出来的不一定是
培根，也可以是“安培”。英伟达
这次的线上发布会是别出心裁
的，地点选在自家厨房，公司创始
人兼CEO黄仁勋从烤箱中将“主
菜”端了出来，而这道菜就是“安
培”——Ampere架构GPU新品。

黄 仁 勋 介 绍 称 ，NVIDIA
Ampere包含了540亿晶体管，拥
有比原来强大 20 倍的 AI 算力。

“如果 AI 是跑车，数据就是燃
料，而算力则是引擎。”英伟达研
发中心总经理王玮琦曾表示。
英 伟 达 此 次 也 通 过 NVIDIA
Ampere 向业界宣布：我们的 AI

“引擎”很强大。
英伟达官网的介绍显示，“这

是一款有史以来最大的7纳米芯
片”，NVIDIA Ampere 具有六项
突破性关键创新。

一是 NVIDIA Volta 架构中
率 先 采 用 的 NVIDIA Tensor
Core 技术助力 AI 实现了大幅加
速。NVIDIA Ampere 架构以这
些创新为基础，通过引入新的精度
——Tensor 浮 点 运 算（TF32）、
FP64 加速和简化 AI 技术，并将
Tensor Core 的强大功能扩展至
HPC。二是多实例GPU（MIG）。
借助MIG，每个A100可以划分成
七个GPU实例，在硬件级别上可
实现完全安全、彼此隔离，并拥有
自己的高带宽显存。

三是第三代 NVIDIA NV-
Link 技术通过为多 GPU 系统配
置提供更高的带宽、更多的链接，
并改进可扩展性，进而解决互连
问题。

四是结构化稀疏，A100中的
Tensor Core 可为稀疏模型提供
高达2倍的性能提升。稀疏化功
能对AI推理更为有益，也可用于
改善模型训练的性能。

五是 A100 正在为数据中心
提供海量计算能力。它具有每秒
1.5TB的显存带宽，比上一代高出
67%。此外，A100的片上存储空
间更大，包括 40MB 的 2 级缓存
（比上一代大7倍）。

六是 NVIDIA EGXA100 结
合 了 NVIDIA Ampere 架 构 和

NVIDIA Mellanox 的 ConnectX-6
Dx SmartNIC，为计算和网络功能
加速，且可处理边缘端产生的大量
数据。

完善AI产品生态

谈到AI算力，就不得不提到英
伟达，业界公认它为AI时代算力增
长的“红利收割者”，而英伟达在AI
上的野心不止于提供高性能“引擎”
那么简单。

此次发布会上，英伟达还推出
了两款计算平台，其一是适用于大
型商业通用服务器的 EGX A100。
据介绍，EGX A100 是基于安培架
构的 A100 GPU，每秒可接收高达
200GB数据，并可将数据直接发送
到 GPU 内存用来进行 AI 或 5G 信
号处理。其二是适用于微型边缘服
务 器 的 EGX Jetson Xavier NX。
EGX Jetson Xavier NX 是被称作
全球体积最小、性能最强大的Al超
级计算机，适用于微型服务器和边
缘智能物联网盒。

从英伟达在计算平台的布局来
看，它在自动驾驶计算平台已经建
立 起 从 10TOPS/5W、200TOPS/
45W到2000TOPS/800W的完整产
品线。在医疗领域，NVIDIA Clara
医疗平台曾在 20 分钟内分析了整
个人类基因组的DNA序列，实现研
究人员对病人对疾病的易感性、疾
病的进展和对治疗的反应更为深入
的了解，构建了疾病监测 AI 模型；
利用Clara技术进行胸部CT扫描检
测，来研究COVID-19感染的严重
程度。

这次发布会上，英伟达不仅带
来了新一代安培架构，还推出包括
GPU芯片、AI系统、服务器构建块、
AI 超级计算机、边缘服务器产品、
嵌入式 AI 产品等全套 AI 计算“大
礼包”。

赛迪顾问人工智能产业研究中
心副总经理邹德宝在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英伟达从技
术层、产品层、产业链层和供应链层
均有布局，在构建生态上具有一定
优势，也因此进一步奠定了它在业
界的领先地位。

业内专家向记者指出，利用生
态开发来延长产业链，是企业提升
自身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步骤，也是
所有 AI 芯片公司从技术研发走向
商业化落地的必经之路。

5 月 17 日，国资委宣传局与中
国联通联合举办了国企开放日活
动，这也是第一次以全线上方式举
行的国企开放日活动。在直播带货
环节，5月17日全天，31个省级分公
司总经理带领团队走进直播间，每
两小时为一场，轮番上阵，为助力脱
贫攻坚尽锐出战，以“最强带货天
团”力量为定点扶贫县农产品倾情

代言。
直播期间，中国联通主要推荐

河北省沽源县藜麦、康保县亚麻籽
油、黑龙江省饶河大米、贵州省册亨
芭蕉片等定点帮扶县特色农产品。
各个省级分公司还在“中国联通爱
心扶贫馆”中上线了本地定点帮扶
贫困地区的近140种特色农产品。

联通各省级分公司在直播呈

现、嘉宾邀请和互动方式上亮点特
色频现。重庆市分公司推出“云游
重庆”活动；四川省分公司采用大熊
猫形象装点四川带货直播厅；内蒙
古自治区等分公司邀请网络人气大
咖担任带货嘉宾；福建省分公司组
织市场线员工寻找“企业合伙人”、
吸引更多社会人士通过手机观看直
播；湖南省分公司打造“潮趣会玩”

的互动氛围、提前培育活跃人群积
极参与互动。

为保障带货效果，不仅有31位老
总上阵，还有各地节目主持人、网络
达人近200人担任带货主播，为活动
助力。中国联通手机营业厅设立了31
个带货直播间，有上万名技术保障和
活动支撑工作人员利用5G、AR/VR
等新技术保障网络直播效果。

运营商线上带货，5G应用日趋多样

英伟达发布全新数据中心GPU

剑指人工智能生态

本报记者 张一迪

5月14日，英伟达一年一度的“GTC大会”在线上开幕。
此次大会上，英伟达正式发布了全新数据中心 GPU——
NVIDIA A100，即此前在网上盛传的被命名为安培（Ampere）
的产品。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在线上发布会上介绍
称，该新品GPU包含了540亿个晶体管，拥有比原来强大20
倍的AI算力。

因为疫情的缘故，英伟达原本定在3月的发布会被一推再
推，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白等，英伟达终于带来了一道“硬菜”。

本报记者 刘晶

今年的世界电信和信息
社会日，运营商的活动特别
的欢脱。三大运营商的老总
纷纷走进直播间，开启了线
上带货的节奏，有人卖5G，
有人卖大米。

这个横空出世的“直播天团”，
由中国移动各地公司负责人组成。
简单来说，你能享受什么优惠，由他
们说了算。在直播间里，超低折扣
手机、靓号、流量红包、话费礼包、视
频会员应有尽有，而且还有抽奖活
动，奖品包括手机、音箱、蓝牙耳机、
智能手表和红包雨。

例如。内蒙古移动总经理杨跃
辉在直播间中举办了“千份好礼万
券齐发”活动，奖品包括华为 P40、
VR 眼镜、智慧爱家礼包，以及 300
元5G消费券等。

为什么这么拼？因为 5G 已经
“安排上了”。

在5月17日中国移动“5G生态
合作伙伴大会”上，中国移动副总经
理简勤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与产业链
各方共享了中国移动 5G 发展的一
系列成果，并发布了5G发展规划。

2020年，中国移动计划发展5G
套餐用户突破1亿户，拉动行业实现
5G 终端销售 1 亿部，打造 100 个集
团级应用示范和1万个省级区域特
色项目。同时，中国移动还在终端、
权益、产品、XR、WiFi6等方面发布
了多项合作策略。

在5G终端合作方面，中国移动
与合作伙伴出品了20周年庆纪念版
5G 手机，配套推出专属套、卡、包，

提供专项营销服务资源，致力于构
建行业最大的泛终端直销体系；在
权益合作方面，中国移动将建立“连
接+应用+权益”的融合产品体系，
打造规模巨大、品类齐全、品质优秀
的权益超市；在应用合作方面，中国
移动打造了规模共享的 5G 生态合
作产品；在XR合作方面，中国移动
建立了 XR 生态；在 WiFi6 合作方
面，中国移动还将加快实施“双千
兆”的引领策略。

同期，中国移动还将开展5G泛
智能终端线上订货会，订货机型涉
及15个品牌59款5G权益版手机和
VR产品。在本次线上订货会上，中

国移动整合了产业链资源，为终端
渠道商提供专属返利、专属提货价、
信用购、专属积分奖励等八大订货
政策，预计5G终端市场将迎来一波
销售高潮。

截至目前，中国移动已建成5G
基站12.4万个，覆盖了56个城市，发
展了5G套餐客户突破5000万个，成
为全球 5G 网络覆盖最广、5G 客户
规模最大的通信运营商。2020 年，
中国移动还要构建“覆盖全国、技术
先进、品质优良”的5G精品网络，并
力争提前完成 2020 年内要部署 5G
基站达到30万个的目标，实现全国
地级以上城区5G商用服务。

从 5 月 16 日 18:30 开始，中国
电信启动了“中国 5G·24 小时”
全国线上大联播活动，这场 24 小
时不间断播出的 5G 大联播，意在
向全民普及 5G 知识，分享 5G 成
果，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 5G 视
觉盛宴。

5G专家、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正茂在 5 月 16 日晚进
入直播间，向网友们全方位解读了
5G网络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

5G 催 生 了 各 行 各 业 的 新 变

化。李正茂表示，目前来看，不管
是智慧医疗、智慧教育，还是智慧
影视、智能驾驶、智慧城市，凡是有

“智慧”这个字眼的，基本都跟 5G
有关，这就是 5G 带来的非常本质
的变化。基于这个变化，几乎所有
行业都会受到 5G 的影响，行业的
运作模式、形态可能会发生意想不
到的新变化。

5G 搭建了无形的办公室。李
正茂用疫情期间的工作方式举例：

“5G 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工作方式，

在疫情期间，许多人都选择居家办
公。”5G 催生了教育的“大变身”。
李正茂预测，5G给教育体系会带来
巨大变化，过去的学校是有围墙
的，今后的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可
以实现完全开放、公开、大规模和
高质量的教育。

5G 也让远程手术成为现实。
5G之所以能支撑这样的手术，是因
为低时延。李正茂解释道，人在听
音乐、看电视时，对100毫秒的时延
几乎没有感知，但在手术中，100毫

秒的时延可能会造成患者的生命
危险，这是过去远程手术无法进行
的原因。在 5G 时代，远程医疗的
时延仅仅有几毫秒，让手术的安全
性得到充分保障。假如患者患有
传染病，远程医疗还能极大地保护
医生自身的安全，避免感染。

“中国5G·24小时”全国线上大
联播活动一经开启就引来网友的广
泛关注，并在 20 多家平台同步直
播。据不完全统计，各平台累计总
观看量超过3000万人次。

联通31个省分公司总经理带货扶贫产品
中国联通设立了31个带货直播

间，万名技术保障人员利用 5G、
VR等新技术保障网络直播效果。

中国电信总经理直播首秀带货5G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正茂在16日晚间进入直播间，向
网友解读了5G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

中国移动BOSS直播天团花式推5G
中国移动整合产业链资源，提

供了八大订货政策，预计 5G 终端
市场将迎来一波销售高潮。

本报讯 记者刘晶报道：5 月
18日，华为公司第十七届全球分析
师大会在深圳开幕。华为与来自全
球的2000多名行业分析师、金融分
析师，通信、互联网、金融等行业意
见领袖和媒体一起，以现场+在线
的方式，共同探讨在当前特殊时期，
全行业如何携手跨越时艰、共创共
赢，加速智能世界的到来。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开幕式
上作了题为“跨过时艰，向未来”的
主题演讲。郭平首先分享了这一年
来华为的状态和业绩表现，他表示，
过去一年，在大量产业技术不可获
得的情况下，华为艰难地生存并努
力向前发展。

自创建以来，华为一直致力于
让更多的人、家庭和组织受益于数
字技术，并推动世界进步。过去三
十多年，华为为 1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部署了1500多张网络，为6亿消费
者提供了智能终端设备，服务了 30
多亿人口。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影响
的不仅仅是华为，也会让这些使用华
为产品和服务的客户和消费者体验
受到伤害。

ICT 基础设施是智能世界的基
石，到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
23万亿美元，ICT产业未来依然充满
希望。站在智能世界的入口，ICT产
业的机会远大于竞争。面向未来，华
为将持续对联接、计算和终端三个方
面投入和创新，并通过在供应链、标

准和人才等领域开放合作、包容发
展，与客户、伙伴、标准组织和同行
一起推动整个产业的进步，共同探
索未来。

郭平呼吁：“当今世界已经形成
一体化协作体系，这个体系不应也
不可逆转。标准和产业链割裂对任
何一方都没有益处，会给整个产业
带来严重冲击。产业界应共同努
力，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市
场公平性，确保全球统一的标准体
系和分工协作的供应链体系。”

华为首届分析师大会于2004年

举办，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7届。本
届分析师大会于2020年5月18日至
20日举行，其间将举办多个分会场，
就产业洞察、技术趋势、全球协作等
方面，与来自全球诸多业内专家交
流，分享前沿趋势和专业观点。

在分析大会上，华为就 5 月 15
日，美国美国商务部针对华为修改
直接产品规则一事做出声明。

声明称，华为强烈反对美国商
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
改。自2019年5月16日被美国政府
无端纳入实体清单以来，在大量产

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的情况下，
华为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适用的法
律法规，履行与客户、供应商的契约
义务，艰难地生存并努力向前发展。

然而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扼制
华为的发展，无视诸多行业协会和
企业的担忧，无底线地扩大并修改
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后的规则蛮横
而具有产业破坏力。在此规则下，
全球 170 多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
设的数千亿美元网络的扩容、维护、
持续运行将受到冲击，使用华为产
品和服务的30多亿人口的信息通信

也会受到影响。
美国政府为了打压别国的先进

企业，罔顾华为全球客户和消费者
的权益，这与其一直鼓吹的保护网
络安全的说辞是自相矛盾的。

本次规则修改影响的不仅仅是
华为一家企业，更会给全球相关产
业带来严重的冲击。长期来看，芯
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
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
步加剧。美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
打压他国企业，必将削弱他国企业
对使用美国技术元素的信心，最后
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

华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
估，预计华为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
受到影响。华为会尽最大努力寻找
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
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
来的不利影响。

华为公司回应美国商务部歧视性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