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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信每个人者可能都经历过这样一种挫败

感——当你拿起手机调出语音转文字功

能口述一封邮件时，却发现手机并未联

网，无法使用这一功能。现在，随着新一代边缘

人工智能芯片的问世，人工智能可直接嵌入各类设

备当中，将大大减少这种令人挫败的情况发生。1

人工智能与设备加速融合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大放异彩

我们预测，2020年边缘人工智能芯片——执行或

加速设备内，而非远程数据中心的机器学习任务

的芯片或芯片部件——销量将超过7.5亿片，创造

26亿美元的收入。这一数据是德勤2017年预测3
亿片边缘人工智能芯片销量的两倍以上2，三年复

合年均增长率高达36%。此外，我们还预测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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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ing AI to the device: Edge AI chips come into their own

工智能芯片市场将继续加速发展，增长速度将超

过芯片市场整体平均水平。至2024年，边缘人工

智能芯片销量预计将超过——甚至可能远远超

过——15亿片3，年销量增长率将达到至少20%，

是半导体行业整体长期预测9%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的两倍以上。4

这些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很大可能将流向数量日益

增长的消费级设备，如高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智能音箱及可穿戴设备等，同时亦将应用于多个

企业市场——机器人、摄像头、传感器及其他物

联网设备。两者均是十分重要的市场。消费级边

缘人工智能芯片市场规模远大于企业市场，但其

增长速度可能相对较慢，2020至2024年的复合年

均增长率预计将为18%。

企业级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发展时间虽然较短，

直到2017年才出现首个商用企业级边缘人工智能

芯片5，但增长速度更快，同一时段的复合年均增

长率预测将高达50%。

无所不在：人工智能计算的广泛覆盖

直至最近，人工智能计算几乎都只能通过数据中心、企业核心设备或电信边缘处理器远程完成，而非

设备本身。原因在于，人工智能计算极度占用处理器资源，需要成百上千个不同类型的（传统）芯片

来执行运算。而硬件的体积、成本及耗用功率决定了人工智能计算阵列不可能被放置于任何比手提箱

还小的容器中。

如今，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边缘人工智能芯片体积更小，成本更低，耗用功率更

少，产生的热量更少，能够集成于智能手机等手持设备以及机器人等非消费级设备，使这些设备自身

能够执行处理器密集型人工智能计算，从而减少或消除了将大量数据发送至远程位置的需要，极大提

升了设备的可用性和速度，以及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工智能计算都必须通过设备完成。对部分应用程序而言，将数据发送至远程人工

智能计算阵列进行处理可能合乎需要，甚至是更优选择——比如当数据量远远超出设备边缘人工智能

芯片的处理能力的时候。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人工智能计算均将采用混合方式：一部分由设备自身执

行，另一部分通过云完成。任何情况下的优先组合方式均将取决于需要完成的人工智能计算类型。

至2024年，边缘人工智
能芯片销量预计将超过
15亿片，甚至可能远远超
过这一数据，年销量增长
率将达到至少20%，是半
导体行业整体长期预测
9%的复合年均增长率的
两倍以上。

人工智能与设备加速融合：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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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解释一下“电信边缘”的含意。电信边缘计算——图2所描述的“远边缘网络”6——指由微型

数据中心执行的计算，这些微型数据中心位置尽可能与客户相近，位于电信公司的土地上，由电信公

司所有和运营。它们目前采用与数据中心相似的人工智能芯片（体积大、成本高、功耗大），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开始装备本章所讨论的部分同类型边缘人工智能芯片（消费级或企业级）。但是与

边缘设备计算不同，电信边缘计算所使用的芯片位于电信公司网络而非实际终端设备的边缘。此外，

并非所有电信边缘计算都属于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据行业分析，2020年电信边缘计算市场（包括人

工智能的所有类型计算）的收入将达到210亿美元，相比2019年的增长率将超过100%，同时2021年
该市场预计还将以超过50%的增速继续增长。7这一市场各类别的精确细分并未向公众公开，但分析

认为，2020年其人工智能部分预计依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收入规模不会超过10亿美元，在电信

边缘计算支出总额中的占比亦不会超过5%。8

图1列明了可进行人工智能计算的不同场所，所有场所均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共生共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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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级边缘人工智能：
价格亦可亲民

2020年，无论在销售数量和销售额方面，消费

级设备市场均将占整个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市场

超过九成的份额。这些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绝大

部分将流向高端智能手机，当前在用的所有消

费级边缘人工智能芯片中超过70%均用于智能手

机。9这意味着在2020年及未来数年，人工智能

芯片的发展将主要由智能手机推动——智能手机

的销量以及采用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比例均会

影响人工智能芯片的增长。销量方面的趋势较

为乐观。在经历了2019年的低迷增长后（销量

同比下降了2.5%），2020年智能手机销量有望

达到15.6亿部，与2018年销量基本持平，增长

2.8%。10我们认为，2020年智能手机市场将有

超过三分之一的手机配备边缘人工智能芯片。

采用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设备并非只有智能手机，

其他设备如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及智能音箱等亦

将配备这种芯片（图3）。短期内，这些非智

能手机设备对边缘人工智能芯片销量的影响远不

及智能手机，原因是设备的市场没有增长

（如平板电脑11），或是市场规模过小，难以产

生实质性影响（如2020年智能音箱和可穿戴设

备的整体销量预计仅达到1.25亿台12）。然而，

许多可穿戴设备和智能音箱均依赖边缘人工智

能芯片，因此其渗透率已经处理较高水平。

Bringing AI to the device: Edge AI chips come into their own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绝大
部分将流向高端智能手机，
当前在用的所有消费级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中超
过70%均用于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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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经济分析

目前，仅价格最高的智能手机——即价格分

布中排名前三分之一的手机——才可能配备边

缘人工智能芯片。尽管如此，部分价格低于

1,000美元的手机亦配备了人工智能。一些由

中国企业制造、配备人工智能的手机，如小米

9等13，在西方国家的售价甚至低于500美元。

此外，如下文所述，智能手机配备人工智能芯

片并不意味着其价格会令消费者望而却步。

智能手机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成本计算虽然是

一个间接的过程，但也可能得出较为可靠的

预测。不能直接计算成本原因在于，智能手

机的“人工智能芯片”并不仅仅只是将一片单

独的芯片安装在手机里。如今的智能手机，

厚度仅有七八毫米，内部并没有空间放置多个

独立的芯片。许多各类不同的必备功能（处

理、图形、内存、联网及现在的人工智能）均

集成在同一被称为系统级芯片应用程序处理器

的硅芯片膜上。“人工智能芯片”（若手机配

备）指整片硅芯片膜中用于执行或加速机器学

习计算的部分，其制造材料与芯片的其他部分

完全相同，亦采用相同的制造工序和工具。

它由数以亿计的标准晶体管组成，但与芯片的常规

处理或图形部分的排列方式不同，即具有不同的架

构。该人工智能部分通常（并未总是）被称为神经

处理单元。

迄今为止，三星、Apple及华为三家公司已制作了

其手机处理器的图像，用于展示其硅芯片膜的所

有功能，使分析人员能够清楚看到芯片上用于不同

功能的部分。如三星的Exynos 9820芯片照片便显

示，整个芯片内约5%的区域被用于人工智能处理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

中国5G商用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较为丰富且受政府支持，前期优秀的人工智能厂商及初创公司

发展至一定规模，加速了产业链的成熟并催生了更多机会，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将会是未来最重要的

市场之一。国内的人工智能公司正研发推出边缘计算芯片，并与韩国等芯片制造强国的公司合作，

提高高性能芯片的制造能力。相较于云计算，边缘计算高效、安全的边缘侧数据处理能力吸引越来

越多的老牌芯片企业、科技巨头和初创企业成为市场参与者。

目前在中国，边缘计算芯片最主要的市场仍为智慧安防领域，且落地应用布局较为成熟。未来，随

着技术进步及5G的全面铺开，无人驾驶、智慧家居、智能交通、智能制造等领域可能迎来更大的

增长空间。但边缘计算芯片市场仍面临挑战，终端设备的电池容量有限，要求AI芯片的能效较低需

具备更卓越的算力性能，才能更好的服务端的人工智能计算需求。而中国的基础芯片制造存在短板，

在制造和封装、高速接口和集成电路IP核方面还需要技术积累和时间沉淀。

2020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6

Bringing AI to the device: Edge AI chips come into their own

器。14三星整个系统级芯片应用程序 处理器的成本

预估为70.50美元，是整个手机中成本第二高的部

件（仅次于显示屏），占设备材料总成本约17%。15

假设人工智能部分的成本与芯片上的其他部件相

同，Exynos芯片的边缘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处理器

约占芯片总成本的5%，单片成本约为3.50美元。

同样，Apple公司的A12仿生芯片将约7%的区

域用于机器学习。整个芯片的成本预估为72美
元17，因此其边缘人工智能部分的成本为5.10
美元。华为麒麟970芯片成本预估为52.50美
元18，其用于神经网络处理器的部分占2.1%19

，因而成本则为1.10美元。（芯片膜区域并

非衡量芯片总成本中人工智能成本占比的唯

一方法，但据华为所称，麒麟970的神经网

络处理器含有1.5亿个晶体管，占整个芯片全

部55亿个晶体管的2.7%。如此计算，其神经

网络处理器的成本稍高，为1.42美元。）20

虽然成本区间差异较大，但我们亦可合理地将

神经网络处理器的平均成本假定为每片芯片

3.50美元。尽管价格较低，这一数据乘以5亿部

智能手机的销量（还未算上平板电脑、音箱及

可穿戴设备），便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更

重要的，面对3.50美元的平均制造成本——最

低甚至仅为1美元，是否在智能手机处理芯片

中增加专用的边缘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处理器便

成为一个无需考虑的问题。假设价格会上涨，

制造成本增加1美元，但转至终端客户后的价

格也仅增加不过2美元。这意味着即使是价格

低至250美元的智能手机，亦可配备神经网络

处理器及其附带的功能——更优化的摄像头、

离线语音助理等，而价格仅会上涨不到1%。

智能手机及其他设备制造商可采用不同方法获取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其决定主要受到手机机型和

地域（有时候）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制造商从

专门制造和销售应用程序处理器/调制解调器但

不制造手机的第三方公司购买应用程序处理器/
调制解调器。高通和联发科便是两个著名的例

子——2018年，这两家公司在智能手机系统级

芯片市场中的份额共达到了约60%。21高通和联

发科均提供一系列价格不一的系统级芯片；虽然

并非所有芯片均含有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其高端

产品通常都有配备，包括高通的骁龙845和855
，以及联发科的Helio P60。另一方面，Apple公
司却并不使用外部应用程序处理器芯片，而是使

用自己设计的系统级芯片处理器，如A11、A12
和A13仿生芯片，这些处理器均配备了边缘人工

智能。22三星、华为等其他设备制造商则采用了

混合策略，从外购市场硅芯片供应商采购系统

级芯片的同时变使用自身设计制造的芯片（如

三星的Exynos 9820、华为的麒麟970/980）。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能做什么？

也许把问题改成“有什么是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做不到的？”会更贴切。如今，机器学习使各种技术

能力成为现实，包括但不限于生物测定测定、面部检测与识别、增强及虚拟现实相关的各类技术、

趣图过滤、语音识别、语言翻译、语音协助……以及照片、照片、照片！从隐去皱纹到添加3D特效

到实现超弱光摄影，边缘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而非镜头或感光元件的像素大小——已成为高端智

能手机摄像头实现差异化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所有这些功能亦可通过未配备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处理器甚至云技术实现，利用边缘人工智能

芯片执行这些功能能够显著提升效率和速度，并减少功耗（从而提升电池寿命）。在设备内执行这

些处理过程亦能够保障隐私性和安全性——个人信息不离开手机便无法被拦截或滥用。同时配备边

缘人工智能芯片的手机，即使在未连接网络的情况下亦能够实现所有这些功能。

人工智能与设备加速融合：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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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边缘人工智能：
机遇诞生的沃土

如果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使用的边缘人工智

能处理器如此强大，为何不将他们用于企业

级应用程序呢？事实上，这早已出现在一

些用例之中，如某些自动飞行无人机。配

备智能手机系统级芯片应用程序处理器的

无人机，能够实时完全在设备内部执行导

航避障功能，而无需连接至任何网络。23

然而，针对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进行优化的芯

片并非许多企业级或工业级应用程序的最佳选

择。这种情况与芯片制造商在上世纪80年代面

临的中央处理器状况类似。当时的中央处理器

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高度的灵活性，性能出

色，是个人电脑这一多用途工具的绝佳选择。

但是，将同样的中央处理器用于诸如自动调温

器等设备中，只为增加一点点智能，却根本毫

无意义。那时，中央处理器体积太大，无法装

入自动调温器狭小的空间中，同时功耗远远高

于现在的水平，成本更是达到每个约200美元，

对于总成本仅需20美元以下的设备而言太过

高昂。为解决这此不足，一个完整的产业应运

而生，生产出具备电脑中央处理器部分功能，

但体积更小、成本更低、功耗更少的芯片。

且慢。如前所述，智能手机系统级芯片的边

缘人工智能部分仅占总芯片区域约5%，在总

成本中仅占据3.50美元，同时功耗较整个系

统级芯片低约95%。那能否仅制造具备内存

等少量其他必要功能的边缘人工智能部分，

从而使成本更低、耗电更少且体积更小呢？

一些企业已经这样做了，还有更多企业会参与

进来。例如，英特尔和谷歌目前正在向开发者

销售内部开发的独立边缘人工智能芯片。英伟

达是领先的图形处理器制造商，生产通常用于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加速的图形处理器——体积

大，耗电达数百瓦，成本亦高达数千美元。如

今，该公司销售的是定制化人工智能专用芯片

（非图形处理器），适用于体积更小、成本更

低、功耗更少的边缘设备。24高通——领先的

智能手机及其他消费级设备外购市场内置边缘

人工智能处理核心的系统级芯片制造商——业

已发布两款独立的边缘人工智能芯片，性能较

其制造的系统级芯片更为强大，但成本更低、

体积更小、耗电更少。25华为亦是如此。26

总体上，共有50家不同公司据称正在研发各种类

型的人工智能加速器。27除从事专用集成电路芯片

的企业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制造商亦提供边缘

人工智能芯片版本，用于数据中心以外的领域。28

2019年市场上的独立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均

面向开发者，他们基本是一次购买一片，每

片价格约为80美元。购买数量达到数千或数

百万片时，设备制造商的采购成本会远低于

此——有些低至1美元（甚至更低），有些为

数十美元。现在，以智能手机边缘人工智能芯

片为例，我们假设平均成本约为3.50美元。

上世纪80年代，中央处
理器具有强大的计算能
力和高度的灵活性，性
能出色，是个人电脑这一
多用途工具的绝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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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价格相对较贵外，独立的边缘人工智能处

理器具有体积小的优势。部分处理器甚至小

到可以装入U盘之中，最大的亦可安装于信

用卡大小的主板上。这些处理器功耗相对较

低，仅为1-10瓦。相比之下，一个性能十分强

大、拥有16个图形处理器和两个中央处理器

的数据中心组件成本高达40万美元，重达350
磅（约160公斤），功耗达到10,000瓦。29

随着这些芯片的应用，边缘人工智能可为企业

开创更多新的机遇，尤其在物联网应用程序

领域。利用边缘人工智能芯片，企业可极大

增强自身能力，能够深入分析（而不仅仅是

收集）来自联网设备的数据，并将分析结果

转换为行动，同时避免将大量数据发送至云

端产生的高昂成本、复杂问题和安全挑战。

人工智能芯片能够助力解决的问题包括：

数据安全和隐私。数据的收集、储存和向云端转

移会不可避免地使企业面临网络安全和隐私方面

的威胁，即使在企业十分重视数据保护的情况下

亦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极为重要的风

险愈发需要企业高度重视予以解决。各国政府正

不断推出个人身份信息的相关法规，消费者对企

业收集的信息亦愈加警惕——有80%的消费者表

示并不认为企业正在尽力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

隐私。30部分设备（如智能音箱）正逐步应用于

病人隐私监管更为严格的医院等环境之中。31

通过在内部实现大量数据的处理，边缘人工智能芯

片可有效减少个人或企业数据被拦截或滥用的风

险。例如，具备机器学习处理功能的安全摄像头可进

行视频分析，确定具有相关意义的视频片段，并仅将

这些片段发送至云端，从而降低隐私风险。机器学习

芯片亦能够识别更为广泛的语音指令，从而减少需

要在云端进行分析的音频量。准确度更高的语音识

别还能带来额外的助益，使智能音箱能够更准确地检

测到“唤醒词”，从而避免听取不相关的对话内容。

低联网要求。要将数据发送至云端处理，设备

必须联网。而在某些情况下，设备联网并不现

实。以无人机为例。基于无人机的运行环境，

设备可能会难以保持联网状态，同时联网及将

数据上传至云端还会降低电池寿命。在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人们利用内置人工智能的无

人机在沙滩上巡逻，以确保游泳者的安全。

这些无人机能够识别被卷入激流的游泳者，

或在他们受到鲨鱼及鳄鱼攻击前向其发出危

险警告——这均在未联网的情况下完成。32

（超）大数据。物联网设备能够产生大量的数

据。例如，空客A-350喷气式飞机配备了超过

6,000个感应器，每飞行一天便能产生2.5太字节

的数据。33全球范围内的摄像头每天产生的数据高

达2,500拍字节。34若将这些数据全部发送至云端

进行存储和分析，不仅成本高昂，操作也极为复

杂。将机器学习处理器装在端点（感应器抑或摄

像头）便能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摄像头可配备

视觉处理器——这是一种低功率系统级芯片处理

器，专用于对数字图像进行分析或预处理。内置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设备能够实时分析数据，并

仅向云端传输具有相关性的数据作进一步分析，

同时忽略其他数据，从而降低存储和带宽成本。

人工智能与设备加速融合：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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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限制。低功率机器学习芯片甚至能使电池容

量小的设备在不过度消耗功率的情况下执行人工

智能计算。例如，ARM芯片正逐渐应用于呼吸器

中以进行数据分析，如吸气肺容量和药物进入肺

部的流动等。呼吸器自身便能完成这种人工智能

分析，并将结果发送至智能手机应用，帮助医疗

保健专业人员为哮喘病患者制定定制化的护理方

案。35除当前可用的低功率边缘人工智能神经网

络处理器外，科技 公司亦在开发“微型化机器学

习”——设备上的深度学习，大小形同微控制器

单元（类似于前述的系统级芯片，但体积更小，

结构较为简单，功耗更低，仅消耗数毫瓦甚至微

瓦电量）。例如，谷歌正在为TensorFlow Lite开
发另一版本，以使微控制器能够进行数据分析，

将需要发送至芯片外的数据压缩至数个字节。36

训练与推理的区别，以及对以数据中心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意义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所实现的人工智能更准确的名称是深度机器学习。它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是训练。训练需要重复不断地分析大量历史数据，从这些数据中检测不同的模式，并针对这种类型

的模式检测生成算法。第二部分是推理。在推理中，经过训练过程产生的算法（常通过进一步的训

练不断更新和调整）被用于分析新的数据，挖掘有价值的结果。

直到最近，机器学习软件的所有训练和推理还使用同一标准的芯片——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以及专用集成电路的混合。这些芯片体积大，成本高，功耗大，还会释放大量热

量；因此，基于这些芯片打造的硬件均安放在数据中心之中。相比之下，本章所讨论的边缘人工智

能芯片主要或只执行推理任务，所采用的算法则通过数据中心的训练产生。虽然一些边缘人工智能

芯片亦执行训练任务，但大部分训练仍旧主要在数据中心完成。

有趣的是，虽然过去数据中心芯片同时被用于训练和推理，我们如今看到，数据中心芯片的发展正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部分芯片的优化侧重于训练，而部分则侧重于推理。38这种相对较新的发展将会

产生何种影响尚未明确。但一个可能的趋势是，随着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崛起，当前数据中心训练

和推理处理组合将逐步向重训练、轻推理转变。若真如此，这种专用的数据中心芯片尤其有助于提

升灵活性，使正在经历训练和推理重心转变的数据中心相应地调整自身硬件组合。

低延迟要求。无论通过有线还是无线网络，利用

远程数据中心执行人工智能计算意味着将会出

现至少1-2毫秒的来回延迟，这是最好的情况；

最差情况下的延迟可达数十甚至数百毫秒。采

用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在设备上执行人工智能计

算，可将这种延迟降低至纳秒级——这在要求

设备必须瞬时完成数据收集、处理并据此采取

行动的应用情境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

自动驾驶汽车必须通过计算机视觉系统收集和

处理巨量的数据以识别周围物体，并利用汽车

内置的不同感应器控制汽车的各项功能。自动

驾驶汽车必须立即将这些数据转变为不同的决

定——如何时转变、刹车或加速——以确保汽车

行驶的安全。（今天的自动驾驶汽车采用各种不

同的芯片实现这些功能，包括标准的图形处理器

以及边缘人工智能芯片。）低延迟对机器人而言

亦十分重要，且随着机器人逐渐走出工厂与人

类并肩工作，低延迟的重要性会愈加凸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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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谁将从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增长中受益呢？很明显，这对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企业而言是十分有

利的。从几年前的基本为零，到2020年将实现超过25亿美元的新增收入，这些企业未来数年还将取得每年

20%的增长，利润水平有望与行业平均水平相当。但是这一数据应置于具体的环境之中。2020年全球半导

体行业收入预计为4,250亿美元，39边缘人工智能芯片仅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无法对整个行业的格局产生

影响，甚至难以改善制造企业的业绩。

事实上，那些对设备人工智能有需求的人受益更大。边缘人工智能芯片不仅能大幅提升现有设备的能力，

亦将催生具备新功能和市场的全新设备。长远来看，后者很可能将推动边缘人工智能芯片产生更具变革性

的影响。

部分处理功能（早期主要为推理）从核心转至边缘是否会对人工智能芯片制造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

无法确定。所有人工智能芯片制造企业亦在制造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因此处理功能从核心向边缘的转变也

许只会产生很小的影响，甚至没有影响。同时，人工智能处理需求迅速增长，有可能会推动整个行业的增

长：人工智能芯片行业（包括边缘及数据中心领域）预计将从2018年的60亿美元规模增长至2025年超过

900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45%。40潜在的负面因素在于，成本更低、体积更小及功耗更少的边缘人

工智能芯片的兴起，可能会迫使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芯片的定价甚至销量出现下行。这在过去已有发生：在

半导体行业历史上，边缘处理芯片的普及频繁导致主机/核心处理硬件价格以仅基于根据摩尔定律的增长预

测更快的速度下降。

也有人认为将人工智能处理从核心转至边缘会对云人工智能企业造成损害。这是不太可能的。近期预测显

示，2024年云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即服务”市场的收入将从2018年的20亿美元增长至近120亿美元，复

合年均增长率达到34%。41若没有边缘人工智能芯片，这一增长也许可能会更加强劲，但仍表明云人工智

能的增长速度将近于整体云市场的两倍——至2023年云市场的复合年均增长率预测为18%。42 

同样，也有人担心如果边缘设备能够直接执行人工智能推理，那么这些设备便不再需要联网了。这也是不

太可能发生的。边缘人工智能设备将依然需要与网络核心进行通信——发送数据用于人工智能训练、接收

最新人工智能算法进行推理，以及许多其他原因。正因如此，我们预计所有或基本所有边缘智能设备将会

具备联网功能。

但是这种联网的性质可能与两三年前的预测有所不同。当时，人工智能推理仅限于大型数据中心，而智能

物联网设备必须联网才能获取这些人工智能推理能力——不仅是旧的网络，还有具有超高网速、服务质量

保障、高联网密度以及最低延迟的网络。这些特性过去——如今依然——只有5G无线网络才具备。因此，

当时人们自然认定所有采用人工智能的物联网设备亦需要——也只能——使用5G。 

如今，这种认定不再成立。设备本身能够执行一大部分人工智能处理并不能消除联网的需要，但是这种

联网并不一定需要通过5G网络。当然，5G在某些情况下仍是必要的，同时5G市场预计将会迅猛增长，至

2025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将高达55%，每年增长超过60亿美元。43但由于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出现，5G物

联网领域的市场机会可能会稍稍小于较数年前的预测。

人工智能与设备加速融合：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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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普及很可能将推动消费者和企业发生显著改变。对于消费者，边缘人工智能芯片能够

实现众多功能——从手机解锁，到与语音助手对话，再到在极端环境下拍摄震撼人心的照片等等——这些

功能此前只有连接互联网才能实现。但长期来看，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只有应用于企业之中，使企业能够将

自身物联网应用推升至一个全新的高度，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在人工智能芯片的助力下，智能机器能帮

助制造、建筑、物流、农业及能源行业企业拓展现有市场，与行业巨头竞争，转变利润分配的格局。44收

集和解读大量数据、并据此采取行动的能力，对许多正在日益普及的数据密集型应用至关重要：视频监

控、虚拟现实、自动飞行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等等。这种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人工智能芯片所能

带来的改变：将智能融入设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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