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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章 中国FPGA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FPGA行业发展情况

FPGA（Field－ProgrammableGateArray），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
PAL、GAL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
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
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FPGA在1992年被首次应用于神经网络，1996年被首次用于卷积神经网络
（CNN）的加速，但是因为那时的FPGA没有密集的乘法累加器（MAC
）以及FPGA尺寸的限制，导致计算效率较低且算法精度较低，应用效果
不佳。但是近年来FPGA相关技术已经获得显著突破，其中最显著的就是
晶体管尺寸不断减小，FPGA上硬化计算单元数量的增多使得FPGA核心
逻辑单元的密度显著增加。另外在2011年，Altera推出OpenCL语言使得
在FPGA上实现异构计算和并行计算成为可能，极大地推动了FPGA在深
度学习中的应用。2015年，微软利用FPGAStratixVD5在ImageNet竞赛上
实现了134张/秒的吞吐量，是第二名参赛者的3倍，而且功率仅为25W，
这一事件对于FPGA在深度学习中的应用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
百度、腾讯、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公司开始纷纷将FPGA部署到数据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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