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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FPGA市场规模基本在50-60亿美元左右，应用市场主要为传
统通信市场，云计算、IoT等新兴市场尚在培育期。技术方面，近十年FP
GA没有根本性的进步，行业垄断已经形成。我国的FPGA市场国产化率
非常低，国产应用率不足30%，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商用市场国产化率
更低。

由于全球绝大部分FPGA专业人才集中在前几家龙头厂商，其它厂商人才
匮乏，再加上FPGA开发需要最先进的制造封测工艺、软件开发难度大、
IP多且杂，需要大量应用才能支撑市场，因此中国目前的发展存在严重
滞后的问题。

从信息、产业和国防安全等方面考虑，中国不仅需要自主FPGA，而且还
需要将其快速国产化。在AI、IoT、5G快速发展和即将商用的情况下，
预计将带来庞大的FPGA增量市场，而这也是国内厂商快速切入的时机。

国内FPGA产品采用40纳米制程工艺，拥有超过2500万门，Serdes速率为6.
25Gbps，目前已经量产，并在通信、安全等中高密度市场逐步打开局面
。

大数据时代，云计算的市场逐步扩大。预测到 2018
年云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到 1275 亿美金，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2.8%。云
计算市场的快速增加必然加大对数据中心服务器的需求。在数据中心成
本中，77% 的花费在硬件配置，23%
的费用在软件方面。这也是国内厂商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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