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的“备胎”
芯片有 野备胎冶袁 让华为比中兴从容了很

多袁但面对美国以一国之力尧用政府强势干预
产业的方式袁来打压华为一个企业袁压力一定
是有的遥 ICT产业链复杂庞大袁 除了芯片等硬
件袁还有软件袁一个野备胎冶显然是不够的遥

野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冶袁芯片和操作系
统确实是中国 ICT产业长久的痛袁硬件和软件
上的这两大掣肘袁让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一直
蒙着一层阴影遥 而此次美国商务部对华为的
野禁售令冶袁除了包括相关硬件厂商之外袁软件
厂商也不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软件和服
务销售给华为使用遥

从名单上来看袁 包括了微软尧 甲骨文尧红
帽尧IBM 等企业应用软件登上禁售名单之外袁
还包括了益华科技 渊Cadence冤 与新思科技
渊Synopsys冤等的设计仿真软件遥 业内一般将设
计仿真软件分为主要用于非电子领域的工程
类仿真软件 CAE渊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袁
计算机辅助工程冤和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尧电磁
设计仿真的 EDA软件 (Electronics Design Au鄄
tomation袁电子设计自动化)遥

EDA软件对于芯片的研发设计非常重要袁而
全球 90%以上的芯片设计软件由美国 3家 EDA
公司把持袁 维权授权费用非常昂贵袁 都是千万级
别遥 这个软件到底有什么用钥 为什么如此重要呢钥

野美国发布禁售令之后袁中兴的 EDA供应
商不与其合作后袁中兴的产品设计就基本上停
滞了遥 冶陈灏说遥

陈灏原本是仿真软件巨头 Ansys 的中国
区高管袁后来放弃高薪离职创业袁自己投入上
亿元袁就是为了一个野艰难冶的理想院让中国摆
脱美国公司的控制袁 拥有自己的仿真软件袁因
为这对工业互联网尧智能制造都至关重要遥

但中国企业行吗钥 陈灏坦承院现在差距还
是比较大的袁但我们有弯道超车的机会遥 野国外
CAD/CAE/EDA主要供应商已经发展了三五十
年袁他们很难去改变技术路线遥 早年因为受计
算能力所限袁只能用近似的算法遥而现在袁随着
云计算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带来了算法和算力
革命性改变袁中国完全可以从零开始袁使用最
新的技术袁比如分子动力学算法尧粒子计算尧机
器学习等优化算法袁实现超越遥 冶他说遥

此外袁高通的无线网络授权尧寰宇显示技
术的 OLED显示科技授权袁以及华为智能手机
与平板应用核心的 Google 操作软件 Android
渊安卓冤也同样在禁售名单之列遥美国之前禁售
中兴通讯袁 导致其手机之后无法获得 Android
同步更新遥不过袁这些软件华为此前已经购买袁
可以继续使用袁但不能更新版本袁这留给了华
为一段时间的缓冲期遥

5月 20日消息袁谷歌确认已切断与华为的
商业往来袁从即刻起袁谷歌将停止对华为智能
手机及平板电脑的 Android渊安卓冤操作系统升
级袁华为从现在起只能使用 AOSP渊安卓开源项
目冤中的功能袁同时 Google Play Store和 Gmail尧
地图等应用也都不再对华为开放遥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袁谷歌此举对中国用户
近期影响不大袁停止的服务本身国内用户就不
多院但对华为手机的海外用户袁会产生比较大
的影响遥如果华为今后将手机操作系统切换到
自己的系统上袁还要面临是否有足够的 APP来
满足用户的需要遥

5月 17下午袁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余承
东转发华为海思总裁致员工信并配上评论表
示院野华为除了自己的芯片袁还有操作系统的核
心能力打造浴 冶

5月 20日袁针对谷歌暂停支持华为部分业务
一事袁华为发布声明称院安卓作为智能手机操作
系统袁一直是开源的袁华为作为重要的参与者袁为
安卓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遥华为
有能力继续发展和使用安卓生态遥华为和荣耀品
牌的产品袁包括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袁产品和服
务在中国市场不受影响袁请广大消费者放心使用
和购买遥 未来华为仍将持续打造安全尧可持续发
展的全场景智慧生态袁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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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围剿，
华为亮出“极限生存”内功
“备胎”转正

10年海思

2012实验室

在华为之前袁 中国已经有超过
100家机构和个人被纳入被列入了
美国出口管制的野实体名单冶袁范围
涉及到机械尧超级计算机尧半导体尧
航空航天尧 光学仪器等多个领域的
龙头企业尧核心研究机构及个人遥 但
华为显然是最受关注的一家遥

2018年 4月袁美国商务部的出
口禁令发出 4天后袁 中兴通讯宣布
公司已进入野休克状态冶袁从研发到
生产全线野熄火冶袁随后公司几乎走
到了破产的边缘遥

但华为不会是又一个中兴遥
2019年 5月 17日袁华为一连发

出了三封信遥

一封是给华为全体员工的袁 由轮
值董事长胡厚崑签发遥 信中说院野时间
将会揭开虚伪的面具袁 阴霾过后阳光
必然普照遥请大家坚定信心袁踏踏实实
做好本职工作袁持续奋斗遥任何艰难困
苦袁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遥 冶

一封是 叶致全球客户的一封
信曳袁信中表示袁野华为已经建立一整
套严密有效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体
系袁 可以确保华为绝大部分产品在
极端情况下继续服务我们的客户遥

第三封是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
有限公司总裁何庭波发给员工的内
部信袁她表示院多年前袁还是云淡风
轻的季节袁 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
假设袁预计有一天袁所有美国的先进
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袁 而华为仍
将持续为客户服务遥

野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
的假设袁数千海思儿女袁走上了科技
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袁 为公司的生
存打造耶备胎爷遥 今天袁所有我们曾经
打造的备胎袁一夜之间全部转耶正爷! 冶
何庭波在信中说袁野我们不仅要保持
开放创新袁更要实现科技自立浴 冶

实际上袁 对于潮水般涌来的称
赞袁和山雨欲来的风暴寒冬袁任正非
似乎一直都对前者更为警惕院野我们
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
害死我们浴 冶任正非 2012年在华为
内部的一次讲话中说遥

华为当时已经取得了耀眼的成
就袁但也并非没有软肋袁比如在芯片
等核心技术环节袁 还需要大量依靠
国外供应商进口遥 华为越大袁对此的
焦虑越重遥

华为最神秘的部门就是野2012
实验室冶袁媒体称之为野中国黑科技
最多的地方冶袁甚至包括很多与华为
现阶段业务关联性不大的基础科
学遥 这个名字来源于 2009年上映的
电影叶2012曳袁任正非观影后认为袁华
为也需要造一艘自己的 野诺亚方
舟冶遥

作为华为研发主要载体袁野2012
实验室冶下设中央研究院尧中央软件
院尧 中央硬件院和海思半导体等二
级部门遥 2012年袁任正非在与野2012
实验室冶专家座谈时袁着力谈到了华
为为何要做芯片遥

野我对何庭波说袁 我给你每年
4 亿美金的研发费用袁 给你两万
人袁何庭波一听吓坏了袁但我还是

要给袁 关键技术一定要站立起来袁
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遥我们做高
端芯片尧 做操作系统都是一个道
理遥 要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袁而不是
断了我们的粮食遥只有他们不卖给
我们的时候袁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
点袁也要凑合能用上去遥 冶任正非
说遥

任正非还强调袁 华为自研芯片
主要是容灾用渊编者注院容灾袁指建
立两套或多套功能相同的系统袁当
一处系统因意外停止工作时袁 整个
系统可以切换到另一处袁 使得该系

统功能可以继续正常工作冤遥
野我们还是要用供应商的芯片袁

主要还是和供应商合作袁 甚至优先
使用它们的芯片遥 如果我们不用供
应商的系统袁 就可能是我们建立了
一个封闭的系统袁 封闭系统必然要
能量耗尽袁要死亡的袁技术系统也不
能做封闭系统遥 冶任正非说遥

而且袁七年前的当时袁任正非就
明确了对美国的战略遥 野我们唯一觉
得困难的是美国遥 别的国家没有困
难袁 英国这些国家是非常欢迎我们
大规模投资的遥 美国走不通也没关
系袁我们把加拿大的人才用尽了吗钥
英国人才用尽了吗钥 这个世界的人
才除了美国就没有了吗钥 我不相
信遥 冶他说遥

此次事件袁 让海思这个锁在华
为保险柜里十几年的野备胎冶一朝天
下闻遥

首次尝试的惨败尧 内部的质疑
和矛盾尧 任正非的强势推动尧 科研
野大神冶 在攻坚时刻的灵光闪现尧超
过千亿的研发投入噎噎苦熬十余年
的海思袁终于从内部都嫌弃的次货袁
变为了华为的王牌袁 迎来能扬眉吐
气的时刻遥

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袁 前身是创建于 1991

年的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袁 是中
国大陆最大的无晶圆厂芯片设计公
司渊Fabless袁即只设计不制造冤袁全球
排名第五 渊数据来源 院DIGITIMES
Research冤遥 渊注院华为海思的芯片由
台积电等代工冤

对于华为手机的用户来说袁海
思其实并不陌生袁 大名鼎鼎的麒麟
芯片就是出自海思遥 当然袁除了手机
芯片袁 海思的产品还有服务器芯片
渊鲲鹏系列冤尧基站芯片尧基带芯片尧
AI芯片袁 而在电视机顶盒芯片和安

防用芯片领域袁更是有霸主级优势遥
美国 60% 的监控摄像头设备使用
华为海思芯片袁而在全球袁海思则占
据 70%的安防市场遥

据外媒报道袁过去十年袁华为的
研发投入近 4000亿人民币袁这其中
芯片研发项大约占到 40%袁 即芯片
研发的投入可能在 1600亿元左右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