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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兆芯

里程碑

兆芯是成立于2013年的国资控股公司，总部位于上
海张江，在北京、西安、济南等地设有子公司，拥有
一大批具备硕士、博士学历的专职研发人员。兆芯同
时掌握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芯片组三大核心技
术，具备相关IP自主设计研发的能力。

兆芯坚持自主创新与兼容主流的发展路线，凭借成熟

2013

安全可靠的通用处理器和芯片组等产品，推动信息产

上海兆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2014

完成ZX-C系列处理器自主设计研发工作

2015

ZX-C系列处理器实现规模量产

2016

正式形成“开先®”、“开胜®”两大产品系列

的软硬件生态，为用户提供性能卓越、兼容性优异且
业的整体发展。

自成立以来，兆芯已成功研发并量产多款通用处理器

产品，并形成“开先®”、“开胜®”两大系列，产品
性能不断提升，达到国际主流同等水平。作为国内率

先实现主频3.0GHz关键突破的国产通用处理器，兆

开先® ZX-C系列处理器荣获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

芯开先®KX-6000系列处理器荣获“第二届集成电路
产业技术创新奖”、“2019年中国IC设计成就奖”

2017

和“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并入选
“2019-2020年度上海设计100+”优秀成果。

发布

稳定等优势，兆芯与产业链生态伙伴紧密合作，构
建了丰富的台式机、笔记本、一体机、云终端、服

2018

务器以及嵌入式工业主板和工业计算平台等产品，
致力为信创产业、消费市场以及关键基础行业，如

开先® KX-6000系列处理器成功流片
开先® KX-6000系列处理器荣获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

金融、教育、能源、交通、医疗、网络通信、工业
制造等，提供高性能、高稳定、高可靠、体验优越
的可持续发展。

产品和技术”和“2017年度大中华IC设计成就奖”两大奖项

开先®KX-5000/开胜®KH-20000系列处理器及ZX-200 IO扩展芯片正式

凭借卓越的产品性能、杰出的软硬件兼容性和安全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助力应用平滑迁移，推动产业

开先® ZX-C系列处理器荣获“第十一届（2016年度）中国半导体创新

使命

研发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处理器芯片，推动中国
信息产业的整体发展

愿景

2019

开先®KX-6000/开胜®KH-30000系列处理器正式发布，主频高达

2020

北京兆芯乔迁至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开启全新发展征程

2021

张江·兆芯项目正式奠基开工

3.0GHz，率先在国产通用处理器主频指标上实现关键突破

获得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入股，注册资本增至约11.7亿美元

成为芯片生态链上游端的领导、创新及中坚力量

核心价值观

正直、积极正向、纪律、创新

成就客户、成就员工、提升股东价值、服务国家需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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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兆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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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与兼容主流

全面掌握通用处理器全平台实现技术
兆芯同时掌握CPU、GPU、芯片组三大核心技术，拥有一支先进、完

整、专业化的芯片设计研发团队，掌握着每一代国产通用处理器及配
套芯片全部的源码，并自主构建有全流程设计规范、设计标准，以及
芯片实现的全部环境，全面掌握通用处理器全平台实现技术。

兆芯国产通用处理器及配套芯片的设计研发工作涵盖四个主要阶段
和十余个关键环节，所有芯片设计研发和测试环节，从最初的产品

Phase

0

Phase

1

规格定义，到微架构设计，以及逻辑设计与功能实现、定制电路IP

设计、设计集成、设计综合、前端时序优化、芯片级验证、物理设
计、芯片功能测试、系统验证等，均在兆芯研发团队的密切配合下

能预估、可行性分析，调整优化等各项工作，均由兆芯自主完成并

息技术产业的自主发展、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埋下了隐患。

自2013年以来，我国每年进口集成电路产品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2018年以来更达到年均3000亿美元以上，其中，
处理器及控制器是进口金额最高的集成电路产品，占比近50%。

通用处理器是计算机、服务器的“大脑”，是我国高度依赖进口的一类高端芯片，其发展状况高度反映着集成电路产

●

自主微架构设计与演进升级

兼容主流
●

兼容主流、注重安全

●

芯片实现全部环境

●

拥抱全球主流x86生态，促进国内外产业应用

●

自主构建全流程设计规范、 设计标准以及
全面掌握通用处理器全平台实现技术

●
●

重视和挖掘生态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平滑迁移

能全面达到国际标准组织认证水平和国际同期主流水准，进一步帮

www.zhaoxin.com

前端时序优化

助兆芯掌握了产品创新自主发展的主动权，有效规避使用第三方IP
的重重隐患。

全芯片验证

为完整的国产通用处理器解决方案。自开先® KX-5000系列处理器以

时序收敛/物理设计

支持3D图形加速引擎、高清流媒体编解码器，支持H.264、H.265等

格式4K视频硬件解码，可显著提升视频处理速度，有效完善用户体
验。

通过不懈的创新和技术攻坚，兆芯在产品研发和应用等领域成绩斐
然。兆芯自主实现了芯片微架构、以及片内/片间互联架构的持续演

Phase

进升级，芯片集成度持续加强，产品单核、多核性能显著提升。兆

2

芯新一代国产通用处理器更成功实现主频3.0GHz这一重大突破，且
单芯片完整集成CPU、GPU、芯片组，在有效降低整机系统开发成

本和难度的同时，可进一步改善各类桌面整机、服务器、嵌入式计
算平台的应用体验。

此外，基于完整和自主的IP设计开发能力，兆芯研发的IO扩展芯片可

支持PCIe 2.0/USB 3.0/SATA 3.0等高速接口扩展，并广泛适用兆芯平
台及第三方处理器平台，在行业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高度认可。

3

设计综合

3.0、USB 3.0、SATA 3.0、DDR4-3200等IP的自主设计，且规格和性

来，兆芯国产通用处理器采用SoC设计方案，芯片内集成自主GPU，

自主创新

设计集成

自主完成了国产通用处理器相关芯片组和IO接口设计，实现了PCIe

兆芯成立以来，始终践行自主创新的核心理念，在芯片微架构设计、芯片设计方法、设计规范、标准等方面实现全面
流的思路致力于有效促进国产通用处理器的发展，不断强化我国信息产业基础，强化信息安全、产业安全保障。

模块级验证

与此同时，兆芯全面具备国产通用处理器相关IP的设计研发能力，

此外，兆芯积极发挥在GPU领域的技术储备，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

自主，成功自主研发多款兼容主流生态的国产通用处理器，并显著推动了芯片性能的不断提升，以自主创新、兼容主

功耗评估与优化

实现了积极创新，有效推动了产品性能的不断提升。

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整体水平，对信息安全、产业安全的影响更可谓是重中之重。

●

定制电路IP设计

国产通用处理器微架构设计中所涉及的流水线、缓存、互联设计，性

生产模式，但与此相对的是，作为驱动信息产业发展进步不可缺少的核心所在⸺芯片仍然严重依赖进口，为我国信

微架构设计

可测性设计

芯片微架构及其设计方法在整个芯片设计研发工作中格外关键。兆芯

作为全球瞩目的网络大国，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猛，网络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层出不穷，不断革新大众生活和社会

设计研发

逻辑设计与功能实现

自主独立完成。

概述

规格定义

规格定义

Phase

3

样片生产

芯片验证

CV/芯片功能测试

SV/系统验证

规模量产
样片生产

量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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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验证与测试 确保产品稳定可靠

积极加入行业协会 推进产业深入发展

节，如模块级验证、全芯片验证以及后续的芯片功能测试和系统验证等，这些验证测试工作复杂且耗时耗力，但确是

与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

产品的稳定可靠得益于研发过程中大量的验证和测试。在兆芯国产通用处理器的研发过程中，包括了多个验证测试环
处理器研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

细化到具体工作上，国产通用处理器的测试验证工作涵盖了超过1800亿条软件仿真指令测试，各类BIOS、Linux等原

型验证系统测试，500种以上软件项目测试，以及单次5000小时以上全芯片原型平台测试激励，以及各类板卡验证测
试，内存、PCle、USB设备兼容性测试，1024小时高温可靠性测试等，此外还包括对国内主流操作系统（如统信操
作系统UOS、银河麒麟、中标麒麟、中科方德、麒麟信安、深度、普华、万里红等）和软硬件产品的兼容适配相关工

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更
一份子，推动产业的积极向前是兆芯不容推脱的责任之一。目前，兆芯
已加入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中国高端芯片联盟、中
国集成电路创新联盟等行业协会、联盟及开源社区等组织，致力于有效
利用协会和联盟的平台作用，协同全产业伙伴，加强沟通、深化合作，
举合力推动产业发展。

作，力求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兼容性全面达到产业化应用水平。

前端验证

超过

超过

180B
软件仿真指令

原型验证系统

系统验证

20+主板
20+子卡

60+ 200+

验证板卡

兼容性/可靠性测试

超过

500种

5000H

测试软件项目

原型平台测试激励时间

以下为兆芯加入的部分国内行业协会及联盟（排名不分先后）：
●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 （理事单位）
● 中国高端芯片联盟 （理事单位）

●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 （副会长单位）
● 上海科技大学微电子研究中心

● 中国集成电路知识产权联盟 （副理事长单位）
● 中国集成电路创新联盟 （理事单位）

● 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创新联盟 （理事单位）

80+ 1024+

...
适配操作系统

兼容应用软件

遵循国际主流技术 助力应用快速迁移

兆芯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切实满足需求的国产通用处理器及配套芯片。为此，兆芯积极加入行业主流行业标准化组织，

并进行紧密的技术对接、交流和探讨，从而使国产通用CPU在各类IO标准、图形性能规范等方面与行业先进水平实现
同步演进，在推动性能不断提升的同时，为用户提供更加完整的芯片解决方案，助推信息技术应用的快速平滑迁移。

● 5G云游戏产业联盟

● OpenAnolis社区 （理事成员）
● openEuler社区

● 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

● 中国电子商会自主创新与安全技术委员会 （副理事长单位）
●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
● 北京金融科技产业联盟

●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
● 中国可信云社区

● 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
● 中国计算机互连技术联盟

以下为兆芯加入的部分国际化行业标准化组织（排名不分先后）：
●

USB-IF

●

HDMI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Inc.

●

JEDEC

●

Khronos Group Inc.

●
●
●

5

PCI-SIG
SATA-IO

MIPI Alliance

www.zhaoxin.com

●
●
●

VESA

Futuremark Corporation

Digital Content Protection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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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国产通用处理器解决方案

开先®、开胜®系列处理器，以及配套芯片组、IO扩展芯片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国产通用处理器解决方案。开先®、开胜®
系列处理器兼容x86指令集，具备杰出的操作系统、软硬件兼容性，支持CPU硬件辅助虚拟化技术，产品稳定可靠，性

能卓越，广泛适用桌面整机、嵌入式计算平台、通用服务器、存储服务器等核心信息类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可快速切
入到信创产业、消费市场，以及金融、交通、教育、能源、网络通信等核心领域和重点行业之中，并实现应用的快速
平滑迁移。

系列PC/嵌入式处理器

公司及产品荣誉

公司资质
●

高新技术企业

●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

KX-6000系列
8核/4核处理器

KX-5000系列
8核/4核处理器

ZX-C+系列
4核处理器

●

2021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 行业新芯奖

●

2019年度中国IC设计成就奖 中国优秀 IC 设计团队

●
●

KH-20000系列
8核处理器

●
●

ZX-C+系列
8核处理器

●

IO扩展芯片/芯片组

ZX-200
IO扩展芯片

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荣誉

ZX-C系列
4核处理器

系列服务器处理器

KH-30000系列
8核处理器

浦东新区职工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2020 Silicon 100

2019年浦东新区五一劳动奖状

2019硬核中国芯 年度最具影响力IC设计企业奖

2019“张江·康桥杯”集成电路技能大赛 最佳团队奖
2018年度张江科学城优秀企业创新活力奖

产品荣誉

ZX-100S
芯片组

开先® KX-6000系列处理器
●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

●

2019年度中国IC设计成就奖 年度最佳FPGA/处理器

●

应用领域

●

金融

交通

能源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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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工业

网络通信

2019“张江·康桥杯”集成电路技能大赛 工匠精神奖
2019-2020年度 上海设计100+

开先® ZX-C系列处理器
●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

●

2017年度大中华IC设计成就奖 年度最佳处理器/MCU/FPGA

●

医疗

第二届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创新奖

第十一届（2016年度）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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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芯通用处理器解决方案
系列PC/嵌入式处理器
KX-6000系列
处理器

16nm工艺

最高3.0GHz 8C/8T处理器，8MB高速缓存

系列服务器处理器
KH-30000系列
处理器

支持16×PCIe 3.0，2×USB 3.1，4×USB 2.0，2×SATA 3.2接口

KX-5000系列
处理器

支持16×PCIe 3.0，2×USB 3.1，4×USB 2.0，2×SATA 3.2接口

28nm工艺

2.0/1.8GHz 8C/8T处理器，8MB高速缓存

支持双通道DDR4 ECC UDIMM/RDIMM，最高容量可达128GB
支持24×PCIe 3.0

兼容x86 32/64位指令，SSE4.2/AVX扩展指令，SM3和SM4加速指令
支持处理器和IO虚拟化技术

2.0/1.8GHz 8C/8T或4C/4T处理器，8MB/4MB高速缓存
支持双通道DDR4内存，最高容量可达64GB

集成高性能显卡，支持DP/HDMI/VGA输出，分辨率可达4K
兼容x86 32/64位指令，SSE4.2/AVX扩展指令，SM3和SM4加速指令
支持处理器和IO虚拟化技术

ZX-C系列
处理器

KH-20000系列
处理器

28nm工艺

支持24×PCIe 3.0

ZX-C+系列
处理器

支持双通道DDR4 ECC UDIMM/RDIMM，最高容量可达64GB或128GB（双路）
支持处理器和IO虚拟化技术

集成高性能显卡，支持DP/HDMI/VGA输出，分辨率可达4K
支持处理器和IO虚拟化技术

最高3.0GHz 8C/8T处理器，8MB高速缓存，支持芯片间双路互联技术
兼容x86 32/64位指令，SSE4.2/AVX扩展指令，SM3和SM4加速指令

支持双通道DDR4内存，最高容量可达64GB

兼容x86 32/64位指令，SSE4.2/AVX扩展指令，SM3和SM4加速指令

16nm工艺

ZX-C+系列
处理器

28nm工艺

2.0GHz 8C/8T处理器，4MB高速缓存

兼容x86 32/64位指令，SSE4.2/AVX扩展指令，SM3和SM4加速指令
支持处理器虚拟化技术

28nm工艺

2.0/1.83/1.67/1.2GHz 4C/4T处理器，2MB高速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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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独立的PCIe/USB/SATA扩展芯片使用

支持双通道DDR3/DDR3L内存，最高容量可达64GB
支持DP/HDMI/VGA输出

支持19×PCIe 3.0，3×USB 3.1 Gen1，6×USB 2.0，最多14×SATA 3.2接口

支持IO虚拟化技术

必须搭配开先ZX-C/C+，开胜ZX-C+系列处理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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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嵌入式计算平台 覆盖各行业场景需求

秉持兼容主流路线 助力应用平滑迁移

业内知名的嵌入式计算平台领导厂商，如研华、研祥、信步、威强电、安勤、盛博等，均推出基于兆芯国产通用处理器

自兆芯成立以来，我们秉持自主创新和兼容主流的核心理念，在芯片微架构设计、芯片设计方法、设计规范、标准等

携手嵌入式计算平台领导厂商 提供丰富的嵌入式计算平台

的嵌入式计算板卡和平台，例如 ATX、Micro-ATX、Mini-ITX 工业主板、COM Express 计算模块、AdvancedTCA 刀片、
CompactPCI 刀片、VPX、工业电脑、Box PC、工业平板电脑、OPS、加固便携机、NAS、工业服务器以及网络安全平

台等。这些不同规格和不同形态的嵌入式计算产品，专门针对金融、能源、交通、医疗、教育、网络通信等垂直行业的
不同应用需求而设计，可构建稳定的、可靠的、可扩展的多样化嵌入式解决方案，并满足尺寸、功耗、冲击与振动、长
生命周期等方面的严苛要求。

帮助用户平滑迁移现有解决方案 缩短产品开发时间

方面全面实现了自主设计并积极进行技术的创新。此外，由于兆芯通用处理器采用x86架构，天然兼容市场上基于x86

架构开发的软件应用与解决方案，因此，对于现有市场主导的Windows体系，可以实现更快速、更便捷的应用迁移，
有效解决用户在应用迁移时的兼容性难题，从而大幅节省开发时间和开发成本。

同时，基于兆芯通用处理器的设备也能够兼容各本土研发的操作系统，如统信操作系统UOS、中标麒麟、中科方德、

深度、万里红等。在推进部署解决方案迁移的过程中，用户可以逐步推进更新，给予用户一定的缓冲时间，逐步将配
套的设备、人员等过渡到完全自有解决方案，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用户在更新自主环境过程中的阵痛，使用一套设备彻

板卡类

底完成现有解决方案迁移至全新环境下的过渡过程。

ATX

Micro-ATX

Mini-ITX

COMe

ATCA

VPX

平台类

有效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助力应用迁移的快速落地

对于系统集成商而言，采用不用的硬件架构、不同的软件生态，意味着整套方案都需要推倒重来，重新进行开发与适
配，因此集成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方案的重新开发和部署，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时间成本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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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脑

Box PC

工业平板电脑

便携机

OPS

工业服务器

NAS

网络安全平台

致整个方案调整的过程非常痛苦。而基于兆芯通用处理器的产品，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痛点，帮助集成商一边完成新
项目的部署，一边进行新环境的开发适配，大大降低各项目在迁移过程中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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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能源行业解决方案

趋势与挑战

用户需求

金融信息网络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提出的政策要求，

等各种各样不同的用户需求，需要连接多种功能模

金融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日常，建立一套健全且安全的
采用自主设备构建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已经逐步落实
在实际的项目部署中。

目前，国产金融机具已经主导了国内市场，占据了绝

趋势与挑战

用户需求

家安全，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能源的供给，能源行业也

讯、运维、网络安全等多变的应用场景，针对不同场

金融自助设备需要完成开户、查询、存取款、转账

能源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小到民生生活，大到国

块来满足不同需要，如显示屏/触摸屏、二代身份证

因此被认为是国家层级的基础保障行业。多年前从保

读卡器、指纹仪、二维码扫描器、针孔摄像机、硬
盘录像机、无线网卡及蓝牙设备、打印机、验钞机

等，因此，对硬件的主要需求是多串口、多USB以

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出发，能源领域就开始大力支
持装备自主化发展。

及可根据不同外设进行定制。

随着2019年年末，“新基建”概念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的金融机具开始逐渐成为了市场的主流趋势，不论是

现有金融设备Windows体系占据了完全主导地位，

联网、特高压、增量配电等各类全新项目陆续进场，

主元器件的机具都已成为所有设备供应商面前的重要

移到新的设备之上，无需二次开发，降低客户总体拥

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仅限于机具“品牌“的自主还
不能满足行业政策的最终要求，采用自主核心元器件
新增的市场份额亦或是存量设备的更新，提供基于自
课题。

在新项目部署之时，硬件平台与软件方案需要平滑迁
有成本。全新的方案还需要保持用户原有的日常使用

对于能源行业的设备而言，国产化设备主要面对着通
景下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相配合。现有方案大多基于
国际主流架构构建，因此，在采用国产化新方案构建
时，能够兼容原有体系，平滑将现有方案迁移，能够
有效降低用户的总拥有成本。

告中开始，国内的“新基建”开始全面提速，电力物

同时，因多样的应用场景，所以设备的扩展性有着较

同时国家层面也给到了足够的政策与资金的支持，采

需求搭配的各类模块都是设备必须满足的需求，更多

取国产化方案进行项目部署成为全新的机遇。

高的要求，多网口、多串口、多USB口以及根据不同
根据方案来进行客制化定制更是大多用户的选择。

习惯，无需对用户进行重新教育。

对于能源行业的硬件设备而言，大多需要面临复杂多

此外，能源行业所采用的硬件设备大多需要符合各自

的扩展性与后期维护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设

随着近些年金融机构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金融机

设备的性能、稳定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震动等各方面环境都有一定的要求。

扩展的业务需要。

的开展，更多的业务模块与硬件外设，需要在终端上

同时，随着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整体产业对于机具
备必须能够集更多的功能于一体，满足金融机构不断

具的多样性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为了满足更多业务

样的恶劣工作环境，需要7×24的稳定运行，这就对

行业的专用设备资质认证，产品对于抗干扰、噪音、

得到应用，这就对于设备的扩展性与后续维护便利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什么选择兆芯
●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软硬件兼容性优异，可快速实现应用的平滑迁移

为什么选择兆芯
●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平滑迁移现有方案，快速适配软、硬件，降低总拥有成本

●

可以节约大量的应用迁移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资金成本以及维护成本

●

与超过90%的电力行业硬件提供商深度合作，产品可靠，在多个项目中标，部署相应方案

●
●

多串口、多USB口，可以满足金融机具不同外设的连接需求
已完成多个金融领域的试点项目，并获得用户的一致好评

成功应用
●
●

13

现金业务：存取款一体机、现金超柜、纸硬币兑换机等等

非现金业务：自助发卡机、便携发卡机、自助票据终端、智能柜员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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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芯拥有CPU、GPU以及Chipset三大核心技术，有效解决用户各类扩展需求

成功应用
●

通讯管理机

●

隔离网闸

●
●

电力故障录波器
态势感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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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够兼容原有体系，平滑将现有方案迁移，能够
有效降低用户的总拥有成本。

告中开始，国内的“新基建”开始全面提速，电力物

同时，因多样的应用场景，所以设备的扩展性有着较

同时国家层面也给到了足够的政策与资金的支持，采

需求搭配的各类模块都是设备必须满足的需求，更多

取国产化方案进行项目部署成为全新的机遇。

高的要求，多网口、多串口、多USB口以及根据不同
根据方案来进行客制化定制更是大多用户的选择。

习惯，无需对用户进行重新教育。

对于能源行业的硬件设备而言，大多需要面临复杂多

此外，能源行业所采用的硬件设备大多需要符合各自

的扩展性与后期维护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设

随着近些年金融机构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金融机

设备的性能、稳定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震动等各方面环境都有一定的要求。

扩展的业务需要。

的开展，更多的业务模块与硬件外设，需要在终端上

同时，随着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整体产业对于机具
备必须能够集更多的功能于一体，满足金融机构不断

具的多样性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为了满足更多业务

样的恶劣工作环境，需要7×24的稳定运行，这就对

行业的专用设备资质认证，产品对于抗干扰、噪音、

得到应用，这就对于设备的扩展性与后续维护便利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什么选择兆芯
●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软硬件兼容性优异，可快速实现应用的平滑迁移

为什么选择兆芯
●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平滑迁移现有方案，快速适配软、硬件，降低总拥有成本

●

可以节约大量的应用迁移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资金成本以及维护成本

●

与超过90%的电力行业硬件提供商深度合作，产品可靠，在多个项目中标，部署相应方案

●
●

多串口、多USB口，可以满足金融机具不同外设的连接需求
已完成多个金融领域的试点项目，并获得用户的一致好评

成功应用
●
●

13

现金业务：存取款一体机、现金超柜、纸硬币兑换机等等

非现金业务：自助发卡机、便携发卡机、自助票据终端、智能柜员机等等

www.zhaoxin.com

●

兆芯拥有CPU、GPU以及Chipset三大核心技术，有效解决用户各类扩展需求

成功应用
●

通讯管理机

●

隔离网闸

●
●

电力故障录波器
态势感知平台

www.zhao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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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行业解决方案

网络通信行业解决方案

趋势与挑战

用户需求

趋势与挑战

对实现基础建设由单一化向集约化发展的转变，是解

行，对于设备的耐用性以及后期维修更新便利性有

程之中，甚至成为行业发展的首要驱动力，网络信息

21世纪以来，交通运输智能化、信息化的广泛应用，

决现代交通难题的关键。在这一领域率先进行自主设
备的部署与试水早已有了指导性要求，同时伴随着行
业的快速发展，设备与技术的快速更新也给予了市场
更多的机遇。

随着新建线路的快速增长，在轨道交通中使用的车

辆、车站设备数量与规模都将迎来持续的高速成长，

同时，近些年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在交通等垂
直领域内，采用自主化设备进行项目部署成为了必然
的发展方向。

交通领域通常分为轨道交通和道路交通，针对轨道

交通领域的设备大多要求7×24小时的持续稳定运

较高的要求。同时由于交通设备的特殊使用环境，风
扇等机械转动装置相对比较容易损坏，所以设备需要
采用符合交通技术规范要求的无风扇设计。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

产业中的不稳定因素，极有可能对行业的发展，特别

攻击破坏，未来几年将分步走，全面实现国产化。行

是关乎国家社会安全稳定的重点基础行业造成负面影
响，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业政策的指导性条文对于产品的自主性提出了硬性的
要求，设备必须符合各细项条例规定的要求与评审。

网络安全设备需要面对不同行业各种复杂情况，需要

证等相关开发、以及处理器、M1、复合芯片多种不

的首要任务。同时国内的《网络安全法》正式颁布实

自身需求进行扩展。

流程，进行大量的数据加解密、校验、传输、TAC验

同芯片类型交通卡的读写操作和相关的人机交互界面
开发。现金、银行卡、手机支付等不同支付手段的应
用开发，众多的外设与软件需要进行有效的迁移，因
此需要综合考虑方案部署难度与总体拥有成本。

复杂的ETC自助系统、城市管理中重要的态势感知系

IDE等新老接口规范实现稳定和广泛的兼容。

等特殊性，设备必须要针对USB、PCIe、PCI、SATA、

展性都有着较高的要求。

国企/政府单位，都把构建自身网络安全作为安全层面

施，《信息安全等保安全》系列政策更新，“安全”
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
选项”甚至是“强制项”。

整体看，我国企业在网络信息安全产品采购中国产化
率很低，暴露出很大的安全风险。各项网络信息安全
政策在核心元器件、基础软件、企业级软件、安全防

设备能够提供足够的扩展性与兼容性，以供用户根据
网络安全设备作为长期运营中的重要环节，需要能

够保持7×24小时的持续稳定运行，全天候保障企业
安全。产品需要提供完整健全的供应链及服务保障
体系，快速响应需求，对于设备日常的维护调试，
以及后期升级维护都需要有完善的服务保障。

护软件的国产化上均提出了要求，国内网络安全市场
增速将高于预期，市场规模也会持续快速扩大。

为什么选择兆芯

为什么选择兆芯

●

●

符合行业政策指导意见的要求，符合各项行业法规要求

●

性能出色，能够满足现在市场主流产品所需的性能，媲美国际主流性能

●
●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软硬件兼容性优异，可快速实现应用的平滑迁移

产品种类丰富，包括无风扇嵌入式电脑、3U CompactPCI计算平台、COM Express模块化电脑等等，非常适合公路
交通和轨道交通的相关应用

已在多个城市轨道交通与城际交通进行试点项目，并获得用户的一致好评

成功应用
●

AFC自助终端

●

列车信号控制系统

●

ETC自助设备

●
●

www.zhaoxin.com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平滑迁移现有方案，快速适配软、硬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覆盖了防火墙、入侵检测、入侵防御、数据脱敏、隔离网闸、数据库审计、堡垒机、身份鉴别、运维安全管理等网
络安全应用

成功应用
●

防火墙

●

网络探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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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保护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其重要数据不受

因此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电商企业和

除了上述需求以外，考虑到交通领域设备长生命周期

统等。因此对于交通领域的设备性能、稳定性以及扩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已经高度渗透到全行业的发展进

应用于交通领域的设备需要遵循交通系统规范的交易

交通的信息化应用更多的集中在在列车信号控制系

统、AFC轨道交通自助系统等，公路交通则包括了更

用户需求

堡垒机

入侵检测

www.zhao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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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行业解决方案

网络通信行业解决方案

趋势与挑战

用户需求

趋势与挑战

对实现基础建设由单一化向集约化发展的转变，是解

行，对于设备的耐用性以及后期维修更新便利性有

程之中，甚至成为行业发展的首要驱动力，网络信息

21世纪以来，交通运输智能化、信息化的广泛应用，

决现代交通难题的关键。在这一领域率先进行自主设
备的部署与试水早已有了指导性要求，同时伴随着行
业的快速发展，设备与技术的快速更新也给予了市场
更多的机遇。

随着新建线路的快速增长，在轨道交通中使用的车

辆、车站设备数量与规模都将迎来持续的高速成长，

同时，近些年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在交通等垂
直领域内，采用自主化设备进行项目部署成为了必然
的发展方向。

交通领域通常分为轨道交通和道路交通，针对轨道

交通领域的设备大多要求7×24小时的持续稳定运

较高的要求。同时由于交通设备的特殊使用环境，风
扇等机械转动装置相对比较容易损坏，所以设备需要
采用符合交通技术规范要求的无风扇设计。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

产业中的不稳定因素，极有可能对行业的发展，特别

攻击破坏，未来几年将分步走，全面实现国产化。行

是关乎国家社会安全稳定的重点基础行业造成负面影
响，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业政策的指导性条文对于产品的自主性提出了硬性的
要求，设备必须符合各细项条例规定的要求与评审。

网络安全设备需要面对不同行业各种复杂情况，需要

证等相关开发、以及处理器、M1、复合芯片多种不

的首要任务。同时国内的《网络安全法》正式颁布实

自身需求进行扩展。

流程，进行大量的数据加解密、校验、传输、TAC验

同芯片类型交通卡的读写操作和相关的人机交互界面
开发。现金、银行卡、手机支付等不同支付手段的应
用开发，众多的外设与软件需要进行有效的迁移，因
此需要综合考虑方案部署难度与总体拥有成本。

复杂的ETC自助系统、城市管理中重要的态势感知系

IDE等新老接口规范实现稳定和广泛的兼容。

等特殊性，设备必须要针对USB、PCIe、PCI、SATA、

展性都有着较高的要求。

国企/政府单位，都把构建自身网络安全作为安全层面

施，《信息安全等保安全》系列政策更新，“安全”
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
选项”甚至是“强制项”。

整体看，我国企业在网络信息安全产品采购中国产化
率很低，暴露出很大的安全风险。各项网络信息安全
政策在核心元器件、基础软件、企业级软件、安全防

设备能够提供足够的扩展性与兼容性，以供用户根据
网络安全设备作为长期运营中的重要环节，需要能

够保持7×24小时的持续稳定运行，全天候保障企业
安全。产品需要提供完整健全的供应链及服务保障
体系，快速响应需求，对于设备日常的维护调试，
以及后期升级维护都需要有完善的服务保障。

护软件的国产化上均提出了要求，国内网络安全市场
增速将高于预期，市场规模也会持续快速扩大。

为什么选择兆芯

为什么选择兆芯

●

●

符合行业政策指导意见的要求，符合各项行业法规要求

●

性能出色，能够满足现在市场主流产品所需的性能，媲美国际主流性能

●
●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软硬件兼容性优异，可快速实现应用的平滑迁移

产品种类丰富，包括无风扇嵌入式电脑、3U CompactPCI计算平台、COM Express模块化电脑等等，非常适合公路
交通和轨道交通的相关应用

已在多个城市轨道交通与城际交通进行试点项目，并获得用户的一致好评

成功应用
●

AFC自助终端

●

列车信号控制系统

●

ETC自助设备

●
●

www.zhaoxin.com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平滑迁移现有方案，快速适配软、硬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覆盖了防火墙、入侵检测、入侵防御、数据脱敏、隔离网闸、数据库审计、堡垒机、身份鉴别、运维安全管理等网
络安全应用

成功应用
●

防火墙

●

网络探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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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保护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其重要数据不受

因此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电商企业和

除了上述需求以外，考虑到交通领域设备长生命周期

统等。因此对于交通领域的设备性能、稳定性以及扩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已经高度渗透到全行业的发展进

应用于交通领域的设备需要遵循交通系统规范的交易

交通的信息化应用更多的集中在在列车信号控制系

统、AFC轨道交通自助系统等，公路交通则包括了更

用户需求

堡垒机

入侵检测

www.zhaoxin.com

16

教育行业解决方案
趋势与挑战

工业行业解决方案
用户需求

趋势与挑战

体验成为首要的考虑，不论是硬件性能的表现抑或是

展，在改革开放之后更是持续加速制造业的发展，但

近几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传统教育行业

教育行业的设备更多面向普通用户，因此用户的使用

育”的本质就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实现教育信息

软件是否符合用户日常的使用习惯，“体验”都是各

也面临着教育信息化、智慧化的升级转型。“智慧教
与知识的共享。“智慧教育”有“教育”的属性，也
有“信息化”的属性。

“智慧教育”是政府主导、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构建

类产品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考虑到教育行业设
备的日常使用场景较为多样化，因此对于设备的扩展
性能有一定的要求，需要能够根据用户对多USB、多

制造业是国家的立国之本，中国一贯重视制造业的发

中国工业企业智能制造五大部署重点依次为：数字化

随之而来“大而不强”的问题也逐渐突出，制造业面

物联网（48%）、重构生态及商业模式（36%）以及

临技术含量更高的中高端产业依然发展不足，创新能
力不足，行业整体面临升级转型的痛苦过程。

工厂（63%）、设备及用户价值深挖（62%）、工业
人工智能（21%），针对众多不同的应用场景，行业

对于设备的需求也各有不同，有要求性能优先、有要
求长期稳定运行、也有需求低功耗��总体而言需

串口等方面的需求进行定制。

近年来国际外部形势突变，产业分工正面临新一轮调

网、互联网、数字课件、公共服务平台和云端设备组

更重要的是，针对教育行业的软件应用较为多样，各

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加快实现

不同的制造企业不同的车间，工作的环境不尽相同，

主管部门和学校也可以通过该体系实现廉洁高效的管

景，基于x86生态的Windows体系占据了核心地位，

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制造企业的设备要能够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同时提

的现代教育信息化服务体系。该体系由云计算、物联
成开放校园，实现跨时跨地域的教育资源共享；教育
理。

针对教育行业的硬件产品主要涉及到环境支持设备、
教学交互设备、教学辅助设备。包括后端的服务器、

品牌都有相应的内容平台、应用软件、APP等各式场

相应平台的开发，方案的部署大多基于这一生态，因
此在选择相应设备时无需二次开发应用软件，有效降
低用户的迁移、学习等成本。

网络设备、用户端的显示终端、VR/AR设备、OPS设

教育设备作为日常使用设备，需要能够提供完整健全

功能，对于硬件提供商而言，提供高效、可靠、好用

日常的维护调试，以及后期升级维护都需要有完善的

备等各式各样的硬件产品都在教育场景下发挥着各自
的设备与解决方案成为了主要课题。

的供应链及服务保障体系，快速响应需求，对于设备
服务保障。

整，如何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能、
工业4.0规划的步伐，是我国在工业制造业升级转型
科技的创新成为了推动国家进步的最大动能，AI、物

考虑到迁移的难度与保持用户使用习惯。制造业大多

人力，并且通过数据的采集、管理、分析来进一步提
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是必然的趋势。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能够平滑迁移现有方案，并且保持用户的日常使用习惯

●

●

与教育行业领先企业深入合作，多类型方案已部署试点，并收获一致好评

●

电子白板

●

OPS-C模块

●

云桌面教室

●
●

基于x86指令集开发。因此在规划新的方案时，首先
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设备的易用性是重要的考虑因
素，各类方案的学习成本相比其他行业更为重要。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能够平滑迁移现有方案，并且保持用户的日常使用习惯

业内嵌入式领导厂商推出了多种规格的兆芯平台硬件产品，包含ATX/Micro-ATX/Mini-ITX的工业主板、COMe模块化
电脑、以及各种规格的工业电脑和无风扇嵌入式电脑，能够满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
基于兆芯的产品已经实现规模部署，并获得用户的一致好评

成功应用
●

机器视觉

●

电子制造

●
●

www.zhaoxin.com

供稳定长期的硬件平台，保障企业持续高效的生产。

技术场景。在制造企业也一样，通过技术来替代传统

●

成功应用

尤其是针对部分工厂车间高温多尘，因此，针对工业

虽然，不同领域应用多不相同，但主要应用基本都是

活与工作方式，万物互联不再是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

为什么选择兆芯

可以节约大量的应用迁移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资金成本以及维护成本

要能够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定制。

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

为什么选择兆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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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

数控机床
MES

www.zhaoxin.com

18

教育行业解决方案
趋势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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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解决方案
趋势与挑战

用户需求

冠疫情让全世界的医疗体系或多或少都感受到超负荷

的可拓展性与后期升级更新的能力都有着较高的要

2020年全球医疗体系都迎来了一轮巨大的挑战，新

的挑战，同时也让各国都意识到了医疗设备自主化的
必要性，在特殊时期，充足的医疗设备是整个社会稳
定与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根据国内客观情况，在市
场、政策、资本、人才，再叠加疫情等各因素共同推
动下，国内医疗产业进入自主创新快车道。

从产业层面看，行业规律导致市场总量偏小、政策要
求门槛高、资本容错率低、思维定式难以改变、人才
资源缺乏等，也是国产自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对于医疗行业所需设备而言，较高的集成度、设备
求。同时对于各类外设、模块的接入与适配的需求
也不低。

医疗行业设备的应用场景相当丰富，不同的科系之间
都有不同的设备需求，因此能够进行方案的平滑迁移
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原有方案迁移既能保持用户原
有的使用习惯与体验，同时又能够有效降低用户的拥
有成本。

从产品层面看，在系统工程思维和平台支撑的背后，

另外作为医疗设备需要有非常好的稳定性，毕竟设备

的设备难以符合规范。进口产品价格虽然较高，但经

必须能够提供完整健全的供应链及服务保障体系，快

由于多达1600多条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约，新

过市场长期验证拥有较高的可靠性；在易使用操作方
面也更容易上手；批量生产的新产品能否与进口产品
保持品质的一致成为巨大的挑战。

的每一次开启与关闭都关系着治疗的成果，因此设备
速响应需求，对于设备日常的维护调试，以及后期升
级维护都需要有完善的服务保障。

为什么选择兆芯
●

基于兆芯的无风扇嵌入式电脑、医用平板电脑等产品，可以满足医院自主设备、病人看护等应用的需求

●

完整健全的供应链及服务保障体系，快速响应维护调试、更新升级等需求

●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能够平滑迁移现有方案，并且保持用户的日常使用习惯

成功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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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手术室

医用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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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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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响应需求，对于设备日常的维护调试，以及后期升
级维护都需要有完善的服务保障。

为什么选择兆芯
●

基于兆芯的无风扇嵌入式电脑、医用平板电脑等产品，可以满足医院自主设备、病人看护等应用的需求

●

完整健全的供应链及服务保障体系，快速响应维护调试、更新升级等需求

●

基于国际主流的x86架构，能够平滑迁移现有方案，并且保持用户的日常使用习惯

成功应用
●
●

19

数字手术室

医用平板电脑

www.zhaoxin.com

www.zhaoxin.com

10

好 用 的 电 脑 芯

自主创新 兼容主流 平滑迁移

兆芯高性能通用处理器

Headquarter
兆芯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2860号（邮编201203）
电话：021-60611988

Email：market@zhaoxin.com

兆芯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IC PARK园区9号院2号楼F座
（邮编100094）

电话：010-57350601

Email：market@zhaoxin.com

兆芯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66号（邮编518057）
电话：0755-66821000

Email：market@zhaoxin.com

请扫描二维码
关注兆芯官方微信

Ver: S2021-2-001

www.zhaoxin.com

好 用 的 电 脑 芯

2021

www.zhaoxi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