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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牵头八大 IT巨头打造新标准，开

创 AI基础计算新纪元 
事件：根据澎湃新闻报道，3月 11日英特尔宣布与阿里巴巴、思科、戴尔、Facebook、

谷歌、惠普、华为和微软组成联盟，开发一种新的计算互连标准 Compute Express 

Link（CXL），以实现 CPU和加速器芯片之间的高速互连。 

 

点评 

 CXL标准将解决传统 CPU与 AI加速计算芯片之间高速数据传输瓶颈。CXL

标准支持 CPU、硬件平台和加速芯片（如 GPU、FPGA 和其他专用加速器

解决方案）之间的高速、高效互连。此前与 CXL相似的标准组织有 CCIX、

OpenCAPI、Gen-Z Consortium（Gen-Z），包括 AMD、IBM、Xilinx、华为均

有参与到各协议中，英伟达自身也有类似的计算互联标准 NVLink，但英特

尔作为服务器 CPU的龙头企业，却并未在此前相关标准协议初创名单之列，

此次联合微软、阿里、思科、戴尔 EMC、Facebook、谷歌、惠普、华为八家

巨头公司成立了 CXL联盟，意义重大。 

 

 CXL标准有望大幅提升基础计算效率，助力 AI等领域技术发展。CXL核心

目的在于助力现在机器学习、云计算等相关应用实现跨 CPU 与数据中心实

现高速互联、“共享”内存，降低软件堆栈复杂性和整体系统的成本，从而

使开发人员无需考虑加速器中的内存管理硬件，有望大幅提升基础计算效

率，助力 AI等领域技术发展。 

 

 新标准预计将很快带来数据中心计算平台的革新。英特尔数据中心集团执行

副总裁兼总经理 Navin Shenoy 也公开表示：“第一代规范将在今年上半年提

供给联盟成员，预计将在 2021 年推出支持 CXL标准的数据中心平台，包括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FPGA、GPU和 SmartNIC。“新的计算标准出台有望在

未来几年带来数据中心计算平台的革新。 

  

 投资建议：作为全球服务器处理器芯片的龙头，Intel此次联合微软、阿里、

思科、戴尔 EMC、Facebook、谷歌、惠普、华为八家巨头公司成立 CXL联

盟推出新的计算互联标准意义重大，有望克服传统计算单元与 GPU 等 AI

加速计算单元的数据互连瓶颈，推动基础计算领域新一轮革新，重点推荐两

大服务器龙头公司浪潮信息与中科曙光。 

 

 风险提示：新标准产业化落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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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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