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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形势 

  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座谈会召开 

2021 年 8 月 1 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创新发展，京津冀工业

互联网协同发展座谈会在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徐晓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工

作进展情况的介绍，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工作组秘书处工

作细则，京津冀三地工信部门作交流发言。 

徐晓兰指出，工业互联网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区

域数字化转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构建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推动京津

冀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支撑。 

徐晓兰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跨区域、跨部门沟通交流，加强政策联动。

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三地工信部门要形

成齐头并进、同频共振的工作局面，固化多层级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对重点

任务、重点环节的沟通协调，保持政策措施的协调性、连续性，确保京津冀

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工作有序推进。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天津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参

加会议。 

  三部门召开油气管道行业“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试点启动会 

2021 年 8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国务院国资委在国

家管网集团公司联合召开油气管道行业“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试点启动

会，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正部长级）尚勇，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徐晓兰，国家管网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张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油气管道行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试点建设，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和“统

筹发展和安全”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推动油气管道行业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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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重要举措。 

会议提出，国家管网要发挥好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把试点建设摆

在集团工作的突出位置，加强场景研究、问题攻关和应用推广，确保在“十

四五”期间圆满完成试点建设任务。 

会议强调，协同推进“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意义重大，三部门应加

强工作联系，形成工作合力，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

究院要发挥各自优势，助力国家管网集团打造“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示

范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国务院国资委相关司局，中国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以及国家管网集团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上海临港“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 

8 月 12 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通知。 

《规划》的发展目标中提到，到 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在 2018 年基

础上翻两番，年均增速达到 25%左右。培育形成智能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

高端装备制造 3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民用

航空等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其中集成电路产业方面，《规划》提出要建设“东方芯港”特色产业园

区。围绕集成电路制造、贸易、核心装备、关键材料、高端芯片设计等领域，

加快推动重点企业集聚、重点项目建设投产，加强关键材料本地化配套能力，

形成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生态体系。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聚焦汽车

电子、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电子设计自动化（EDA），积极布局智能传感、

人工智能（AI）、功率芯片等。在集成电路制造及封装上，要加快圆片级、

扇出型等先进封装技术研发量产，提升制造、封装、测试一体化服务能力。

聚焦先进特色工艺集成电路材料，推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突破，从而

加快 12 英寸设备研发及产业化。发展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建设辐射全国、

扩展亚太地区的集成电路设备支持服务中心以及零组件、耗材等仓储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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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到 2025 年，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

干政策的通知                                                |MORE⊿ 

  量子计算、光电子、新型存储……这份高精尖规划信息量太大 

|MORE⊿ 

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2025 年主要目标：以高精尖产业

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根基更加稳固，基本形成以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医药

健康等为新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将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区块链、创

新药等打造成为“北京智造”“北京服务”的新名片，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取

得重大突破，国产化配套比重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绿

色发展更加显著，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和国际产能合作迈向更高层次。 

根据《规划》，北京将抢先布局一批未来前沿产业，量子信息领域完善

量子信息科学生态体系，加强量子材料工艺、核心器件和测控系统等核心技

术攻关，推进国际主流的超导、拓扑和量子点量子计算机研制，开展量子保

密通信核心器件集成化研究，抢占量子国际竞争制高点。光电子领域积极布

局高数据容量光通信技术，攻克光传感、大功率激光器等方向材料制备、器

件研制、模块开发等关键技术，推动硅基光电子材料及器件、大功率激光器

国产化开发。新型存储器领域开展先进 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技术研

发，推进 17nm/15nm DRAM 研发与量产，突破 10nm DRAM 部分关键技术。

脑科学与脑机接口领域聚焦认知科学、神经工程、生机交互、类脑智能理论

与医学应用等，加快无创脑机接口方向创新成果在临床医学、航空航天、智

慧生活领域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 

  工信部：将碳化硅复合材料等纳入“十四五”相关发展规划 

8 月 24 日，工信部答复“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 1095 号

（工交邮电类 126 号）提案称，将把碳化硅复合材料、碳基复合材料等纳

入“十四五”产业科技创新相关发展规划。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95726
http://www.cena.com.cn/industrynews/20210819/1128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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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指出，国家高度重视碳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合有关

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新材料产业发

展指南》均将碳基新材料列为重点支持对象，并针对碳基新材料产业发展专

门出台了《加快推进碳纤维行业发展行动计划》《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

的若干意见》等专项政策，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中列

入了高性能碳纤维、石墨烯等碳基新材料品种。 

下一步，工信部将以重大关键技术突破和创新应用需求为主攻方向，进

一步强化产业政策引导，将碳基材料纳入“十四五”原材料工业相关发展规

划，并将碳化硅复合材料、碳基复合材料等纳入“十四五”产业科技创新相

关发展规划，以全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卡脖子”品种，提高碳基新

材料等产品质量，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碳化硅相较于传统半导体硅材料，在耐高压、耐高温、高频等方面具备

碾压优势，是材料端革命性的突破。碳化硅被称为第三代半导体核心材料，

碳化硅材料主要以在导电型碳化硅衬底上外延生长碳化硅外延层，应用在各

类功率器件上，近年来随着技术工艺的成熟、制备成本的下降，在新能源领

域的应用持续渗透。 

有业内观点认为，碳化硅材料将是未来新能源、5G 通信领域中碳化硅、

氮化镓器件的重要基础，而在目前新能源汽车以及光伏等新增下游需求的带

动下，碳化硅材料以及器件，有望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碳化硅更是有望引领

中国半导体进入黄金时代。 

  工信部：系统推动 5G 芯片模组、关键元器件等关键领域的前沿布局 

|MORE⊿ 

  三星未来三年将向半导体、AI 等战略业务投资 240 万亿韩元 

据国外媒体报道，8 月 24 日，三星表示，未来三年，它将向半导体、

生物制药、电信、人工智能(AI)、机器人等战略业务投资 240 万亿韩元(约合

2060 亿美元)。 

三星表示，这笔投资将有助于增强该集团在芯片制造等关键行业的全球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0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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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同时使其能够在机器人和下一代电信等新领域寻求增长机会。 

据外媒报道，三星这 240 万亿韩元的投资将直接创造 4 万个就业岗位，

其中 180 万亿韩元将用于投资韩国。 

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芯片短缺问题就成为半导体行业的主旋律。目

前，该问题已对全球汽车制造商造成冲击，其根源是汽车制造商与消费电子

行业争夺芯片供应等诸多因素。 

外媒称，在全球芯片短缺和尖端芯片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包括台积电和

英特尔在内的芯片竞争对手也在进行大量投资。 

----------------------------------- 政策形势 ------------------------------------ 

 行业动态 

  尼西半导体签约上海，新增投资 6000 万美元提升晶圆加工工艺等 

7 月底，投资总额为 58.5 亿美元的 60 个外资项目在上海集中签约。其

中，涉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和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

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等“3+6”重点产业的项目共 36 个，总

投资 29.3 亿美元。 

据第一财经报道，此次签约项目包括尼西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依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尼西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的产品设计

和生产制造，此次新增投资 6000 万美元，主要用于新产品研发，引进先进

生产设备，增加晶圆表面凸点工艺、超薄晶圆加工等，使其满足先进电子产

品日益复杂的应用要求。 

企查查显示，尼西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总部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Inc.(AOS)位于美国硅谷，由万国半导体

（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经营范围包括半导体集成电路及其相关

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与工艺开发、制造及其封装等。 

上海依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两年内将投资超过 3 亿元来中国市场

上新建充电站和充电桩，充电桩数量将超过 6 万个。面对着新能源汽车的

快速发展以及尚未饱和的充电桩市场，上海依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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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新建充电桩数量将增长近两倍。 

  新华三智擎芯片 660全面启动量产                        |MORE⊿ 

7 月 30 日，紫光股份旗下新华三集团举行了线上媒体沟通会，新华三

集团副总裁、半导体产品线总裁孔鹏亮，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芯片云事业部

总经理邓世友参加了会议，并正式宣布自主研发的高端可编程网络处理器芯

片智擎 660 全面启动量产。 

  加速进入全球射频前端主流平台 三安集成[1]滤波器获展锐认证 

|MORE⊿ 

日前，三安光电旗下三安集成再传佳讯，其多个型号 SAW 滤波器和双

工器产品于近日通过展锐 T107 智能化轻量级手机平台和展锐 8910DM 物联

网平台的认证，顺利进入展锐“认证供应商清单（Approved Vendor List）”。

这意味着国内众多采用展锐平台的设备厂商，可以直接采用三安集成的滤波

器元件。同时，这也标志着三安集成的滤波器产品正加速进入全球主流射频

前端平台。 

据三安集成负责人介绍，他们正积极开拓与全球几大射频前端平台企业

的合作，滤波器分立器件业务和目前积极布局的高端封装业务正进入发展快

车道。 

  紫光展锐联合中国联通实现全球首个 5G R16 Ready，推动“5G+工

业互联网”应用                                              |MORE⊿ 

近日，展锐联合中国联通对外表示，双方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R16 标准的 eMBB+uRLLC+IIoT（增强移动宽带+超高可靠超低时延通信+工业

物联网）的端到端业务验证。本次技术联调成功开展了 R16 协议互通、1 微

秒高精度授时以及 5G 行业局域网等物联网技术特性的验证，这是全球首个

基于 3GPP R16 协议版本实现的业务验证，是 5G R16 标准迈向商用的重要里

程碑。 

展锐唐古拉 V516 平台是展锐推出的业界首个支持 5G R16 Ready 的产品

平台，支持 eMBB+uRLLC+IioT 的关键特性，针对工业物联场景可实现差动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730/112666.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806/112727.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803/1127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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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高精度机器协作以及工业局域网等应用实例。 

联通基于展锐 5G V516 平台与工业领域的生态合作伙伴完成了 R16 5G

高精度授时特性的测试，初步具备满足机械控制等特殊场景对于高精度授时

功能需求的能力。 

紫光展锐联合中国联通实现全球首个 5G R16 Ready，让 5G 第一次实现

了 “三大场景”全面覆盖，也意味着 5G 在物联网，尤其是工业物联网领

域的应用能力向前迈了一步。 

  三星原全球常务副总裁，张端端加入梧升半导体 

梧升半导体官方消息显示，近日，三星原全球常务副总裁张端端加入上

海梧升半导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升半导体”），并担任董事。 

张端端自 2004 年起加入三星集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任职超过 15

年，是三星集团自成立以来的首位外籍女性高管。任职期间，张端端主要负

责三星集团对华投资项目，对外商业合作和业务版图扩张，有力推动三星集

团多元化业务在中国区的扎根落地。 

资料显示，梧升半导体成立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注册资本 7 亿美金，

由上海梧升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50%，主要面向物联网、可穿戴设备，以及工业、汽车等应用场景，主体业

务聚焦于 OLED 显示驱动、微控制器以及 CIS 图像传感芯片的设计与制造。 

根据天眼查股权穿透显示，梧升半导体直接持有上海梧升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 100%股份，并通过南京中导梧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了

南京梧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据悉，目前，上述两家企业已经投资了多个半导体项目。 

例如，2020年 6月，总投资 30亿美元的梧升半导体 IDM 项目签约南京，

据官方消息，该项目是梧升电子科技集团母公司中国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在

半导体产业布局的关键项目，采用 IDM 运营模式，规划月产 4 万片 12 寸晶

圆，主要产品包括 AMOLED 面板驱动芯片、硅基 OLED 芯片及 CIS 芯片。 

今年 4 月 7 日，在 2021 年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上，梧升半导体签约

落户上海。据当时的消息显示，梧升电子科技集团旗下梧升半导体预计总投

资额不低于 180 亿元，五年内完成整体项目的全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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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升半导体表示，未来，公司将深扎上海，加速推动临港新片区 12 英

寸先进生产线项目的建设进程，努力使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垂直领域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补充国内芯片市场的供应缺口。 

  Maxim Integrated 宣布与 Xailient 联手打造最快、功耗最低的 IoT 人

脸检测方案                                                  |MORE⊿ 

  复旦微电[2]成功登陆科创板                              |MORE⊿ 

8 月 4 日消息，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复旦微

电”,证券代码“688385”）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 6.23 元/股。4 日开盘，

公司股价报 53.51 元/股。 

  爆料称 Galaxy Buds 2 真无线耳机升级了蓝牙 5.2 芯片       |MORE⊿ 

  台积电开始安装 3nm 芯片制造设备 

据国外媒体报道，台积电已经开始在中国台湾地区的 Fab 18 工厂安装

3nm 制程芯片的制造设备，将在今年下半年试产 3nm 芯片。 

据了解，与之前的台积电 5nm 工艺相比，最新的 3nm 工艺能让芯片面

积缩小 30%，功耗降低最多 25~30%，或者最多提升 10~15%的性能。 

台积电与三星的代工工艺竞争已经持续多年，根据之前的报道三星 3nm

量产要到 2023 年，整整落后台积电 1 年时间。 

有分析称台积电提前量产 3nm 的计划，只为比三星更早投入生产，以

便提前抢占市场。 

根据《日经亚洲》之前的报道，台积电 3nm 工艺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客

户，那就是 Intel，而且 Intel 与台积电的合作至少包含移动平台和服务器平

台处理器两个项目，芯片订单产量远超苹果，将成为台积电在 3nm 时代最

大的客户。 

目前台积电占据了全球 7nm、5nm 生产工艺的大部分产能，其营收占

企业总营收的 49%，在 3nm 投入量产之后，其营收占比预计会继续提升。 

三星虽然也有生产 3nm 工艺芯片的能力，但在性能、功耗等方面，依

然和台积电有不小的差距。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06351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06343
https://laoyaoba.com/n/78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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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另一方面，Intel、AMD、苹果、联发科都是台积电的用户，这些品

牌在各自市场的需求持续增加，全球缺芯片的局面或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质量服务问题频出 家用美容仪规范在路上                 |MORE⊿ 

家用美容仪凭借小巧精致、功能多样等特点成为不少爱美人士的“新宠”，

但与此同时，不断壮大的家用美容仪市场背后也频频出现问题：镍释放量过

高、低温烫伤风险、无实际效果等，被长期诟病，引发消费者的信任危机。

未来，国家药监局或将射频类家用美容仪纳入医疗器械监管范畴，届时家用

美容仪市场将迎来更加规范和健康的发展空间。 

  CEVA[3]凭借蓝牙 5.3 IP 继续引领无线连接技术向前迈进 

8 月 5 日，CEVA 宣布全面发布 RivieraWaves 蓝牙 5.3 IP 产品，支持多

种功能以进一步增强安全性、稳健性和低功耗。RivieraWaves 蓝牙 5.3 IP 现

已推出，包括可用于新设计的完整硬件/软件解决方案，以及作为兼容现有

设计的纯软件升级产品。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ABI Research 最新预测，蓝牙已成为音频流和短距离

物联网连接的事实标准，预计到 2022 年的出货量将接近每年 50 亿台设备，

到 2025 年的出货量将会超过每年 60 亿台。在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的支持

下，蓝牙标准不断发展，挑战更出色的电池寿命和使用性能目标。蓝牙 5.3

新增了包括增强型定期广播和 LE 连接减速(LE Connection Subrating)在内的

全新功能以提高功率和延迟方面的效率；LE 通道分类信令则可增强了链路

稳健性；还有 HCI 加密密匙大小控制方面的改进，也增强了无线连接的安

全性。通过结合蓝牙技术联盟(SIG)对这这个标准的改进，与 RivieraWaves 蓝

牙 IP 平台的超低功耗架构，芯片设计人员可以获得制胜优势，在竞争激烈

的无线消费市场中脱颖而出。 

CEVA 副总裁兼无线物联网业务部门总经理 Ange Aznar 评论道：“我们

热烈祝贺蓝牙技术联盟(SIG)发布蓝牙 5.3 标准规范，并且很高兴向客户提供

这个符合最新规范的 IP，推动其产品快速上市。仅在 2020 年，我们的 

RivieraWaves 蓝牙 IP 就为超过 5.2 亿台蓝牙设备助力，是蓝牙生态系统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期待与蓝牙 5.3 客户合作，推出充分利用这个最新

https://www.big-bit.com/news/389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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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卓越新产品。” 

  碳化硅项目签约入驻怀化高新区 

怀化新闻网讯 8 月 9 日上午，碳化硅晶圆、单质碳晶体材料及常温超

导材料生产项目签约仪式在怀化高新区举行。怀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喜松

与深圳艾儿维思智能高科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吴传军签订项目入园合同。 

由深圳艾儿维思智能高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碳化硅晶圆、单质碳晶体

材料及常温超导材料生产项目计划总投资 3 亿元，分为两期建设。其中一

期投资 1 亿元，租赁标准化厂房约 1.25 万 m2，建设实施年产 5000 片碳化

硅晶圆片，3 万吨单质碳晶体纳米粉末，5 吨铜基碳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

一期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3 亿元、年纳税达 1500 万元；二期投资 2 亿元

用于扩大再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10 亿元、年纳税达 5000 

万元。 

张喜松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此次碳化硅项目的入驻是园区产业升级的阶

段性成果，也是招商引资成果的一次良好展示。园区将成立服务专班提供“母

亲式”服务，为该项目的落地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促进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早投产、早达效。 

  台积电 3 纳米获英特尔大单 将在明年 7 月放量生产         |MORE⊿ 

  超小尺寸 5G 模组来啦！紫光展锐助力移远推出 5G 模组-RG200U 

|MORE⊿ 

8 月 11 日，紫光展锐助力移远通信正式推出基于展锐唐古拉 5G 基带芯

片平台 V510 的超小尺寸 5G 模组 RG200U，相比传统 LGA 封装 5G 模组尺寸

减小约三分之一。 

移远 RG200U 5G 模组在体积上的显著优势不仅可以大大提升终端设计

的灵活性，还能支持客户开发体积更紧凑的 5G 行业应用，特别利好电力终

端、MiFi、Dongle、无人机、DTU、AR/VR 眼镜、音视频记录仪等一系列对

空间有严苛需求的物联网设备。目前，该款模组已进入工程样片阶段，并提

供给多家行业客户进行终端设计。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fec77801645e45b18ced28b61ba45e9a.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afe94a5f798949d8aa302210f2ef9f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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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资正式入主方正微电子[5]，助力深圳打造第三代半导体创新

高地 

8 月 12 日，深圳市属国企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4]（以下简称“重

投集团”）完成深圳方正微电子有限公司[5]（以下简称“方正微电子”）重组

变更的全部法律程序并正式进驻，在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领域再下一城。 

在当天举行的董事见面会上，方正微电子新一届的董事会成员正式亮相，

新任董事长陆波表示，要认真履行好董事会职责，苦练内功、拓展市场、迎

难而上，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带领方正微电子迈向更美好的明天。会

上，重投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戴军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坚持战略定力提升发展定位，坚持市场化运作加快转型升级，坚持大局

为重做好平稳过渡，加快打造成为第三代半导体芯片制造领域龙头企业，助

力深圳打造第三代半导体创新高地。 

当前，深圳正迎来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

期，近日印发的《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打造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

聚集区。下一步，重投集团作为深圳市政府重大战略引领性产业投资功能性

平台，将继续深耕集成电路等重大产业发展核心领域，不断发挥在科技创新

和产业培育中的服务支撑作用，着力凸显市属国资集成电路产业链“链长”

单位带动功能，依托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中芯深圳高端芯片制造、方正微

电子等重大引领性产业项目，服务国家战略和国资担当，增强核心产业发展

后劲，努力为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城市范例作出新的贡献。 

  瑞能半导体[6]持续发力功率半导体领域                    |MORE⊿ 

  奥松电子启动 MEMS 芯片代工                           |MORE⊿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芯片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芯片交付能力面

临严峻的挑战。国内产业客户在海外流片遇到重重阻力，纷纷呼吁国内

MEMS 芯片企业开放代工业务。 

为了缓解国内的缺芯困局，奥松电子决定释放部分产能，开启 MEMS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11783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cd49bfc41f1d43c8a1c0ed8a2a419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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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代工业务。经过一年的试运行，已成功与多家客户联合开发 MEMS 芯

片，实现量产，并且通过了性能测试和可靠性验证，芯片性能、良率均达到

设计指标要求。奥松电子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可以快速导入、快速验

证、快速打通所有工艺流程，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特殊工艺开发和一站式芯

片代工解决方案。 

广州奥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根植于 MEMS 领域近 20 年，是国内先进的

MEMS 特色半导体芯片制造高新技术企业，也是 MEMS 领域集研发、设计、

制造、封装测试、终端应用为一体的 MEMS 智能传感器全产业链（简称 IDM）

企业。 奥松电子拥有先进的 MEMS 特色半导体智能传感器芯片生产线，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电网、

智能家居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提供硬件技术支撑，实现国产化替代。 

  闻泰科技购买英国晶圆厂NWF交易过户手续已完成         |MORE⊿ 

  紫光展锐加入谷歌 Android Ready SE 安全标准联盟 

8 月 16 日消息，紫光展锐今日宣布，已加入谷歌新的 Android Ready SE 

Alliance 安全标准联盟，成为国内首家提供 Android SE 解决方案的芯片设计

公司。 

Android Ready SE Alliance 安全标准联盟，致力于 SE 安全芯片标准的研

发和推广，使智能终端上新兴的数字钥匙、移动 ID、支付解决方案等应用，

更加安全和便捷。 

作为全球领先的移动通信及物联网核心芯片供应商，展锐拥有从芯片到

软件的完整安全解决方案，加入 Android Ready SE Alliance 安全标准联盟，可

充分发挥展锐软硬件一体的完整安全方案优势，为智能终端提高数字安全防

护。 

展锐市场部高级副总裁夏晓菲表示：“展锐致力于为整个安卓生态系统

提供安全解决方案，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防窜改安全组件已成为安

卓终端不可或缺乏的要素。”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数

字世界的到来，令数字安全的防护也变得复杂、多变。作为全球领先的移动

https://ic.big-bit.com/news/3906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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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及物联网核心芯片供应商，展锐从芯片初始设计即考虑数字安全防护，

支持同一款 CPU 运行在不同的执行环境中，率先采用金融级 iSE 安全方案，

支持国际主流算法，与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制定、推动数字安全标准的统一，

为生态伙伴提供更高的数字安全保护。 

  Cree[8]：全球最大碳化硅晶圆厂有望明年初建成 

集微网消息，当地时间 17 日，碳化硅龙头科锐（Cree）宣布截至 6 月

27 日的 2021 财年第四季度财报，营收达 1.45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同比增

长 35%，环比增长 6%，略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1.4517 亿美元。 

公司 CEO Gregg Lowe 表示，“该季度实现了强劲的收入，是因为客户比

最初预期更早、更大幅度地提高产量。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设备领域中抓住增

长和转换机会，进一步确立了我们在碳化硅行业的领导地位。” 

Gregg Lowe 进一步透露，公司有望在 2022 年初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碳化

硅工厂，使其能够充分利用未来几十年的增长机遇。 

展望下一季度，公司目标收入在 1.44 亿美元到 1.54 亿美元之间。 

科锐于 16 日宣布，将扩大与意法半导体现有的长期碳化硅晶圆供应协

议，科锐将在未来几年内为后者供应 6 英寸碳化硅晶圆。 

  汇顶科技[7]发布首款系统级 NB-IoT 单芯片方案             |MORE⊿ 

8 月 18 日，汇顶科技对外发布旗下首款全面支持 3GPP Rel-14、Rel-15

标准的系统级 NB-IoT 单芯片解决方案——GR851x 系列，具备显著的连接稳

定性、高安全性以及集成超低功耗 OpenCPU 应用系统，将为智慧城市、消

费者应用、工业 4.0 和智慧农业等应用场景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蜂窝物联网解

决方案，为构建万物智联的数字世界贡献力量。 

从芯片、网络到终端产品，NB-IoT 的生态链日渐丰富、完善，并已广泛

应用于智能表计、智慧烟感、智慧路灯以及牛联网等低功耗广覆盖物联场景；

伴随更多创新应用的涌现，NB-IoT 生态系统将愈加繁荣。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白皮书预测，到 2025 年，全球将有超过 12 亿个 NB-IoT 连

接，占蜂窝物联网连接总数超三分之一。瞄准万亿级的物联网赛道，汇顶科

技近年来持续深耕，积累了深厚的蜂窝通讯、射频和低功耗等核心技术，使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818-292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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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GR851x 系列多项技术指标达到业界领先水平。 

  开盘大涨 185.05%，这家 IC 设计公司登陆科创板市值破千亿 |MORE⊿ 

  Wolfspeed 与意法半导体扩大现有 150mm SiC 晶圆供应协议  |MORE⊿ 

科锐 Cree, Inc.与意法半导体 STMicroelectronics 宣布扩大现有的多年长

期碳化硅（SiC）晶圆供应协议。科锐旗下 Wolfspeed 是全球 SiC 技术引领

者。意法半导体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企业，横跨多重电子应用领域。根据该

更新的协议，科锐将在未来数年向意法半导体供应 150mm SiC 裸晶圆和外

延片，协议总金额将扩大至超过 8 亿美元。 

  上半年净利突破 10 亿元，华润微持续推动功率半导体技术升级 

|MORE⊿ 

近年来，功率半导体的应用领域已从工业控制和消费电子拓展至新能源、

轨道交通、智能电网、变频家电等诸多市场，市场规模呈现稳健增长态势。

市调机构 Omdia 数据预计，2021 年全球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将增长至 441 

亿美元，到 2024 年将突破 500 亿美元。2021 年中国功率半导体市场规

模将达到 159 亿美元，到 2024 年有望达到 190 亿美元，具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 

8月 19日，国内功率半导体 IDM华润微电子公布 2021年中期业绩。2021

年上半年，华润微实现营业收入 44.5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43%；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4.86%。 

半年度报告指出，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受市场景气度推动，订单较为饱满，

整体产能利用率较高，公司各事业群营业收入均有所增长。报告期内，公司

整体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长 6.97%，主要推动力为公司产能利用率和销售价

格较同期有所提升，产品获利能力好于上年同期。 

  百万人投票，中国半导体行业 30 年 30 件大事揭晓！       |MORE⊿ 

  日经：9 大半导体厂商库存创新高 警惕过剩风险 

集微网消息，芯片短缺形势仍然严峻，半导体制造厂正加快扩产的速度，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818-29216.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e7fbff6874b5458ea517434cd9f133d0.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819/112846.html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0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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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头部厂商库存正在创下历史新高。包括英飞凌在内的公司已发出警告，需

警惕库存过高风险。 

据日经新闻报道，截至 6 月底，全球 9 大半导体厂商（不含 Fabless）

库存合计达 647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逻辑芯片、车用芯片库存增量

最为显著。列入统计的厂商包括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电子、美光、SK 海

力士、西部数据、德州仪器、英飞凌和意法半导体。 

台积电方面表示，高库存源于高性能电脑、车用需求超过预期，但报道

指出，部分半导体厂商此前已警告库存过高风险，英飞凌此前就已表示，订

单已相当于 2 年的营收，预计有重复下单情况。 

据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JEITA）6 月 8 日报告预计，今年半导体

销售额将同增 19.7%至 5272.23 亿美元，远高于去年 12 月预估的 4694.03 亿

美元，创下新高。另据 WSTS，2022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将同增 8.8%至

5,734.40 亿美元，续创历史新高。 

  全“芯”全意 “芯”存天宇 中天弘宇-自主原创先进存储技术发布

会                                                          |MORE⊿ 

中天弘宇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9]（简称：中天弘宇）于 2021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召开“自主原创先进存储技术”暨 90nm BCD 工艺平台上的 MTP 

IP 产品的发布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等专家，上海市、浦东新区等有关

部门，国际半导体协会等行业组织，上海科创投、张江集团、浦东科创等有

关方面，华虹集团、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新思科技、瑞萨电子、恩智浦、

博世，南芯半导体、英唐智控、华大半导体、江波龙、紫光展锐、矽致微电

子等一批产业链企业及投资机构，参加了中天弘宇本次的技术发布会。 

  消息称三星或放弃对恩智浦半导体公司的收购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 8 月 24 日早间消息，据报道，消息人士称，三

星正在重新考虑收购位于埃因霍温的恩智浦半导体的计划。据称，该公司的

要价已经飙升至 80 万亿韩元。虽然三星确实有完成收购的储备，但由于潜

在的法律问题，额外的成本可能会逐渐增加。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825/112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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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顺义第三代等先进半导体产业标准化厂房项目将于明年竣工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官网显示，北京市发改委已批复顺义区第三代等先

进半导体产业标准化厂房资金申请报告。 

根据此前《北京日报》报道了解，由北京顺义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建设的第三代等先进半导体产业标准化厂房项目总投资 4.28 亿元，建筑

面积约 7.43 万平方米。 

另据发展北京消息，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6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2

年 4 月竣工验收并具备使用条件。未来北京还将在中关村顺义园临空国际

板块建设项目二期。 

发展北京消息显示，随着项目建设，“招商”工作也已经同步启动，目

前已有北京镓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特思迪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北京华碳元

芯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波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 8 家单位拟签约

入驻，均为光电子、电力电子、微波射频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据悉，“定向”标准化厂房的建设运营，将有助于北京抢抓第三代等先

进半导体产业发展机遇，加快北京第三代等先进半导体产业聚集和科技成果

转化，打造以半导体产业为重点集群的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 

  安森美(onsemi)将收购 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MORE⊿ 

领先的智能电源和感知技术供应商安森美和碳化硅  (SiC) 生产商 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GTAT") 于美国时间 8 月 25 日宣布已达成最终协议。

根据该协议，安森美将以 4.15 亿美元现金收购 GTAT。 

GTAT 成立于 1994 年，在包括 SiC 在内的晶体生长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SiC 是下一代半导体的关键材料，可为 SiC 功率开关器件提供技术优势，

显著提高电动车 (EV)、EV 充电和能源基础设施的系统能效。 

该交易将使安森美更好地确保和增加 SiC 的供应，满足客户对可持续生

态系统中基于 SiC 的方案的快速增长需求，包括 EV、EV 充电和能源基础设

施。随着可持续生态系统在未来十年的快速发展，把安森美的制造能力与

GTAT 的技术专长相结合，将加速 SiC 的开发，使安森美更好地服务于客户。

这增强的 SiC 能力将使安森美能够向客户保证关键器件的供应，进一步商用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fb990a5a16984c0ba0274c5f344d65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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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能电源技术。 

  智能可穿戴产品备受巴西消费者青睐                      |MORE⊿ 

  桃芯科技[10]完成 A 轮亿元融资，助力产品研发 

创业邦获悉，近日，物联网终端芯片解决方案提供商完成新一轮 A 轮

亿元融资，本轮融资由东方富海、中信建投资本等多家机构投资。新资金将

助力桃芯科技的低功耗蓝牙核心协议栈研发，SoC 研发，以及蓝牙在工业级

物联网的应用等。 

除东方富海、中信建投资本投资外，桃芯科技本轮融资还由紫金港资本，

蓝郡投资等机构投资。目前桃芯科技已经完成了 3 轮融资，前两轮投资分

别由高能资本、明照资本和大唐汇金进行投资，顺利完成了用于 MPW、量

产以及市场推广的产品节奏。 

桃芯科技成立于 2017 年 9 月，是一家物联网终端芯片解决方案提供商，

致力于实现国内自主产权，蓝牙 5.0 通信技术以及开发下一代蓝牙 5.1 基于

低功耗通信协议技术。同时还提供超低功耗射频的解决方案。 

在中高端蓝牙芯片领域，桃芯科技在国内率先推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蓝牙 5.0 芯片，继而推出了蓝牙 5.1 芯片，打破了由国际知名蓝牙厂商垄

断中高端市场的局面。其中，蓝牙 5.1 芯片是国内唯一通过 SIG 官方认证的

完全自主的无线通信核心协议栈。芯片关键技术指标方面均领先于主流国际

大厂。 据了解，桃芯科技 ING9188 系列蓝牙 5.1SoC 采用 40nm eFlash 工艺，

在功耗，2M 吞吐率，多主多从连接，远距离传输等方面展现了卓越性能；

友好的 SDK 以及图形化的开发模式，使得客户快速获得产品验证和量产。 作

为国内第一颗蓝牙 5.1 量产芯片，目前该系列芯片已经广泛用于 AoA/AoD 精

确室内定位、超低功耗传感器应用、汽车、电网、Mesh 自组网、智能表计、

工业智能、智慧建筑、智慧城市、智慧医疗，高端消费等。 创业团队方面，

桃芯科技骨干团队均具有近 20 年及以上的行业经验，具有 NXP、Marvel、 

RDA、 STEricsson，Huawei 等知名企业的众多量产产品经验。团队历史上曾

经是 TD-SCDMA 中国移动 3G 手机的基带芯片骨干研发成员及主要供货商。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蓝牙芯片在市场中逐步分化为三条发展轨迹，其一

https://www.big-bit.com/news/391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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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纯蓝牙收发器，面向低端应用，属于消费类经典应用，包括 beacon,低

端音频流类产品等。其二是 BLE 新型应用，以蓝牙遥控、无线鼠标键盘以及

蓝牙无线透传等为代表。其三是 BLE 智能应用，以完善的而非阉割的低功耗

蓝牙协议为无线连接技术的物联网终端复杂智能应用，如三表、汽车，医疗，

工业与家居 MESH 智能组网、多主多从局域网，可穿戴设备等。 

值得一提的是，桃芯科技起步便是 BT5.0 的 SoC 芯片，继而领先推出

BT5.1 芯片。公司消费级芯片面向大规模组网、智能家居设备、运动相机、

可穿戴设备、无人机、云台等；其工业级芯片利用更高端工艺，内置 Flash

和更友好的功耗管理，传输速率更高，距离更远，功耗更低。由此，其主打

重点市场扩展为工业和泛工业组网类，例如智能电网、智能汽车、医疗电子、

智慧楼宇，并拓展到智慧工农业领域等。 桃芯科技 CEO 王治平指出，2021

年是 AoA/AoD 蓝牙 5.1 室内精确定位应用元年。室内定位应用的核心问题在

于定位精度和成本及标准化的前后台系统。在中国市场，伴随蓝牙市场的蓬

勃发展，将有更大爆发增长空间。 根据市场分析，全球室内定位市场规模

预计将从 2017 年的 70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400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为 42%；根据蓝牙官方的预计，2024 年蓝牙定位芯片出货量将达 5 亿颗。

其应用场景包括各类工厂、仓库、隧道、地铁、机场、酒店、办公楼、养老

院、医院、博物馆、看守所等。 

----------------------------------- 行业动态 ------------------------------------ 

 技术应用 

  如何让可穿戴设备更智能？汇顶科技[7]创新方案为你揭晓    |MORE⊿ 

  手握三大无线通信技术，乐鑫科技 [11]发布新品 ESP32-H2，直指

Matter 智能家居标准                                          |MORE⊿ 

乐鑫信息科技 (688018.SH) 宣布推出 ESP32-H2 芯片，首次在 2.4 GHz 

频段集成 IEEE 802.15.4 和 Bluetooth 5.2 (LE) 技术。ESP32-H2 的发布，标

志着乐鑫在 Wi-Fi 和蓝牙技术领域之外又新增了对 IEEE 802.15.4 技术的

支持，再次突破了对嵌入式 MCU 无线通信芯片的技术研发，进一步拓展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729-29048.html
https://laoyaoba.com/n/78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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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司的物联网产品线和技术边界。ESP32-H2 集成了 DC-DC 转换器，可实

现极低功耗的节能操作。值得一提的是，芯片的 Bluetooth 5.2 低功耗蓝牙

子系统由乐鑫技术团队自主设计研发。 

  碳化硅如何为电机驱动赋能                              |MORE⊿ 

近年来，电力电子领域最重要的发展是所谓的宽禁带(WBG)材料的兴起，

即碳化硅(SiC)和氮化镓(GaN)。WBG 材料的特性有望实现更小、更快、更高

效的电力电子产品。WBG 功率器件已经对从普通的电源和充电器到太阳能

发电和能量存储的广泛应用和拓扑结构产生了影响。SiC 功率器件进入市场

的时间比氮化镓长，通常用于更高电压、更高功率的应用。 

电机在工业应用的总功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它们被用于暖通空调

(HVAC)、重型机器人、物料搬运和许多其他功能。提高电机驱动的能效和可

靠性是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SiC 在高功率工业驱动中的应用越来越多。

SiC 的独特性能使其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首选电力电子材料。 

  物联网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有哪些应用                  |MORE⊿ 

  三星电子领先业界首次在可穿戴用处理器上使用 5 纳米 EUV 工艺 

据 WoW!Korea 日本网站 10 日报道，三星电子宣布将销售使用 5 纳米工

艺制造的可穿戴终端用处理器“Exynos W920”，其成为首次使用极紫外（EUV）

光刻工艺生产的可穿戴终端处理器。 

为实现半导体器件的最小化，三星电子还在该处理器上使用了 FO-POP

和 SIP-ePOP 封装技术，使其支持可穿戴用途。由此，处理器最终配合复合

电源 IC（PMIC）、移动 DRAM（LPDDR4X）和嵌入式多媒体卡（eMMC），实

现了可穿戴终端的最小化封装。 

此次的新产品搭载了英国 ARM 的”Cortex A55”中央处理器（CPU）核

心和“Mali-G68”图形处理器（GPU）核心。另外还追加配备了显示用低功

耗“Cortex-M55”单元。在 AOD（Always On Display）模式下，即便不打开

画面也能确认时钟、警报、未接来电等简单的内容，使处理器驱动显示器所

需的功率消耗得到最小化。 

“Exynos W920”对应 LTE 通信以及 GNSSL1 定位系统，从而使智能手表

https://www.eefocus.com/industrial-electronics/501879
https://www.big-bit.com/news/389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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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种服务成为可能。另外还支持三星电子和美国谷歌联合开发的平台，

该处理器预定搭载在下一代“Galaxy Watch”机型上。 

  人体传感器“battle”！看 Socionext 毫米波传感器如何为智能家居加

“BUFF”                                                    |MORE⊿ 

集微网报道，近年来，各项技术的成熟以及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诸多

带有“智能”属性的家居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空调、马桶、门铃、开关等

构成了大众所熟知的智能家居。 

“ 万 物 互 联 智 能 生 态 ” 概 念 兴 起 也 带 动 了 行 业 的 发 展 ，

MarketsandMarkets 发布的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全球智能家居市场规模预计

将从 2020 年的 783 亿美元增长到 2025 年的 1353 亿美元，在预测期内的年

复合增长率为 11.6%。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IoT、5G、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不断革新，

智能家居的变革正悄然兴起，从单品到融合，从系统到场景已成为一大趋势。

而在这一变革中，设备优异的感知能力和信息解读处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两

个环节，由此越来越多的人体传感器被应用于智能家居领域。 

  面向半导体产业后摩尔时代——三维异构集成技术蓄势待发 |MORE⊿ 

  为安全而生！利尔达推出新一代紫光展锐平台 UIS8811 NB-IoT 安全

模组                                                        |MORE⊿ 

利尔达基于紫光展锐新一代 NB 芯片平台 UIS8811 推出的 NB-IoT 模组，

配备国密安全、OpenCPU、R16 通信标准等功能，具有超低功耗、超高性能、

超高安全性的特点。 

利尔达 UIS8811 平台模组支持终端用户 OpenCPU 二次开发，方便用户

快速、灵活地进行开发设计，优化终端用户产品方案，可更好赋能低速物联

网场景传统行业数字化升级。 

  吉时利[12]电源在高功率 LED 测试中的应用                 |MORE⊿ 

----------------------------------- 应用技术 ------------------------------------ 

https://laoyaoba.com/n/788963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f552cb29665544ad92e08d5b154b7bf5.html
https://ic.big-bit.com/news/390502.html
https://www.big-bit.com/news/391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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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合作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将举办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 

由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 “第四

届全球 IC 企业家大会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IC China）”将于 9

月 27 日至 29 日在上海举办。博览会期间，将同期举办中国半导体行业协

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成立于 1990 年 11 月。30 年来，我国半导体产业

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取得了跨越式发展。1991 年，我国集成电路年产量

只有 1.28 亿块，到 2020 年集成电路年产量已达 2614.7 亿块，增长了 2041.7

倍。我国集成电路产品规模不断增长，技术创新取得突破。目前，制造工艺、

封装技术、关键设备材料等领域竞争能力明显提升。2020 年我国集成电路

销售收入达到 8848 亿元。 

为了更好地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将举办成立 30

周年相关纪念活动，展示中国半导体行业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成就。 

  居然之家与京东科技战略合作，打造智能家居体验空间      |MORE⊿ 

  涉及韦尔研发中心、瀚薪碳化硅等项目，多家半导体企业与临港签

约 

8 月 17 日上午，“投资新片区，启航新征程”——临港新片区成立两周

年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在临港顺利举行。活动现场，42 个项目进行了集中签

约，涵盖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涉及投资额近 280

亿元。 

本次签约项目包括，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13]的韦尔半导体总

部和研发中心项目和上海瀚薪科技有限公司[14]的瀚薪科技碳化硅产业基地

项目。 

其中，韦尔半导体总部和研发中心项目将建设 CMOS 图像传感器、模拟

芯片、触控与显示芯片研发总部与跨境贸易中心；瀚薪科技碳化硅产业基地

项目将开展碳化硅器件和模块的研制、碳化硅系列产品的检测和生产。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822746401169107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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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以来，临港新片区大力布局集成电路产业，已集聚了闻泰、格科、

新微、中微、天岳、恒玄等一百多家企业，涉及总投资超过 1500 亿元。 

除了韦尔半导体和翰薪科技之外，据公众号“金桥临港”消息，此次签

约的半导体公司还包括虎翅凌云、强一半导体、江丰电子、鲲游科技、拓荆

科技、芯楷集成等。 

  国际集成电路 IP 核峰会中国站 IP SoC China2021 即将于 9 月举办 

|MORE⊿ 

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参与举办的国际集成电路 IP 核峰会中国站 IP 

SoC China2021将在9月15日于线上和16日于上海张江长荣酒店先后进行。

这是全球集成电路工业界 IP 领域最具传统和代表性国际技术展示活动。该

活动被誉为集成电路核的奥林匹克，来自 Synopsys、Rumbus、Imagination、

Siemens、eMemory、Movellus 等国际顶级公司和国内同行，将做 30 余场次

的交流。主题涉及处理器、接口与互连、云与数据中心、模拟、存储等最新

产品技术以及 IP 设计、验证等流程管理。 

----------------------------------- 投资合作 ------------------------------------ 

 竞争态势 

  新余国泰[15]与上海鲲程[16]合资设立国鲲微电子 专注电子雷管领域 

集微网消息 7 月 29 日，国泰集团发布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国鲲微

电子的公告。 

公告显示，为了顺应民爆行业政策要求，满足工业数码电子雷管市场发

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余国泰与上海鲲程合资设立国鲲微电子，实施数

码电子雷管延时控制模块项目，旨在成为国内实力较强的数码电子雷管延时

控制模块生产企业。 

据悉，国鲲微电子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中新余国泰以现金出资 2550

万元，占 51%股权；上海鲲程以现金出资 2450 万元，占 49%股权。 

上海鲲程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数码电子雷管核心技术研发和产品供应

的企业，拥有完整的电子雷管系统技术及产品，其中包括电子雷管芯片、电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0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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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雷管起爆系统、电子雷管生产线及生产工艺、电子雷管应用技术、以及相

关电子雷管配套应用的软件平台技术，电子雷管安全管理系统及电子雷管爆

破软件。 

国鲲微电子负责实施数码电子雷管延时控制模块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

为 5000 万元，主要用于延时控制模块自动化生产线及贴片设备购置及安装

费用、延时控制模块关键物料采购、企业流动资金等。项目总设计为年产

5000 万发延时控制模块，分两期实施。项目一期投资金额为 3000 万元，目

标为建成年产 2000 万发延时控制模块。项目二期投资资金为 2000 万元，

建设目标为扩产至年产 5000 万发延时控制模块。 

  捷捷微电：拟引入外部投资者，向捷捷南通科技增资 5.10亿元 

|MORE⊿ 

  鸿海[17]砸 25.2 亿元新台币买旺宏六英寸晶圆厂，主攻电动车用 SiC

前进第三代半导体                                            |MORE⊿ 

鸿海与旺宏 5 日共同举办签约仪式，鸿海将以 25.2 亿元新台币购买旺

宏位在竹科的六英寸晶圆厂房及设备，交易产权转移预计今年底前完成，未

来将主攻 SiC 功率元件，特别电动车用组件，并辅以硅晶圆的产品，像是微

机电系统 MEMS 等，领先业界前进第三代半导体。 

  安徽微芯长江碳化硅项目主体封顶，可年产 12 万片 6 英寸碳化硅晶

圆片 

8 月 1 日，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碳化硅单晶衬底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建设工程迎来了主体工程封顶。 

去年 11 月 19 日，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暨建设工程

奠基仪式在安徽铜陵经开区举行。 

据当时的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消息显示，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

料有限公司 SiC 项目投资 13.50 亿元，占地 100 亩，新建厂房建筑使用面积

3.2 万平，包括碳化硅晶体生长车间、晶圆加工车间、研发中心、动力厂房、

辅助用厂房等。项目以 4&6 英寸工艺兼容的自动化产线为实施要点，建设

https://www.dramx.com/News/made-sealing/20210802-29073.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6f6fb1698966430897bde38b7aa783e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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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 4 年，从 2020 年 10 月起至 2024 年 10 月止，计划 2021 年 3 季度完成

厂房建设和设备安装调试，2021 年 12 月底完成中试并开始试销，达成后预

计年产 4 英寸碳化硅晶圆片 3 万片、6 英寸 12 万片。 

企查查显示，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为其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31.4607%，公司经营

范围包含：碳化硅锭、碳化硅片的销售、生产、研发，碳化硅材料及相关产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半导体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布局第三代半导体！晶方科技[18]旗下基金拟斥 1000 万美金投资以

色列 GaN 公司 

 8 月 9 日，晶方科技公告披露，旗下苏州晶方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晶方产业基金”）拟出资 1000 万美金投

资以色列 VisIC Technologies Ltd.（以下简称“VisIC 公司”）。 

公告指出，为加快产业优质资源整合，寻求有协同效应的产业并购与投

资，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与产业拓展能力，有效把握新的市场机遇，公

司参与发起设立了晶方产业基金，基金整体规模为 6.06 亿元人民币，重点

围绕集成电路领域开展股权并购投资。目前，公司作为晶方产业基金的有限

合伙人，持有晶方产业基金 99.01%的股权比例。 

近日，晶方产业基金与以色列 VisIC 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晶方产业基

金拟出资 1000 万美金投资 Visic 公司，交易完成后晶方产业基金将持有 VisIC

公司 7.94%的股权。 

公告介绍称，VisIC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总部位于以色列 Ness 

Ziona，是第三代半导体领域 GaN（氮化镓）器件的全球领先者，团队拥有

深厚的氮化镓技术知识和数十年的产品经验基础。VisIC公司申请布局了GaN 

(氮化镓)技术的关键专利，在此基础上成功开发了氮化镓基大功率晶体管和

模块，正在将其推向市场，其高效可靠的产品可广泛使用于电能转换、快速

充电、射频和功率器件等应用领域。 

晶方科技在公告中表示，晶方科技通过晶方产业基金对以色列 VisIC 公

司进行投资，系基于 VisIC公司为全球领先的第三代半导体领域GaN (氮化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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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设计公司，其设计的氮化镓功率器件可广泛应用于手机充电器、电动汽

车、5G 基站、高功率激光等应用领域。目前 VisIC 公司正积极与电动汽车厂

商合作，开发高功率驱动逆变器用氮化镓器件和系统，有望在未来成为第三

代半导体领域的核心竞争技术。 

晶方科技指出，公司依据自身战略规划投资 VisIC 公司，积极布局前沿

半导体技术，并充分利用自身先进封装方面的产业和技术能力，以期能有效

把握三代半导体相关技术的产业发展机遇。 

  印度最大集团公司塔塔将进军半导体制造业                |MORE⊿ 

  深耕人体移动侦测技术 创新坚持 21年                    |MORE⊿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下，智能照明也是照明行业的实现产业升级以及转型

升级的重要路径之一。智能照明作为照明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已成为行业

共识。对于智能家居、智能楼宇(商业照明)、智能园区与城市而言，各种消

费类和专业类灯具是重要的智能节点。 

无论是政策支持，还是技术支持，目前智能照明已具备良好的发展条件，

入门门槛降低，而这其间巨大的市场空间，正是照明企业的机会所在。人体

移动侦测技术也受到企业的研发青睐。 

  格力智能家居控制方案 可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动态调整       |MORE⊿ 

  上海、山西、辽宁、湖南...国内再添一批第三代半导体项目   |MORE⊿ 

  华润微将在重庆建 12 英寸功率半导体晶圆产线和封装基地 

8 月 12 日，公众号“重庆发布”发文指出，华润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微控股”）决定追加投资 42 亿元，建设功率半导体封装基

地，包含功率封装测试与先进封装测试两大工艺生产线。达产后，功率封装

产量达到每月 220 万颗。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项目可研方案拟提交

国家发改委，后期将积极对接市发改委加快通过项目评审。 

据悉，华微控股是华润微的全资子公司，加上 12 英寸功率半导体晶圆

生产线项目的投资金额，这意味着，华润微在重庆的投资金额将达 117.5 亿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83dc10a8bb7045d4801a9c3d92095cba.html
https://www.big-bit.com/news/390001.html
https://laoyaoba.com/n/789206
https://www.dramx.com/News/cailiao-shebei/20210812-29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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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6 月 24 日，由华微控股、大基金二期及重庆西永微电子共同发起设立

的润西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西微电子”）正式成立。 

据华润微披露，润西微电子主要负责建设 12 英寸功率半导体晶圆生产

线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75.5 亿元，建成后预计将形成月产 3 万片

12 英寸中高端功率半导体晶圆生产能力，并配套建设 12 英寸外延及薄片工

艺能力。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计划建成国内首座本土

企业 12 英寸功率半导体晶圆生产线。 

最新消息是，“重庆发布”发文称，为了缩短定标周期，重庆高新区改

革发展局指导项目业主单位通过电子招投标方式，已完成施工单位及监理单

位招标文件挂网，最快本月启动设备采购，预计将于年内完成厂房动力设施

改造。 

  鲁光电子[19]5G 通信半导体封测产业园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主体

竣工 

近日，鲁光电子 5G 通信半导体封测产业园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主体

顺利竣工，当日鲁光电子在胜利封顶的产业园大楼前，举行了隆重的竣工仪

式。 

鲁光电子董事长朱礼贵先生在竣工仪式现场作出讲话：感谢所有关注、

支持鲁光电子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同仁及所有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

重举行主体竣工仪式，鲁光电子 5G 通信半导体封测产业园暨第三代半导体

产业园，自 2021 年 4 月 18 日破土开工以来，在各级政府和领导的支持下，

历经 116 天，3 个月 24 天的奋战，今天终于主体顺利竣工啦！希望我们继

续发扬沂蒙精神融合深圳特区精神，以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理念，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按期圆满完成产业园整体竣工，为国

产半导体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鲁光电子 5G通信半导体封测产业园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位于日照经

济技术开发区桂林路 166 号，园区占地面积 20000 多平米，其中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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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多平米，公司总部在深圳福田。公司始终致力于功率半导体器件的研

发、生产与应用，公司研发团队主要来自台湾。 

  总投资 25 亿元，上海天岳碳化硅半导体材料项目开工 

8 月 18 日，2021 年临港新片区第三季度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本次集中开工 24 个项目，总投资 496.9 亿元，其中就包括上海天岳碳化硅

半导体材料项目。 

“浦东发布”指出，上海天岳承接了母公司山东天岳的生产技术和人才

资源，在临港重装备产业区新征用土地 100 亩，建设“碳化硅半导体材料

项目” 总建筑面积 9.5 万平方米，总投资 25 亿元，在达产年，形成年产导

电型碳化硅晶锭 2.6 万块，对应衬底产品 30 万片的生产能力。 

宽禁带半导体衬底材料在 5G 通信、新能源、国防军工等市场具有明确

且可观的市场前景，是半导体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资料显示，上海天岳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6 月，注册资

本 6000 万元，是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天岳

成立于 2010 年，注册资本 3.87 亿元，是一家国内领先的宽禁带半导体衬底

材料生产商，主要从事碳化硅衬底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可广泛应用于

电力电子、微波电子、光电子等领域。 

目前，山东天岳正在向科创板发起冲击。据披露，山东天岳此次拟募集

资金 20 亿元，拟全部投入“碳化硅半导体材料项目”，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正是上海天岳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建设期为 6 年，自 2020 年 10 月

开始前期准备进行工厂研究、设计，计划于 2022 年试生产，预计 2026 年

100%达产。目前，该项目已被上海市发改委列入《2021 年上海市重大建设

项目清单》。 

7 月底，山东天岳在其披露的首轮问询中回复称，公司于 2015 年实现

了 4 英寸半绝缘型碳化硅衬底的量产能力。并于 2017 年开始向下游行业主

要的领先客户客户 A 小批量发货并验证，2018 年 1 月通过其验证并开始批

量下单。此后公司通过获得下游行业主要客户客户 B 的认证并获取其大批

量订单。 

山东天岳还透露，6 英寸半绝缘型衬底的生产计划将根据下游行业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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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需求情况制定，预计在 2023 年形成量产。 

  三星未来三年拟投 2060 亿美元扩大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影响力|MORE⊿ 

----------------------------------- 竞争态势 ------------------------------------ 

 市场新机 

  智慧农业 | 农业生产效率低？从业人员是苦力？那是您不知道新

场景                                                        |MORE⊿ 

  彻底抛弃电池，5G 支持无源物联网，比 NB-IoT 影响更广的技术要

来了                                                        |MORE⊿ 

无源物联网技术能够涵盖千亿级物联网节点，业界针对无源物联网的研

究一直持续进行着，不过要在 5G 这张蜂窝网络上实现对无源物联的支持，

却是一项极具挑战的课题，同时也将 5G 连接能力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物理世

界中。 

近日，在华为和中国移动举办的 5G-Advanced 创新产业峰会上，华为常

务董事、ICT 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汪涛从 6 个方面解析了华为在 5.5G 技术演

进的方向，其中第三个方向是“一张网络支撑全场景物联，构筑千亿物联基

石”，提出了面向无源物联网的技术演进设想。 

无源物联网技术确实能够涵盖千亿级物联网节点，业界针对无源物联网

的研究一直持续进行着，不过要在 5G 这张蜂窝网络上实现对无源物联的支

持，却是一项极具挑战的课题，同时也将 5G 连接能力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物

理世界中。 

----------------------------------- 市场新机 ------------------------------------ 

 市场分析 

  同比增长 21.4%，2020 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销售规模超 2000 亿 

                  |MORE⊿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825-29271.html
https://www.big-bit.com/news/389839.html
https://www.big-bit.com/news/389820.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730-290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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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全球 IaaS 云服务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MORE⊿ 

  半导体产业“超级周期”下，如何促进中日企业合作共赢    |MORE⊿ 

2021年8月4日，SEMI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居龙应邀参加SEMI Japan 

Market Update 在线研讨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居龙在演讲中指出，半导体是国际化产业，全球六大主要的半导体地区

各有特点，例如中国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而日本在材料、部分设备和关键

零部件上有领先优势。作为拥有丰富国际资源的国际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 

China 和 SEMI Japan 将会紧密合作，搭建起日本和中国公司合作的桥梁，利

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建立双赢合作。 

居龙用“Shortage”一词引出半导体全产业链的“短缺”现象，包括半

导体产业链芯片短缺、Foundry 产能短缺、Fab 材料短缺、人才和劳动力的

短缺等。全球缺芯已经从汽车行业迅速扩大至手机、PC、数据中心乃至所

有电子制造业，产能不足也从晶圆制造开始传导至封测、设备，乃至原材料

等整个产业链。 

数字经济以及智能应用将持续推动半导体市场的健康成长。疫后的数字

经济和智能应用带来了几乎所有电子信息产品的需求增长，根据最新的预测

数据，2021 年全球半导体营收将有 20%以上的强劲增长，全球半导体产业

预计将首次突破 5000 亿美元大关，到达一个新的里程碑。 

  中芯国际发布21Q2财报，全年营收成长和毛利率目标上调为约30% 

|MORE⊿ 

  90%芯片采购都是物联网芯片，中国移动成立芯昇科技意欲何为？ 

|MORE⊿ 

近日，中国移动在北京为自己的子公司芯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芯昇科技）举行了成立仪式，正式开始独立运营。 

满堂喝彩背后，中国移动下面的物联网芯片供应商隐隐有些担心，从营

业范围和介绍信息来看，这家中国移动的子公司未来在集采业务方面势必会

与原有的供应商形成竞争关系。 

https://www.big-bit.com/news/389129.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f3025db877a64a8bbee6b5e3d3da4080.html
http://www.smics.com/site/news_read/3520
http://www.elecfans.com/d/1655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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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总署：前 7 个月集成电路进口 3682.9 亿个 同比增加 27.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 7个月集成电路进口 3682.9亿个，同比增加 27.4%，

价值 1.51 万亿元，增长 17.1%；汽车（包括底盘）61.5 万辆，增加 43.2%，

价值 2159.4 亿元，增长 51.2%。 

  智能家居行业研究报告：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MORE⊿ 

  为什么电信公司应该关注智能家居趋势                    |MORE⊿ 

智能家居技术的进步具有高度创新性。如今，全球安装智能家居设备的

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通过利用新的连接设备，服务提供商可以利用智

能家居应用的最新趋势，例如人工智能和自动化。 

Statista 的一份报告预测，今年智能家居技术市场的收入将达到 248 亿

美元，并将继续以 12.82% 的年增长率增长，到 2025 年将达到 470 亿美

元左右。同一份报告发现，有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超过 1.75 亿个智能家居，

随着技术继续变得更加主流，这个数字显然还会增加。 

“随着消费者了解与智能家居技术相关的功能和优势，尤其是那些为他

们节省时间和金钱的功能和优势，他们开始在自己的空间中寻找它们，”开

放式电信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  Radisys 欧洲和中东区域副总裁  Aniel 

Jhingoeri 说， “智能家居设备有助于简化决策，解决日常挑战，让房主的

生活更健康、更安全。” 

智能家居市场的最大趋势之一是对提高家庭安全性的设备的需求。但随

着智能家居技术的进步，新设备不仅可以保护个人数据的安全，还可以提高

整体安全性和对家庭入侵的响应时间。智能安全摄像头、智能门铃和智能门

锁等设备都可以帮助房主确保房屋安全，即使他们不在家。 

  中国“芯势力”小荷已露尖尖角                          |MORE⊿ 

在首届 ICDIA 上有专家指出，中国集成电路有 3 个机遇：一是智能化、

高科技、产业升级等，为 IC 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二是中国拥有全球最

大规模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构成了 IC 产业发展的本土优势；三是产学研用

各界已凝聚起高度共识，创新环境与投资环境不断改善。那么，面对历史性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402163860039952&wfr=spider&for=pc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GQOUCOB0552ADWT.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105f78a2538748b5aa47d67536fd5710.html


                                                                            市场信息简报· 八月 第 32 期 

 32 / 38 

 

机遇，本土芯势力又有何表现呢？ 

  Q2 产能利用率达 109.5% 华虹半导体将进一步扩大 12 英寸产能 

|MORE⊿ 

  2021 年 1-6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运行情况 

在全球半导体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2021 年 1-6 月全球半导体市场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6 月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达到 25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4%。2021

年 6 月份数据显示，全球各地区和国家半导体市场保持高速增长。其中，

欧洲同比增长 43.2%、中国同比增长 28.3%、美洲同比增长 22.9%、日本同

比增长 21.2%。 

受全球半导体产品需求旺盛影响，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态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21 年 1-6 月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

为 4102.9 亿元，同比增长 15.9%，增速比一季度略有下降。其中，设计业同

比增长 18.5%，销售额为 1766.4 亿元；制造业同比增长 21.3%，销售额为

1171.8 亿元；封装测试业同比增长 7.6%，销售额 1164.7 亿元。 

根据海关统计，2021 年 1-6 月中国进口集成电路 3123.3 亿块，同比增

长 29%；进口金额 197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出口集成电路 1513.9

亿块，同比增长 39.2%；出口金额 66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 

  业界对国产半导体封装设备寄予厚望                      |MORE⊿ 

传统半导体封装主要实现对芯片的保护和电信号的对外连接，其工艺流

程为：划片、装片、键合、打线、塑封、电镀、上球、打标、切筋成型等工

序;先进封装则进入到晶圆级领域，将多颗晶圆通过堆叠、硅通孔乃至异质

键合等微纳加工技术将芯片提升至系统级水平，同时实现更小的体积，更低

的功耗和更高的速度。在晶圆制程技术提升放缓的大背景下，先进封装成为

延伸摩尔定律的一大支柱。 

封装设备技术和加工制造能力是封装行业发展的要害与瓶颈。全球封装

设备呈现寡头垄断格局，ASM Pacific、K&S、Besi、Disco、Towa、Yamada 等

https://www.dramx.com/News/made-sealing/20210812-29174.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85543c85dfaf45c9aea67bb0a5d225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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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封装设备市场，行业高度集中。据统计，全球封装设

备市场总体规模约 40 亿美元，其市场规模近年来不断扩大，2018 年全球封

装设备市场规模占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比例为 6.2%，仅为制程设备市场规

模的 1/13，也略低于测试设备市场规模。在先进封装应用的推动下，封装

设备市场规模预计 2021 年将增长 56%，达到 60 亿美元。 

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起步较晚，整体上落后于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国

际半导体强国，但凭借政府重大科技“02 专项”以及持续出台的多项半导

体行业相关政策的支持，其半导体产业发展迅速。 

  闻泰科技收购 NWF，选择 IDM 模式能渡过缺“芯”关吗？  |MORE⊿ 

近日，闻泰科技发布公告，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已经完成了

对英国最大晶圆制造商 Newport Wafer Fab（英国新港晶圆厂）母公司

NEPTUNE 6 LIMITED 全部的 100%股权收购。 

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安世半导体将获得 NWF 晶圆厂的 100%所有权，可

以充分利用 NWF 晶圆制造的产能，还能够拥有 NWF 在化合物半导体等领域

的高端技术。本次收购案引发了业内的广泛关注，此次与 NWF 的联合可能

会让安世半导体选择 IDM 模式。所以有观点认为，这或许是安世半导体在

缺“芯”背景下的一大选择。 

  净利增长 13 倍，士兰微电子加速产品结构升级             |MORE⊿ 

近日，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 2021 年半

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1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33.1 亿元，较

2020 年上半年增长 94.0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 亿元，比 2020

年上半年增加 1306.52%。 

  第三代半导体掀投资热，为何 SiC 基板成发展关键？ 

第三代半导体已成为新的兵家必争之地，中美各主要国家也纷纷出台政

策来推动其发展，国内外企业也争相投入。 

据科技新报报道，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研究总监杨瑞临认为，第三代半导

体近年成为各国政府与产业界关注的热门焦点，主要有三大催化剂。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818/112830.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819/1128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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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抢先采用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SiC），让 SiC

组件得以实际发挥散热性佳、提高电动车续航力等优势。 

二是全球环保意识抬头，各国政府为达到碳中和、净零碳排，纷纷订定

淘汰燃油车的时间表，促使车厂加速转进电动车。 

三是中国大陆为吸取硅基半导体受制于人的教训，出台政策来大力支持

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有别于中国砸钱补贴的作法，杨瑞临表示，美国政府推动的基建计划中

将大举建置充电桩，这将为第三代半导体中的 SiC 创造市场。 

杨瑞临进一步指出，SiC 基板是第三代半导体发展最大关键。SiC 晶体

管与碳化硅基 GaN 晶体管是成长性较高的两项产品，年复合成长率分别达

27%及 26%，都需要采用 SiC 基板。 

此外，SiC 功率组件成本架构也是以包含长晶、切割、研磨的基板占最

大比重，高达 50%。 

杨瑞临提到，SiC 基板制造难度高，是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热场控制

及晶种掌握相当关键，却只能依照土法炼钢，做中学、学中做。而且 SiC 长

晶效率又比 Si 慢 100 至 200 倍，Si 长晶约 3 天即可制造高度为 200 公分的

晶棒，SiC 则要 7 天才能长出 2 至 5 公分的晶球。此外，SiC 硬且脆，切割、

研磨抛光难度高，会有很多报废物。 

目前科锐（Cree）是全球 SiC 基板龙头厂，市占率超过 6 成，目前我国

有广运集团旗下盛新材料和稳晟材料投入 SiC 基板领域。 

杨瑞临强调，SiC 基板不仅占功率组件成本比重高，且与产品质量密切

相关，SiC 基板将是 SiC 发展的一大关键，包括意法半导体（ST）等厂商皆

积极朝上游 SiC 基板发展，以强化竞争力，值得大陆和台湾厂商参考。 

  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发展宽禁带半导体不能只拿来不创新 

|MORE⊿ 

  超越英特尔！三星 Q2 成全球最大半导体供应商            |MORE⊿ 

集微网消息，市调机构 IC Insights《2021 年 McClean 报告》8 月更新版

显示，在 DRAM、闪存需求激增和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今年第二季度，三星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820/112857.html
https://laoyaoba.com/n/79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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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半导体总销售额增长 19%达 203 亿美元，超过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半

导体供应商。 

报告指出，三星电子上一次季度销售额超过 200 亿美元是在 2018 年，

当时是上一次内存增长的高峰期。存储芯片需求预计本季度将继续增长，三

星电子的半导体销售额预计将在第三季度再增长 10%，达到 223 亿美元，进

一步扩大其对英特尔的领先优势。 

  芯片四巨头最新财报透露了哪些秘密？                    |MORE⊿ 

高通、AMD、英特尔、英伟达最新财报近日接连出炉。财报显示 PC、

手机、服务器芯片等传统赛道景气高涨的同时，也体现出这四家芯片大厂纵

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上所下的功夫，值得产业界借鉴思考。对于第三季度的发

展，芯片四巨头也在未雨绸缪，应对供应短缺挑战。 

  碳化硅 SiC 发力 第三代半导体时代即将到来？             |MORE⊿ 

中芯国际创始人、原 CEO 张汝京曾说，第三代半导体是中国大陆半导

体的希望。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具有耐高压、耐高温的特性，能够在电力电子、

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充电桩、5G 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并为行业面向

未来的高性能应用提供助力。目前，在高压、大功率应用中，SiC 器件开始

加快商业化进程。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需求拉动叠加成本降低，第三代半

导体时代即将到来。 

----------------------------------- 市场分析 ------------------------------------ 

企业简介： 

[1]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简称“三安集成”）位于厦门市火炬（翔安）高新技术开发

区内，项目总规划用地 281 亩，总投资额 30 亿元。三安集成电路是涵盖微波射频、高功率电

力电子、光通讯等领域的化合物半导体制造平台；具备衬底材料、外延生长、以及芯片制造的

产业整合能力，拥有大规模、先进制程能力的 MOCVD 外延生长制造线。 

[2]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8 年 7 月 10 日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记成立。法定代

表人蒋国兴，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微电子产品，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

等。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823/112874.html
https://www.big-bit.com/news/3917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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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EVA Logistics（基华物流）由两大物流巨头 TNT 物流和 EGL 宏鹰全球物流于 2007 年 8 月合

并组成。新品牌 CEVA 面世后，就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的物流企业了。正如他们的广告所言：有

的公司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声名远扬！CEVA 正是。构建在 TNT 物流和 EGL 的优势之上，

CEVA 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供应链管理公司之一，为国内外大中型企业设计并实施业内领先

的物流解决方案，2010 年年收入过百亿欧元。CEVA 在国际货运、地面运输、集成物流管理和

高级信息技术领域有着不可超越的竞争力，并以优异的供应链管理方案获得客户的一致认同。

CEVA 拥有的全球网点覆盖了超过 170 个国家和超过 1200 个站点。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效运用

我们的行业精专的专业知识、全球和本土的资源以及高级的技术来提供一套完整的供应链系列

服务。CEVA 以其专业的运营方式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物流解决方案；在世界各地，全心全意

地为客户提供高效而稳健的物流服务。 

[4] 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05 月 16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戴军,公司经营

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是：符合深圳市发展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大项目投资；

市委市政府及市国资委交办的重大产业项目研究及投资等。 

[5] 深圳方正微电子有限公司于 2003年 12月 26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局登记成立。

法定代表人肖建国，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研究开发集成电路芯片及相关产品；加工、生产经营线

宽等。 

[6] 瑞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08 月 05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李滨，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半导体产品和设备、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

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7] 汇顶科技成立于 2002 年，作为人机交互领域可靠的技术与解决方案提供商，在包括手机、

平板和可穿戴产品在内的智能移动终端人机交互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陆续推出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 Goodix Link 技术、指纹识别与触控一体化的 IFS 技术、活体指纹检测技术、屏下光

学指纹识别技术等，产品和解决方案应用在华为、小米、联想、中兴、OPPO、vivo、魅族、乐

视、三星显示、JDI、诺基亚、东芝、松下、宏碁、华硕等国际国内知名终端品牌 

[8] 科锐成立于 1987 年，是美国上市公司（1993 年，纳斯达克：CREE），为全球 LED 外延、芯

片、封装、LED 照明解决方案、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功率器件和射频于一体的著名制造商和行

业领先者。 

[9] 中天弘宇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07 月 26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张佳，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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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包括：从事集成电路、互联网科技、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系统集成，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除外）、计算机硬件及

辅助设备的批发、进出口等。 

[10] 桃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09 月 18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王治平，公司经营范围

包括：电子信息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以及相关的技术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

展；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文化咨

询；公共关系服务；会务服务；市场调查；翻译服务等。 

[11]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年 04月 2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 TEO SWEE ANN，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硬件的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的研发、开发、设计、制作，销售

自产产品；集成电路、通信产品及其零配件的研发、设计，上述同类产品、灯具的批发、进出

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等。 

[12] 吉时利（Keithley）仪器公司（属于泰克 Tektronix 公司）为满足全球客户的不断发展变化

的测试与测量需求提供可靠解决方案。凭借应用于科学研究的电子测量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

同时通过与在全球通信、半导体和元器件制造等不断革新的行业中领先厂商的广泛而紧密的合

作，吉时利在这些行业的生产测试测量技术方面取得了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非凡成就。 

[13]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15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

法定代表人王崧，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等。 

[14] 上海瀚薪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徐菲，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计算机软硬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集成电路芯片设计，

半导体、智能车载产品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或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销售电子产品等。 

[15] 新余国泰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05 月 02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陈肖军，公司经

营范围包括：爆破作业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二级）（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有效期

至 2023 年 4 月 8 日）；土石方工程；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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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海鲲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张宁，公司经营范围

包括：从事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机电设备及配件、通讯设备的销售，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17] 鸿海集团前身是 1974 年成立的台湾鸿海塑胶企业有限公司，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已成

为专业研发生产精密电气连接器、精密线缆及组配、电脑机壳及准系统、电脑系统组装、无线

通讯关键零组件及组装、光通讯元件、消费性电子、液晶显示设备、半导体设备、合金材料等

产品的高新科技企业。 

[18]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晶方半导体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6 月，公司致力于研发、生产、制造、封装和测试集成电路产品，销售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

并提供相关服务。 

[19] 日照鲁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07 月 23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朱礼贵，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半导体节能元件、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电子材料、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