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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形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快构建特色芯片设计、测试和检测的微电子

产业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提

出，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生物医药产业。加快构建特色芯片设计、测试和检测的微电子产业

链。建设人工智能协同创新生态，打造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应用示范

项目、第五代移动通信（5G）应用示范项目和下一代互联网产业集群。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

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据新华社消息，2021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9 月 6日在石家庄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视频方式出席并致辞。 

刘鹤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要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发展数字经济必须认真落实新发展

理念，以强烈的创新和危机意识，主动创造条件，把握发展机遇，实现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把人才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扬企业家精神，努力吸引

和培养人才，依靠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使供给创造需求成为可能。要善于创

造软环境，持续完善法治环境，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和服

务供给，保护公平竞争，反对垄断。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比较优势，结合不同

地区产业特点，努力创新，进行差异化竞争。 

刘鹤强调，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使其在稳增长、稳就业、调结

构、促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

主体数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决保护产

权和知识产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

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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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部：加强高端芯片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月 13 日，国新办召开“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 助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新闻发布会。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表示，下一步，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比如说高端芯片、关键基础软件等领域的研发突破和迭代应用，同时

要提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的创新能力，加强量子信息、先进计

算、未来网络这些前沿技术布局。 

肖亚庆还提出，要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其中，要加快培育壮大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新兴产业，提升通信设备、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

关键软件等核心竞争力，培育由企业主导的开源软件生态，促进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好地支撑服务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针对汽车芯片紧张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新闻发

言人田玉龙表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集成电路的制造产能持续紧张，

各行各业都陆续出现了“缺芯”问题，对全球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分

析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全球疫情暴发使得制造企业普遍放缓了产能扩充计

划，这样造成了产能供应和需求间的错配；二是疫情持续不断反复，使一些

国家和地区关停了一些芯片生产线，这样造成了产量减产，使得部分芯片出

现了断供现象。 

总的来看，芯片供应链紧张的问题还是要存在一段时间，当前这个问题

还是比较严峻。 

田玉龙指出，下一步，将加强协调力度，加强供应链精准对接，使汽车

芯片能够在供给能力上全面提升，使汽车行业平稳健康发展。主要有三项措

施： 

一是保障稳定运行。加强对汽车行业发展和芯片制造供应能力的监测，

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在汽车企业存在的短缺问题，积极扶持芯片制

造企业加快提升供给能力，加快替代方案投入运行使用，优化整个产业链布

局，使芯片供给能力从长远期来看形成稳定供给，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是加快转型升级。坚持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特别是加

快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推动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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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继续深化开放合作。芯片是全球化的产业链，要想维护好供应链产

业链畅通，就要加大国际合作，稳定国内外供应渠道，畅通渠道。特别是与

国外加强在技术创新、国际贸易、标准法规上的开放合作，使国内芯片产业

链供应链按照双循环的要求进一步稳定发展，通过建立长效机制，高质量地

促进汽车工业的发展。 

  制造变智造，这 6 大产业将成“北京智造”金字招牌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智能制造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智能终端、特

种机器人、无人机、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处于国内甚至全球领先地位，成功

落地国家轻量化材料成形技术及装备创新中心、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等

国家级创新平台，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和智能制

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数量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十四五”期间，本市

将坚持智能制造、高端制造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做强“北京智造”产业群体。 

其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本市将以聚焦前沿、促进融合为重点，

重点在北京经开区等区，突出高端领域、关键环节，扶持壮大一批优质企业

和产品。 

在医药健康领域，本市“十三五”后期取得突破性发展，形成“一南一

北”双基地，汇聚了全国 70%的 AI 医疗企业，建设布局一批新型科研平台

以及研究型医院，推动大量原创性成果进入转化的关键期。“十四五”时期，

本市将发力创新药、新器械、新健康服务三大方向，在新型疫苗、下一代抗

体药物、细胞和基因治疗、国产高端医疗设备方面构筑领先优势，推动医药

制造与健康服务并行发展。南部地区重点布局北京经开区等区。 

在集成电路产业，本市是国内主要的集成电路产业聚集区和策源地，聚

集 100余家优秀集成电路设计企业，12英寸芯片代工产能占全国一半以上，

拥有国内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多的集成电路装备企业，众多系统整机与信

息服务企业为集成电路产品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十四五”时期，本市

将以自主突破、协同发展为重点，重点布局北京经开区等区,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将坚持网联式自动驾驶技术路线，推动车端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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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端智慧和出行革命，加速传统汽车智能化网联化转型；聚焦发展智能网联

汽车整车、智能网联设施和关键部件、智慧出行服务等方向，重点布局北北

京经开区等区，建设世界级的智能网联汽车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孵化基地。 

在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本市将以“优品智造”为主攻方向，重点布局

北京经开区北京经开区等区，聚焦发展智能机器人与自动化成套装备、智能

专用设备、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智能终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领域，

全面增强装备的自主可控、软硬一体、智能制造、基础配套和服务增值能力，

以装备的智能化、高端化带动北京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 

  IMT-2030（6G）推进组 6G 研讨会开幕 

2021 年 9 月 16 日，IMT-2030（6G）推进组 6G 研讨会在京开幕。工业

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韩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韩夏表示，中国高度重视 6G 发展，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要“前瞻布局 6G 网络技术储备”。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指导产业界成立了 IMT-2030

（6G）推进组，国内外企业广泛参与，扎实推进 6G 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

进展。 

韩夏指出，面向 2030 年商用的 6G 仍处于愿景需求研究及概念形成阶

段，6G 技术方向及方案仍在探索中。下一步，要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

是厚植根基，以 5G 成功商用夯实 6G 发展基础。全力推进 5G 网络部署和规

模化应用，深入分析总结现有 5G 难以满足的应用方向，逐步明确 6G 潜在

业务场景，引导 6G 愿景需求的形成和完善。二是创新引领，深入开展 6G

潜在关键技术研究。充分发挥推进组平台作用，聚焦 6G 关键核心技术，力

争取得重大突破。优化芯片、新材料等支撑产业的发展布局，形成上下游协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三是开放共赢，合力营造全球 6G 发展良好环境。坚定

不移地走国际化道路，强化全球 6G 推进组织、各类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

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全球统一的 6G 标准。 

本次研讨会由 IMT-2030(6G)推进组主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通

信学会承办，超过 1500 名中外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通过线下线上方式参加

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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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科敏出席 2021 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大

会 

9 月 17 日，2021 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大会在

广东广州举行，广东省副省长王曦、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许科敏出席并

致辞。 

许科敏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工业互联网作为新

型基础设施、应用模式和产业生态，驱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升级。工

业和信息化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战略，着力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并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加

强政策规划引领，扎实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二是夯实基础设

施建设，建设完善工业互联网网络、数据、平台、安全体系；三是加快数字

产业化，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

融合创新；四是推动产业数字化，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和中小企业数

字化赋能行动，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 

2021 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大会由广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国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主办，以“数字驱动 智造未来”为主题，围绕工业互联网

与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积极探索数字创新驱动路径，促进激发数据要素潜

能，推动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有关人员陪同参加。 

  构建计算产业新格局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王志军出席 2021

世界计算大会并调研 

2021 年 9 月 1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军赴长沙出

席 2021 世界计算大会并致辞。 

王志军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计算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充分肯定我国超级计算领域取得的成就，强调高性能计算机等工程技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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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要认真贯彻落

实，深入把握计算产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夯实技术基础、拓展融合应

用、培育产业生态、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提高算力供给能力和水平，推动计

算产业做优做强，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王志军指出，近年来，我国计算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突破了一

批关键技术，算力供给显著增强，引领带动作用更加强劲，呈现良好发展势

头。 

王志军强调，计算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石，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大力发展整机设备，支持企业、科研机构搭建新型协

同创新平台，在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前沿领域加快形成一批原创性、引领

性成果，夯实计算产业基础。要拓展融合应用，深化计算技术与 5G、大数

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深度融合，实现算力供给普惠化、供给模式多

样化，壮大计算产业新动能。要推进全产业链协同，推动算力、算法、算据

协同发展，打造一批开放平台、开源社区，培育一批计算产业基地，构建计

算产业新生态。要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建设计算领域的国际化标准组织和产

业联盟，鼓励国内外企业、行业组织加强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共享计算产业发展成果。 

在长沙期间，王志军同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就加强部省合作推动计算

产业发展等交换了意见。王志军还调研了相关企业，详细了解产业发展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参会并调研。 

  江苏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加快突破集成电路等领域核心技

术攻关                                                      |MORE⊿ 

近日，江苏省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江苏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的通知。 

《规划》中提出发展目标，“十四五”时期，科技强省建设取得阶段性

重要进展，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机制基本形成，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显著提升，

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主要创新指标达到创新型国

家和地区同期中等以上水平。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924-29514.html


                                                                            市场信息简报· 九月 第 33 期 

 8 / 47 

 

《规划》指出，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其中，包括加强基础研究

与原始创新、加快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集成实施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

科技项目等方面。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完善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法规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

要（2021－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纲要》中提出，到 2025 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知识

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

一步凸显，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

额达到 3500 亿元，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 件（上述指标

均为预期性指标）。 

到 2035 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

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

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纲要》指出，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 

要构建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外协调的法律体系。开展知识产权基础

性法律研究，做好专门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增强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统一

性。根据实际及时修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探索制定地理标志、外观设计等专门法律法规，健全专门保护与商标保护相

互协调的统一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完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规。制定修改强

化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

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法。修改科学技术进步

法。结合有关诉讼法的修改及贯彻落实，研究建立健全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

律的特别程序法律制度。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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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立法。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需要，依法及时推动知识

产权法律法规立改废释，适时扩大保护客体范围，提高保护标准，全面建立

并实施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损害赔偿力度。 

  信息技术发展司参加 2021 中国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大会 

9 月 27 日，2021 中国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大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工

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江明涛参加会议并致辞。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进入快速发展

的新阶段，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完善，产业供给能力加速提升，行业应用

不断深入，典型案例不断涌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围绕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

略部署，认真谋划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新举措、着重提高信息技术产业支撑能

力、深化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有力赋能城市新发展。 

大会以“科技融合产业，生态赋能经济”为主题，聚焦物联网与智慧城

市发展新趋势，围绕行业热点话题开展研讨，展示创新成果与应用情况。 

相关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专家和代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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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 

  瑞萨电子完成收购 Dialog！并推出 35 款以上成功产品组合   |MORE⊿ 

全球半导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萨电子集团宣布与 Dialog Semiconductor 

Plc（Dialog）于今 8 月 31 日正式合并，推出 39 款惠及客户的全新成功产品

组合，展示瑞萨和 Dialog 涵盖嵌入式处理、模拟、电源和连接领域互补且

兼容的产品阵容。 

瑞萨电子执行副总裁、物联网及基础设施事业本部本部长 Sailesh 

Chittipeddi 表示，“将 Dialog 加入到瑞萨产品组合中，为推动我们电源管理、

模拟混合信号、连接、工业和标准产品等核心领域的增长和交叉销售提供了

巨大商机。此外，Dialog 在低功耗领域的技术优势可使我们进一步强化产品

组合的可持续性开发。”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2e6f093c170941389898b9fc69ba2b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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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萨成功产品组合经工程验证，助力客户利用平台优势实现其设计理念、

加速产品开发并降低上市总体风险。 

瑞萨电子高级副总裁、物联网及基础设施事业本部销售和企业数字营销

事业部负责人 Chris Allexandre 表示，“这 39 款成功产品组合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将继续推动团队协作，为客户提供更多综合解决方案，助力其加速产品

上市。” 

  模拟晶圆代工龙头企业 X－FAB[1]与国产 SiC 功率器件供应商派恩杰

[2]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全球 SiC 产业发展                 |MORE⊿ 

2021年9月6日，模拟晶圆代工龙头企业X-FAB Silicon Foundries（“X-FAB”）

和国产 SiC 功率器件供应商派恩杰联合对外宣布，双方就批量生产 SiC 晶圆

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此前双方已经合作近三年时间。 

  台积电将再建六个晶圆厂，重点扩产 7nm                 |MORE⊿ 

在全球缺芯潮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无论

是主动或是受邀，在本土或是海外，扩产势在必行。近期，有媒体报道称，

台积电持续扩大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下一个重大投资案将落地高雄。此

次台积电在高雄建厂的规划中，初步规划为六个厂，主要作为 7nm 制程的

生产基地，而非先前所传的 2nm 或 3nm 工艺制成的扩建。 

  瑞萨电子推出 32 位 RX671 MCU，实现高性能和高能效 可支持非接

触式 HMI 功能                                                |MORE⊿ 

9 月 8 日，全球半导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萨电子集团宣布，推出 32 位

微控制器（MCU）RX671，为广受欢迎的 RX 产品家族增添一款全新高性能、

多功能，且具备触摸感应和语音识别等非接触式操作方式的单芯片解决方案。

作为瑞萨广受欢迎的主流 RX600 系列的一部分，RX671 MCU 基于 RXv3 CPU

核构建，运行速度为 120MHz，集成闪存支持 60MHz 的快速读取访问，实现

卓越实时性能，CoreMark 评分达 707；电源效率为 48.8 CoreMark/mA，在同

类产品中名列前茅。 

RX671 MCU 提供多种封装形式，引脚数从 48 至 145 不等，拥有高达 2MB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322564daae4a4b41af96c81bbf381c1d.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08/113067.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09/1130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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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存和 384KB SRAM，非常适合需要先进功能、高能效和紧凑尺寸的各类应

用，如暖通空调（HVAC）、智能仪表和智能家电等。对于尺寸受限且需要先

进功能的设备，RX671 可提供 2MB 闪存、4.5mm × 4.5mm 超小尺寸的 64

引脚 TFBGA 封装。 

  英飞凌和松下携手加速 650V GaN 功率器件的 GaN 技术开发 

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和松下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开发和生产第二代

（Gen2）成熟的氮化镓（GaN）技术，提供更高的效率和功率密度水平。杰

出的性能和可靠性与 8 英寸硅基氮化镓晶圆的生产能力相结合，标志着英

飞凌对氮化镓功率半导体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战略拓展。根据市场需求，Gen2

将被开发为 650V GaN HEMT。这些器件将易于使用，并提供更高的性价比，

主要针对高功率和低功率 SMPS 应用、可再生能源、电机驱动应用等。 

对于许多设计来说，氮化镓（GaN）比硅具有根本的优势。与硅 MOSFET

相比，氮化镓 HEMT 具有出色的特定动态导通电阻和更小的电容，因此更适

于做高速开关。由此带来的能耗节省和系统总成本降低、可以在更高频率、

更高的功率密度和整体系统效率下工作，使 GaN 成为对设计工程师非常有

吸引力的选择。 

英飞凌电源和传感器系统事业部总裁 Andreas Urschitz 表示：“除了与第

1 代相同的高可靠性标准外，由于转向 8 英寸晶圆制造，下一代客户将因晶

体管更易控制以及显著改善的成本定位而受益。如同双方联合开发的第一代

器件（即英飞凌的 CoolGaN™ 和松下的 X-GaN™ ），第二代器件将基于常闭

型硅基氮化镓晶体管结构，再结合混合型漏极嵌入式栅极注入晶体管

（HD-GIT）结构无可比拟的稳健性，使这些组件成为市场上的首选产品和最

长期可靠的解决方案之一。” 

松下电器工业解决方案公司工程部副主任 Tetsuzo Uedai 表示：“我们很

高兴能扩大与英飞凌在氮化镓组件方面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在这种联合方式

下，我们将能够以最新的创新发展为基础，提供高品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器

件。” 

全新 650V GaN Gen2 器件计划于 2023 年上半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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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川技术[3]与全志科技[4]成立“工业控制应用联合实验室” 

9 月 9 日，汇川技术与全志科技“工业控制应用联合实验室签约暨启动

仪式”在深圳进行。双方将在工业控制技术领域展开全面深度合作，融合研

发力量，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助力中国工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全球各国都在借助新技术

推动制造产业升级，如今，我们正努力迈向工业 4.0 智能化，借助 IoT、工

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实现从低端劳动密集产品制造向高端高科

技产品制造升级。 

工业场景复杂，越来越多的新需求也不断涌现，为加速工业智能化落地，

汇川技术与全志科技联合成立了“工业控制应用联合实验室”。双方将基于

各自核心研发能力，整合优势资源，深入挖掘工业各类场景下的系统和芯片

需求，对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积极推进国产芯片在工业领域的规模稳定

应用。 

汇川技术副总裁李瑞琳表示：“汇川技术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有着深厚的

积累，精准了解工业应用和场景的各类需求。本次汇川技术与全志科技的合

作，双方将发挥各自技术和产品优势，融合研发资源，深度探索基于工业场

景应用的系统和芯片及其解决方案需求，携手创新，为推进工业数字化、智

能化趋势的加速落地贡献力量。” 

全志科技 CTO 丁然表示：“工业智能化时代正在加速到来，高可靠、高

性能的工业芯片是构建高集成度工业系统的硬件基础，全志科技和汇川技术

的合作是中国半导体领域和工业领域领先企业的强强联合，势必加速中国工

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进程。” 

面向未来，全志将持续秉承“开放共赢”的原则，携手合作伙伴不断联

合创新，构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优势，加速制造行业智能升级，为推进工

业 4.0 提供强劲动能，推动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共创美好智能生活。 

  Silicon Labs[5]优化 LifeSmart 云起[6]全新推出的智能家居面板，助其

轻松实现全屋控制与连接                                      |MORE⊿ 

 9 月 13 日消息，Silicon Labs（芯科科技）和 LifeSmart 云起（杭州行至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3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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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起科技有限公司）今日宣布，双方合作助力 LifeSmart 云起全新的智能家

居控制面板——超能面板 Pro（Nature Mini Pro）优化无线连接功能，实现全

屋智能。超能面板 Pro利用 Silicon Labs的 Zigbee EFR32 MG21片上系统（SoC）

和 EZRadioPRO Sub-GHz 收发器（Si4438）进行了优化，支持多协议网关，可

集成 Sub-GHz 和 Zigbee 网状网络，并在星形和 Zigbee 网状网络中连接多达

500 个 Sub-G 节点，从而实现范围更广的连接和 200 平米家居的全屋智能控

制。 

  紫光展锐新一代 4G 芯片平台 T616 和 T606                |MORE⊿ 

  罗姆[7]与昭和电工[8]强强联手，碳化硅热度高涨             |MORE⊿ 

9 月 13 日，昭和电工宣布与 ROHM 签订了功率半导体用 SiC（碳化硅）

外延片的多年长期供应合同。 

本次签订的合同是向制造 SiC功率半导体的 ROHM供应昭和电工制造的

SiC 外延片。 

碳化硅因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智能电网、消费电子、航空航天等

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得到了市场的广泛重视。今年来，昭和电工和罗

姆也是动态连连。 

  香港航天科技[9]将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10]合作完成宇航级 RISC-V

芯片空间测试                                                |MORE⊿ 

9 月 14 日，香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航天科技”）

发布公告称，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港航科（深圳）

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港航科”）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

信息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微系统所”）订立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为

双方拟共同合作完成国内首个宇航级 RISC-V 高可靠性半导体的空间验证及

卫星在轨测试。 

公告显示，RISC-V 为新一代基于开源指令集的宇航处理器芯片，利用

RVC（RISC-V 代码压缩）技术改善程序代码的大小，同时以增加每个程序的

指令数量为代价，减少每个指令的 CPU 周期数。该技术透过牺牲代码密度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e879d39fbc754994850f2dd704f41dc4.html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2865a5a48252475187b0548bdcab36b1.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made-sealing/20210916-29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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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简化实现电路，使宇航级芯片更广泛的运用于航天、航空、通讯、物联网、

新能源及智慧管理等领域。 

  30 亿元！碳化硅厂商钛芯电子收获大订单，还有 60 亿投资协议 

|MORE⊿ 

  汇顶科技[11]低功耗蓝牙 SoC 和健康传感器商用于 realme Band2 

9 月 15 日，realme 在东南亚发布新一代智能手环 Band 2，搭载汇顶科

技低功耗蓝牙系统级 SoC 和健康传感器（心率+血氧检测）。 

作为全球智能手机和 AIoT 领域的新锐科技品牌，realme 持续打造“敢

越级”的优质产品和用户体验，迅速获得全球消费者的喜爱。 

realme 自诞生之初就携手汇顶科技，双方持续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覆盖智能手机、AIoT 可穿戴产品等多个领域。极致智能体验来自一颗强劲

“芯”脏，realme Band2 的主控芯片为汇顶科技高性能的低功耗蓝牙 SoC，

能够提供优异的图形显示驱动性能、射频性能以及高安全性，为用户带来畅

顺交互、长续航、稳定高速的无线连接体验。 

自 2020 年底发布以来，汇顶科技的低功耗蓝牙产品持续获得各应用领

域知名客户以及广大 ODM 厂商的认可，广泛应用于智能手环/手表、主动笔、

电子货架标签、跟踪器、打印机等产品。此外，汇顶科技健康传感器凭借精

准的身体特征检测、低功耗性能及易开发设计的优势，广获 realme 旗下的

智能手环、手表产品采用，本次 Band 2 采用的汇顶科技健康传感器，能够

提供心率和血氧的连续检测功能，为用户的运动健康保驾护航。 

  光梓科技[12]、源杰半导体[13]联合发布 5G 前传解决方案 

近日，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创业”）官网消息

显示，该公司投资的两家企业，光梓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梓科技”）和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杰半导

体”）联合推出工业级 5G 前传高性价比解决方案。 

官网介绍称，工业级 5G 前传高性价比解决方案为工业级 CMOS 

25G-DML Driver 激光器驱动芯片和工业级 25G 激光器芯片，主要应用于 5G

https://www.dramx.com/News/igbt/20210914-29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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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前传市场，以实现核心产品的自主可控，满足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 

据悉，截至目前，光梓科技已经开发完成 5G 网络前传/中传覆盖距离所

需的 0-30Km 完整解决方案，并具备量产出货能力。源杰半导体于 2019 年

开始在 25G 国产激光器芯片市场持续发力，凭借其 IDM 开发模式，首推了

25G 国产光芯片。 

国投创业官网指出，25G-DML Driver 因需要大驱动电流和调制电流，行

业内基本采用锗化硅（SiGe）工艺实现，因此易受制于 SiGe 晶圆代工产能

及供应链局限。光梓科技基于标准的 CMOS 制程工艺，实现高速高带宽通讯

芯片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和产业化，先后完成了 4x10G/1x25G VCSEL Driver/TIA

等芯片的量产工作。光梓科技推出基于CMOS工艺的1x25G DML Driver + Dual 

CDR 的产业化方案，现已处于预量产状态。 

根据官方资料，光梓科技是我国高速光电集成芯片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

光梓科技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 CMOS 高速低功耗模拟光电子芯片设计

和制造技术。 

源杰半导体成立于 2013 年，专注于进行高速的半导体芯片的研发、设

计和生产，是国内第一家从半导体晶体生长，晶圆工艺，芯片测试与封装全

部开发完毕，并形成工业化规模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产品涵盖从 2.5G 到 50G 

InP 激光器芯片，拥有完整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从最终的使用场景来看，

产品广泛应用于光纤到户、数据中心与云计算、5G 移动通信网络、通信骨

干网络、工业物联网等。 

  格芯[14]与高通签署先进 5G 射频前端产品交付协议 

9 月 15 日，格芯与高通技术公司子公司 QualcommGlobalTradingPTE.Ltd.

宣布，双方将延续在射频领域的成功合作，继续携手打造 5G 多千兆位射频

前端产品，让新一代 5G 产品能够以小巧的外形尺寸提供用户所期望的高蜂

窝速度、出色覆盖范围和优异能效。 

格芯移动和无线基础架构战略业务部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BamiBastani

博士表示：“凭借功能丰富的 5G 技术解决方案，格芯得以继续引领射频领

域。我们与高通技术公司在 6Ghz 以下技术和先进的毫米波技术方面展开密

切合作，前者能够实现 5G 的日常使用，后者通过提供超快的数据速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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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继续为智能手机、计算机、汽车、网络接入点及许多其他 5G 互联产品提

供无与伦比的数据速率以及尽可能长的电池续航时间，将 5G 性能提升到新

的高度。” 

高通高级副总裁兼射频前端业务总经理 ChristianBlock 表示：“随着 5G

领域对射频前端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稳健的低功耗半导体解决方案至关重

要。我们与格芯的合作，以及格芯在射频专用、功能丰富的晶圆厂解决方案

方面的领导地位，有助于确保我们能够满足先进 5G 产品的高性能要求。” 

此次合作是格芯的最新几项战略计划之一。 

  展锐 6nm 5G 芯片跑分超 40 万 多款品牌客户终端进入量产调试 

|MORE⊿ 

9 月 16 日，展锐举办“UP ·2021 展锐线上生态峰会”。会上，展锐分

享了其消费电子 5G 产品最新进展，并发布了技术战略全景和业务规划以及

生态技术图谱等。 

  紫光股份旗下紫光云完成 6 亿元融资，发力政企行业市场    |MORE⊿ 

  力通通信[15]获近 2 亿元新一轮融资，致力于研发 5G 射频高性能芯

片                                                          |MORE⊿ 

  展锐生态峰会 | Omdia：5G 是促进工业应用的催化剂 URLLC 将快

速成长                                                      |MORE⊿ 

  中国联通研究院推动算力网络成为 6G关键技术             |MORE⊿ 

2021 年 9 月 16 日，IMT-2030(6G)推进组（以下简称“推进组”）正式发

布《6G 网络架构愿景与关键技术展望》白皮书，这是全球首个多方联合发

布的 6G 网络架构白皮书，由推进组 34 家单位共同完成。在该白皮书中，

60 多次提及“算力”，13 次提及“算力网络”，这标志着算力网络已成为 6G

的关键技术。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916-29465.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968221510606828&wfr=spider&for=pc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32eefa71f987458d80d787c9d15c4b87.html
https://laoyaoba.com/n/792799
https://laoyaoba.com/n/79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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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名，上市，10 月 4 日，Cree 要做这两件大事 

新闻稿指出，自 10 月 4 日起，Cree 公司名称将由 Cree,Inc.更改为

Wolfspeed,Inc.。同时，Cree 将于 10 月 4 日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

代码为 “WOLF”。 

Cree 首席执行官 Gregg Lowe 表示，我们很高兴加入纽约证券交易所，

作为一家全球半导体巨头，将继续引领行业从硅到碳化硅的转型。 

资料显示，Cree 成立于 1987 年，并于 1993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其子公司 Wolfspeed 主要从事碳化硅、氮化镓等宽禁带半导体衬底、功率器

件、射频器件等产品的技术研究与生产制造。据统计，截至 2020 年末，科

锐公司与碳化硅相关的专利约有 247 项。 

作为碳化硅领域国际标杆企，目前，Cree 的碳化硅晶片供应量位居世

界前列，能够批量供应 4 英寸至 6 英寸导电型和半绝缘型碳化硅衬底，且

已成功研发并开始建设 8 英寸产品生产线。 

2019 年 5 月，Cree 宣布其有史以来最大的生产投资计划，投资 10 亿美

元将碳化硅产能扩大 30 倍。今年 8 月，Gregg Lowe 确认，其位于纽约州马

西镇的碳化硅（SiC）晶圆厂有望在 2022 年初投产，为“世界上最大”的碳

化硅晶圆厂，将聚焦车规级产品，是科锐 10 亿美元扩大碳化硅产能计划的

一部分。 

  深圳哈勃又投资了一家芯片厂商，陈大同也有持股         |MORE⊿ 

  英飞凌 300 毫米薄晶圆功率半导体工厂启动运营 

9 月 17 日，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宣布其位于奥地利菲拉赫的 300 毫米

薄晶圆功率半导体芯片厂正式启动运营。据悉，该芯片厂总投资额 16 亿欧

元，总占地面积约为 6 万平方米，是欧洲微电子领域同类产品中规模最大

的项目之一。英飞凌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工厂有望为英飞凌带来

每年约 20 亿欧元的销售额提升。  

新工厂于 8 月初投产，比原计划提前了 3 个月。首批晶圆将在本周完

成出货。在扩大产能的第一阶段，所产芯片将主要用于满足汽车行业、数据

中心，以及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需求。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918-29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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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上来看，规划的工业半导体年产能将能够满足发电量总和约

1500 TWh 的太阳能系统之所需，而这约是德国年耗电量的 3 倍。 

英飞凌首席执行官 Reinhard Ploss 表示：“新工厂是英飞凌发展史上的又

一重要里程碑，其启动运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是重大利好消息。由于全

球对功率半导体器件的需求不断增长，当前正是新增产能的最好时机。过去

几个月的市场形势已经清楚地表明，微电子技术至关重要，几乎涵盖了生活

的各个领域。随着数字化和电气化进程的加快，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全球对功

率半导体器件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据了解，英飞凌现在有两座用于生产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大型 300 毫米

薄晶圆芯片工厂，一座位于德累斯顿，另一座位于菲拉赫。英飞凌科技股份

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 Jochen Hanebeck 表示：“两座工厂基于相

同的标准化生产和数字化理念，使得我们能够像控制一座工厂一样，来控制

两座工厂的生产运营，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产能，而且能够为客户提供更高的

灵活性。” 

  Silicon Labs[5]和涂鸦智能携手为物联网应用提供性能强大的

Sub-GHz 解决方案 

9 月 18 日，SiliconLabs（芯科科技）和涂鸦智能宣布，双方合作提供完

整 Sub-GHz 的解决方案，以实现低功耗、高安全性及远距离的传输。该解决

方案将 Silicon Labs 的 EFR32FG（Flex Gecko）Sub-GHz 片上系统（SoC）集成

至涂鸦智能的 SS3L 模块中，从而可以为智能家居、智能建筑、工业无线控

制、智能酒店和智能社区等场景中的室内外物联网（IoT）应用提供强大的

功能。 

涂鸦智能的 SS3L 模块是一款低功耗嵌入式 Sub-GHz 通信模块，内置网

络协议栈和丰富的库函数，其支持开发人员快速接入涂鸦智能的 IoT PaaS 平

台，并利用涂鸦智能的 Sub-GHz 软件开发工具包（SDK）轻松开发嵌入式

Sub-GHz 通信产品。 

“通过将涂鸦智能的 SS3L 模块、具有网状网络功能的 Sub-GHz 双向协

议栈和 Sub-GHz SDK 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加快开发过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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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产品上市时间。”涂鸦智能亚太大区总经理罗志军（Ross Luo）表示。“我

们很高兴在自己的解决方案中使用 Silicon Labs 的无线技术，他们是理想的

合作伙伴，可以提供世界一流的无线硬件和软件、开发工具与工程支持，使

我们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提供行业领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Silicon Labs 的 EFR32FG SoC 将节能型微控制器（MCU）和支持 Sub-GHz

专有无线协议的高度集成无线收发器整合至涂鸦智能的 SS3L 模块中。该 SoC

具有 20dBm 输出功率和较低的接收灵敏度，可实现远距离通信，而其 1.3µA

深度睡眠模式功率则提供了出色的能源效率。此外，该器件拥有带 ECC、

SHA-1、SHA-2 算法的 AES-256/128 硬件加密加速器，可以为物联网产品提

供高安全性。有关 EFR32FG 无线 So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此处。 

“Sub-GHz 无线协议广泛用于家居、商业和工业物联网应用中，可以提

供高性能和高功率效率。”Silicon Labs 总裁 Matt Johnson 表示。“我们很高兴

与涂鸦智能合作，通过自己的 EFR32 Wireless Gecko SoC 来实现他们的

Sub-GHz 解决方案，从而为开发人员和客户开发低功耗、远距离物联网设备

带来便利。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扩展与涂鸦智能的合作关系。” 

涂鸦智能和 Silicon Labs 一直保持合作，并利用包括 Zigbee 和 Wi-Fi 在内

的各种无线技术打造各种物联网解决方案。 

  Silicon Labs[5]的 Zigbee 3.0 解决方案助力控客推出智能家居面板和

安防系列产品                                                |MORE⊿ 

9 月 23 日，Silicon Labs 和为全球市场的智能家居产品提供智能硬件和

系统解决方案的物联网公司控客（Konke）推出采用 Silicon LabsEFR32MG

（Mighty Gecko）片上系统（SoC）的控客智能家居面板和安全系列产品。

作为 Silicon Labs Zigbee 3.0 解决方案组合的一部分，Mighty Gecko SoC 可以在

数千个节点上统一 Zigbee 网络标准，从而为控客的智能家居用户提供更佳

的互操作性、可靠性和连接性。 

 “Silicon Labs 致力于开发无线技术，以支持并实现智能应用中跨生态

系统和网络的连接。”Silicon Labs 总裁 Matt Johnson 表示。“通过选用 Silicon 

Labs 的 Mighty Gecko SoC，控客在低功耗、经认证、可扩展的设备中实现了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3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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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3.0 连接——这些设备都是智能家居的核心所在。” 

  TCL AI 芯片研发项目落地临港，摩迅半导体[16]签约新片区 

9 月 25 日下午，TCL 旗下摩迅半导体 AI 芯片研发项目落地临港新片区

并举行签约仪式。该项目将致力于智能连接、感知，AI 语音交互，AI 视觉

交互、以及 AI 图像处理等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朱芝松，临港新片区党工委副书记吴晓华，TCL 科技集

团董事长李东生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临港新片区对标国际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在适用自由贸

易试验区各项开放创新措施的基础上，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

政策和制度，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实现新片区与境外之间的投

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

信息快捷联通。              

摩迅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 TCL 微芯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旗下的全资子公司。TCL 微芯科技围绕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半导体功率器件

等领域的产业发展机会进行投资布局，高度整合需求、硬件、软件、应用，

是 TCL 聚焦发展的又一支柱产业。 

TCL 计划在发挥半导体材料领域优势的同时，紧抓集成电路芯片设计、

半导体功率器件等领域的机遇，加快项目投资落地和技术创新应用，促进

TCL 在半导体业务领域的产业升级和整合。在集成电路芯片设计领域，TCL

半导体将对上下游关联产业需求量较大的芯片类别， 如智能感知、AI 语音

交互等芯片进行重点开发，通过吸引外部专业人才和团队能力提升，推进专

用芯片产品的生产。 

以此次签约为起点，TCL 摩迅半导体将依托临港新片区产业平台，加大

技术研发创新力度，建设智能连接、人工智能感知与交互、AI 画质处理等

芯片产品研发平台，聚焦于智能感知、交互、图像处理等人工智能芯片的开

发。通过吸引外部专业人才和团队能力提升，推进消费电子人工智能芯片产

品的设计开发，引领产业链集聚临港新片区，共同打造生态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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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100 颗！紫光集团在北京科博会展示最新芯云科技产品 

9 月 25 日，紫光集团于在京举行的第 24 届北京科博会上集中展示最新

的芯云科技产品。此次展示产品包括第三代三维闪存芯片（128 层）、全球

首款采用 6nm EUV 工艺的新一代 5G 移动平台、国内首颗支持高级语言编程

的网络处理器芯片智擎（Engiant）660，以及 SeDRAM 等，展示芯片超过 100

颗。 

紫光集团称，此次展出的紫光旗下紫光展锐全球首款采用 6nm EUV 工

艺的新一代 5G 移动平台，拥有超过 40 万分的跑分成绩，这表明搭载该款

芯片的智能终端能够达到业界主流中高端 5G 智能手机的性能水平。 

同时，展出的还有紫光展锐唐古拉 V516。紫光集团表示，前不久，基

于这一 5G R16 Ready 芯片平台，紫光展锐完成了全球首个 5G R16 协议版本

的业务验证，这是 5G R16 标准迈向商用的重要里程碑。5GR16 高精度授时

能将时间同步精度提高至百纳秒数量级，从而能在不同工业设备协同合作时

实现精准衔接与交互。紫光旗下新华三的首款网络处理芯片智擎（Engiant）

660，是国内首颗支持高级语言编程的网络处理器芯片。 

另外，紫光集团指出，此次公司还在芯片板块展出了包括西安紫光国芯

开发的超大带宽、超低功耗内嵌存储器解决方案——异质集成嵌入式 DRAM

（SeDRAM™）在内的共 14 大类。100 余颗芯片产品及方案，涵盖移动通讯

芯片、物联网芯片、闪存芯片、安全芯片、FPGA、无线连接芯片、微连接

器等领域。 

  商用以来累计出货超千万片 汇顶科技[11]低功耗蓝牙 SoC 通过 PSA

安全认证                                                    |MORE⊿ 

近日，汇顶科技 GR551x 系列低功耗蓝牙 SoC 凭借突出的安全性，通过

PSA Certified™ Level 1 安全认证。汇顶科技表示，这一国际权威安全认证机

构的认可，不仅体现了汇顶科技对物联网安全技术的耕耘成果，还将助力全

球客户加速开发更为安全可靠的物联网终端产品。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926-29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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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展示智慧芯前沿应用，紫光国微亮相北京科博会        |MORE⊿ 

9 月 25 日，第 24 届北京科博会拉开帷幕，紫光国微随紫光集团耀眼亮

相。紫光集团此次展出以“从芯到云 创新铸就梦想”为主题，全面展示了

包括芯片设计、制造，以及 5G、AI、云计算等领域的一系列创新成果。紫

光国微超级智慧芯在金融科技、量子通信、汽车电子及 5G 物联网等领域的

最新前沿应用得到重点呈现，吸引了广泛关注。 

  骁龙 X65 以突破性创新荣获“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MORE⊿ 

9 月 26 日，作为“全球首个支持 10Gbps 5G 传输速率和首个符合 3GPP 

Release 16 规范的 5G 调制解调器到天线解决方案”，高通骁龙 X65 5G 调制

解调器及射频系统被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评为“世界互联网

领先科技成果”。大会用“非凡贡献”评价此次获奖的最新科学技术，这也

是高通近年来第五次以领先 5G 创新荣获“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大会现场进行了成果发布和展示，她表示：

“骁龙 X65 是全球首个支持 10Gbps 5G 传输速率，以及全球首个符合 3GPP 

Release 16 的调制解调器及射频解决方案，开启了蜂窝通信连接的全新时代。

骁龙 X65 正助力广泛生态伙伴丰富 5G 终端类型、加速 5G 在更多垂直行业

应用的落地。随着中国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化和扩展，5G 在数字经济中的

主引擎地位进一步加固。高通公司将继续推动技术革新，携手中国产业伙伴

培育 5G 生态，共享 5G 创新机遇、共创数字经济新时代。” 

  恩智浦 TrimensionTM 超宽带技术助力小米 MIX4 智能手机提供全

新“一指连”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MORE⊿ 

  关于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有最新动态！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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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应用 

  半导体技术如何支持“碳中和”？智能电源和智能感知是关键|MORE⊿ 

节能减排是“碳中和”“碳达峰”的核心工作。功率半导体作为电力电

https://laoyaoba.com/n/793770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26/113313.html
https://laoyaoba.com/n/793760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29/113367.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03/1129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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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技术基础，需要提升功率密度及能效表现，以助力节能减排。在近日举

办的安森美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Hassane El-Khoury

向《中国电子报》等媒体指出，智能电源和智能感知是提升能效表现的关键

技术，为聚焦两项技术的发展，安森美正在产品产能规划及业务模式上进行

转变。 

  台积电看好氮化镓未来商机，关注五大应用场景 

集微网消息，有鉴于半导体产业技术快速演进，为期望能持续提供全球

电子产业供应链人士最新市场趋势及技术交流机会，SEMI（国际半导体产

业协会）决定扩大今年 SEMICON Taiwan 国际半导体展览规模，以“Forward 

as One”为主轴，从 9 月份起，率先以在线论坛揭开年度半导体技术盛宴序

幕，接续至年底实体展会压轴登场。 

9 月 7 日，SEMICON 中国台湾地区在线论坛台积电研发资深处长段孝勤

在会上发言，他指出台积电在化合物半导体领域专注在氮化镓（GaN）相关

开发，历经长期的发展氮化镓已逐渐开始被市场接受，预期未来十年将有更

多应用场景。 

他指出，台积电在氮化镓的五个主要应用场景包含快充、数据中心、太

阳能电力转换器、48V DC/DC 以及电动车 OBC/转换器，对于相关应用蓝图

并有对应制程设计。 

段孝勤提到，台积电过去二十年在功率提升上投入，人们希望使用装置

的耗能越少越好，台积也已在 BCD 电源管理技术上投入，功率组件自然也

是重要关键，目前行动装置所需 BCD 制程已到 0.13 第三代，并正在开发

90/55/40/22 BCD，车用部分已有 0.18 第二代 BCD 与 0.13 BCD 并正开发最高

SOI 可达 100 V 的 55 BCD 制程。NVM 在电源管理应用上，已推出 MRAM 对

应 28/22 纳米制程等。 

段孝勤也展示台积电应对 MOSFET 的动态与静态制程特性，协助客户开

发在功耗瓦数上降低与让产品最终成功。有别于碳化硅（SiC）应用材料特

性，台积电更关注在氮化镓（GaN）的商机。 

就新材料开发上，他提到，硅基氮化镓的挑战主要是表面的不平整程度

考验。台积电已开发 GaN-on-Silicon 技术应对功率与射频组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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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材料公司新技术助力碳化硅芯片制造商加速导入 200 毫米晶圆 

|MORE⊿ 

  低功耗蓝牙/Thread 智能 LED 灯泡通过连接设备或语音命令进行

照明控制                                                    |MORE⊿ 

  南大研究突破二维半导体单晶制备和异质集成关键技术 

集微网消息，近期，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欣然教授课题组研

究突破二维半导体单晶制备和异质集成关键技术。 

南京大学消息显示，合作团队提出了一种方案，通过改变蓝宝石表面原

子台阶的方向，人工构筑了原子尺度的“梯田”。利用“原子梯田”的定向

诱导成核机制，实现了 TMDC 的定向生长。基于此原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

实现了 2 英寸 MoS2 单晶薄膜的外延生长。 

得益于材料质量的提升，基于 MoS2 单晶制备的场效应晶体管迁移率高

达 102.6 cm2/Vs，电流密度达到 450 μA/μm，是国际上报道的最高综合性

能之一。同时，该技术具有良好的普适性，适用于 MoSe2 等其他材料的单

晶制备，该工作为 TMDC 在集成电路领域的应用奠定了材料基础。 

而在第二个工作中，电子学院合作团队基于第三代半导体研究的多年积

累，结合最新的二维半导体单晶方案，提出了基于 MoS2 薄膜晶体管驱动

电路、单片集成的超高分辨 Micro-LED 显示技术方案。 

据介绍，合作团队瞄准高分辨率微显示领域，提出了 MoS2 薄膜晶体

管驱动电路与 GaN 基 Micro-LED 显示芯片的 3D 单片集成的技术方案。团队

开发了非“巨量转移”的低温单片异质集成技术，采用近乎无损伤的大尺寸

二维半导体 TFT 制造工艺，实现了 1270 PPI 的高亮度、高分辨率微显示器，

可以满足未来微显示、车载显示、可见光通讯等跨领域应用。 

其中，相较于传统二维半导体器件工艺，团队研发的新型工艺将薄膜晶

体管性能提升超过 200%，差异度降低 67%，最大驱动电流超过 200 μA/μ

m，优于 IGZO、LTPS 等商用材料，展示出二维半导体材料在显示驱动产业

方面的巨大应用潜力。 

该工作在国际上首次将高性能二维半导体 TFT 与 Micro-LED 两个新兴技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404a11830dd9458ea5dad8da76d7a62b.html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3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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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融合，为未来 Micro-LED 显示技术发展提供了全新技术路线。 

  瑞萨电子推出基于热电堆的全新 CO2 传感探测器 扩展医疗和工业

环境传感产品阵容                                            |MORE⊿ 

2021 年 9 月 16 日，全球半导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萨电子集团宣布，扩

展环境传感器产品阵容，推出首个基于热电堆的探测器产品家族，该探测器

集成了用于光学（NDIR）CO2 传感器的光学滤波器。四款全新单通道和双通

道 CO2 气体模拟探测器均采用 TO-5 封装，具有卓越的性能、质量和使用寿

命，使其成为在高温操作条件下要求高可靠性、高精度的各类工业、医疗及

物联网应用的理想选择。 

  思特威[17]推出三款全新 SmartGS-2 技术的工业应用 CMOS 图像传感

器                                                          |MORE⊿ 

  张德清课题组发展了有机高分子半导体高效图案化的新策略  |MORE⊿ 

近年来，高迁移率的有机高分子半导体的设计合成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真正将有机高分子半导体的可溶液加工、柔性这些独特性质应用在集

成电路里仍面临很多困难。在集成电路中半导体的图案化可以降低栅极漏电

流，避免相邻器件间的串扰，降低电路整体功耗。然而当前针对有机高分子

半导体的大面积、高集成度的图案化方法仍较少。此外器件在全溶液加工过

程中涉及到的多种材料对非正交溶剂的耐受性较差，上层材料的加工过程往

往会破坏下层材料。通过分子设计实现有机高分子半导体的可控光化学交联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之一，而设计合成高效的化学交联剂至关重要。 

近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化

学研究所有机固体重点实验室张德清研究员课题组设计合成了一种新的双

吖丙啶类交联剂 4CNN（图 1a），成功实现了有机高分子半导体的高效图案

化，为全溶液加工柔性电路提供了新思路。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17/113196.html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32491
http://www.iccas.ac.cn/xwzx/kyjz/202109/t20210918_6208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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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exis 和 emotion3D 通力合作，在单个摄像头中集成了 DMS 和 

HUD 动态对象校正                                           |MORE⊿ 

  中兴通用性 5G 工业应用方案 引领智能化工业制造         |MORE⊿ 

集微网消息，5G 技术的突破，可以提供 10 倍于 4G 的峰值速率及用户

体验速率、百万的连接数以及超低的空口时延，是万物互联的重要保障。

5G 不仅仅将以用户为中心，构建全方位的信息生态系统，而且从线上到线

下、从消费到生产、从平台到生态，有效支撑垂直行业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

正日益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工业互联网将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

据分析相结合，通过对物理世界的数字化映射，对工业设备状态采集的数据

分析，以优化生产流程和进行主动预测性维护，从而提高单位生产效率，促

进整个产业体系转型升级。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与工业系统全方位深度融合所形成

的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是工业智能化发展必需的信息基础设施。5G 网络

互联是工业互联网全面深度感知、实时传输交换、快速计算处理和高级建模

分析的基础，引领工业制造领域的智能控制、运营优化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

革。 

为此，中兴在 2019 年 6 月 28 日申请了一项名为“工业应用服务处理

方法和系统”的发明专利（申请号：201910580235.5），申请人为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在该专利中，发明了一种通用性的、应用于工业的 5G 通信顶层架构，

根据该专利目前公开的相关资料，一起来看看这项专利方案吧。 

  下一代半导体：一路向宽，一路向窄                     |MORE⊿ 

随着以氮化镓、碳化硅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步入产业化阶段，对新一

代半导体材料的探讨已经进入大众视野。走向产业化的锑化物，以及国内外

高度关注的氧化镓、金刚石、氮化铝镓等，都被视为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的重

要方向。从带隙宽度来看，锑化物属于窄带半导体，而氧化镓、金刚石、氮

化铝属于超宽禁带半导体。新一代半导体材料，将一路向宽，还是一路向窄？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35683
https://laoyaoba.com/n/793324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28/113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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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项生命体征检测，可穿戴设备实现从“消费级”到“医疗级”的

飞跃                                                        |MORE⊿ 

作为可穿戴医疗健康和远程病人监护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之一，Maxim 

Integrated(现已并入 Analog Devices)日前宣布推出三系统生命体征模拟前端

(AFE)MAX86178，以及单电感多输出(SIMO)电源管理 IC MAX77659，再次为

医疗可穿戴设备树立了行业标杆。 

市场研究公司 Yole Developpement 2020 年发表的报告显示，医疗健康

可穿戴产品的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19 年的 3.47 亿件持续增长到 2025 年的

7.54 亿件，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4%，主要驱动力来自医疗类穿戴和消费类穿

戴两大市场对多项关键生命体征监测的需求。 

  Matter标准能否加快智能家居互联互通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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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合作 

  通富微电[18]拟与华虹投资[19]等共同设立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 

通富微电近日公告称，为抓住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推进

公司的产业发展，有效整合产业资源，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通富微电”）拟与上海华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虹投资”）等其他投资者共同设立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最终名称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或“基金”）。 

产业基金形式为有限合伙，基金总规模拟为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华虹

投资拟认缴基金 4 亿元人民币的出资，公司拟认缴基金 1 亿元人民币的出

资，基金普通合伙人为上海虹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暂定名，以下

简称“基金 GP”），拟认缴基金 1,000 万元人民币的出资，基金管理人为上

海国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方资本”），其余 LP 出资由国

方资本进行募集。 

本次公司与华虹投资、国方资本等共同设立产业基金，主要专注于半导

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投资机会，有利于公司借助基金平台，进一步加强与

https://www.eet-china.com/news/12950.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28/113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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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虹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及协同，有利于前瞻性布局公司先进封装等未来

发展方向，拓展公司上下游各类资源，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

展战略。 

  2022 宁波国际照明展览会                              |MORE⊿ 

  一期退、二期进 国家大基金的投资局                    |MORE⊿ 

近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基金一

期”）频频出手减持半导体企业；与此同时，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

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基金二期”）则加快了投资动作。这一退一

进之间，背后是国家大基金怎样的投资策略？ 

  这家 A 股公司瞄准第三代半导体设备领域，拟增资埃延半导体 

|MORE⊿ 

  SEMI 中国信息控制标准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 

太平洋时间 9 月 20 日 15:00(北京时间 9 月 21 日 6:00)，SEMI 北美地区

标准委员会(NARSC)会议隆重召开。来自珂矽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执行副

总刘波女士代表中国信息控制标准技术志愿者向 SEMI 北美地区标准委员会

申请成立中国区信息控制标准技术委员会 (Information&Control Technical 

Committee China Chapter)。经北美地区标准委员会的讨论和投票，在场委员

以 100% 的赞成票率通过 SEMI 中国信息控制标准技术委员会的申请。SEMI

中国信息控制标准技术委员会正式获批成立！ 

刘波介绍中国半导体市场的发展与机遇、产业链需求、委员会成员单位、

SEMI 信息控制全球标委会的章程与工作范围、工作组计划、项目计划。SEMI

北美地区标准委员会(NARSC)支持成立中国信息控制标委会，国外专家积极

做出动议和复议。 

“SEMI 中国信息控制标准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是继 SEMI 中国光伏标

准技术委员会、SEMI 中国化合物半导体标准技术委员会成功运行近十年之

后又一重要里程碑。这标志着 SEMI 全球合作创新驱动半导体产业发展以及

中国产业全面向国际化接轨！ 

https://www.big-bit.com/news/393184.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910-29416.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cailiao-shebei/20210913-294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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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 全球信息控制标准技术委员会旨在探索、评估、讨论、建立半导

体制程过程中生产设备之间，生产设备同工厂主机及生产设备同操作人员之

间数据信息和控制指令传输的标准。该委员会由阿里云 IoT 事业部前 CTO 丁

险峰、上扬软件董事长兼 CEO 吕凌志、珂矽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执行副

总刘波共同担任联席主席。委员会成员由来自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电科

技、北方华创、上海微电子装备、中微半导体、矽美科软件、阿里巴巴、珂

矽、上扬、华为、施耐德、安靠、士兰微、哥瑞利、赛美特、鼎格、品微、

聚时科技等涉及半导体的制造、封装、设备厂家、智能解决方案供应商等共

同组成。 

SEMI 中国信息控制标准技术委员会计划成立中国首个关于“GEM300

标准在后道封测过程中适应及应用”的工作组。SEMI 标准技术委员会积极

构建国际标准的讨论与制定，建立国际技术交流平台，持续推进半导体行业

快速发展。 

  第十九届中国通信集成电路技术应用研讨会 暨青岛微电子产业发

展大会即将召开                                              |MORE⊿ 

由中国通信学会集成电路委员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

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通信集成电路技术应用研讨会暨青岛微电子产

业发展大会”(CCIC)将于 10 月 14-15 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召开。 

本届大会共征集了 25 个专家与企业报告，报告内容围绕“集成电路生

态构建”与“应用创新”，最大的亮点是技术超前、涉及面广。主题内容包

括后摩尔时代的芯片机遇与挑战、集成电路的创新与发展、车联网芯片关键

技术及发展趋势、自主 EDA 发展与高端技术突破、IP 创新与机遇、半导体

未来封装发展趋势、汽车电子芯片发展探索与超越、集成电路标准化、硅基

光电子、5G＋北斗融合、高可靠智能处理器技术、6G、量子芯片、碳中和、

软件与无线电、可重构射频技术、泛在物联、云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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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3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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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态势 

  亿通科技与青岛易来[20]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研发定制专用芯片 

集微网消息 8 月 30 日，亿通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鲸鱼微

电子与青岛易来签署了《芯片联合开发定制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智能

照明领域展开合作。 

根据合作协议显示，双方共同研发定制专用芯片，包括但不限于面向智

能照明的无线连接及控制芯片、驱动芯片等，满足对于 IoT 连接、耐高温、

超低功耗等场景需求。同时，基于智能家居、智能照明领域的其他创新传感

器及芯片合作。另外，双方合作将 Zepp OS 接入并应用于甲方的智能照明产

业生态。 

亿通科技称，与青岛易来在智能照明领域达成战略合作伙伴，整合双方

资源，共同研发智慧家居、智能照明类产品的专用芯片和传感器，对公司主

营业务的推进具有积极作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强化布局 EUV技术，引发韩国三星警戒 

相较韩国半导体产业最早开始采用 EUV 光刻技术，相关产业存储器与

晶圆代工时程相对落后。但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导，近期中国台湾

地区半导体企业加紧投资 EUV 光刻技术，进一步扩大竞争优势。 

目前投资中国台湾地区最大外商的美商存储器大厂美光科技，除决定今

年底美国总部安装 ASML 最新曝光设备 NXE：3600D，美光还计划在台中

DRAM 工厂安装相同 EUV 光刻设备。代表美光科技将在中国台湾地区生产第

一颗 EUV 技术 DRAM，并持续增加投资。 

除了美光科技积极部署 EUV 光刻技术，全球 DRAM 产业排名第四大的

南亚科技也于 4 月宣布，投资 3000 亿元新台币在新北市兴建含 EUV 光刻设

备的 DRAM 产线，预计 2024 年量产营运。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的 EUV 光刻设备产业影响力也有增加。今年第二

季起，采用 EUV 光刻设备的 7 纳米及更先进制程技术占公司总营收 49%，

正从曝光设备厂商 ASML 采购更多 EUV 光刻设备，增加研发投入。包括台积

电自行生产 EUV 光罩，以提升良率和制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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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三星是全球首家采用 EUV 光刻技术的半导体企业，并在 2019 年首

次量产，如今大规模发展 EUV 技术的还加上美光科技、台积电等中国台湾

地区半导体企业。韩国市场专家指出，基础设施持续扩张，预计为中国台湾

地区半导体产业带来更强大的竞争优势。 

  永光[21]抢进第三代半导体 

永光跨入第三代半导体市场，受瞩目。化工厂永光积极开拓电子化学品

市场，投入开发碳化硅（SiC）基板抛光制程的抛光液，传已小量出货给硅

晶圆厂。 

市场近期传出永光的碳化硅基板抛光制程抛光液，已小量出货给硅晶圆

厂。加上 SiC 视为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引发外界利多联想。 

永光总经理陈伟望证实此事。 

不过陈伟望强调，目前还在耕耘阶段，前头还有不少国际级竞争对手，

但看好中国台湾地区及全球的半导体商机成长动能，会持续投入。 

永光目前旗下四大事业包括色料、特用化学、电子化学与碳粉，其中色

料占公司营收将近一半。 

  又一家上市公司跨界布局半导体？这次是一家印刷企业     |MORE⊿ 

近年来，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火热，越来越多来自其他领域的企业跨界

布局，抢食半导体市场“大蛋糕”。 

近期，继水泥企业上峰水泥、物流企业华鹏飞、房地产企业皇庭国际相

继宣布投资半导体领域后，日前又有一家上市公司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而

这次是一家商标包装印刷企业。 

  芯翼信息科技[22]完成 5 亿元 B 轮融资，致力于成为业界领先的物联

网智能终端系统 SoC 芯片企业                                  |MORE⊿ 

近日，物联网智能终端系统 SoC 芯片提供商芯翼信息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芯翼信息科技”）完成近 5 亿元 B 轮融资，资金主要用

于加强芯片产品研发、完善生产制造供应链、扩充核心团队等。本轮投资由

中金甲子、招银国际联合领投，招商局资本、宁水集团、亚昌投资等跟投，

https://www.dramx.com/News/cailiao-shebei/20210913-29424.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IC/20210914-294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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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老股东峰瑞资本、晨道资本、华睿资本等持续加注。 

  参设上海闻芯、参投武岳峰浦江二期 闻泰科技再大动作布局半导体 

  |MORE⊿ 

  必易微[23]主营业务快速增长，发力智能照明培育增长新引擎  |MORE⊿ 

  Microchip[24]抢攻三代半导体市场，推完全配置 SiC MOSFET 数字栅

极驱动器 

随着电动公共汽车和其他电气化重型运输车辆需求增加，满足更低碳排

放目标，基于碳化硅（SiC）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为此类运输系统提供更高

效率。为了扩充广泛的碳化硅 MOSFET 分离式和模块产品组合，Microchip 

Technology Inc.于 22日宣布推出全新“生产就绪”的 1200V 数字栅极驱动器，

为系统开发人员提供多层级控制保护，以实现安全、可靠的运输并满足严格

的业界要求。 

对碳化硅电源转换设备设计人员来说， Microchip Agile Switch 

2ASC-12A2HP 1200V 双通道数字栅极驱动器采用 Augmented Switching 技术，

具备生产认证且可完全配置的优点。为确保可靠安全运行，2ASC-12A2HP 栅

极驱动器为碳化硅 MOSFET 电源系统提供多层级控制和更高保护标准。与传

统栅极驱动器相比，Agile Switch 栅极驱动器产品的关键功能包括抑制汲极

─源极电压（Vds）过压脉冲能力，最高可达 80%，可将开关损耗降低达 50%。

2ASC-12A2HP 数字栅极驱动器可提供/吸收高达 10A 的最高电流，内建隔离

DC/DC 转换器，拥有脉宽调变讯号和故障反馈的低电容隔离屏障。 

另外，Microchip 的 2ASC-12A2HP 栅极驱动器与最新版智能配置工具（ICT）

兼容。该接口允许用户配置栅极驱动器参数，包括栅极开关配置文件、系统

关键监控器和控制器接口设置。这相当于为用户的应用量身定做栅极驱动器，

无需改变硬件，有助于加快从评估到生产的开发时间，并使设计人员能够在

设计过程中更改控制参数。ICT 提供免费下载，可为设计人员节省大约 3~6

个月的新设计开发时间。 

Microchip 的 2ASC-12A2HP 栅极驱动器与其广泛的碳化硅功率元件和模

https://www.dramx.com/News/made-sealing/20210918-29482.html
https://laoyaoba.com/n/79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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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组合兼容，并可与其他制造商的碳化硅产品协同运作。Microchip 将碳化

硅功率模块和数字栅极驱动器相结合，使设计人员能够影响包括电压过冲、

开关损耗和电磁干扰在内的动态问题。Microchip 在提供碳化硅 MOSFET 瞬

间崩溃和短路坚固性的同时，还提供整体系统解决方案，大幅简化从设计到

生产的开发过程。 

Microchip 的碳化硅产品组合进一步扩充了其丰富的微控制器（MCU）

与模拟解决方案，为高功率应用提供整体系统解决方案，Agile Switch 

2ASC-12A2HP 数字栅极驱动器现已量产。Agile Switch 2ASC-12A2HP 数字栅极

驱动器由 ICT 支持，包括许多可立即商用的碳化硅开关的新手设定。栅极驱

动器还具备一系列模块适配器支持，协助设计人员方便连接多种不同尺寸封

装。此外还支持 Microchip 增强型开关加速开发套件（ASDAK），包括栅极驱

动器、模块适配卡板、一个编程套件和用于碳化硅 MOSFET 模块的 ICT 软件。 

  SK 集团[25]将投资 7000 亿韩元以扩大碳化硅晶圆业务 

SK 集团计划在碳化硅（SiC）半导体晶圆业务上投资 7000 亿韩元，以到

2025 年成为世界尖端材料市场的龙头。 

据 businesskorea 报道，SK 集团的控股公司最近表示，到 2025 年将在尖

端材料领域投资 5.1 万亿韩元。其中，7000 亿韩元用于 SiC 晶圆。 

据悉，SK 集团正在密切关注电动汽车用 SiC 功率半导体市场。SK 集团

预测，到 2025 年，电动汽车用 SiC 半导体的使用率将从目前的 30%上升到

60%以上，SiC 晶圆市场规模将从 2021 年的 2.18 亿美元扩大到 8.11 亿美元。 

面对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SK 集团计划将 SiC 晶圆的生产能力从今年的

3 万片增加到 2025 年的 60 万片，将全球市场占有率从 5%提高到 26%。该

公司预计，2021 年 SiC 晶圆业务的销售额将达到 300 亿韩元，并计划到 2025

年将销售额提高到 5000 亿韩元。 

该报道指出，SK 集团将碳化硅和功率半导体作为新的增长动力，近年

来一直在进行大规模投资。SKSiltron 于 2019 年以 4.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美国杜邦公司的碳化硅事业部，从而进入碳化硅领域；今年 7 月，SKSiltron

美国子公司 SKSiltronCSS 决定向美国密歇根州投资 3 亿美元，以扩大 SiC 生

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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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SK 集团今年 1 月向生产 SiC 功率半导体的韩国企业

YesPowertechnologies 投资 268 亿韩元，收购了该公司 33.6%的股份。 

  安芯电子[26]冲刺科创板 IPO 募资 3.95 亿元投建高端功率半导体等

项目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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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新机 

  信通院: 我国首届 6G 研讨会将于 9 月中旬召开 

9 月 8 日，中国信通院对外表示，我国首届 6G 研讨会将在 9 月 16 在

京召开，研讨会共计 2 天。研讨会将重点分享全球在 6G 方面的 进展情况、

6G 愿景、潜在关键技术等。 

本次研讨会由 IMT-2030（6G）推进组主办，承办单位为中国信通院、

中国通信学会承办，协办单位为推进组成员单位、中国 IDC 圈。 

探讨的话题涉及十多个重点科研领域，主要包括： 6G 无线融合通信

及新频段、6G 无线新物理维度及技术和 6G 网络架构与技术，涵盖增强型

无线空口技术、新物理维度无线传输技术、通信与感知融合技术、内生智能

的通信网络、新型网络架构、网络安全等。 

与 5G 相比，6G 有望全球覆盖，更好的频谱效率和能量效率，以及更

强的安全性、更低的成本。 

对于 6G 的发展愿景，业界也有过一些畅想，比如：通过卫星网络和无

人机网络结合，进而实现全球覆盖；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应对更加

复杂的异构网络等等。 

未来已来，6G 已经在路上。 

  应用材料公司[27]推出新技术和新功能加快推进半导体行业的异构集

成路线图                                                    |MORE⊿ 

  6G 开山之作！华为轮值董事长撰序推荐——《6G 无线通信新征程》 

                                                        |MORE⊿ 

https://www.dramx.com/News/igbt/20210928-29555.html
https://www.cicmag.com/bbx/93858-93891.html?id=7301&newsid=2728797
https://bbs.elecfans.com/jishu_2155220_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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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大在半导体 p-n 异质结中实现光电流极性反转        |MORE⊿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电子学院龙世兵教授、孙海定研究员团队在

氮化镓（GaN）半导体 p-n 异质结中实现了独特的光电流极性反转（即双向

光电流现象）。相关成果以“Bidirectional photocurrent in p–n heterojunction 

nanowires”为题于 9 月 23 日发表在《自然• 电子学》上（Nature Electronics 

2021, 4, 645–652）。这是中国科大首次以第一作者单位在电子器件领域知

名期刊 Nature Electronics 上发表研究论文。 

半导体 p-n 结具有独特的整流特性，是众多电子元器件的基本构成单元，

基于此所构建的传统固态光电探测器(solid-state photodetector)可将光信号

捕获并转换为输出电信号，被广泛应用于成像、传感、探测等领域。然而，

该类器件受限于传统 p-n 结的工作机理，其工作特征须遵照以下原则：(1)

入射光子能量大于半导体的带隙；(2)在固定偏压下，产生的光电流朝固定

方向单向流动（单向光电流），这大大限制了其在特殊应用场景（例如高分

辨多色成像、生物光电检测、便携式小型光谱仪、多通道光通信和光逻辑运

算等）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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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分析 

  硅基氮化镓的投资思考                                  |MORE⊿ 

  IDC：二季度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出货量为 3614 万台 同比增长 

33.7%                            |MORE⊿ 

伴随产品迭代、新功能下放和消费分级的大趋势，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

保持稳定快速发展。根据 IDC《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季度跟踪报告，2021

年第二季度》，2021 年第二季度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出货量为 3614 万台，

同比增长 33.7%。 

其中耳戴设备市场出货量 1996 万台，同比增长 58.2%。除了无线及真

无线形态在使用便利性上的提升，主动降噪产品价格的下降进一步刺激了用

户对于蓝牙耳机的需求，推动了该市场的显著增长。 

http://news.ustc.edu.cn/info/1055/76798.htm
https://laoyaoba.com/n/791116
https://www.semi.org.cn/site/semi/article/49a2006d111b48c6adfa6738de3e69e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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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市场出货量 966 万台，同比增长 30.2%。成人手表和儿童手表双双

上涨。随着运动健康需求的逐渐旺盛和产品的不断升级，成人手表的市场接

受度显著提高。儿童手表也在社会活动复苏中显著回暖。手环市场出货量

641 万台，同比下降 5.0%。受到整体市场价格的升级以及手表接受度提升的

影响，手环市场的发展空间逐渐收窄。市场将从“逐量时代”进入结构化调

整期，更加注重产品体验和用户转化。 

IDC 认为，中国可穿戴市场今年下半年将迎来更加激烈的竞争，这种竞

争不仅体现在耳戴设备市场价格上的比拼，也存在于手环和手表在形态上的

博弈，更将长期展露在手表传感技术赛道上的追赶。 

  SIA：7 月份中国大陆半导体销售额为 158.5 亿美元，同比增 29%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9 月 6 日宣布，2021 年 7 月全球半导体行

业销售额为 454 亿美元，比 2020 年 7 月的总额 352 亿美元增长 29.0%，比

2021 年 6 月的总额增长 2.1%（445 亿美元）。其中，7 月份中国大陆半导体

销售额为 158.5 亿美元，约同比增 29%。 

每月销售额由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WSTS）组织编辑整理，代表三个

月的移动平均值。 

SIA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ohnNeuffer 表示：“7 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依然

强劲，所有主要区域市场和半导体产品类别的需求都强劲。芯片生产和出货

量近几个月达到了历史新高。” 

从地区来看，欧洲(38.0%)、亚太地区/所有其他地区(30.9%)、中国(28.9%)、

美洲(26.8%)和日本(20.9%)的销售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同比增长。美洲(4.2%)、

日本(3.2%)、亚太地区/所有其他地区(2.0%)和中国(1.2%)都有不同程度的环

比增长，但欧洲(-0.8%)略有下降。 

  智能家居亿万蓝海市场 离爆发还有多远?                 |MORE⊿ 

  在智能家居 磁性元器件能做到 10 亿产值吗？             |MORE⊿ 

  5G+平板，吸引移动芯片厂商入局                        |MORE⊿ 

2021 年，5G 商用进入第三年，智能手机当之无愧成为最大单一终端市

https://www.big-bit.com/news/393179.html
https://www.big-bit.com/news/393256.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09/113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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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预计出货量将达到 5 亿部。除此之外，5G 也在向无人机、头戴式显示

器、机器人、电视机等泛终端领域发展，其中平板电脑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

市场之一。这也吸引了移动芯片厂商的重视，纷纷推出相关系列产品，5G

平板正在成为移动芯片行业极具潜力的新市场。 

  功率器件需求旺盛 国产替代进程加速                     |MORE⊿ 

功率半导体是电子装置中电能转换与电路控制的核心，主要用于改变电

子装置中电压和频率、直流交流转换等。功率半导体分为功率 IC 和功率分

立器件两大类，功率分立器件主要包括二极管、晶闸管、晶体管等产品。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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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广阔的国产替代空间。 

截至目前，国内上市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的业绩均已披露。据半导体器

件应用网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六大主营功率半导体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

增长幅度 45%-109%，净利润同比增长 90%-1306%，国内功率器件市场需求

旺盛，国产替代机遇明显。 

  苹果入局 RISC-V，意欲何为？                           |MORE⊿ 

RISC-V被视为芯片架构的“第三极”。近日，苹果在官网发布了招聘RISC-V

高性能程序员的启事，以期为机器学习、视觉算法、信号及视频处理等解决

方案提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希望应聘的程序员在掌握 RISC-V 指令

集的同时，也熟悉 Arm 的矢量结构，继而引发了苹果会将基于 Arm 架构的

部分系统功能向 RISC-V 迁移的猜想。苹果为何布局 RISC-V？RISC-V 现有的发

展水平，又能否承接苹果的 OS 版图？ 

  第三代半导体迎来“大杀器”：应用材料全新设备助力产能倍增 行

业正处加速扩张期                                            |MORE⊿ 

《科创板日报》讯，以硅为代表的“传统”半导体的工艺极限渐近，后

摩尔时代技术已开始崭露头角，其中第三代半导体更是各方竞相角逐的重点

领域。 

https://www.big-bit.com/news/393451.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13/113104.html
https://www.dramx.com/News/cailiao-shebei/20210913-29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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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设备龙头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9 日推出新产品 Mirra 

Durum CMP 系统及 VIISta 900 3D 热离子植入系统，帮助 SiC（碳化硅）芯片

生产从 6 寸晶圆升级至 8 寸晶圆，由此每片晶圆可用制造面积几乎扩大一

倍，产能近乎倍增。 

据悉，CMP 新系统集成抛光、材料去除测量、清洁和干燥，可精确移

除晶圆上碳化矽材料，最大化芯片效能、可靠性和产能；而后者可在对晶格

结构破坏最小的情况下注入离子，进而最大化发电量和元件产能。 

产能翻倍有多重要？眼下全球 SiC 晶圆年产能约在 40-60 万片，远不能

满足下游需求，供给端成为 SiC 关键制约因素之一，技术优势带来的稳定产

能将是厂商的重要竞争力。 

衬底便是与产能密切相关的一个部分。目前，化合物半导体大多是基于

SiC衬底进行外延生长。6寸 SiC晶圆衬底是全球主流，已实现大规模商业化，

而 8 寸则是“努力的方向”，分析师指出，升级至 8 寸衬底至关重要，其有

助于提高产线通用性、扩大产能、降本效应有望显现。 

  SEMI：2021Q2 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创新高 

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日前公布最新一版《全球半导体设备市

场报告》。报告显示，2021 年第二季度半导体设备出货金额达 249 亿美元，

环比增长 5%，同比则大幅增长 48%，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中国大陆二季度半导体设备出货 82.2 亿美元，环比增长 38%，

同比增长 79%；凭借这一增速，力压韩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 

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同步各退一位，位居第二和第三。韩国二季度半导体

设备出货额为 66.2 亿美元，环比下降 9%，同比则增长 48%。韩国一季度半

导体设备采购 73.1 亿美元，堪称历史记录。 

中国台湾二季度半导体设备出货 50.4 亿美元，环比下降 12%，同比则

增长 44%。 

统计显示，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三地，半导体设备采购额达全球

八成。 

目前全球半导体需求有增无减，SEMI 看好下半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

依旧保持强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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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二季全球前十大 IC 设计业者营收达 298 亿美元，下半年

成长动能将放缓｜TrendForce 集邦咨询                          |MORE⊿ 

  展锐 CEO 楚庆：“缺芯” 拐点或在明年中期到来           |MORE⊿ 

从去年年底以来出现的“缺芯”现象对汽车、消费电子等产业链、供应

链均造成了很大冲击。造成“缺芯”的原因是什么？“缺芯”现象何时缓解？

企业该如何应对？展锐 CEO 楚庆在今日（9 月 16 日）召开的“UP •2021 线

上生态峰会”上进行了预判，2022 年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市场或将迎来拐

点。 

  车用碳化硅器件市场 2025 年将达 500 亿元！国产厂商派恩杰[2]蓄势

待发                                                        |MORE⊿ 

  日经：中国在 6G 专利上处于领先地位 

集微网消息，据日经新闻报道，围绕新一代高速通信 6G 的标准，中国、

美国、日本在专利方面展开主导权竞争，而在核心技术的专利申请数上，中

国占整体的 4 成，处于领跑地位。 

据悉，6G 有望实现 5G 的 10 倍以上的高速通信，预计 2030 年前后实

现商用化。关于以哪种技术作为标准，预计国际组织等最早 2024 年启动讨

论。 

日经针对通信技术、基站技术、人工智能（AI）等 9 个领域，按国家和

地区分析了在日美欧中韩和通过国际申请的已注册和正在申请的约 2 万件

专利。中国企业的专利数达到整体的 40.3％。排在第 2 位的美国企业为

35.2％，第 3 位的日本企业为 9.9％。欧洲为 8.9％，韩国为 4.2％。 

从标准必要专利（SEP）的份额来看，中国在 6G 领域的份额比 5G 的 35％

进一步增加。在 5G 领域，美国的标准必要专利仅为 15％。在 6G 领域，美

国以软件为中心提高 20 个百分点。日本在 5G 和 6G 领域均为约 1 成，美日

加起来比肩中国。 

按领域来看，中国在基站、人造卫星等基础设施领域有优势，美国则在

软件领域有优势。在基础技术领域，国家电网等中国企业占前 20 家中的半

https://www.dramx.com/Market/20210915-29453.html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16/113160.html
https://laoyaoba.com/n/79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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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上。 

从基站技术来看，美国高通、瑞典爱立信、中国华为位居前列。在 AI、

VR 等软件技术领域，美国微软、英特尔排在前列。日本企业强于天线控制

和信号辐射技术，NTT、索尼集团、松下、三菱电机跻身基站技术的前 20。 

有分析认为，越是拥有大量相关专利，越能在标准制定中占据优势。华

为董事长任正非在 8 月的内部会议上表示，如果不掌握专利，将被他人强

制（使用）。华为 9 月 15 日公开的会议记录透露，任正非要求取得 6G 专利。 

  超两千亿元签约项目“抢跑”，第三代半导体的扩张五年    |MORE⊿ 

集微咨询（JW insights）认为： 

- 自 2017 年至今，近五年时间内，全国超 20 个省、覆盖超 40 个城市，

新签约落地第三代半导体项目超 60 个，总投资金额超 2000 亿元。 

- 尽管全国已布局第三代半导体项目众多，但真正量产的并不多，加之

下游应用市场增长，国内现有产品商业化供给是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尤其是

SiC 电力电子器件和 GaN 射频器件存在较大缺口。 

当前，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处于爆发前夜，全球资本加速进入，产业、

资本同处“抢跑”阶段。 

国际第三代半导体主要企业大力完善产业布局，通过调整业务领域、整

合并购等方式，逐步建立行业壁垒。而国内企业强化布局，第三代半导体产

业极速扩张，产线陆续落地、投产，产能逐步释放，但目前供给存在不足。 

集微咨询（JW insights）观察，尽管我国布局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已多年，

但新一轮的产业扩张，始于 2017 年前后，2018 年扩张态势加速明显。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CASA）发布的“第三代半导体

产业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7 年属于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新时代正在

开启。2017 年，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市场，第三代半导体市场端推进速

度显著加快，使得 2017 年成为第三代半导体产品开始实质性市场渗透的一

年。 

同时，2017 年，国内投资扩产热度空前，扩产项目共计 10 起，总投资

金额达到 700 亿元之巨，充分凸显在“大基金”带动下，国家、地方、企

业联动的投融资生态圈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https://laoyaoba.com/n/79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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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联[28]艾渝：打造智慧城市操作系统，构建未来城市高阶形态 

|MORE⊿ 

集微网消息，近日，特斯联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艾渝受邀出席第 28 届

中信里昂证券旗舰投资者论坛并作为城市数智化领域代表，通过在线形式发

表主旨演讲，阐述未来城市高阶形态的三大核心要素：Mobility（数据流动）、

Sustainability（可持续发展）及 Opportunity（机遇创造）。他认为，未来城市

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将是一个分阶段、分规模逐步落实的过程。实现这

一目标的首要条件在于数据可流动，即城市底层数据的流动与打通，让城市

形成感知和自主决策成为可能；而因此建构的全新城市技术架构，让以绿色

低碳智慧城市为发展目标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从而为城市整体

发展创造全新的行业机遇。 

  SIA：美国半导体研发/销售占比领先全球，是中国大陆的 2.7 倍 

        |MORE⊿ 

  碳化硅全球争夺战升级：国产厂商的突破之机在哪里？      |MORE⊿ 

集微网报道，安森美拟以 415 亿美元并购碳化硅厂商 GTAT，意法半导

体在 8 英寸碳化硅晶圆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过去一两个月，国际大厂围

绕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布局动作不断。 

在 IGBT 即将逼近硅基材料的性能极限，以及全球碳中和的大语境下，

对于更智能高效的能源生产、传输、配送、储存和使用方式成为后摩尔时代

的刚需。而以碳化硅（SiC）、氮化镓（GaN）为代表的宽禁带（第三代）半

导体凭借优异的物理特性，天然适合制作高压、高频、高功率的半导体器件。

与此同时，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下游市场应用需求的爆发，也进一步搅动功

率半导体上游产业链格局。 

在下游需求增长远大于产能的产业现状下，某种意义上，碳化硅正成为

下一步全球半导体竞争中的重要战略物资，全球厂商的竞争卡位赛已悄然升

级。国内产业链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后摩尔时代“换档期”所释放的中国机会？ 

https://laoyaoba.com/n/792890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05242
https://laoyaoba.com/n/79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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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A 报告：全球半导体资本支出创历史新高，2021 年预计将达 1500

亿美元                                                      |MORE⊿ 

近日，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发布了《2021 美国国家半导体行业

报告》（简称《报告》）。《报告》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引起的芯片短缺现象已

经遍布全球，给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终端市场带来了很大影响。为应对缺芯

危机，除了提高晶圆厂的利用率之外，提高资本支出才是长期应对之策。近

两年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资本支出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2021 年的行业资本

支出预计将达到近 1500 亿美元，2022 年将超过 1500 亿美元，而在 2021 年

之前，该行业的年度资本支出从未超过 1150 亿美元。 

《报告》指出，2019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 4123 亿美元，在 2020

年增长了 6.8%，达到 4404 亿美元，而这主要是来自于新冠疫情的影响。2021

年 6 月发布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局（WSTS）半导体市场预测》预测，

2021 年全球半导体行业销售额将大幅增长至 5270 亿美元，到 2022 年全球

销售额将增长至 573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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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简介： 

[1] X-FAB 总部位于欧洲，是全球第一家提供 150mm SiC 工艺的代工企业。X-FAB 符合汽车品质

的生产环境可以帮助客户生产制造出高品质、高性能，并且能快速上市的器件。 

[2] 派恩杰是成立于 2018 年 9 月的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设计和方案商。创始人黄兴博士师

从 IGBT 之父 B.贾扬.巴利加（B. JayantBaliga），在 Cree / RFMD(Qorvo) / UnitedSiC 等有长达十年

的 SiC&GaN 功率器件设计经验。 

[3]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汇川技术”）创立于 2003 年，公司聚焦工业领域的

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专注“信息层、控制层、驱动层、执行层、传感层”核心技术。专

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定位服务于中高端设备制造商，以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为基础，以快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为主要经营模式，

实现企业价值与客户价值共同成长。汇川技术是工业自动化控制与驱动技术领军者，公司持续

致力于以领先技术推进工业文明，快速为客户提供更智能、更精准、更前沿的综合产品及解决

http://www.cena.com.cn/semi/20210929/1133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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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4] 西安全志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年 09月 22日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登记成立。

法定代表人丁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相

关技术支持与服务等。 

[5] Silicon Labs（芯科科技）：在安全、智能的无线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更加互联的世界

服务。我们集成的硬件和软件平台、直观的开发工具、无与伦比的生态系统和强大的支持使我

们成为构建先进的工业、商业、家庭和生活应用程序的理想长期合作伙伴。我们使开发人员能

够轻松地解决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复杂的无线挑战，并通过创新解决方案迅速推向市场，从而

改变行业、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 

[6] 杭州行至云起科技有限公司，自研智能家居品牌 LifeSmart 云起，是全球化的智能家居领

先企业。通过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为用户提供安全、舒适、节能以及多姿多彩的家居生活

体验，以时尚、性感的智能电子产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7] 罗姆(ROHM)株式会社是全球知名的半导体厂商之一，资本金为 86,969 百万日元(2014 年 3

月 31 日现在)，总部所在地设在日本京都市，1958 年作为小电子零部件生产商在京都起家的罗

姆，于 1967 年和 1969 年逐步进入了晶体管、二极管领域和 IC 等半导体领域。2 年后的 1971

年，罗姆作为第一家进入美国硅谷的日本企业，在硅谷开设了 IC 设计中心。以当时的企业规

模，凭借被称为"超常思维"的创新理念，加之年轻的、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员工的艰苦奋斗，罗

姆迅速发展。今天作为业内惯例被其它公司所接受。 

[8]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Showa Denko K.K.，TYO: 4004）是著名的综合性集团企业，生产的产品

涉及到石油、化学、无机、铝金属、电子信息等多种领域。自 1939 年公司成立至今，集团在

全球拥有 139 家关联公司，11200 余名雇员，在全球开展富有个性化的事业。 

[9] 香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恒达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PCBA 以及全

装配电子产品。 PCBA 电子产品包括银行及金融、智能装置和电信相关的电子产品。全装配电

子产品包括流动销售点(mPOS)、平板电脑、移动电话、投影机、太阳能逆变器以及信号放大器、

家电遥控器和街灯控制器等产品。该公司的产品主要销往中国国内。 

[10]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原名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前身是成立于

1928 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是中国最早的工学研究机构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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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曾命名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2001 年 8 月，根

据科研领域和科技发展目标的调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简称上

海微系统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学科领域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

与通信工程；学科方向为微小卫星、无线传感网络、未来移动通信、微系统技术、信息功能材

料与器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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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光梓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 2015年09月 1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 PATRICK YIN CHIANG，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信息技术、计算机硬件、电子元器件的研发，自有研发成果转让，并提供

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制作，销售自产产品；计算机系统集成的设

计、安装、调试、维护；电子产品开发；集成电路、芯片设计；计算机硬件、电子元器件的批

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进出口等。 

[13] 陕西源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01 月 28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张欣颖，公司经营

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研发、研制、生产、销售、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14] 格芯：格罗方德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Global Foundries)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硅谷桑尼

维尔市的半导体晶圆代工厂商, 成立于 2009 年 3 月。格罗方德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由 AMD 拆

分而来、与阿联酋阿布扎比先进技术投资公司(ATIC)和穆巴达拉发展公司(Mubadala)联合投资成

立的半导体制造企业。GLOBALFOUNDRIES 旗下拥有德国德累斯顿、美国奥斯汀和纽约州(建设

中)等多座工厂，员工总数约 18000 人，领导团队包括首席执行官汤姆∙嘉菲尔德(Dr. Thomas 

Caulfield)、首席财务官 Doug Devine、首席法务官 Saam Azar，首席技术官 Gary Patton 等。 

[15] 北京力通通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04 月 09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侯卫兵，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经营电信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运输代理服务；计算机维修；办公设备维修等。 

[16] 摩迅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09 月 06 日，注册地位于中国（上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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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法定代表人为陈乃军。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

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人

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

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销售；软

件开发；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7]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SmartSens Technology）是一家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设计

公司，专注于提供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产品。企业的主要产品方向是 CMOS 图像传感器集成

电路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芯片主要用于安防监控，汽车车载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企业推

出基于电压域架构和 Stack BSI 工艺的全局曝光 CIS 芯片。总部设立在中国上海，在中国上海、

北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18]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4 年 02 月 04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石明达,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集成电路等半导体产品，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上述商

品的进出口业务等。 

[19] 上海华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注册地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A 楼 666 室，法定代表人为王靖。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

目：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集成电路芯片

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上海华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1 家公司。 

[20] 青岛易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09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姜兆宁，公司经

营范围包括：智能照明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

硬件、通讯设备及配件、家居用品、装饰用品、照明用品、电气设备、电工电料、电器、五金

产品、电光源、照明器具、电器开关、家用电器、厨房卫浴洁具、家具家纺、智能家居产品的

研发、技术转让、销售及安装服务；照明系统的研发、设计、销售及咨询服务；货物与技术进

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类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类项目许可后经营）等。 

[21] 台湾永光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於 1972 年，主要从事化学工业-从事高科技化学工业

之生产、研发及内外销；在市场上， 永光化学名列世界五大色料厂之一，色料产销为亚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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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除稳健在色料产品发展外， 现今已逐步研发多元且高科技化学产品， 如特用化学、电

子化学、医药化学及奈米材料等。 

[22] 芯翼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03 月 01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肖建宏,公司经营

范围包括：信息科技、网络科技、通信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的销售，

系统集成，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23]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05 月 29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谢朋村,公司经营范围

包括：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仪表仪器、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与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等。 

[24] Microchip：美国微芯科技公司成立于 1989 年，美国上市公司。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是全球领先的单片机和模拟半导体供应商，为全球数以千计的消费类产品提供低

风险的产品开发、更低的系统总成本和更快的产品上市时间。 

[25] SK 集团(SK HOLDINGS)是韩国第三大跨国企业，主要以能源化工、信息通信为两大支柱产业，

旗下有两家公司进入全球五百强行列。 SK 及其附属机构在全球拥有 30,000 多名员工、 124 

个办事处和子公司。世界五百强排名第 57 位，年销售收入 808 亿美元。在 2013 年《财富》杂

志的全球 500 强排名上，SK 位居第 57 位。SK 集团的中国事业始于 1992 年中韩建交之前。SK

在中国员工超过 1 万人，业务区域遍布全国约 40 个地区。 

[26] 安徽安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汪良恩，公司经

营范围包括：集成电路及其应用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半导体分立元器件芯片、新型电子

器件的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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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应用材料公司是一家半导体和显示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成立于 1967 年，2020 财年

全年营收 172 亿美元，在 19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超过 110 个分支机构，全球员工 24000 人，拥

有 14300 个专利。1984 年，应用材料公司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客服中心，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

的国际芯片制造设备公司。通过长期参与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应用材料公司为半导体、先进

显示以及太阳能光伏制造行业提供设备与服务。 

[28] 特斯联是光大控股(165.HK）孵化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同时也是光大集团“三大一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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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新科技板块的代表企业。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应用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大的城

市级智能物联网平台，社区园区、公共事业、电力能源、零售文博等场景，特斯联智能化解决

方案，为政府、企业提供城市管理、建筑能源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等多场景一站式解决方案。

特斯联科技利用 AIoT（智能物联网）赋能新型智慧城市，已发展成为科技赛道的独角兽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