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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炳欣

中芯国际华为IMEC高通共同投资建立“新技术公司”

14纳米CMOS量产技术研发启航

深入持续支持创客创新

飞思卡尔的 IoTT 活动是去年在美国 ARM

TechCon上启动的，之后开始了三万两千公里的美

国旅程。今年，飞思卡尔将IoTT延伸至中国。大篷车

创造的移动IoT环境，汇聚了飞思卡尔以及其合作

伙伴的包括数据放大器、汽车ADAS、可穿戴、智能

家居和健康医疗等方面的演示，展示了从最小的微

控制器到最复杂的网络基础设施的覆盖广泛的解

决方案。并且，大篷车设有车载培训室，为创客和年

轻企业家提供物联网安全方面的培训课程。

飞思卡尔半导体亚太区市场营销总监曹跃泷

表示：“目前，社会上有创新想法的人很多，有些理

念也很好。可是这些想法往往不完整，也缺乏技术

手段和资金去实现。这些有创意的人，在落实创新

想法的过程中，需要技术支撑，需要投融资服务。

在国家倡导创新，营造创新氛围的背景下，半导体

企业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IoTT活动与社会上的

一般的创新平台不同之处在于，将给予更丰富、更

深入、更广泛的支持，比如大篷车上不同时期、不

同地点，都将有针对性的课程，使参与者获益。

IoTT 大篷车中国之旅计划于 2015 年 6 月从

深圳出发，途径福建、江苏、安徽、山东、辽宁、吉

林、黑龙江、浙江、湖北、陕西、四川、湖南、广东等

13个省份，停靠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大直辖市

及其他22个城市的核心站点及当地著名大学，并

将亮相重要的行业盛会。

物联网推全面解决方案

只要与物联网相关，所有数据大概都能用“庞

大”来形容：根据研究机构的数据，2010 年，全球

联网设备数量已经超过了全球人口数量，而预计

到2020年，全球将有500亿的设备联网，2025年这

个数字将达到1万亿。目前，物联网的关键是推广

应用。这与自动化、物流、定位、安防等领域巨大变

革相关，同时需要产业链的大力支持。

曹跃泷表示，飞思卡尔可以提供全面覆盖边

缘节点、网络和云计算的IoT解决方案。飞思卡尔

利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推动 IoT 安全标准的制

定，并推出 IoT 安全解决方案，面向智能汽车、智

能工业、智能医疗和楼宇自动化等应用。飞思卡尔

全面的IoT解决方案覆盖从ADAS驾驶员辅助系

统、车联网，到个人医疗健康，以至高能效基站解

决方案领域。

安富利电子元件亚洲总裁黄建雄也表示：“安

富利很高兴成为独家白金赞助商参与 IoTT中国

巡展活动。这次安富利在IoTT大篷车上展示12款

最新的物联网解决方案，例如：智能家居基于K60

网关的智慧家庭方案、智慧车载系统基于 iMX

的汽车娱乐系统以及智能手表方案等，并将在现

场与观众进行互动和交流。借助IoTT这一创造性

的巡展活动，我们将与各地的工程师近距离会面，

加强技术交流，推动IoT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汽车ADAS成新热点

飞思卡尔在汽车电子领域具有领先优势，以

前飞思卡尔汽车MCU产品线集中在车身电子、动

力总成、底盘安全等领域。现在，飞思卡尔公司加大

在汽车安全领域 ADAS的投入。由于汽车安全标

准、汽车电子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驾驶安

全需求不断增长，ADAS系统快速发展。ADAS可

以理解为辅助驾驶者进行汽车驾驶的电子系统，

它含有人机交互接口，可以增加车辆道路行进的

安全性。ADAS也是本次IoTT活动的主要方向。

根据 PRWeb 公司预测，全球 ADAS 市场在

2012年～2016年间将保持22.59％的复合增长率。

预计 2015年，ADAS中应用广泛的自适应巡航控

制、车道偏离预警和侧面物体探测三大技术，市场

价值将达到62.1亿美元。

在大篷车上，飞思卡尔展示了 360°全景监

测等 ADAS 产品。飞思卡尔 Qorivva MPC5604E

MCU通过快速以太网传输高分辨率视频数据，

可以提供 360°全景，中控处理器 I.MX6 可以对

数据进行处理。对ADAS来说，从自适应灯光控制

→车道偏离警告→通过摄像头进行目标识别→智

能前视/后视→（俯视视角），飞思卡尔都有相应的

MCU产品。

飞思卡尔IoTT

让创意走向深入

本报记者 陈炳欣

日 前 ，飞 思 卡 尔“Internet of
Tomorrow巡展–驶向智能未来”（以
下简称IoTT） 大篷车科技创新之旅在
深圳制汇节（Maker Faire）上正式启
动。IoTT大篷车将以深圳为起点，展开
为期9个月的全国26个城市巡展。自
从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
召，鼓励全国范围内高校在校学生、研
究生和社会研发人员开展新产品、新技
术和新服务的研发，以物联网为目标的
创意创新活动成为热点。飞思卡尔等半
导体厂商均推出产品、平台，结合各种
活动支持有创新思想的人们开展创新。

中芯国际董事长周子学透露，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大基

金”）对新技术公司的成立十分重视，对

新技术公司采取的研发创新模式十分支

持。大基金未来也将对新技术公司进行

投资，长期布局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

集成电路产业的健康发展，市场、资

金、技术、人才缺一不可。这些都是产业

发展的基础。目前的中国，这些条件正

在逐步具备。

2014 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达

2176.2亿美元，尽管这对中国IC企业是

一个压力，却也预示着巨大的市场空

间。在资金方面，随着大基金的成立，地

方政府也建立了一批以集成电路为方向

的产业投资基金。以前产业发展遭遇的

资金难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成立新技

术公司是对技术研发模式的探索，欢迎

国际资本和技术的进入，尤其是鼓励海

外公司技术入股，将结合国际资源加快

产业发展，避免重复技术研发，同时这也

意味着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生态环

境正在形成。

此外，技术研发还必将推动产业方

面的深度合作。楚庆表示：“华为的产品线

很宽，不同的产品线需要不同的合作伙

伴。华为的加入，对新技术公司给予了很

大的期待。它做得越好，将来双方合作的

机会就越多。”高通高级副总裁陈若文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新技

术公司的成立体现了高通‘植根中国、分享

智慧、成就创新’的发展理念。这次合作是

高通对中国市场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在中

国，高通将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对产业发

展做出贡献。”

有业内专家认为，目前中芯国际在28

纳米量产方面尚不成熟，估计这段学习

曲线时间不会太短。如今与 IMEC、高

通等合作14纳米，至少在IP方面减少了

嫌疑，但是还要保持清醒，正如IMEC总

裁所言：“IMEC会非常严格遵守出口控

制的规定，提供对14纳米工艺的支持。”

因此，保证 2020 年实现 14 纳米量产，中

芯国际的自身努力十分关键。“要追上代

工市场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去插队。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插队式的战略。”

市场观察公司 Future Horizons 的 CEO

Malcolm Penn评论道。

新技术公司这种联合国际尖端研发

机构，同时让无晶圆半导体厂商以股东

身份加入到工艺研发过程中的组织模

式，可以显著缩短产品的开发流程，加快

先进工艺节点投片时间。“《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了 2020 年

16/14 纳米工艺实现规模量产的目标。

中芯国际将有权获得新技术研发公司开

发的先进工艺节点量产技术的许可，这

些技术可以应用于中芯国际目前及未来

的各种产品中，或用于服务中芯国际与

其他公司的业务，从而带动国内集成电

路整体技术水平提高。所以，我们对在

2020 年量产 14 纳米是乐观的。同时新

技术公司还将尽快展开 10 纳米及以下

技术的研发，缩短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

间的距离。”俞少峰表示。

同时俞少峰还指出：“希望未来有更

多业者参与进来，业界公司、大学院校、

研究所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开充分合

作，进一步提升中国集成电路制造业的核

心竞争力。”

去年以来，三星、台积电、英特尔在先

进工艺上都取得较快进展，现已量产 14

纳米，并开始向 10 纳米挺进。中芯国际

28纳米量产取得进展后，中国集成电路与

国际水平仍然基本相差二代。不过随着

这些年的努力，中国集成电路的基础正在

变得更加厚实。一个成熟的工业产业就

像一座金字塔，如果说先进工艺是塔尖的

话，其他材料、装备以及各种 IP、工具就

是塔基。只有作为塔基的基础坚实才

能形成健康成熟的产业。中国为了追

赶国际先进水平，曾造成许多基础领域

的缺失，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特别是通

过重大专项的支持，已经逐渐把这个缺

失环节弥补起来，开始具备冲击国际先

进水平的实力。目前中芯国际将计划

跳过 20 纳米节点，直接进行 14 纳米的

开发与量产。

俞少峰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新技术公司目前以14纳米先

进逻辑工艺研发为主。14纳米CMOS量

产技术研发，大致可分预研和技术工艺

开发两个部分，IMEC将在预研阶段注入

先导技术，同时积极参加新技术公司的

研发工作；两大芯片设计公司也可以尽

早地参与到此后的技术工艺开发当中。

同时，研发将在中芯国际的生产线上进

行，全面面向实用量产技术。”

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副司长彭红兵指出：“新技术公司结合了

集成电路产业链上的制造企业、国际和

国内最主要的芯片设计企业以及国际知

名研发机构，实现了强强联合。”

俞少峰则表示：“新技术公司以资本

为纽带，组建股份公司，这在集成电路研

发的合作模式上是一个创新突破，即使

在国际上也属首次。它既整合了国际产

业链的上下游公司和国际尖端研发力量

等优势资源，又以资本为纽带，以股份公司

的形式固定下来，合作力度将得到大大加

强，可以有效打通产业链上的研发与生产

资源，发展先进工艺自主研发能力，同时积

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从而提升国

内集成电路产业的整体水平。”

华为副总裁楚庆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认为，新技术公司是顺应了国

际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作为整个

ICT 产业的基础，集成电路目前发展到了

一个关键点上。原有的产业链分工越

来越模糊，以前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各个

环节区隔明晰，Foudry、Fabless等各司其

职；然而随着摩尔定律走向极限，技术

工艺的突破已经不是任何一家企业可

以独立完成的事，这要求产业链上各个

环节的企业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技术研

发和工艺摸索。而新技术公司正是应

对这一发展趋势所做的一个有益尝

试。”楚庆说。

6月23日，中芯国际与华
为、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
（IMEC）、高通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投资建立中芯国际集成
电路新技术研发（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技术公
司”），开发下一代（14纳米及
以下）CMOS逻辑工艺，打造
中国最先进的集成电路研发
平台。新技术公司由中芯国际
控股，华为、IMEC、高通各占
一定股比。中芯国际首席执行
官兼执行董事邱慈云博士担
任法人代表，中芯国际副总裁
俞少峰博士担任总经理。

强强联合 创新研发模式 新技术公司以资本为纽带，组建股份公
司，这是集成电路研发合作模式的创新突破。

缩短学习曲线 14纳米2020年前量产 中芯国际将计划跳过20纳米节点，直接进
行14纳米的开发与量产。

完善生态 大基金亦将加入 大基金未来也将对新技术公司进行投资，
长期布局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

本报讯 扬杰科技 6 月 23 日公告

称，公司已签署《投资意向协议书》，拟以

自有资金认购Maple SemiconductorInc

发行的新股。投资完成后，扬杰科技将

持有Maple的22.68%股权。双方将加强

合作，优先采购对方产品，优先委托对方

加工和销售。

资料显示，Maple 是韩国半导体行

业中一家集设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的

IDM 企业，拥有 50 件以上的产品专利，

建有月产 1万片 8英寸芯片的晶圆工厂

和4英寸芯片线。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

和多年的品质经验积累，8 英寸芯片生

产线的产品良率维持在 95%以上，碳化

硅产品种类不断丰富。自创立以来，Ma-

ple的销售额和利润率逐年递增，2014年

Maple销售额约为4000万美元。

扬杰科技表示，公司与 Maple 的合

作，可以加强双方在技术、生产、销售等

方面的交流和协作，有利于完善公司的

产品体系，拓宽销售渠道，对公司拓展韩

国及海外市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

时，借助Maple在碳化硅领域丰富的研究

经验和研发成果，公司可以高效整合碳

化硅半导体领域的优势稀缺资源，加快

引进和吸收海外高端人才、技术与装备。

扬杰科技拟参股

韩国半导体企业Maple

本报讯 6 月 22 日联电宣布，其与

全球 IP 硅知识产权授权领导厂商 ARM

合作，基于联电14纳米鳍式场效电晶体

（FinFET） 制程生产的 PQV 测试晶片已

经 设 计 定 案 （tapeout）。 这 意 味 着

ARMCortex-A 系列处理器核心通过联

电高端晶圆制程验证。

此14纳米合作案延续自双方成功将

ARMArtisan 实体 IP 整合至联电 28 纳米

高介电金属闸极 （HighK/Metalgate） 量

产制程。

联电 14纳米 FinFET 制程技术验证，

是联电FinFET制程启动其他IP生态系统

的第一步，包括基础IP和ARM处理器实

体设计。联电 14 纳米 FinFET 制程，预计

于 2015 年 年 底 接 受 客 户 设 计 定 案

（tape-out）。

联电负责硅知识产权开发与设计支

援的副总王国雍表示，在联电准备向客

户提供 14 纳米 FinFET 制程之际，建立

强大的设计支援基础以强化14纳米平台

的整体效益是至关重要的。ARM 是先

进制程的IP全球领导供应商，公司很高

兴能够延续先前的成功经验，将 Artisan

实体IP以及Cortex处理器解决方案纳入

联电14纳米制程。

联电携手ARM

14nm测试芯片设计定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