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储产业竞争将再起波澜
中国企业的产品如果在性能、价

格，尤其是价格方面，无法与三星等
抗衡，必将影响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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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康

重点投入能源和社会

基础架构、电子零部件

从去年开始，东芝启动了规模空前的

产业调整，引发业界广泛关注。针对目前调

整的进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重点，东芝

电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田中

基仁表示，由于去年财务上的一个情况，东

芝进行了大的调整，东芝的Heathcare部门

和佳能已经有了非常深的接触，东芝可能

会将这个部分出售给佳能，白色家电也进

行了出售。今后，东芝将会集中战略资源重

点投入到能源和社会基础架构、半导体和

存储产品领域之中，以寻求新的增长。

半导体和存储产品属于东芝今后两大

主流业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将会继续加

大市场推广力度。另外，即使是在半导体及

存储这个领域内，东芝也进行了一个的调

整，比如去年退出了白光 LED 和 CMOS

SENSOR两个领域，将公司资源集中到存

储、分立器件、集成电路以及硬盘等领域之

中。未来，东芝半导体与存储产品将以工

业、物联网和汽车电子三大板块为主。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东芝的研发部门

还会根据社会需求，投入研发具有增长潜

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相信随着经营体制

改善、整体财务的改善，在不远的将来，东

芝还会宣布新的支柱产业。

愿意与中国存储企业

展开多种合作

在进行了产业调整之后，东芝在中国

市场的发展策略有哪些变化呢？对此，田中

基仁指出，中国消费者对东芝品牌相当熟

悉。从 1972 年开始东芝在中国开展业务，

到目前为止已经44年了，在中国东芝的员

工达到三万名。东芝电子（中国）占整个东

芝（中国）销售额的一半以上。东芝电子来

到中国也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当

中，半导体和存储产品作为东芝的支柱之

一，会继续在中国市场加大推广。

西部数据收购闪迪是业界关注的主要

话题之一。东芝是闪迪的重要合作伙伴，在

记者问到东芝对于此事的看法时，田中基

仁指出，西部数据收购闪迪尚未最终确定，

如果能够完成闪迪的收购，需要从两个方

面看待此事。一方面，全球目前只有东芝能

够提供全方位的存储产品，从普通闪存芯

片、到 SSD卡、到固态硬盘等。如果西部数

据能够完成对闪迪的收购，那么西部数据

也将会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全套存储解决方

案的厂商。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对东芝将有

一定的影响。另一个方面，东芝和闪迪在投

资、生产、制造、开发上面是共同合作的。如

果西部数据完成对闪迪的收购，那么闪迪

会有更加多的资金，和东芝一起积极的投

入到下一代存储设备之中。这对东芝今后

的发展又是有利的。

在谈到东芝存储芯片业务在中国的发

展时，田中基仁表示：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

广下，中国企业也积极加入到半导体存储

制造的行列中。我们非常欢迎中国的存储

厂商进入这个行业，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

的市场非常巨大，如果中国的厂商能够加

入，整个闪存，包括整个存储的供应量就会

大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开拓出更多

新的市场。东芝可以和中国企业有很多方

面合作，比如东芝接受OEM订单，可为这

些本土的厂商提供材料，由他们来进行生

产或者组合去供应市场。另外就是我们提

供闪存。这些合作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

以我们非常欢迎国内半导体存储的厂商大

力发展。最后还有一点要提出的是，众所周

知，闪存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包括三星、

东芝、美光、Intel都是这个市场上的主要厂

商，闪存市场需要每年不断投入高额的设

备投资，同时需要不断投入研发，目前世界

上能够进入这个市场的厂商十分有限。东

芝进行了长时间的高额技术和设备投资，

有信心在这个市场保持领先地位。

展示工业、物联网、

汽车电子新品

本届电子展上，东芝重点展示了工业、

物联网以及汽车电子领域的新产品和方

案。在工业领域，东芝展示的新品是采用下

一代碳化硅材料的 IEGT。根据东芝电子

（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野村尚司的介

绍，目前东芝可以提供从一千七百伏到六

千五百伏的高耐压的产品系列。

在汽车电子领域，东芝展示了应用于

ADAS 中的 ViscontiTM 系列芯片。在图像

辨识上东芝的产品和竞争对手相比，具有

更高精度优势。“图像辨识的关键在于算

法。东芝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图像辨识率算

法。这是我们其和它竞争对手相比最大的

优势。”野村尚司表示。

在谈到物联网数据中心采用SSD的话

题时，东芝半导体与存储产品公司技术市

场部总监吉本健指出，就全球闪存供应状

况来讲，智能手机用闪存增长率未来将相

对有限，但是数据中心用 SSD 的需求增长

很快，而且未来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有很大

潜力。特别是美国目前的 SSD 的普及率在

不断上升。中国数据中心的 SSD 替换还不

是十分显著，但是已经有一个数据中心为

了实现差别化竞争，开始采购更加昂贵的

PCIe接口 SSD，以提高它数据中心数据的

交换量和读取数据。今后数据中心肯定是

会转向SSD的。

存储器热要细思量存储器热要细思量

武汉“新芯”投资240亿美元启动存储器项目己引起全球的热议，加上紫光的存储器项目，虽然尚未正式落子，但
是它的计划几乎己成定局，投资近100亿美元，由紫光国芯操刀。如今又冒出台代工双雄之一的联电，它与福建泉州
合作准备迈入利基型存储器的代工行列。这样全球顶级公司，包括三星、英特尔、海力士，加上国内的武汉“新芯”、紫
光国芯，还可能再加上合肥的项目以及泉州联电的存储器代工，都聚集于中国。

业界关切的问题是全球存储器业自

1999年始，历经六次大的兼并与退出，厂家

数量越来越少，DRAM只剩下三家，包括三

星、海力士和美光（它于2012年兼并日本的

尔必达）；NAND 闪存方面有四组，分别是

三星、东芝/闪迪、海力士以及美光/英特

尔。尽管台湾地区尚有几家小厂，但由于实

力不济，或者依附于美光，或者转型代工。

存储业很久没有“新进者”出现了。

三星及海力士两家垄断的局面己经持

续多年，三星己连续 24 年称霸全球。2015

年的数据，韩国的 DRAM 及 NAND 全球市

场份额分别达到 73%及 43.7%。如果从存

储器的周期计，在 2001 至 2010 年期间，仅

三星和海力士两家盈利 80 亿美元，其他诸

厂累积亏损达 130 亿美元。反映出全球存

储器业的竞争十分激烈以及垄断格局己成

定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新建全球存储器厂再次聚集于中国？中国

应该上马建设多条存储器生产线吗？这对

于中国半导体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要发展存储器业是产业的需要，是

芯片制造业向上突破的重要一环。但是在

现阶段由于诸多结构性的矛盾尚未系统解

决，要避免“热点“项目不跟风上马是困难

的，尤其是不少地方政府的热情未减。

全球存储器业己趋成熟，每年 DRAM

及NAND销售额近750亿美元，至今尚未有

替代品出现。有报道称，目前 3D NAND

Flash 主流产品容量是 256Gb，单价约 10 美

元 ，相 较 于 传 统 2D NAND Flash 容 量

128Gb，产品单价仅 4～5 美元，3D NAND

Flash单位容量价格依然偏高。不过，随着市

场上大容量芯片货源快速增加，削价竞争战

火一触即发，一旦 3D NAND Flash 产品良

率与容量有效拉升，将快速取代传统 2D

NAND Flash市场。

如今3D NAND的热潮兴起，在三星带

领下，今年将成为投资的热点之一。

因此，除了国际大厂在中国独资建厂之

外，它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接近于客户，

瞄准未来中国的大数据、服务器及物联网等

市场以及希望地方政府能提供更多的优惠

政策与补贴。当然还有可能出现穿上“马

甲”的地方政府项目，它们的目的几乎差不

多——迎合地方政府的“需要”，基本上都是

拿中国人的钱来搞建设，自身很少出资。因

此必须密切关注未来项目的潜在风险。

中国半导体业的发展面临的问题十分

复杂，不向前走是肯定不对的，但是怎么走

得稳妥，少些弯路又显得是十分重要。

如今普遍的论点是，中国每年消耗全球

DRAM+NAND 的 30%～40%，约 300 亿美

元。因此上马几条存储器生产线也只能满

足需求的10%～20%。其实这样的逻辑是不

够全面与客观的，它可能会引发未来中国存

储器产能的过剩。因为市场没有国界，中国

处于全球化市场之中。只有中国生产的存

储器芯片能够产生销售额，有足够的利润才

是符合市场化规则的。如果产品在性能、价

格，尤其是价格方面，无法与三星等抗衡，产

品就一定会积压，中国的存储器生产线会面

临巨大的亏损，迫使生产线无法持续下去。

因此如今要上马存储器芯片生产线，从

产业发展的需要应该支持，但是现阶段理当

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投入，其它诸如紫光等

民营资本，它们的精神可嘉，值得敬重。然

而它们的一切投资行为要对股民负责，因此

是有约束力的。这里建议它们不一定非要

马上从芯片制造入手。至于许多地方政府

的项目，尽管都披上了“马甲”，但是由于这

些项目的风险实在太大，要投入的资金量很

多。之前我国台湾地区上马存储器的雄心

与条件相比大陆要强许多，结果也不能算成

功。因此现阶段中国存储器制造生产线只

能先由国家来主导开局，集中优势兵力取得

好的结果。

竞争激烈坚持是关键
顶级大厂聚集中国，对于我们肯

定是一个大挑战，至少在争夺人力资
源等方面对于我们十分不利。

另一个业界关切的问题是未來可能出

现的专利纠纷，及技术上的合作伙伴、人材

等问题。全球半导体业每年的专利纠纷不

断，专利技术互相交叉，试图躲避几乎是不

可能的，这也是半导体业的特征之一。观察

新芯反复强调它己与 Spansion合作，觉得其

可能尚存风险。因为 Spansion 可能拥有的

是NAND闪存中的trap型专利技术，有别于

传统的浮栅结构，但是在3D NAND中并没

有见到它的产品。

全球NAND供应商有四组人马：三星、

SK海力士、东芝/闪迪及美光/英特尔，其中

韩厂占比达43.7%。而在3D NAND方面，三

星一家的占比已达 40%，技术上遥遥领先，

西安三星厂生产3D V NAND，目前月产能

己达6万～7万片，今年计划扩充至10万片。

那些将处理器技术授权于中国厂商的

企业，这些策略并不陌生。如AMD在10年

之前就有所谓“转让技术”给北大众志，2014

年11月国内IT厂商华胜天成与IBM公司达

成合作，前者将消化和吸收 IBM 公司的

POWER 芯片技术，研发高端服务器产品。

但是这么长时间来，所谓“转让技术”未见有

太多的真实效果。

中国试图在3D NAND方面进行突破，

思路是先导性的。不管有没有技术合作伙

伴，也要昂首前行，关键在于如何开展工

作。其中，首先要选好领军人物。除了专利

问题之外，工艺技术的难度不小，如三星的

最新 3D V NAND，48 层，每层厚度仅 40 微

米。近期韩国媒体言，三星在技术上至少领

先中国有 3～5 年。存储器业的进步快，价

格下降是个杀手锏，是无法避开的。另外，

由于是国有体制下的项目，需要高强度的投

资，而且是持续的投资，相信能够在亏损时

期仍能坚持下去是十分必要的。

顶级大厂聚集中国，对于我们肯定是一

个大挑战，至少在争夺人力资源等方面对于

我们十分不利。另外，实际上中国市场是全

球化的，未来各类存储器产品在本土都有产

出，几乎没有差异化可言，所以我们并不占

太多的优势，未来的竞争会更加残酷与无

情。因此思想上要有清醒的认识，未来的竞

争是一场实力的较量，其中一定要少走”捷

径”，踏踏实实的循序前进。

之前暂时的落后如今要迎头赶上去，

尤如参加一场马拉松赛跑，中国不参与进

去是一点希望都没有。至于在短时期勇夺

第一或者第二尚不敢胡言，但是一定要鼓

足勇气、树立信心，尽最大的可能跑在前

列方阵中，把差距缩到最小。

本报讯 英 飞 凌 科 技 近 日 发 布 适 配

Kintex UltraScale 的电源开发板，该开发板

配备英飞凌带 PMBus全功能的数字负载点

（PoL）DC-DC 稳压器 IR3806x 产品。实现

该开发板设计灵活性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

是IR3806x系列出色的PMBus功能，而且电

路设计的相关配置可存储在该产品系列的

内部存储器中。此外，PMBus指令支持实时

控制、故障状态监测和参数遥测。

片上可编程 SupIRBuck 稳压器能为基

于FPGA的设计带来极大灵活性。因而，它

很 容 易 适 应 快 速 变 化 的 设 计 要 求 。

IR3806x SupIRBuck 稳压器在单一封装中

集成 PWM 控制器与 MOSFET。它占用空

间很小，并且每一路的电源效率都要高于

90%，在3～35A的全电流范围内纹波峰峰值

低于10mV。该稳压器支持高水平的系统电

源管理，并且极为坚固耐用。

尽管设计紧凑，但 IR3806 产品系列是

全集成式PoL稳压器，具备高级电源管理的

可编程性、裕度调节、时序控制和通过PM-

Bus 1.2实现的多路输出遥测功能。该开发

板包含支持嵌入式处理系统的所有功能。

这样，设计人员就能轻松设计和验证应用。

赛灵思误码率测试（BERT）通过严格

的代码测试显示误码情况。它使用了一系

列的串行收发器/接收器的最坏情况比特模

式。IR3806x系列表现出极高的电源性能：

零误码测试结果表明未导入任何模式下的

抖动噪声。 （万 林）

英飞凌推出FPGA电源开发平台

2016年受到智能手机、充电桩等需求

的推动，快速充电解决方案受到关注，成为

市场热点，类似“充电5分钟，通话两小时”

充斥于坊间。意法半导体大中华与南亚区

工业及功率转换产品部市场应用总监Da-

vid LUCCHETTI 介绍，电池管理芯片是

对电子设备的电池进行状态监测、充电管

理和安全保护管理的芯片，它可以通过充

电电流和电压的控制、电池使用安全保障，

达到快速充电的目的。

目前智能手机仍是快速充电应用的最

大市场，高通、联发科、TI、苹果、OPPO 都

在主导自有标准的快充方案。

David LUCCHETTI表示，ST 推出支

持高通快充平台 3.0 专用产品组合——

STCH02 配合 STQC30（SRK1000）来实现

高效能快速充电。STQC30可与 USB 3.0

协议相对应。与其他产品相比，STQC30

的封装更小，可设置电流分布，同时集成了

泄放电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围组件

的使用。在功能上，具有自适应过压保护、

低待机功耗以及小功率 3V 工作电压支撑

着STQC30高性能的充电功能。

对于快充解决方案来说，首要的需求

是安全，其次是维护电池健康状态和使用

寿命，最后是效率，也就是充电管理部分电

路的发热要低。所以，只是把充电管理IC换

成了一个大电流的选型，其实远远不够。一

个完善的快充解决方案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集合AP、电池保护板、电量计、充电管

理等多方面的技术诀窍才能形成安全、长

寿命、高效率、低发热的快充解决方案。

同时，STCH02+STUSB47再搭配意法

半导体的 MCU STM32 又是一个完美地

支持 USB Type-C 接口与供电的解决方

案。David LUCCHETTI 表示，2016 年以

来，配备 USB3.0 和 3.1 接口的设备将大幅

增长。据预测到 2016 年年底，配备 USB

Type-C接口的手机占比将达到12%。

这将开启计算设备电源管理的新时

代。因为通过 USB 进行供电最达功率可

以达到 100W。如何解决多外设管理、多

设备间相互供电，对电源管理将是一个

挑战。

David LUCCHETTI 表示，STCH02+

STUSB47 可 以 支 持 从 5V@2A 10W 到

20V@5A 100W 宽大的范围内进行供电，

很好地支持USB Type-C接口。

快速充电方案引市场关注

近来，东芝公司的受关注度非常之高，一方面是因为正在进行当中的产
业调整计划，包括将出售Heathcare和白色家电部门；与此同时，东芝又大举
投资半导体存储器，2016年度至2018年度投资额将达8千亿日元（近70亿
美元）。

东芝希望在存储等多领域

与中国企业展开合作

本报记者 陈炳欣

本报记者 陈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