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长：卢山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8层 邮编：100048 每周二、五出版 周二12版 周五12版 零售2.10元 全年定价198元 手机报全年定价122元 广告部：010-88558848/8808 发行部：010-88559660/8777 京昌工商广字第0009号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半导体评选特刊8 2017年3月21日
编辑：陈炳欣 电话：010-88558829 E-mail：chenbx@cena.com.cn

本报记者 陈炳欣

伴随着智能手机终端市场的成

熟，触控芯片的竞赛已开始从过去只

要“物美价廉”的赛局，过渡至积极在

产品竞争力上寻求新的突破。支持全

高清内嵌式（In-Cell）IGZO面板的单

芯片 TDDI 的突破性被业界广泛看

好，有望成为市场焦点。

根据调研机构 IHS 的预测，2015

年移动手机用触控面板年增长10.9%，

达 14 亿件，其中内嵌式 TFT LCD 面

板年增 52.8%，估计占全部付运量约

21.9%。预计2015年~2020年的内嵌式

TFT LCD 面板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将

达41%，是增长最快的触控技术。

日前，晶门科技与南京中电熊猫

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了

“全球首枚”支持全高清（1080×1920）

内嵌式IGZO面板的单芯片TDDI。该

方案整合触控感应及显示驱动于一单

芯片，解决了多种技术挑战，包括在

16.6ms或 1 个显示帧内实现 120Hz的

触控报点率、实现高信噪比（超过

52dB）的触摸感应、支持超低功耗（少

于 2.6mW）睡眠模式低频触控扫描、

实现良好的触控线性度（中心点达±

0.5mm）、于多元运作环境及面板作触

控数据处理、窄芯片实现窄边框显示

屏设计等。

晶门科技的单芯片TDDI具备一

系列集成创新优势：一是高信噪比，实

现优越的触控表现。实现高效多点触

控及超快触控反应，支持触控报点率

达 120Hz；并能于分时段处理显示信

号及触控感应，进一步减低因显示信

号所产生的触控干扰，缩短滞后时间。

二是在睡眠模式实现超低功耗，延长

电池寿命。支持睡眠模式，即显示屏关

掉的状态下，进行低频触控扫瞄，促使

以最低功耗感应动作及唤醒功能。在

睡眠模式下，5.5英寸显示屏只需少于

2.6mW功耗便能感应手势。三是内置

手势设定，提升用户体验。我们的

TDDI 解决方案预设了 14 个触控手

势，并可自行更改功能设定。在智能手

机上画“W”，可唤醒手机并进入网页

浏览器；而画“M”即可直接进入主画

面。用户更可自行制定与指定功能相

关之个人化手势。这些便捷功能提升

了用户操作手机时的体验。四是显示

鲜艳色彩。可驱动全高清面板，显示

16M 鲜艳色彩。五是实现轻薄设计。

模块设计纤细紧凑，实现窄边框显示

屏设计，有助客户生产更薄、更轻和更

时尚的智能产品。六是支持触控笔、具

卓越的带水触摸和校准能力。

晶门科技的TDDI可以为面板及

智能手机制造商提供更佳的成本效

益；有助客户设计更薄、更轻和更时

尚，并具有更佳触控和显示效果和更

长 电 池 寿 命 的 智 能 产 品 。TDDI 由

2015年11月开始量产短短一年间，已

累计付运超过1000万颗。

晶门科技是领先的国际半导体公

司，专门设计、开发及销售专有集成电

路芯片，覆盖全面的显示技术，产品广

泛应用于各类智能产品，是国际显示技

术领域的先驱，致力于为提升国内在新

型显示方面的整体竞争力作出贡献。

伴随全球半导体产业向亚太地区转移，

中国半导体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与价值正在

不断提升。这一点从刚刚召开的“SEMI-

CON China 2017”火爆程度上可以一窥端

倪。不过目前中国的“半导体热”尚属投资拉

动型，实际的产业发展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仍

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材料与设备上的差距特

别明显。正如中芯国际董事长周子学在主题峰

会上指出：“我们还很弱小。一个在全球前二十

大半导体企业没有企业入围的国家，怎么敢称

在半导体行业是有竞争力的呢？”

建立产业生态支撑体系

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提升。根

据“2017 中 国 国 际 半 导 体 技 术 大 会

（CSTIC 2017）”上中芯国际CEO邱慈云的

介绍，从2000年以来，全球半导体市场都在

稳步增长，当中尤其以中国半导体的成长态

势最为显著，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日

益提升。在 2000年的时候，中国半导体市场

只占全球份额的7%；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

字则变成了30%；在刚过去的2016年，全球半

导体市场总额高达3530亿美元，而中国半导

体市场占了其中的45%。到了2020年，中国半

导体市场占全球的份额将会高达47%，而届

时全球的总额也会增加到4340亿美元。

尽管预测的数据十分乐观，但是中国半

导体还是要面对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国际竞

争挑战增长、缺乏有经验的人才资源和产业

生态系统亟需完善等，其中最关键的是上游

材料与设备严重依赖海外市场。

“中国半导体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产业链

上存在短板，包括材料在内的配套产品大量

依赖进口，本土企业不能提供有效支撑。”永

光化学电化营业处处长孙哲仁此前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半导体

行业整体发展情况来看，制造业仍然是全行

业的龙头，没有制造，其他环节也很难做好，

把制造业做大，实际是给材料行业提供了市

场。但是光有制造业又是不足够的，集成电

路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有适当的产业环境，

需要有完善的生态体系。”

家登精密工业股分有限公司营运长兼

发言人沈恩年进一步指出：“一个相对完善

的产业生态支撑体系，对制造企业参与国际

竞争也是非常有益的。供应链的本土化，不

仅在制造成本的控制上、快速及时的响应上

十分有利；更重要的是，只有为制造企业量

身打造的半导体材料，才能保证工艺制程具

有独特性，才能保证产品性能的最优化。”而

目前，中国制造企业仍然大量采用日韩等国

外厂商供应的材料，这不利于自身技术的发

挥，也不利于培育本土设备材料等配套企业。

好在从“SEMICON China 2017”的情

况来看，这一状况正在得到缓解，国内主要

的制造、设备和材料公司，如中芯国际、华虹

集团（华虹宏力与华力微电子）、武汉新芯、

北方华创、中国电科集团、新昇都在展会中

亮相，展出了最新的技术与产品，显示出了

良好的发展态势。

支持国内上游企业合纵联横

既然市场给了中国半导体发展的机遇，

从国家层面应当给予设备材料等上游企业

哪些支持呢？对此，上海兆芯集成电路有限

公司副总裁傅城指出，当前全球半导体设备

企业集中化趋势十分明显，关键核心设备提

供商不超过 10 家。我国这些年来扶持发展

了一些设备企业。这些企业当前阶段，首要

立足的仍是国内市场。过去十几年中国内半

导体设备市场其实并不大，在 2015 年以前

基本上每隔2～3年才会发布一家12英寸或

8英寸项目。这样的市场规模，很难喂饱一家

规模设备企业。现在随着多个大型项目的发

布，至少从市场层面规模在扩大，如果每年

启动 3～4 条生产线的建设，并保持这种成

长速度，相信 3～5 年后支撑起 5～6 家国内

设备企业是有可能的。前提条件是有一定的

政策倾斜。比如规定在符合设备规格条件的

情况下，要至少有一半设备从国内供应商采

购。这样就会给国有设备厂商一个成长的机

会。设备厂的成长需要有适当的商业环境，

资金、人才、技术的积累都需要一个过程。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首席战略官张国铭认为：“20世纪以

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半导体装备业

已经涌现出了几家技术与规模兼具的先锋

企业，完全有能力担当起行业领头羊的角

色。过去中国半导体设备产业给外界的整体

印象是‘小、弱、散’，新的发展形势下，国内

设备商有必要，也具备了通过合作、整并提

升整体实力的条件和契机。国之重器在精而

不在多，即便是荷兰、美国、日本这样的半导

体装备发达国家，设备的代表性厂商也不过

1～2 家，这是国际同行给予我们的经验启

示。另外，通过整合并购打通的供应链、客

户、渠道和人才团队也是提升和改善‘小、

弱、散’的有效途径。所以，国家应该鼓励和

支持国内装备企业的合纵联横，以龙头企业

为先锋，打造中国半导体装备的国家舰队。

在此基础上，鼓励中国企业的出海并购也是

打造国际化的中国企业的捷径之一。在不懈

强化自身实力的同时，国家应大力支持装备

类的战略型企业寻找海外优质标的进行整

合并购，并在资本运作、外汇支持、政策审批

等方面给予特殊通道的灵活机制。”

“此外，目前国产设备仍处于追赶阶段，

企业规模和融资能力有限，要想加快追赶速

度，需要国家继续加大科技研发资金的支持，

在当下以资金换时间。同时，半导体装备业也

是人才密集型产业，需要多学科的高端人才

支撑，我国对这方面的人才供应缺口很大。因

此，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大微电子等相关学科

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加强官、产、学、研

的紧密合作，如此，不仅能为企业技术发展提

供源头上的智力支持，而且也将为企业培养

出大批的实用型人才。”张国铭表示。

目前，汽车产业对芯片的需求持续强
劲，成长率高于其他应用领域，主要原因之
一是汽车日益增加的联网与自动化功能来
自于越来越多的半导体元件；而汽车产业对
芯片需求，相较于其他产业也较稳定，因为
其产品设计与量产周期较长。未来的智能汽
车将具备越来越多的功能，通过集成的汽车
解决方案平台支持 3G/4G 连接、车载通信
（蓝牙、Wi-Fi、AllJoyn、Miracast）、信息娱乐
系统、多屏多媒体，以及增强的语音和应用
支持。而像车载导航、娱乐系统、驾驶辅助、
安全信息备份，以及车载系统的软件应用
等，均需要一定的数据缓存空间来支持其正
常运行。

汽车的闪存技术也是如此，旨在提高车
载系统智能化、网联化程度，并提供高容量
的数据存储空间，以及对行驶数据的实时收
集和分析功能。比如随着高清地图、车载行
车记录仪等功能的逐渐普及，数据的存储需
求将会大幅度增长，存储器在汽车中的应用
会越来越广泛。因此，汽车内部越来越多的
互联功能，将为汽车闪存带来更多的市场需
求。尤其是未来的自动驾驶等功能，每秒将
会产生1GB的数据流量，届时，汽车的角色
就如同一个移动的网关，不仅具有数据的自
动采集功能，还具有相应的算法对这些数据
进行分析并传输至其他车辆，汽车存储需求
也将不断增长。

半导体制造的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以
14纳米晶圆工艺为例，几乎是头发丝的1/
5000，全部流程需要1100个步骤。在如此精
密的半导体产业中，需要智能制造和完善的
软硬件配套服务，提升生产效率。半导体制
造所需的材料、配件、工艺服务十分繁复。需
要整合上下游客户、供货商，方能打造出兼
具弹性与效率的服务平台。

家登精密以载具产品及机台设备领域
切入半导体制造领域，定位为“全球关键材
料创新技术的整合服务商”，全方位朝向自
动化软硬件产品发展。在光罩传载方面，深

耕既有市场，紧跟极紫外光微影制程拓展脚
步，主推极紫外光光罩传送盒（EUV Pod）；
在晶圆传载方面，开发新市场，以领先技术
抢入12英寸晶圆市场，主推12英寸FOUP。
在机台设备方面，开发新客户，拓展代理代
工领域，同时与策略伙伴携手，进入滤芯／
晶圆／O-ring等耗材市场。

随着中国大陆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投资
的快速增长，家登精密以“制造服务业”自
许，也将加快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步伐，投
资南京，在服务台积电南京厂的同时，辐射
中国大陆地区的其他半导体企业。

紫光展锐致力于移动通信和

物联网领域的 2G/3G/4G 移动通

信基带芯片、射频芯片、物联网芯

片、电视芯片、图像传感器芯片等

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产品覆盖手

机、平板、物联网、智能可穿戴、导

航定位、摄影成像、数字电视等领

域的海量终端市场，可为全球客户

提供一站式的交钥匙解决方案。

点评：在全球市场拉动及国家
行业推进战略引导下，紫光集团确
立了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主导，向泛
IT、移动互联、云计算与云服务、

存储等信息产业核心领域集中发
展的战略，于 2013 年收购展讯通
信，2014年收购锐迪科，并于2016
年将两者整合为紫光展锐。目前紫
光展锐拥有 5000 多名员工，其中
90%以上是研发人员，并在全球设
有16个技术研发中心及7个客户支
持中心。未来，紫光展锐将持续在资
本+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加大在
移动终端、5G通信、泛物联网、信息
安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研发投
入，力争在5年到10年内做到全球出
货第一的世界级芯片设计企业。

紫光展锐：致力成为世界领先设计企业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中国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CEC） 整合旗下集成电路企业

而组建的集团公司。2014年名列

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前三名。

华大半导体肩负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快速升级、完成IC设计产业向

高端转型，不断提升综合竞争能

力，致力于保障国家基础信息网

络安全和重大应用行业的自主可

控，打造世界级集成电路企业的

重任。

点评：华大半导体已经对旗

下部分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改组，
经营管理上实现与下属企业的对
接，部分的业务已经进行了实质
整合，减少重复投入，扩大市场
协同。华大半导体推动了华大电
子对华虹设计的整合，夯实了公
司在智能卡领域中国第一、国际
第四的地位。

在国家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
业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的
背景下，将两者的结合作为自己的
重要战略方向，既是华大半导体的
发展机会，也是作为央企的责任。

华大半导体：推进IC产业转型升级

瑞萨电子是全球领先的微控

制器（MCU）和高级半导体解决方

案供应商，产品包括微控制器、

SoC 解决方案和各种模拟与功率

器件。从 2013 年开始，瑞萨电子

展开了一系列“机构改革”行动，以

求改善经济效益，提升运营体质。

中国市场成为瑞萨电子2016年发

展中的一个亮点，在公司整体营业

额中的占比持续提高。

点评：瑞萨电子凭借自身在汽

车电子、工业、家电及办公自动化
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为客户提供
便捷的解决方案，节约客户成本，
缩短产品的开发和上市时间。在
中国市场上，瑞萨电子主要聚焦四
大应用领域：消费电子类、工业类、
有线（互联）类和汽车类。瑞萨电
子在这个市场有着大量产品线。
除了这些市场之外，瑞萨电子也非
常看好物联网的发展前景，未来将
在这个领域重点发展。

瑞萨电子：中国市场成为业绩亮点

兆芯成立于 2013年，是国内

领先的芯片设计厂商，也是国内

仅 有 的 掌 握 中 央 处 理 器

（CPU）、 图 形 处 理 器 （GPU）、

芯片组 （Chipset） 三大核心技术

的公司。其中，兆芯自主研发并

量产的中央处理器 （CPU） 基于

国际主流的x86架构。

点评：尽管近年来移动终端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不少的风
头，但是 2015 年个人电脑销量

仍达 2.89 亿台，PC 处理器仍然
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此外，服
务器、数据中心对中央处理器的
需求更为巨大，发展自主 CPU
势 在 必 行 。 兆 芯 ZX-C 采 用
28nm 制造工艺的处理器，主频
可达 2.0GHz，产品已经在 2015
年 4 月量产。2018 年，兆芯将推
出主要面向服务器市场的高性
能处理器。主打大数据服务器
市场。

兆芯：发展国产中央处理器

专家观点

随着半导体产品设计与工艺复杂度的
提高，测试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特别是对
于产线测试设备来说，用户持续追求降低测
试成本、更快速的测试、更精准的测量。

随着 IC 制造商不断引入创新工艺以
及减小器件尺寸，他们需要确保这些变化
所带来的额外复杂性不会影响IC的长期稳
定性。随着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半导体制造
商必须在提高所采集和分析的数据可靠性
的同时降低测试成本。

在需要以更低成本获取更多数据时，许
多可靠性工程师发现他们无法使用传统的
可靠性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问题，因此转
而使用灵活、可扩展的模块化解决方案来满
足其需求。

半导体技术的进步往往会推动对成本

高昂的新型独立式测试设备的需求，而这
种设备很容易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被淘汰。所
有公司都在努力降低PMIC测试系统的成
本、尺寸和占地面积，而要在这些需求中作
出最佳权衡却非常困难。

借助半导体测试系统(STS)，Integrat-
ed Device Technology(IDT)公司能够测
试各种设备类型，同时维持高测试吞吐量和
可扩展性，来满足未来的性能需求。NI基于
PXI的系统包含了高性能测量单元（SMU）、
示波器、任意波形发生器和数字仪器，专为
满足PMIC验证、特性分析和生产测试的各
种直流和交流测量需求而设计。借助模块化
PXI解决方案的灵活性，工程师可升级特定
硬件和软件组件来满足未来需求，而无需花
费大代价来更换整个系统。

中国半导体仍然弱小

产业生态体系亟需完善

晶门科技：TDDI芯片

支持全高清In-CellIGZO面板

家登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长兼发言人沈恩年

打造兼具弹性与效率的服务平台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健忠

半导体测试需要更低成本、更加快速

美光科技嵌入式产品事业部市场副总裁Kris Baxter

车用电子成拉动半导体增长主要市场

2016年度（第十二届）最受中国市场欢迎半导体品牌

中国电子报编辑选择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