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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康

全球代工红火，增长率几乎是

整个半导体业增长率的一倍。而

代工业利润中至少 80%以上被台

积电拿走。在此情况下引发新一

轮全球代工业大战几乎是必然的。

近期三星高调抢走高通的订

单，并宣布将代工部门从半导体事

业部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

部门，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反响。另

一条重要消息是，展讯推出 14 纳

米 8 核 64 位 LTE 芯 片 平 台

SC9861G-IA，除了颇为不俗的性

能之外，这款芯片最大的亮点在于

是由全球掌握最先进制造技术的英

特尔为其代工，而且采用的是英特

尔目前最先进的 14nm 制造工艺。

此外，格罗方德在成都建设 12 英

寸生产线，并扬言于 2019 年推出

22 纳米 FDSOI 工艺。这些消息都

显示，新一轮晶圆代工业的大战正

在酝酿。

台积电在代工领域

具优势地位

在新一轮激烈竞争中，全球

代工台积电独霸地位会改变吗？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是谁掌握

着最先进的工艺制程技术。理性

分析，英特尔可能走在最前面，

原因是英特尔每年的研发投入最

多，达 100 亿美元。不过，由于

全球工艺制程的定义不统一，各

有各的宣传口径，导致英特尔、

三星及台积电三家都认为自己能

“领先”。

经营模式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

要素。分析全球代工的态势，一要

务实，二要掌握代工业的要素，并

不是说谁的工艺技术先进谁就能称

霸。目前英特尔与三星仍然采用

IDM 模式，与代工的业态存在很

大差别，所以当三星转向代工的时

候，欲立即与台积电抗衡决非易

事，需要时间积累。分析 IDM 模

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尽可能把工艺

制程技术做到极致，二是产能扩

大，尽可能降低成本，把竞争对手

挤出去。而 Foundry模式，是给客

户提供一个工艺技术平台，在通

用性下实现多样化。因此要根据

客户的需求而推进先进工艺。这

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英特尔每年的

研发费用高达100亿美元，而台积

电仅20亿美元。

所以尽管竞争对手攻势汹汹，

但是台积电的优势几乎无法复制。

台积电从 1987 年成立至今已走过

30 年历程，它对于代工业内涵的

理解有着独到之处，也是竞争对

手们很难在短时期内就能超越的

原因。

具体来说，台积电采取纯代工

模式，不与客户争利；具有人才优

势，懂半导体的人不一定能做好代

工，这么多年来，台积电积累与培

养了许多代工的优秀人才，是竞争

者在短时间内无法达到的；具有服

务意识，特别是代工的服务意识，

它要从根本上站在客户立场去思

考，满足客户的 time to market及

time to money。同时，台积电的

客户来源广泛，2016年6月张忠谋

曾说，台积电能提供228种工艺制

程技术，为470个客户生产8941种

不同的产品。

看好三星

与中芯国际发展

多年之前，全球代工业台积电

与联电“双雄”称霸，如今这个格

局将改写。由于半导体业的推动力

发生了改变，由 PC 转向移动产

品，未来可能转向 AI、自动驾驶

及物联网等。

在产业新形势下，由于客户需

求的改变，导致代工业格外红火。

现阶段代工业中争抢的是两大客

户，高通与苹果。未来代工的大客

户将是谁，可能尚很难预言。可以

肯定的是，未来全球代工业中台积

电一家独大的局面短期之内仍然很

难 改 变 ， 但 是 随 着 三 星 、 英 特

尔、格罗方德，以及中芯国际的努

力追赶，台积电想要维持 2016 年

那种高达 59%的市占率，可能也

不容易。

全球代工竞争激烈，尤其是看

好三星及中芯国际。然而中芯国际

想要挤进全球代工的第一阵营中，

进入全球第三，任务还十分艰巨，

必须在先进工艺制程中，如 28 纳

米及 14 纳米等方面迅速有所突

破，扩大公司的市占率。

青海拥有国内第一条电子级多

晶硅生产线，这条由黄河公司建成

的生产线生产的“黄河水电多晶

硅”纯度符合集成电路应用，产品

质量达到国外主要电子级多晶硅生

产企业质量标准，填补了国内半导

体应用材料国产化的空白，打破了

国内市场长期由国外公司垄断的格

局，奠定了青海成为我国集成电路

材料生产基地的基础。

打破垄断

“电子级多晶硅是制备集成电

路的关键基础材料，也是《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确定的

发展重点之一。该产业具有技术门

槛高、市场高度垄断、盈利难度大

的特点。”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司

副司长吴胜武在座谈会上指出。

受到 10/7nm 高阶制程竞赛、

3D NAND快速发展和中国大陆兴

建多个 12 英寸晶圆厂的需求推

动，未来几年，硅晶圆缺货将是常

态。根据 Gartner 预测，2020 年全

球硅晶圆市场规模将达到110亿美

元。但从 2016 年的情况来看，包

括SUMCO、信越在内的全球前五

大硅晶圆供应商营收合计可占全部

市场的90%。

虽然我国多晶硅产量位居世界

第一，2016 年约为 19.4 万吨，占

全球总产量的 48.5%。但其中绝大

部分仅能达到太阳能级多晶硅材

料标准，国内也只有少数几家公

司能供应电子级多晶硅产品，且

主要用于半导体分立器件硅片生

产，大尺寸集成电路硅片用多晶

硅还是依赖进口。据记者了解，

中芯国际99%的硅晶圆采购于国外

企业，华虹宏力近 98.5%的硅晶圆

采购于国外企业。

“电子级多晶硅是国家发展集

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原材料，国内高

品质多晶硅缺口巨大，发展国产电

子级多晶硅需求迫切。”黄河公司

总经理魏显贵告诉记者。

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

套工艺》（02专项） 电子级多晶硅

材 料 研 发 工 作 的 黄 河 公 司 ， 在

2007 年开工建设了国内第一条电

子级多晶硅生产线，2010 年建成

投产。2011 年 11 月，黄河公司生

产的高纯电子级多晶硅开始由硅片

厂家进行质量评估。2013 年，电

子级多晶硅开始批量销售。

目前，黄河公司生产的电子级

多晶硅产品质量已经达到 02 专项

全部要求，年产 2500 吨电子级多

晶硅，已经连续4年销售量超过百

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10%，

还与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长期合作框架协议，成为目前

国内唯一一家实现半导体级硅料销

售且产品应用于集成电路行业的多

晶硅企业。

设计先进

黄河公司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

刘刚向记者指出，想要成功生产电

子级多晶硅难度很大，黄河公司采

用的是改良西门子法。

“攻克电子级多晶硅的关键首

先在于要采用领先的质量设计，产

品在进行设计时就按照电子级标

准；其次，要采用专用的材料和设

备，按照最高洁净等级规范进行施

工和检修；再次，要进行全面的质

量控制，使用覆盖全过程的质量标

准、全面质量控制点、取样系统、

中间产品评价系统和准确的检测分

析实验室；最后，实现完全环保和

闭路循环，多晶硅副产物综合利用

率达到 98%，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99%。”刘刚说。

为此，黄河公司进行了大量

的质量研究，主要集中在 9 个方

面，包括冷氢化和原料选择、精

馏去杂质和精细化控制、还原生

长工艺研究、尾气净化工艺和技

术、硅芯质量研究和改进、酸洗

工艺选择和优化、包装方式和材

料、运输方式研究和优化、客户

定制化产品等。

黄河公司还率先在国内建立了

完整的满足国际半导体材料与设备

协会 （SEMI） 标准的电子级多晶

硅产品检测标准、指标体系和检测

质量控制流程，并在 2012 年取得

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

可的检测实验室，成为国内首家通

过CANS认可的多晶硅实验室，也

是唯一按照 SEMI标准配置的多晶

硅检测实验室。

经过漫长的质量评估过程，

“黄河水电多晶硅”产品在 4~5 年

的时间内得到了下游客户对产品质

量方面的认可，“黄河水电多晶

硅”可满足用于生产 3~8 英寸重

掺、轻掺抛光片和外延片、12 英

寸抛光片等，与国外产品质量无差

异，累计销量已超过985吨。

继续提升

“黄河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核心

技术研发，以创新驱动引领未来发

展，不断提升国内电子级多晶硅市

场占有率，与大家一起共同推动我

国集成电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魏显贵强调。

目前，“黄河水电多晶硅”的

产品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

中氧含量小于 0.02ppma，碳含量

小 于 0.02ppma， 受 主 杂 质 小 于

0.03ppba， 施 主 杂 质 小 于

0.05ppba， 基 体 总 金 属 杂 质 小 于

2ppbw。从拉晶成晶率、导电型

号、电阻率、成型情况等参数上

看，与德国、日本知名多晶硅也基

本相当。

“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黄河

水电多晶硅在产品生产质量稳定

性和产能上还需要提升。” 刘刚

指出。

下一步，黄河公司将在质量指

标上，努力使产品质量满足 8~12

英寸集成电路硅片用多晶硅要求，

使质量指标中的施、受主杂质进一

步降低，体金属稳定控制、质量稳

定性控制在1ppwb以内，表金属杂

质控制在2ppbw以内；在质量稳定

性上，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批次间

稳定性，交付给客户品质更加均匀

和稳定的产品。

在 产 能 上 ， 黄 河 公 司 预 计

2018 年开始启动技改和扩充产能

计划，到 2019 年将年产能扩充至

3300 吨，到 2020 年实现区熔多晶

硅棒年产能 50 吨、集成电路大尺

寸用多晶硅年产能 2000 吨、分立

器件用多晶硅年产能 800 吨、高

效 太 阳 能 电 池 用 多 晶 硅 年 产 能

450 吨。

发展半导体产业

不应存在材料短板

全球半导体产业向亚太地区转

移是一个大趋势，加之中国政府下

定决心发展自主半导体产业的政策

形势，中国半导体在全球产业格局

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过去几

年中，全球半导体制造厂商几乎全

部进入中国大陆设厂。”孙哲仁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说是一个

难得的发展机遇。从集成电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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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哲仁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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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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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哲仁说。

同时，孙哲仁认为，当前正是

中国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突破的

有利时机。“从历史上看，每一次

市场转移都为配套产业的发展带来

了机遇。当下全球一流的半导体制

造商和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制造企业

在技术与产能上进行扩张，必将带

动本土材料技术的发展。与国际

一流客户在地域上的亲近以及良

好的服务体系无疑为本土材料企

业协同客户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

机。关键是制造企业要有自信，

能够控制自己的工艺条件，发展

自己的研发能力，而不是为了追

求短期的高良品率，一味采用国

际厂商提供的通用材料。同时，

本土材料企业应能够及时填补需

求，供应高性能的产品。”

重点推进

化学增幅型光阻剂

光阻剂作为一种光敏材料，在

集成电路、LED、封装等领域有着广

泛应用，特别是由于它运输贮存的

特殊性，有着更迫切的本地化配套

需求。

针对光阻剂产品的技术趋势，

孙哲仁指出，随着半导体元件朝多

芯片整合趋势发展，晶圆级封装及

3D等高阶应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也是材料厂商积极抢进的市场。与

目前成熟工艺采用的传统 DNQ光

阻剂相比，化学增幅型光阻剂在感

光度、分辨率与技术门槛等各方面

的效能都更为优异。客户利用既有

的曝光设备就能有效缩短曝光时

间，显著提升产能。目前高端芯片

市场已经逐渐朝化学增幅型光阻剂

转移。这是永光非常重视的市场，

已设置了完整的验证与生产检测系

统，以进一步强化品质。

具体到重点推进的产品，孙哲

仁表示，永光化学电子化学事业处，

历经十多年的研发技术精进，完整

布局半导体工艺 G-Line、I-Line光

阻剂的产品线，成功地供应晶圆

厂。近年推出晶圆级封装与系统级

封装所需的化学增幅型厚膜光阻

剂，已陆续推广到封装厂以及穿戴

式设备供应链中，相对应的产品包

括应用于晶圆制造的离子植入层与

保护层的 EPG 系列光阻剂、EPI 系

列（含高分辨率）光阻剂；应用于IC

封装的 ECA 系列（化学增幅型）厚

膜光阻剂、EPG 系列传统正型光阻

剂、ENPI 系列负型光阻剂；应用于

可挠性显示器与 Film Sensor制造

的FSR系列光阻剂、DFR系列乾膜

光阻剂。

大陆厂商可以尝试

FD-SOI路线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有多条 12

英寸生产线规划，其中多数将走

FinFET 路线，但也有选择 FD-SOI

路线的。针对中国发展FD-SOI工

艺路线的机会，孙哲仁认为，这不是

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情况。半导

体制造厂商完全可以尝试FD-SOI

路线。对于设计公司来说，也希望

有多种选择。

同时，SOI 工艺具有一些技术

上的优点，比如减少寄生电容，提高

器件频率；与体硅相比，SOI器件的

频率提高 20%～35%；由于减少寄

生电容，降低漏电流，SOI器件的功

耗下降 35%～70%；消除了闩锁效

应；抑制衬底的脉冲电流干涉，减少

软错误的发生；与硅工艺相容，可减

少13%～20%的工序等。（陈炳欣）

代工大战改变台积电独霸地位？

本报记者 刘静

永光：

向化学增幅型光阻剂转移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的助力下，近年来中国
大陆在半导体领域进行了大规
模的投资，主要项目包括长江
存储投资建设 12 英寸存储器
基地；中芯国际投资近千亿元
在上海新建 12 英寸 Foundry
厂；华力微启动二期12英寸高
工艺等级生产线建设项目等。
根据 SEMI 的估计，全球将于
2017 年～2020 年间投产 62 座
半导体晶圆厂，其中26座设于
中国大陆，占全球总数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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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反映得特别明显，而要想做
强半导体产业，完善产业链、避
免明显短板是必不可少的功
课。为此，记者采访了永光化学
电子化学营业处处长孙哲仁，
针对中国大陆未来在关键材料
领域应当采取的发展策略，以
及光阻剂等关键半导体材料的
技术趋势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黄河公司：

助青海打造集成电路

材料生产基地

“青海坚定不移打造千亿元新材料产业链，努力把集成
电路产业做大做强，力争使我省集成电路材料产业发展走在
全国前列。”5月24日，在由中国半导体协会、青海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主办，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司）承办的“集成电路硅材料产业
发展座谈会”上，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黎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