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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化进程取得一定突破的

情况下，如何让发展来之不易的国

产半导体设备业得到持续发展，逐

渐成为国产设备业关注的重点。

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产品的价格问题。目前，国内半导

体设备厂商存在低价竞争的状况，

一些用户企业在面对国产设备厂商

时，也会尽量压低价格，国产设备仿

佛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低价。

对此，盛美半导体董事长兼

CEO王晖指出，半导体设备制造是

一个门槛很高的行业，不仅技术高

度密集，厂商需要掌握严密的 IP，

而且产品售出之后还有大量后续服

务需要做好。

如果售价被压得过低，势必会

大幅压低设备企业的利润空间。短

期内用户企业虽然可能获利，但是

势必会影响到后续服务的进行。而

且，设备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企业

必须保证对每一代技术的持续跟

进，才能保持技术的领先性。这就

需要企业持续进行投入。然而，如

果获利过低，将导致企业无力跟进

技术的进步。

王晖认为，对于国产设备业者

来说，最佳的解决之道就是做产品

的差异化技术开发，而不是仅凭低

价格来争取订单。

“面对同一个应用，同一个技术

挑战，你要比大公司做得好，就要寻

求差异化的解决方法，否则很难超

过大公司。”他说。

在王晖看来，从技术创新的角

度，小公司未必会输给大公司。反

而因为小公司具备灵活性及高效

率，更容易做出突破性的技术。以

点带面，从点上取得突破，方是国产

设备企业长期持续的成长之道。

本报讯 “我们相信骁龙 820

是提供VR体验的最基础门槛，低

于骁龙 820 的配置就不适合支持

VR 体验了。”在上海举办的 2017

世界移动大会上，高通产品管理高

级总监Hugo Swart向记者说道。

高通将 VR、AR、MR 融合在

一 起 ，称 为 扩 展 现 实（eXtended

Reality，XR）。Hugo Swart 向记

者指出，XR将改变我们的娱乐方

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就医方式

等，并将由移动端驱动发展。“我们

相信在未来，移动计算肯定会从手

持端扩展到头戴端。”

高通未来的 XR 策略主要包

括四大方面：首先是芯片，即骁龙

800系列移动平台，目前最顶级的

是骁龙 835；二是软件发展路线

图，包括专门的 VR SDK；三是

HMD 加 速 器 计 划 ，面 向 硬 件

OEM，帮助其以最少研发、最快速

度实现产品商用；四是在XR行业

中与生态系统的关键合作伙伴进

行合作。

高通已宣布的 HMD 计划合

作伙伴包括歌尔、创通联达、Leap

Motion 等。在本次的 MWCS 上，

高通又宣布与博世、OmniVision

和 Ximmerse 成为新的合作伙伴。

其中，博世将提供惯性传感器（in-

ertial sensor）支持；OmniVision 将

提供摄像头传感器支持；Xim-

merse 将提供远程控制器（remote

controller）支持。

据记者了解，采用骁龙800系

列移动平台的 XR 产品已经有 20

多款，还有20多款正在研发中，包

括智能手机和独立式设备。其中

包括今年 1 月发布的 ODG R-8

和R-9移动AR/VR智能眼镜，这

也是首款搭载骁龙 835 移动平台

的 XR 产品。另外，搭载骁龙 835

移动平台的谷歌独立式 VR 头盔

也正在研发中。在中国，高通和暴

风、酷开、爱奇艺、Pico和微鲸等合

作发布了VR一体机。（刘 静）

骁龙820提供VR体验最低门槛

本报讯 上海硅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The National Silicon In-

dustry Group，NSIG）7 月 6 日 宣

布，已聘请美国 MEMC 电子材料

公司（半导体和太阳能硅片制造

商）前首席执行官Nabeel Gareeb，

致力于建设材料生态体系，支持中

国半导体产业的成长。

总部位于上海的 NSIG 成立

于 2015 年 12 月，作为中国一家得

到政府支持的材料集团，NSIG 目

前 投 资 控 股 或 参 股 了 Okmetic

（200 毫米及以下硅片）、新傲科

技、Soitec（SOI 片）和新昇半导体

（300毫米硅片），其两个最大股东

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和上海

国盛集团。

NSIG董事长王曦院士说：“我

们很荣幸能够得到 Gareeb 的协

助，在中国建设更加紧密的产业

链，尤其在材料领域。尽管 NSIG

成立仅 18 个月，我们坚信在 Ga-

reeb 先生的领导下，NSIG 能够在

较短时间内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

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NSIG 副董事长、华芯投资副

总裁任凯先生说：“我们很高兴由

Gareeb 来领导 NSIG 的发展，支持

建设中国的材料生态系统。我们

将继续大力支持 NSIG 的独特使

命，加速推进已经开展的工作。”

在任职 MEMC 之前，Gareeb

是国际整流器公司的首席运营官。

Gareeb 表示：“过去几年我从

事一些私人工作，现在我决定重新

回到公众领域，再次创建能够自我

发展的企业。综合考虑客户需要、

人才队伍以及前期资金募集等因

素后，我认为 NSIG在中国大陆蓬

勃发展的半导体产业中占据了非

常有利的位置，我十分愿意来帮助

它成长。举例来说，为建设材料生

态系统，NSIG 首先聚焦于发展硅

片，将投资建成每月几十万片 300

毫米硅片的产能，并取得独特市场

地位，而这一时期全部硅片产业都

预期达到100%满产。这个产能只

是一个起步，最终我们将实现月产

100 万片 300 毫米硅片，以满足中

国和全球的市场需求。”（耀 文）

上海硅产业集团聘请MEMC前CEO

低价不应成为国产半导体设备的基因

在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
造装备及成套工艺专项（简
称“集成电路专项”）以及其
他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推动
下，近年来我国半导体设备
产业取得较快进步，部分关
键设备从无到有，实现了与
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同步发
展。同时，部分国产设备进
入大生产线，在产业化进程
上取得突破。在此情况下，
如何让产品在推向市场的过
程中获得合理的利润，以利
持续发展，成为国产设备厂
商关注的重点。

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提升存挑战
在2020年之前，90～32纳米工艺设备国

产化率达到 50%，实现 90 纳米光刻机国产
化，封测关键设备国产化率达到50%。

“集成电路专项”加速产业整体布局
在关键装备和材料方面，我国从无到

有，大部分产品水平达到28纳米，部分产品
进入14纳米，被国外生产线采用。

用产品差异化取代低价竞争
国产设备业者应做产品的差异化技术开

发。以点带面，从点上取得突破，方是国产
设备企业长期持续的成长之道。

中国半导体行业要想实现从跟

随到引领的跨越，设备产业的成长

是重要环节之一。但是半导体设备

行业却存在技术难度大，进入门槛

高的特点。目前为止，我国半导体

设备领域仍然存在着国产化率较低

的问题。

对此，半导体专家莫大康指出，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半导体设

备企业开始把工艺能力整合在设备

中，让用户买到设备就能保证使用，

并且达到工艺要求。因此有“一代

器件，一代设备”之说。这是半导体

设备如此昂贵的原因，也是国内企

业面对的极大挑战。

此外，一台设备从研发、样机开

始，必须经过大量硅片通过等工艺

试验，才能发现问题，并进行改型。

这样的过程要重复多次，改型多次

后才能最后定型。另外，出厂前还

要经过马拉松试验，测算平均无故

障时间等。

这对实力尚弱的国产设备厂商

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SEMI中国区总裁居龙也表示：

“目前中国设备正在取得从0到1的

突破，但是要认识到这一进程的长

期性。”

《中国制造 2025》对于半导体

设备国产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在

2020年之前，90～32纳米工艺设备

国产化率达到 50%，实现 90纳米光

刻机国产化，封测关键设备国产化

率达到 50%。在 2025 年之前，20～

14 纳 米 工 艺 设 备 国 产 化 率 达 到

30%，实现浸没式光刻机国产化。

尽管存在挑战，经过多年来的

不断培育，特别是在国家“02专项”

等政策的扶持下，国产半导体设备

产业还是取得了一定进步。日前，

科技部会同北京市和上海市人民政

府组织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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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发布会。在过去的九

年里，集成电路专项对中国半导体

设备产业整体布局，既有全面填空，

又有重点突破。

根据成果发布，北方华创通过

近九年的科技攻关，完成了刻蚀机、

磁控溅射、氧化炉、低压化学气相沉

积、清洗机、原子层沉积等集成电路

设备 90/55/40/28 纳米工艺验证，

实现了产业化。公司的刻蚀机等三

大类集成电路设备进入 14 纳米工

艺验证阶段，首次实现与国外设备

同步验证。在集成电路专项的支持

下，12英寸集成电路设备实现从无

到有，并实现批量销售，成为公司的

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中微半导体先

后承担并圆满完成 65～45 纳米、

32～22纳米、22～14纳米等三项等

离子介质刻蚀设备产品研制和产业

化的集成电路专项任务，使我国在

该项设备领域中的技术基本保持了

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中微半导体

已经有460多个介质刻蚀反应台在

海内外 27 条生产线上高质稳定地

生产了4000多万片晶圆。

根据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甜

春的介绍，在关键装备和材料方面，

我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大部

分产品水平达到28纳米，部分产品

进入 14 纳米，被国外生产线采用；

国产设备验证和应用整体累积流片

突破 150 万片，销售数量超过 265

台。从工艺分布上看，国产设备横

跨了 12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90～

14 纳米各个技术节点的关键性工

艺大类，并基本与国内 14nm 先进

工艺研发同步进行验证。

本报讯 联发科 6 月合并营

收攀高至约48.77亿元，创近7个月

新高，整体第2季度合并营收达约

129.37亿元，顺利达成营运目标。

联发科上半年营运面临沉重

的压力，除全球智能手机需求疲

软外，联发科还因产品规划问题，

面临市场份额流失的窘境。

联发科 4、5 月在大陆手机市

场需求低迷影响下，单月合并营收

维持在约44.5亿元以下低水平，较

去年同期减少逾2成。

随着大陆手机厂客户纷纷推

出新机，联发科6月业绩顺利回升

至 44.5 亿元以上水平，达 48.77 亿

元，月增18.75%，并为近7个月新高

水平。联发科第 2 季度合并营收

129.37 亿元，顺利达成原订的 125

亿至135亿元目标，季增3.56%。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先前表

示，联发科手机产品复苏计划将从

最根本的产品竞争力着手，下半年

曦力P系列及4G入门级产品将量

产，目前已获大陆地区一线手机品

牌采用，将先以稳住毛利率为目

标，再逐步取回市占率。

随着手机旺季来临，加上低成

本LTE芯片效益发酵，联发科第3

季度营运可望较显著好转，季营收

将季增 15%至 20%水平，联发科成

本管控效益可望逐步显现，带动毛

利率与获利止跌回升。

市场原本担忧，半导体上游厂

商展望不如预期，恐怕影响联发科

后市。不过，搭载高端芯片X30的

品牌手机将陆续推出，成本优化

4G 芯片即将到位，联发科下半年

动能仍在。 （耀 文）

联发科6月营收创7个月新高

本报讯 7 月 7 日，意法半导

体 SLLIMM-nano 系列 IPM 产品

新增五款节省空间的贴装智能功

率模块，提供IGBT或MOSFET输

出选择，用于电机内置驱动器或其

它的空间受限的驱动器，输出功率

范围从低功率到最高100W。

新模块的导通能效和开关能

效都很高，特别是在最高20kHz硬

开关电路内表现更为出色。通过

管理开关电压和电流上升率，内部

栅驱动电路能够将电磁辐射抑制

到最低。高散热效率封装提升产

品的可靠性，支持无散热器设计，

同时 2.7mm 爬电距离和 2.0mm 电

气间隙确保在紧凑的双列直插

SMD封装内实现安全隔离。模块

引脚配置重新优化设计，可简化电

路板布局。

多种家电和工业设备都能从

意法半导体的新 IPM 模块的小尺

寸、高能效、高可靠性、安全性和低

噪声中获益。

除集成栅驱动电路和 500V

MOSFET 或 600V IGBT/续流二

极管阵列外，其它特性还包括一个

备用运放和一个比较器，让设计人

员开发高级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

功能时只需用极少的外部元器

件。块模内置高速检错智能关断、

互锁保护和欠压锁保护等安全功

能，内部自举二极管简化模块栅极

控制电路的电源设计。

新 SLLIMM-nano 功 率 模 块

的工程样片即日上市，2017 年第

四季度开始量产。 （刘 静）

意法半导体推出贴装智能低功耗模块

指纹识别芯片市场走向红海？

（上接第1版）

新的挑战

随着指纹传感器价格持续滑

坡，大厂商互相吞噬市场，原本争

抢不到10%市场的小厂商们生存压

力会更加大，未来市场竞争只会更

加激烈。对于现存的玩家们来说，

更紧迫的是，成本压力仍在，新技

术的威胁已来。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指纹传感

器技术包括光学、电容式和超声波

三种。其中，智能手机目前采用的

主要技术是主动式电容感应原理，

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薄的芯片、

模组和较可控的功耗。而光学指纹

传感器虽然较早实现规模商用，但

主要用于门禁等市场，成本低但体

积较大。

但随着高端智能手机走向无边

框、全面屏设计，手机指纹识别出

现了新的挑战。是放在手机背后这

种目前用户习惯不太偏好的位置？

还是将其放在屏幕内部？

据记者多方了解，不管是哪个

方面，电容式传感器都遇到了它的

天花板。虽然也有诸如汇顶科技等

公司推出的 IFSTM 指纹识别方案

（全 称 为 “Invisible Finger Sen-

sor”），但限制仍然很多。

如果放在屏幕内部的话，电容

式 200um 的穿透率不够，也无法

满足透明显示的物理特性，并且可

能需要屏幕开孔。如果放在手机背

后，仍要开孔，在防水和抗污、抗

汗干扰上很难做到极致。

为了解决无边框、全面屏的问

题，采用超声波或光学新技术的指

纹传感器应运而生。

“光学的障碍在于折射率问

题，目前超声波走在前面。超声波

是解决全面屏的一种可能方案，而

超声波的供应商只有高通。”盛陵

海告诉记者。

高通产品管理副总裁 Seshu-

Madhavapeddy 向记者指出，高通

新一代的超声波指纹传感器可以穿

透更厚的材质，比如显示屏、金属

和玻璃。与目前的电容式指纹传感

器相比，具备相同的精确度和时延

表现，在模块大小和功耗方面同样

颇具竞争力，还可以支持实现一些

其他功能，例如水下操作、检测心

跳和血流等。

“我们认为新一代超声波指纹

识别传感器在性能和功能方面更

强，随着手机 OEM 厂商更多采用

新一代超声波指纹传感器，传统电

容式指纹传感器的使用比例会下

降。”SeshuMadhavapeddy表示。

不过，超声波指纹识别传感器

目前尚未量产。凯基证券著名分析

师郭明錤指出，在激活和反应速度

上，该技术仍面临挑战。另外，如

何将其集成到越来越薄的玻璃面板

以及柔性OLED显示屏下，也是制

造上的难题。

据记者了解，高通面向显示屏

的超声波指纹识别传感器预计将于

2018年初开始商用出样，2018年夏

天商用终端将会上市。面向玻璃和

金属的稍早，将于今年 7 月商用出

样，2018年上半年应用于商用终端。

“光学和超声波能否取代电容

式技术，还要看量产机型。由于成

本问题，未来可能会有一部分高端

机采用，从高端开始向下渗透，中

低端应该仍是电容式的市场。”盛

陵海向记者分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