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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半导体器件是实现对电能高

效产生、传输、转换、存储和控制，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近年来，“节能减排”、“开

发绿色新能源”成为中国长期发展的

基本国策。在国家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的推动下，功率半导体成为建设节约

型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践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

然而，目前中国功率半导体行业的整

体技术水准相对落后。2016 年美国

AOS万国半导体非常重视在中国市场

的发展，在重庆投资建设12英寸功率

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生产基

地，引发业内广泛关注。日前AOS也邀

请到国际知名的 IGBT 发明人 B.Jay-

ant Baliga及行业知名专家与行业大客

户举办了一场以 IGBT/IPM/GaN 为

主题的技术交流会，到场客户超过200

人。借此，《中国电子报》采访了AOS创

始人、董事长兼执行长张复兴博士，介

绍AOS重庆生产基地的建设进度，以

及面向中国市场的发展策略。

看好绿色经济

大力投资中国市场

2016年3月30日开工建设的重庆

万国半导体生产基地，让更多国内电

子信息领域的人们认识到了AOS万国

半导体——这家总部位于美国，专业

从事功率半导体MOSFET、Power IC

以及 IGBT/IPM 智能功率模块设计、

晶圆制造与封装测试的公司。在多数

国际功率半导体公司只在中国建设后

道工厂的情况下，AOS出于什么考虑，

如此大力度地投资中国市场呢？

对此，张复兴表示：“中国正在积

极推进绿色节能产业。《中国制造

2025》包含两大主轴，一是智能制造，

二是绿色制造。这为功率半导体公司

（包括 AOS），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然而，从现在 AOS 的收入比例来

看，其中国外市场约占75%，中国市场

只有 25%左右。这个比例并不令人满

意，但也意味着增长空间十分巨大。如

果国际国内市场各占 50%，那才是一

个相对良性的比例。这是AOS大力投

资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

张复兴特别强调，AOS是一家集

设计、开发与销售为一体的功率半导体

供货商。这一经营模式非常重要。在集

成电路领域，特别是数字电路领域，

Fabless模式是非常盛行的，大量设计

公司采用委托Foundry厂代工的方式

进行生产。但是功率半导体领域却有

着自身的特殊性。功率半导体芯片在

生产开发过程中既需注重芯片设计，

又对工艺制程非常依赖，工艺与设计

是密切联系的。功率半导体技术的每

一个进步都需要设计部门与制造部

门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研发。而这样

的密切配合，是 Foundry 厂做不到

的。所以现在市场上能够成气候的功

率半导体厂商都是采用 IDM 模式。

AOS公司目前在美国俄勒冈有一座

8英寸晶圆厂，在上海松江有二座封

装工厂，现将最新的生产基地建设在

重庆，正是AOS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

表现，未来AOS将进一步扎根中国市

场，推进中国功率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目前AOS重庆生产基地的建设

进展相对顺利。整个项目大致分成两

期：一期总投资约4亿美元，包括芯片

制造计划投资2.7亿美元、封装测试投

资1.3亿美元。12英寸芯片制造一期

产能为2万片/月。二期规划总投资约

6亿美元，最终产能为5万片/月。芯片

封装测试一期产能为 500KK 单元/

月，二期最终产能为 1250KK 单元/

月。“一期于2016年3月30日举行开

工仪式，现在地基已经打好，正在进行

地上部分的施工作业，预计封装厂部

分今年 9 月就可以实现主体建筑封

顶，明年初晶圆厂厂房也可以封顶。与

此同时，我们将积极进行机器设备的

导入。预计2018年年初就可以进行封

装测试设备的进场安装调试，晶圆制

造设备相对要慢一点儿，大约可在

2018年6～7月进行。”张复兴说。

依托IGBT优势技术

取得业绩迅速成长

AOS 的 产 品 主 要 包 括 MOS-

FET、POWER IC、TVS、IGBT 等功

率半导体器件与IPM智能功率模块。

“AOS在器件物理、工艺技术、电路设

计及封装设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通过将这些经验整合用于产品性能

和成本控制的优化，AOS显示出独到

的竞争力。特别是，凭 AOS 在 IGBT

技术上的实力，开发的 IGBT 产品具

备高性能与高可靠性，可为用户提供

优异的导通和开关特性。”张复兴说。

此外，AOS在MOSFET和IGBT/

IPM智能功率模块上也具有相对独特

的技术优势。根据张复兴的介绍，AOS

的 MOSFET 已经获得国内客户的广

泛认可，在家电及计算领域保持技术

的优势并在不断扩大市场份额。AOS

的IGBT/IPM模块则以变频器为切入

点，未来向其他产品领域扩展。“AOS

相对一些大公司推出IGBT/IPM产品

晚一些，但是我们的产品技术是先进

的。我们目前正在向客户大力推广

IGBT/IPM 产品。现在已经有国内客

户预定了相应的产品。”张复兴表示。

AOS成立于2000年，凭借卓越且

完整的功率半导体技术方案，为用户

提供质量更优，且更具成本与效率的

产品，取得了高速的成长。目前公司技

术团队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为销售提

供更有力的支撑。根据张复兴的预

测，AOS 在 2017 年销售额将达 3.98

亿美元，创销售新高。而在中国市场发

展，将是AOS取得进一步成长的重要

支撑。

加强研发投入

涉及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加强研发投入是成本开支中的重

要一项，通常如果企业的赢利能力不够，研发

就很难被重视，每个企业保生存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因为研发投入通常是个长周

期项目，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加上研

发是个“未知数”，成功率不高，因此唯有具长

远眼光的优秀领导者才能有宽阔的胸怀，愿

意去加强研发。从运行制度上分析，一是唯

有与企业股权结构相关联的领导者才有内在

的动力去加强研发；二是加强研发除了要投

钱之外，尚需资源、人力等相关条件的匹配，

企业要有内在强劲的动力要求进步。所以在

通常情况下，企业越是强大，它的目标性越是

更为明确，它的研发投入自然会加大。反之，

企业即便是资金富裕，也不见得愿意投资研

发，因为投资研发是花钱，它的关键是成效。

另外，现阶段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者采用“任

期制”也是一个制约因素。

归纳起来，尽管加强研发对于企业是根

基，是必由之路，但是由于周期长，未知因素

多，执行起来不易，可能需要从体制等方面

在根本上作进一步的改革。

中国半导体产业生存环境

有喜也有忧

首先要正确评估现阶段中国半导体业

的生存环境，好的方面是国家把半导体业发

展列为国策之一，足够重视，自2014年大基金

等推出以来产业己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产业链

全方位都有所提升。事物总有它的“两重性”，

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产业发展的外部

环境可能越来越不利，主要表现在：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于中国

半导体业发展的任何动作，反应过度，基本

上从它们的非理性角度来思考，处处带有敌

意。近期中芯国际董事长周子学在江阴封

装年会上再次呼吁欧美等国家在国际半导

体企业间合作中要增加透明度和明确规则。

二是在先进工艺制程方面，我们的竞争

对手跑得实在太快，差距已拉大至三代以

上。如台积电、三星、格罗方徳，它们的7nm

芯片代工将在2018年量产。如台积电的第一

代7nm芯片计划于2017年第二季度进入试产

阶段，今年晚些时候可能推出样片。而大规

模进行生产则需要等到2018年第二季度。此

外，台积电第二代 7nm 工艺（CLN7FF+）预

计将于 2018 年第二季度进行试产，2019 年

下半年能够量产面市。

三是在成熟制程与研发等方面，西方

国家纷纷采用合资或者转让技术等方法，

让企业穿上中方的“马甲”，达到继续控制

中国市场的目的，同时也起到麻痹中方自

行研发斗志的作用。

“先进技术用钱买不到，用市场换不

来。”因此，唯有加强研发才是出路。

西方国家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

略，它们的底线正如近期展讯 CEO 李力游

所讲：“目前美国对中国禁运的部分芯片设

计技术包括CPU/GPU、毫米波、电源管理、

高速I/O、AD/DA、DSP，类似于这种东西在

美国是不允许向中国出口的。虽然 x86 芯

片的制造可以拿到中国来生产，但是x86的

设计本身绝对不能拿到中国来。”

因此对于西方国家在任何时候不要天

真地抱有幻想，一切先进技术，只有依靠自

己的研发，尽管可能不快，但也要昂首挺

进，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另外无论兼并，或者合作，合资项目都

有它们的“两重性”，有利方面是能迅速提升

我们的起点，但是也存在风险。兼并的风险

在于之后的“融合”困难，全球的平均成功率

不会超过20%。而对于合作、合资项目，风险

是双方的利益博弈，它们用先进技术作为“诱

耳”，既达到继续控制中国市场的目的，同时

又与国内同类企业争夺市场，实现“一箭双

雕”的目的。所以建议中国方面对于半导体

业中的合资项目也要有如美国CFIUS那样的

严格审查制度。

必须十分清醒，中国半导体业发展不可

能有“捷径”，对于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两重

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对策。首先不能依赖

购买国外技术，要有自己的方向，其次必须迅

速地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所以中国半导体业

发展要加倍努力，齐心协力，把压力转化为动

力，坚持下去，毫不动摇，直到达到目标为止。

中国半导体产业加强研发

要水到渠成

加强研发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与企

业的强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核心是企业一

定要有强劲的內在需求和竞争压力，包括每

个人在内。显然研发一定要有相应的外部

环境来保证，如人才、公平竞争、对于知识产

权的保护、相应的激励措施以及有一个容许

失败的氛围等。

总体上对于中国半导体业而言，在加强

研发方面，由于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认

为，加强研发的程度是企业强弱的“睛雨表”

之一。如在 2016 年全球半导体企业研发投

入排名中，英特尔、高通、博通、台积电、NXP

等都处于前列，第 10位 sk Hynix公司，它的

年投研发资金达15亿美元，这是中国半导体

企业尚无法比拟的。

现阶段中国半导体业发展还是聚焦于

企业的做大做强、缩小差距、提高赢利能力，

尤其是骨干企业的大幅度进步，从根本上要

迅速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增强企业对于研

发的內在刚性需求。另外，从政府层面要进

一步加快完善产业的发展大环境以及加强

人才的聚集与培养，没有优秀的人才谈加强

研发等于是一句空话。

因此，迅速培育若干个如中芯国际等

年销售额达到 30亿美元以上且赢利的骨干

企业，并且加强研发、培育人才等才是当务

之急。

莫大康

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只有加强自己的研发，并取得成功，才能在市场中立足，生存下来。道理浅显明白，然而加强研
发是一条漫长又艰辛的路，而且被认为在国内制度创新尚未完全到位前，试图技术创新取得成功有一定的困难。

中国芯发展没有捷径

加强研发应成为企业“刚需”

重点开发中国市场

AOS万国半导体创造绿色未来

本报讯 7 月 12 日，盛美半

导 体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宣 布 ，通 过

TEBO（时序能激气穴震荡）兆声

波清洗技术，在上海华力微电子

有限公司（华力）批量生产线上的

图形硅片上，实现了无损伤清洗。

“降低先进节点 IC 集成生产

过程中的缺陷密度要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华力总裁雷

海波提到，“我们采用 TEBO清洗

技术有效去除图形硅片中的微小

颗粒而不损害生产线。”盛美独家

新开发的 TEBO 技术解决了传统

清洗过程中由于气泡传导引起的

图形损伤问题。通过使用 TEBO

技术，在兆声波清洗处理过程中，

气泡变得稳定，没有产生内爆或

塌陷。

“我们已经向亚洲多个客户

出货配备我们独家研发的 TEBO

技术的多台单片清洗机。”盛美半

导体设备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DavidWang 博士指出，“将设备结

构从 2D 转换为 3D，这种革命性

的 TEBO 清洗技术将在提高客户

产品良率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晓 文）

盛美TEBO无损伤单片清洗技术进入华力批量生产线

本报讯 AMD 剥离出来的

代工厂 GlobalFoundries 近日迎来

好消息，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已 经 下 单 采 纳 其

22nmFD-SOI 工艺（22FDX）。这

也是 GF22nm 工艺第一次赢得中

国客户的订单。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是国内从事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的设计、开发和提供系统解决

方案的专业公司，1998年7月由复

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

重点实验室、上海商业投资公司和

一批梦想创建中国最好集成电路

设计公司的创业者共同出资创建，

2000 年 8 月 4 日在香港创业板上

市，成为国内集成电路设计行业第

一家上市企业。

据悉，上海复旦微电子将使

用GF22nm工艺制造人工智能、大

数据用处理器，预计 2018 年下半

年投入使用。

在此之前，上海复旦已经和

GF在智能卡IC领域达成了合作。

GF22FDX 工艺于 2015 年宣

布，特别针对快速发展的主流移

动、IoT物联网、RF射频和网络市

场，可提供比肩 FinFET 技术的性

能，能效则媲美 28nm 工艺，而且

成本更低。

另外，GF 最近还和成都达成

合作，将投资超过 1 亿美元，在中

国建设 FD-SOI 技术生态，并吸

引 了 Cadence、Synopsys、Invecas、

Verisilicon、EncoreSemi 等半导体

企业参与。 （文 编）

GF22nm工艺首次赢得中国客户订单

本报讯 记者刘静报道：7月

12日，晋江市芯华集成电路人才培

训中心揭牌仪式暨第一届海峡两

岸（晋江）半导体人才交流合作峰

会在晋江正式举办，国内首个集成

电路人才培训中心正式揭牌。晋

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张文贤、副市长

王文晖、芯华集成电路人才培训

中心校长刘炯朗、集邦咨询公司

总经理董昀昶等代表出席活动。

张文贤表示，发展集成电路

产业，人才是核心要素，谁掌握人

才谁就能占据集成电路产业“金

字塔”的顶端。晋江市历来高度

重视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引进培

养，在产业发展前期就提前布局

人才战略。芯华集成电路人才培

训中心计划10年内培训1.26万名

专业人才，将为晋江市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输送一大批优秀创新人

才。他希望来自海峡两岸的学界

专家、业界企业，深入交流集成电

路产业人才大计，携手推动海峡

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作。

王文晖指出，晋江市紧紧围

绕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和人才发

展，统筹推进人才的引进、培养、

使用、评价和激励工作，积极打造

人才生态链条。经过不断的努力

和探索，晋江市集成电路人才工

作基础更加厚实，格局更加完善，

渠道更加畅通，政策更加优越，竞

争力也更强了。

刘炳华表示，培训中心的揭牌

开学是又一有力举措，填补了集成

电路产业专业岗前培训的空白，完

善了人力资源服务的生态环境，意

义重大、可喜可贺。希望晋江市芯

华集成电路人才培训中心把握机

遇、乘势而上，争取建设国家级集

成电路产业人才培训基地、打造两

岸优势互补合作培训的典范。

刘炯朗表示，芯华培训中心将

会以最新、最好、最先进的教育方

式，注重扎实基础，打造专业的人

才，理论与实践并重，并且在科技中

注入人文的气息。中心扎根晋江，

但并不会局限于晋江，希望在未来

能立足晋江，面向全球，成为全球

重要的集成电路人才培训中心。

会上，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

有限公司与芯华培训中心进行了

定制班签约仪式，双方交换委托

培养协议。据悉，芯华培训中心

作为晋江市政府培养集成电路专

业人才的重点建设培训基地，此

次和晋华公司合作，旨在为其进

行员工的专业培训，为其培养更

适合产业需求的人才。

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区筹

备组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芯华

培训中心正式揭牌，晋江将以此

创建全国首家引进国际优秀师资

和成功经验的集成电路人才培训

基地，搭建国际半导体人才合作

交流平台，探讨建设国际半导体

人才培养、交流、合作的模式、机制

和认证体系，展示晋江打造集成电

路全产业链的优势和决心，吸引

国际高端专业人才聚集，推动福

建省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

本次揭牌仪式和交流合作峰

会由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区建

设筹备工作组主办，晋江市芯华

集成电路人才培训中心承办。

国内首家基地型集成电路人才培训中心揭牌

AOS创始人、董事长兼执行长张复兴介绍AOS重庆生产基地建设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