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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制造是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核心

组成部分，掌握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对提升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技术水平，乃至

整体信息通信产业的技术水平，都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大力发展集成电路制造，扩大

产业规模和提升工艺技术水平，是发展我国

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进

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期。2014 年国务院

发布了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

要》，随后国家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和产业投

资基金相继成立。国家进一步扶持发展集成

电路产业，特别是重视集成电路制造业的战

略布局，对国内集成电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五年的不懈努

力，目前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业综合实力大幅

增强，产业规模突破千亿元，投资建厂和产

能扩充持续加速，先进制造工艺和特色工艺

取得显著进展，存储器战略布局初步完成，

产业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日趋明显。

产业规模五年翻番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2

年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业销售额为 501 亿元，

占整体集成电路产值比重的23.2%。2012至

2016 年五年间，集成电路制造业产值年均

增速为22.5%，超过集成电路产业年均增速

3.5个百分点。2016年，我国集成电路制造

业销售额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了

1127 亿元，同时在整体集成电路产值中的

比重上升到了26.0%。2017年上半年，我国

集成电路制造业继续保持了良好的成长势

头 ， 在 全 行 业 中 增 速 最 快 ， 同 比 增 长

25.6%，产业规模达到571亿元。

近五年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业高速增长的

原因，一是由于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回暖，市

场对集成电路的需求持续稳定增长，集成电

路生产线基本处于满产状态。二是由于国家

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愈加重视，相关政策

措施陆续出台，尤其是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发

挥了撬动作用，进一步推动了集成电路制造

企业的积极投资扩产。三是由于我国是全球

最大的集成电路消费市场，加上产业政策利

好，全球集成电路制造业产能逐渐向我国进

行转移。

投资建厂步伐显著加快

根据赛迪智库集成电路所统计，截至

2012年年底，我国已建成的6英寸以上集成

电路生产线共有 41条，其中 12英寸生产线

6 条，8 英寸生产线 15 条，6 英寸生产线 20

条。经过五年的发展，截至 2016 年底，我

国已建成的6英寸以上集成电路生产线共有

82 条，其中 12 英寸生产线 11 条，8 英寸生

产线 22 条，6 英寸生产线 49 条。与此同

时，目前正在建设中的 12 英寸生产线多达

14条。

除英特尔、三星、SK 海力士、台积

电、联电、格罗方德等外商积极投资新建

或扩建之外，中芯国际、华虹集团等本土

企 业 ， 也 纷 纷 加 快 了 产 能 的 扩 张 步 伐 。

2016 年中芯国际连续宣布在上海和深圳建

设 12 英寸生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月产

能 11 万片；另外中芯国际还将天津厂月

产能由 4.5 万片扩大至 15 万片，扩充产

能后天津厂将成为全球单体最大的 8 英

寸生产线。2016 年 12 月，华力微电子和

长江存储同时启动了 12 英寸生产线项目

开工建设，其中华力微电子二期项目主

要面向先进工艺，长江存储则主要面向

3D NAND 闪存。2017 年 8 月，华虹集

团宣布将在无锡建设 12 英寸生产线以及

相关配套设施，一期项目月产能4万片。

工艺技术能力快速提升

经过五年的发展，目前我国集成电路

制造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已提升至 28 纳

米，与全球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设

备材料国产化比例全面提升。与此同时，

我国的集成电路特色工艺水平和技术能力

也大幅增强，存储器工艺技术研发取得一

系列显著进展。

先进工艺方面，目前 12 英寸生产线

的65/55纳米、45/40纳米、32/28纳米工

艺产品已经量产，16/14纳米关键工艺技

术已展开研发并取得一定的技术突破和成

果。8英寸生产线的技术水平覆盖0.25微

米~0.11微米，6英寸生产线的技术水平覆

盖1.0微米~0.35微米。

特色工艺方面，各种工艺模块及 IP

核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和完善，华虹宏力、中

芯国际、华润微电子等企业在嵌入式闪存、

BCD 电路、锗硅 MOS/HBT、LDMOS、高

压 IGBT、高压 SOI、CMOS 图像传感器、

MEMS等领域都已具备加工能力。

存储器工艺方面，2016 年中芯国际与

Crossbar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

发 40 纳米 CMOS 工艺的阻变式存储器芯片

（RRAM），布局下一代存储产品。2017 年

长江存储研发的 3D NAND闪存，其堆栈

层数达到了 32 层，并通过了电学特性等各

项指标测试和技术验证。

做大做强我国IC制造业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兴应用的兴起，市场驱动要素正在

发生转折。同时，随着摩尔定律逐渐逼近

极限，技术演进速度明显放缓，我国集成

电路制造企业作为追赶者，正在迎来宝贵

而又短暂的时间机会窗。未来五年，是全

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同时

也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和攻坚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

进纲要》 已经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制定了清晰明确的宏伟蓝图，要完成这一

目标，我们应抓住产业变革机遇，聚焦解

决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增强

骨干企业竞争力，促进我国集成电路制造

业快速健康发展。

一是坚持长期稳定和充分投入。通过

持续发挥国家基金的引导作用，不断完善

产业生态和产业发展环境，增强产业发展

信心，拓宽集成电路制造企业资金来源渠

道，解决其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产业链

和生态链不协同等问题，避免投入不足或

投入不持续，从而激发企业和产业的内生

动力，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进一步扩大产能规模和提升工艺

技术水平。持续推进先进工艺、特色工艺

和存储器生产线建设，不断通过新建、收

购等各种方式，加快形成产能规模。同时

通过创新发展、产学研用合作，加快工艺

开发，完善和优化 28 纳米及以上工艺节

点产品组合，在 16/14 纳米甚至 10/7 纳米

领域尽快形成突破，在化合物半导体等部

分领域形成独特优势。

三是持续打造骨干企业竞争力。整合

行业资源，聚焦重点优势企业，努力实现

企业主体集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集

成电路航母企业，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但

在骨干企业的生产线布局上，可以根据上

下游产业集聚和地方特色等实际情况，在

多个地区进行投资设厂，以充分发挥地缘

资源优势，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增

强企业在区域市场和终端市场的影响力。

四是努力推动企业和国内市场需求对

接。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消费市

场，同时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实力也

正在不断地提升，这为集成电路制造业未

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面对国内市

场的需求，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企业需要一

方面对先进工艺技术加快追赶，形成在高

端芯片领域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不断

深挖国内市场需求，形成在成熟工艺和特

色工艺上的竞争能力。

IC制造业向千亿元产业规模大步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半导体企业与市

场经济的融合，我国集成电路设计、分立器

件制造、封装、测试等领域的技术发展日新

月异，半导体制造材料产业步入了加速发展

的新阶段，取得显著成绩。

半导体制造材料业

快速发展

第一，我国半导体制造材料技术和产

品质量取得长足发展。五年前，我国 8~12

英寸集成电路制造用材料几乎全部依赖进

口。在 02 专项重点支持和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及扶持集成电路产业优惠政策

的带动下，材料企业自主研发投入逐年增

加，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安集微电子

所生产的铜/铜阻挡层抛光液及系列产品，

江丰电子开发的铝、钛、铜、钽靶材，中

船 718 所生产的 NF3、WF6等产品已经进入

国内外集成电路生产线，并在先进技术节

点实现批量应用，产品能够覆盖 130nm~

28nm 技术节点要求；南大光电开发的超高

纯磷烷、砷烷及安全源产品已开始批量供

应国内 8~12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和 LED 行

业；200mm 硅片、区熔硅单晶片等项目相

继通过验收，浙江金瑞泓、有研半导体、

天津环欧等在当前硅片供应紧张的情况下

也都有较好的市场表现；上海新阳、浙江

凯圣、湖北兴福、苏州晶瑞等公司的超高

纯工艺化学品也都进入或正在进入 8~12 英

寸集成电路线。南大光电、上海新阳、江

阴江化微、江丰电子、苏州晶瑞等一批集

成电路材料企业成功在主板或创业板上

市，为企业创新发展打开新通道。

第二，政策支持推动我国材料行业快

速发展。为了落实国务院的经济部署，贯

彻集成电路产业稳增长计划方案，促进集

成电路行业相关企业的研发创新和转型升

级，有关部委发布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进

口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免税商品清

单》，清单中所列商品根据国内产业发展状

况，每年进行调整。该项政策的实施为国

内集成电路材料产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内半导体材料企业开

拓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工信部会同财

政部、保监会开展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

补偿机制试点工作，也为集成电路材料新

产品进入市场提供了帮助。

第三，技术创新开启国际市场新局

面。我国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

品质及管理体系已与国际先进技术节

点相匹配，部分产品开始融入国际市

场，例如 CMP 的抛光材料、溅射靶

材、先进封装工艺用底填料等凭借独

特的技术优势进入国际市场；40~28nm

节点工艺用 12 英寸硅片正在开发当

中，预计 2017 年年底将形成月 15 万片

生产能力，2020 年将有望达到 14nm 集

成电路制造技术要求；已建成 248nm

光刻胶工程化技术平台，系列化产品

正在开发当中；系列化高K介质前驱体

等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在开拓国内

外高端客户。

打破同质化竞争

是首要任务

对于我国半导体制造材料产业的未

来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首先，打破企业经营同质化问题。

避免国内硅材料、工业化学品、特种电

子气体等领域企业之间的同类产品的产

能重置，形成合理化市场竞争，是行业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各有关地区应对

企业提供专业化的行业引导，无论是内

资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在产

能规划时，都应有效调研现有产能并合

理预算未来市场需求，放眼于细分领域

的差异化发展和产品生产的长期回报，

避免无序化的企业竞争和资源浪费。同

时，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应进一步加强

对国内总体市场需求和国内产业发展状

况的研究，建立有效的产业发展路线图

发布机制，避免产能重置和资源浪费。

国家相关政策应鼓励企业间的战略合作

和兼并重组，营造健康发展行业环境。

其次，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和产业人

才 培 养 。 在 集 成 电 路 领 域 ， 一 代 工

艺、一代材料，而且材料技术发展日

新月异，须超前布局，坚持创新，才能适

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要求。再者，我国

当前材料企业普遍规模小，盈利能力薄

弱，自我投入研发能力不足，需要国家、

社会的持续性扶持。根据集成电路材料和

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7 年中

国半导体支撑业发展状况报告》 统计的数

据，2016 年我国材料行业从业人员仅为

29932 人，其中博士 186 人，仅占 1%；硕

士 1233 人，仅占 4%，高端人才偏少。据

不完全统计，我国集成电路人才缺口高

达 40 万。为了提升我国专业型高学历和

高技能人才的供应，需持之以恒引进和

培养行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产业未来

良性发展储存动能，奠定产业成长与发

展的坚实基础。

再次，重视半导体制造材料用原材料

的技术开发及产能布局，建立完善供应

链。我国生产硅单晶时所使用的11~13N超

高纯多晶硅、大尺寸高档石英坩埚、石墨

热场以及高端靶材中的超高纯金属、光刻

胶和配方化学品等产品用的核心原材料都

主要依赖进口，对我国集成电路高端材料

产业发展形成制约。考虑到我国集成电路

制造材料产业链的完整性，相关技术和产

业发展计划应重视超净、高纯原材料的发

展布局，强化整条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摆

脱核心环节受控于人的局面，确保产业未

来的自主可控发展。

最后，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

展。集成电路材料和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自 2012年成立以来，在整合国内

技术以及市场资源、加速半导体材料科技

成果产业化、打造我国集成电路制造用材

料本地供应链方面发挥了较好的平台作

用。希望联盟能够在产业发展路线图制

定、团体标准制定、构建产业共性技术开

发平台、行业人才培养、促进国际合作交

流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期待相关政

府部门、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关注和

支持联盟的发展。

（本报记者顾鸿儒采访整理）

我国半导体制造材料业
已走向发展快车道

在中央扩大内需、稳增长、淘汰落后

产能的各项政策的推动和国家科技专项的

支持下，中国一批 12 英寸、90~28nm 制程

集成电路晶圆设备成功进入国内外大规模

集成电路主流生产线，集成电路国产设备

在市场化大生产中得到充分验证，国产设

备技术和市场竞争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半导体设备厂商

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根据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对国

内 35 家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主要经济

指标统计，2016 年半导体设备完成销售收

入 57.33 亿元，同比增长 21.5%，比 2015 年

增速提高了 5.1个百分点。2016年半导体设

备完成出口交货值 7.84 亿元，同比增长

18.4%。2016 年实现利润总额 14.28 亿元，

同比增长 35.6%，比 2015 年增速加快了 25

个百分点。其中，十强单位的增长更加明

显，2016 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十强单位完成

销售收入 48.34 亿元，同比增长 28.5%，比

2015年增速增加了3.5个百分点。2016年中

国半导体设备十强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

6.94亿元，同比增长12.7%。

国产高端集成电路设备技术和市场竞

争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16 年中芯国际

北京厂使用国产集成电路晶园设备加工的

12 英寸正式产品晶圆突破 1000 万片次，这

标志着集成电路国产设备在市场化大生产

中得到充分验证。2016 年 12 英寸晶圆先进

封装、测试生产线设备实现国产化，生

产 线 设 备 国 产 化 率 可 达 到 70% 以 上 。

2016 年国产集成电路设备技术和市场竞

争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中国新建 12 英寸集成电路晶园生

产线的推动下，经过主流生产线验证的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将迎来发展的新机

遇。预计 2017 年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销售收入将增长 25%左右，达到 74 亿元

左右。

高端半导体设备领域

需要取得突破

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高端半导体设备市场占有率较低。

目前，我国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

设备大部分仍然依赖进口，国产设备市

场占有率较低。2016 年中国大陆半导体

设备进口额达到 64.6 亿美元，国产半导

体设备销售额仅占当年中国半导体设备

进口额13%。

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高

端电子专用设备知识产权壁垒很高，大

部分国内企业缺乏高端人才组成的领军

团队，企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开发适

应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缓慢；

二是一些市场热销的高端半导体设备

已为进口设备占领，而使用国产高端电子

专用设备要比使用进口设备承担更大的风

险责任，国产高端半导体设备的推广应用

难度较大。未来，我国应克服上述问题，

在高端半导体设备领域取得突破。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
技术和市场竞争力

迈上新台阶

由于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消费市场，加上产业政策利好，现在全球集成电路制造业产能已向我国转移。

目前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已提升至28纳米，与全球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设备材料国产
化比例全面提升。

我国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品质及管理体系已与国际先进技术
节点相匹配，部分产品开始融入国际市场。

避免国内硅材料、工业化学品、特种电子气体等领域企业之间的同
类产品的产能重置，形成合理化市场竞争，是行业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2英寸晶圆先进封装、测试生产线设备实现国产化，生产线设备

国产化率达到70%以上，可以说，我国国产高端集成电路设备技术和
市场竞争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预计2017年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销售收入将增长25%左右，
达到74亿元。

高端半导体设备市场国产设备占有率较低，未来应重点在此方面
取得突破。

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秘书长 金存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