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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17专题

（上接第1版）格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原

名格罗方德，以下简称格芯）全球副总裁兼大

中华区总经理白农对《中国电子报》记者介

绍，2018年半导体市场发展将会受益于汽车

电子、AR等领域的增长，另一方面，5G网络、

IoT 也将积极推动半导体产业步入黄金期。

分析机构IDC预测，2018年，至少有40%的公

司将配备数字化管理团队推进 IoT 等战略。

台湾工研院 IEK 认为，2018 年 IoT 将会同 AI

融合成为 AIoT。随着 AIoT 时代来临，高效

能运算AI芯片的市场需求将会迅速增长。

谈到拉动半导体发展的新兴力量，就不

得不提到人工智能。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市

场部部长杨展悌向记者介绍，人工智能将会

成为 2018 年度关键词。“人工智能与物联网

密不可分，未来趋势是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物

联网技术两者相结合，进化为 AIoT，进而驱

动汽车电子和智能设备的升级。上述的新兴

市场和技术将促成新产品的出现或现有产品

的升级，将为整体半导体产业营收注入一股

动力。另一方面，日益复杂的新技术也将促

成更多的跨界合作，生态系统的建立也将日

益重要。”杨展悌说。

“2018年半导体市场前景良好。”华虹宏

力执行副总裁范恒表示，智能手机、存储器、

汽车电子和工业用半导体芯片是 2018 年半

导体市场成长的主要动力。据集邦咨询的数

据，2018 年 DRAM 产业的供给年成长率为

19.6%。随着智能手机内存容量的升级，2018

年存储器市场也将得以带动。根据第三方市

场调研机构预测，全球半导体（包括集成电

路、光电器件、传感器与分立器件）出货量逐

年稳定攀升，2018年将首次实现年出货量超

过1万亿颗。“我个人认为半导体产业还有更

加光辉的未来。”范恒说。

并购：扩张趋缓，中国赶超仍具难度

2017 年投资环境的变化影响着资本并

购的热情，专家预测，2018 年并购局面或将

回归正轨。

虽然 2018 年半导体多元带动力量将会

爆 发 ，但 是 企 业 扩 展 的 趋 势 可 能 渐 缓 。

Mentor （A Siemens Business）CEO Walden

C Rhines （Wally）此前向媒体介绍，由于增

长放缓、市场稳定和其他原因，半导体企业发

展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采取并购这种激进

方法进行规模扩展，但是2018年除了存储器

企业外，半导体领域的其他企业延续整体融

合的可能性不大。Walden C Rhines认为造

成这种市场现象的原因是半导体公司的总营

收与营收利润率之间关联较弱。

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技术研究部部长朱

晶表示，2018年高通、博通、NXP三家企业的

并购案依旧是行业关注的重点，任何一例并

购案都将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影响。国际并

购垄断效应的加强，将为中国相关领域的赶

超加大难度。对于 2018 年中国半导体领域

的企业并购来说，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

中国PE收购海外半导体资产，另一个是中国

整体并购规模和数量将合理化发展。

“2017 年企业并购案并不多，原因之一

是因为国际对中国半导体崛起警戒心提高，

导致国际并购受阻。此外，半导体企业的并

购屡屡出现天价的收购提案，并购对象是

大型企业，因此要股东同意，政府审批通过

的难度大增。预期 2018 年企业的并购数

量不会有大幅增长。”杨展悌说。

5G：新兴领域带来新机遇

2018 年 5G 网络将呈现井喷式发展，

并将为半导体产业带来新突破，各大企业

已做好迎接新机遇的准备。

半导体领域众多企业领导人表示期盼

5G网络的到来，期望新通讯网络能为半导

体产业打开新的窗口。5G对于半导体产业

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性能优异的化合物

半导体的大量使用上，5G智能手机需要大

量采用GaAs射频器件，而5G通信基站也将

产生大量GaN射频器件的需求，据赛迪智

库数据，GaAs射频器件市场将达到 130 亿

美元，而 GaN 射频器件市场或将超过 6亿

美元。除了化合物半导体之外，5G网络的多

应用场景也为半导体产业带来新机遇。中

兴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微

电子）副总经理刘新阳表示，5G除了网速更

快、移动宽带体验更优之外，更是将eMBB

（增强移动宽带）、uRLLC（超高可靠低时延

通信）、mMTC（海量物联网）等多应用场

景进行融合，产生“万物互联”的效应。“相

对于 4G 网络，5G 网络的‘万物互联’将带

来革命性的网络体验，并产生新的商业应

用模式，也将为半导体领域带来了新的机

遇。”刘新阳说。

为抓住2018年新机遇，面对来势汹汹

的 5G，众多企业纷纷采取布局。高通产品市

场和销售副总裁孙刚告诉记者，千兆级 LTE

将是5G移动体验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支柱，

特别是在5G网络发展初期，覆盖尚未全面之

时，更需要千兆级网络提供充分的支持，才能

确保用户统一的高速网络体验。因此，高通正

在通过两代旗舰级骁龙移动平台——骁龙

835/845 实现对千兆级 LTE 的支持。格芯全

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白农对《中国电

子报》记者介绍，2018年格芯将凭借FD-SOI

工艺解决5G低功耗的要求，为业界提供首个

多节点 FD-SOI 线路图，推出新的 12 纳米

FD-SOI半导体技术，而这项技术或将广泛的

应用于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智能系统之

中。华虹宏力执行副总裁范恒对记者表示，为

了迎接5G时代的到来，华虹宏力将重点关注

射频SOI技术，并加大对0.13微米射频SOI等

相关技术的研究力度。中兴微电子副总经理

刘新阳表示，中兴微电子将在2018年持续投

入对5G关键技术的研究，在 5G 网络架构扁

平化、先进的新型无线技术（Massive MI-

MO、毫米波）、新材料应用探索（GaN、硅基

光电子、自旋电子存储）、关键 IP 创新、先进

工艺应用、专利布局等方面多管齐下。

内存：2018年价格或将下滑

2017年超级存储器周期即将过去，随着

2018年市场与制程转换的稳定，存储器价格

将逐渐下滑。

根据 WSTS 的数据，2017 年存储器增速

高达 50.5%，在整个半导体销售额板块上扮

演着最大催化剂的角色。存储器分类中，价

格暴涨的典型当属 DRAM 和 NAND。兆易

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一明向记者

介绍，存储器价格暴涨的背后，很大原因在于

国际垄断背景下，全球半导体存储器的供需

失衡。以 DRAM 为例，全球 DRAM 的产能

主要控制在 SK 海力士、三星和美光三家厂

商。据研究机构的数据，2017 年三星电子

DRAM 每月平均投片量约 390K，J.P.摩根研

究报告指出，三星3D NAND的月产能16万

片。美光、SK海力士同样困于产能不足。但

是，根据集邦咨询的数据，DRAM 产业市场

需求持续呈现增长趋势，增幅可达 20.6%。

“垄断背景下，供需失衡是造成价格上涨的最

大原因。”朱一明说。

对于 2018 年是否会继续存储器价格上

涨周期，朱一明表示2018年存储器价格或将

下滑，步入疲软期。以 NAND 为例，根据

Gartner 的预测，2018 年下游市场对 NAND

的需求量增速将达到 43.8%，2019 年其增速

会降低至 43.1%。下降的增速将减轻产能需

求的压力，进一步对价格产生影响，专家预测

2018年NAND市场的单价将面临回落。

此外，朱一明指出，2018 年价格下滑也

受到产品良率提升的影响。2017 年国际大

厂转化 3D NAND立体结构工艺技术，新旧

工艺的转换大大降低了产品的良率。随着经

验的积累，新工艺走过新手期，技术发展逐渐

娴熟，产品的良率也渐渐地提升上来。“2018

年，良率的提升伴随着产能的积极释放，存储

器的价格可能疲软下滑，这种松动趋势在

2017年底已经可以看见苗头。”朱一明说。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10 年，是国网信通产

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8.6亿元，资产规模超 37亿元，员工

总数 1400 余人，拥有两家分子公

司（深国电公司、广州分公司），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规划布局

内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2013

年～2016年连续四年被评为“中国

十大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也是十

大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中唯一一家

工业级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自主

研发“安全、主控、通信、射频识别、

传感”5大类67款芯片系列产品，建

成国内领先的电力芯片设计分析实

验室，主要包括电力芯片设计分析

实验室、安全分析实验室、电力线通

信应用技术实验室和 RFID产品全

系列检测实验室。

点评：智芯公司以“用芯，让
工业更智能”为使命，致力于成为
以智能芯片为核心的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业务范围覆盖电力、信息
通信、智慧城市、石油石化、汽车

电子、钢铁冶金、节能环保和公共
服务等领域。业务覆盖全国 32 个
省、市、自治区，海外巴西、荷
兰、比利时等国家，经历了极寒、
极热、高湿、高盐雾、强电磁干扰
等恶劣工作环境的考验，涉及电
力、交通、金融、汽车电子、石油
石化等领域，累计销售各类芯片8
亿多颗，实现累计销售额200多亿
元；安全稳定运行超过 65000 小
时，失效芯片仅682颗，失效率小
于百万分之一。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200mm 纯晶圆

代工厂，主要专注于研发及制造特

种应用的200mm晶圆半导体。在功

率器件方面，华虹宏力是业内首个

拥有深沟槽超级结（DT-SJ）及场截

止型 IGBT（FS IGBT）工艺平台的

200mm 代 工 厂 。目 前 ，第 三 代

DT-SJ工艺平台已经推出，技术参

数达业界一流水平，不仅保持了前

几代工艺流程紧凑的特点，而且还

开发出了沟槽栅的新型结构，相比

前两代的平面栅结构，可以更有效

地降低结电阻，且进一步缩小了元

胞（cell pitch）面积。导通电阻与第

二代工艺相比，下降30%以上。华虹

宏力的截止型 IGBT技术成功解决

了 IGBT 的关键工艺问题，包括硅

片翘曲及背面工艺能力等。

点评：据相关研究机构调研，

2017 年全球超级结产品将有 10 亿
美元的市场规模，而全球IGBT市
场规模更是将高达 50 亿美元左
右，随着未来节能环保的需求，对
功率器件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快速成
长。华虹宏力作为业内首个拥有深
沟槽超级结（DT-SJ）和场截止型
IGBT （FS IGBT） 工 艺 平 台 的
200mm 代工厂，拥有广阔的市场
发展前景。

HC32L110 微控制器，针对物

联网安全应用的市场需求，集成了

128 位 AES 硬 件 加 密 协 处 理 器 ，

TRNG 硬 件 真 随 机 数 产 生 器 和

Unique-ID 全球唯一序列号功能；

针对高精度模拟信号应用的市场需

求，集成了PGA增益放大器，OPA

运放，高速 12 bit SARADC，高

精度 24bit Sigma Delta ADC 可以

将其高速工作模式下平均功耗控

制在 90uA/MHz，睡眠模式下平

均功耗控制在 25uA/MHz，超低

功耗运行模式下低于 6uA，超低

功耗睡眠模式下低于 2uA，待机

模式下低于 450nA，掉电模式下

控制在几十 nA 级别，而且具备仅

2us 的快速启动能力 （超低功耗模

式下唤醒）。

点评：HC32L110 微控制器是
华大半导体MCU事业部整合其多
年的超低功耗 MCU 开发技术经
验，基于 ARM Cortex-M0+内核，

推出的HC32L1xx芯片系列产品之
一。该芯片目前拥有世界一流的超
低功耗表现，在各种对电池苛刻要
求的场合都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同时本身的 ARM CORTEX 的内
核，又具备了高效的运算能力，并配
以各类接口资源，在成本，效能，功
耗三方面做到了均衡的统一，可广
泛应用在物联网（IoT）产品应用、
工业控制、医疗电子及消费类电子
产品中。

张晋芳，北京集创北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CEO，带领集创北

方公司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显示

控制芯片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产品线包括全尺寸面板驱动

（LCD/AMOLED Driver）、 触 控

（Touch）、指纹识别芯片、电源管理单

元 （Power IC）、信号转换 （Con-

vertor）、时序控制 （Timing Con-

troller；TCON）、LED 显示驱动及

LED 照明驱动等。公司入选国家

规划布局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5 年连

续 入 选 中 关 村 高 成 长 企 业

Top100、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集

成电路设计企业。

点评：张晋芳始终重视创新发
展。在其领导下，集创北方公司围

绕移动显示、面板显示、LED 显
示、绿色照明四大领域，形成了多
元化的产品布局。张晋芳也荣获北
京市科技新星、中关村创业之星、
海英计划青年英才、优秀共产党
员、西城区青联委员、西城区中青
年技术骨干、卓越领导者、2016中
国信息产业年度精英人物以及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017年底，厦门天马微电子有

限公司完成国内首台新型显示用 6

代高分辨率 TFT 曝光机的吊装搬

入，后者由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属上海微电子装备 （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SMEE”） 自主研发，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

高分辨率TFT曝光机是新型显

示行业中的关键核心工艺设备，国

际设备制造商对我国长期技术封

锁，导致我国新型显示行业长期依

赖进口，设备购买周期长、价格居

高不下、供应不稳定的风险高，长

期受制于国际设备制造企业。作为

新型显示领域的领先企业，天马秉

持“创新、领先”的发展理念，积

极联合国内设备制造商，进行关键

核心工艺设备的国产化探索与尝

试 。 自 2016 年 起 ， 厦 门 天 马 与

SMEE 即达成战略合作，联合进行

国产TFT曝光机的开发与研制。双

方的合作，有助于 SMEE 用产品

化、工程化思想来进行产品研发，

成功突破了投影曝光机的系统多、

技术复杂性强、专利壁垒多等难

题，成为全球第三家具备量产 6 代

投影曝光机能力的公司，有力地提

升了我国高精密零件制造能力。

点评：首台平板显示6代投影
曝光机研制成功并正式发运，对我
国的平板显示制造产业及装备产业
发展都有重大意义。该台我国自主
研制的曝光机在厦门天马达产后，
将对未来全球新型显示行业竞争格
局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我国新型
显示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得到
提升，大大有利于加强我国新型显
示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维信诺公司最新发布的“任意折

叠柔性屏全模组”产品是全球首款可

折叠柔性屏模组产品，其内弯半径为

3mm，外弯半径为5mm，弯折次数超

过 10 万次，处于全球最领先技术水

平。从屏体具体参数看，这块尺寸为

5.99英寸的AMOLED柔性屏厚度仅

为 0.1mm，对比度为 100000：1，亮度

为 350 cd/㎡ ，解 析 度 为 1080 ×

RGB×2160（403PPI），视角（U/D/L/

R）为85°/85°/85°/85°。

维信诺，前身为 1996 年成立的

清华大学OLED项目组，专注OLED

产业 20 余年，并以科技创新引领中

国OLED产业为己任。

点评：维信诺公司发布的这款
可折叠柔性 AMOLED 产品是柔性
AMOLED 技术发展进程中的又一
个标志性产品，对于终端产业应用
创新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它拓宽
了显示屏的应用可能性，使“显示无
处不在”成为可能。

经过 2017 年的跨越式发展，中
国显示产业已经在全球 AMOLED
显示领域居于第二梯队，并正缩短
与第一梯队韩国企业的距离。维信

诺公司作为中国 AMOLED 显示领
域的代表性企业，领先推出将可折
叠柔性屏模组化，显示了中国平板
显示产业在 AMOLED 领域的领先
性，夯实了中国显示产业的地位。
此 前 ，维 信 诺 公 司 主 导 制 定 的

“IEC 62715-6-2 柔性显示器件环
境试验方法”还被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正式采纳，是截至目前我国首
个在国际上立项并发布的柔性显示
国际标准。维信诺已成长为集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OLED行业
领军企业。

由京东方自主研发的BOE画屏

（英文名称为iGallery）是全球首款家

庭数字艺术馆，该产品由精选艺术

内容库、艺术欣赏交易云平台、能还

原艺术原作的显示终端以及个性化

的增值服务四部分构成。产品的设

计主旨是将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结

合，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经典画作数

字化，让追求生活品位的用户在家

即可欣赏到最新的艺术作品，将全

球艺术经典带进千家万户。第一代

32寸画屏产品于2016年11月8日全

球首发，第二代画屏 Plus 版和 Mini

版则于2017年11月14日上市销售，

目前三款产品在中国数字艺术市场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BOE画屏进驻

故宫、中国美术馆、北京 798 艺术区

等地，得到了中国文化部的高度评

价，京东方由此牵头制定中国数字

艺术展示的行业标准。BOE画屏在

2017 年获得了三个国内外大奖，其

中2017年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

会（IFA）上获得显示技术创新金奖，

并因其先进的理念和良好的体验获

得了专家和用户的认可。

点评：BOE 画屏产品创新性地
通过云平台和液晶显示终端，将前
端的艺术家创作与后端的用户消费
相连接，引领艺术数字化浪潮。从
显示效果看，通过京东方精湛的显
示加工技术，BOE 画屏能呈现的效
果十分逼近原画作，最大限度地还
原了艺术价值。

之“半导体产业年度大奖”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是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龙头企业，信息系统集成特一

级企业。公司成立于1987年，由原电

子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现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发

起设立。2002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

准，太极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2010

年，太极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30多年来，太极以振兴国

家电子信息产业为己任，成功地实

现了从小型计算机研制生产向综合

信息技术服务提供的转型。新时期，

太极提出“固根基、展两翼”战略，聚

焦重点行业和核心业务，创新服务

模式，构建新服务能力和产业体系。

点评：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是我国重大信息系统总体设计和工

程建设的主要承担者，成立30多年
来，为党的领导和国防、外交、公共安
全、宏观经济、金融、民生服务、工业
生产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化支持作
用。新时期，太极以云引领未来、网安
天下、数据驱动新战略为指引，创新
服务模式、引领新价值、打造新生态，
不断获得新的突破，是中国行业信息
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领先企业。

2017年度编辑选择奖

2017年度中国半导体市场值得信赖品牌奖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中国功率器件创新企业奖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中国MCU优秀表现奖

华大半导体HC32L110微控制器

之“信息化建设年度大奖”2017年度编辑选择奖

2017年度中国信息化建设卓越贡献企业奖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之“平板显示产业年度大奖”2017年度编辑选择奖

2017年度先锋技术奖

全球首款任意折叠柔性屏全模组

2017年度璀璨应用奖

BOE（京东方）iGallery画屏产品

2017年度配套突破奖

上海微电子第六代高分辨率TFT曝光机

2017年度中国平板显示产业优秀人物奖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张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