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成电路8 2018年3月9日
编辑：诸玲珍 电话：010-88559290 E-mail：zhulzh@cena.com.cn

社长：卢山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18层 邮编：100048 每周二、五出版 周二12版 周五12版 零售2.10元 全年定价198元 手机报全年定价122元 广告部：010-88558848/8808 发行部：010-88558777 京昌工商广登字第20170004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本报讯 Nexperia（安世半导体）3月 6日宣

布，安世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着力扩建的广

东新分立器件封装和测试工厂正式投产，全厂

总面积达到 7.2万平方米，新增生产面积 1.6万

平方米，年产量达到900亿件。根据产品组合，

将实现增长约 50%，有力地支持了今后数年

Nexperia 的业务发展计划。广东新工厂的投

产，使Nexperia全年总产量超过1000亿件。

安世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工厂于

2000 年正式投产以来，保持每天 24 个小时、每

周7天、每年356天不间断运行，拥有4000多名

员工。2017 年，该厂生产了 620 亿件小信号晶

体管和二极管。预计2018年，每秒就可以生产

2000 件产品。该厂除了提供 SOT23、SOD323

和 523、SOT223、SOT143、MCD、Ucsp、Flip

Chip等封装外，还提供由安世半导体（中国）有

限公司开发的最新封装，包括：大型 8mm×

8mm LFPAK、最 小 DFN 逻 辑 封 装（GX4、

DFN0606-4）等。

安世半导体广东工厂拥有先进的无铅封装

生产单元和装备了 1500 台以上先进的半导体

生产设备的 100 多条高科技封装流水线，设备

包括：晶圆切割、贴片机、焊线机、注塑、电镀、切

筋和成型、测试、打印和编带设备。

Nexperia行业峰会与安世半导体新工厂投

产典礼同期举行。

本报讯 日前，2018 年无锡市首批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暨华虹无锡集成电路研发和制

造基地项目开工仪式隆重举行。

作为 2018 年无锡市首批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主会场，此次开工的华虹集成电路研发

和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 100 亿美元，是无锡市

最 大 单 体 投 资 项 目 。 项 目 总 用 地 面 积 约

46.67 万平方米。项目于 2017 年 8 月 2 日正式

签约，分期建设数条 12 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

产线。其中，一期项目总投资约 25 亿美元，新

增注册资本 18 亿美元，新建厂房及配套设施

总建筑面积约 22.5万平方米，新建一条工艺等

级 90 纳米～65/55 纳米、月产能约 4 万片的 12

英寸特色工艺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项目达

产后，年产值将达50亿元。项目计划2018年3

月开工建设，2019 年上半年完成土建，2019年

下半年完成净化厂房建设和动力机电设备安

装、通线并逐步实现达产。

华虹项目的启动建设将使无锡高新区成

为全国集成电路高端生产线最密集的区域之

一，也将进一步奠定无锡高新区在全国集成电

路领域的领先位置。

本报讯 近日，从重庆两江新区传出消息，

位于该区的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预计

今年3月开始试生产。该项目全面达产后，每月

可生产 5 万片芯片、封装测试 12.5 亿颗半导体

芯片，年产值将达10亿美元。

2015 年 9 月，两江新区管委会与万国半导

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AOS）签订“12 英

寸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生产基地

项目投资协议”，同时，AOS 与重庆市战略基

金、两江战略基金达成合资经营协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成立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万国），注册资本3.3亿美元。

该项目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工业开发区，总

投资 10亿美元，占地面积约 22万平方米，具备

生产销售、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全产

业链能力，将分两期建设。其中，项目一期投资

约5亿美元，预计每月生产2万片芯片、封装测

试5亿颗芯片；二期投资约5亿美元，届时预计

每月生产 5 万片芯片、封装测试 12.5 亿颗半导

体芯片。

重庆万国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厂房

已完成封顶，正在进行机电安装。预计今年 3

月，封装测试厂将开始试生产；今年第三季度，

晶圆厂将开始试生产；今年年底，所有工程将全

面完工、开始投产。

重庆万国项目将助力重庆打造国家重要

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促进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从

笔记本、电脑基地到“芯屏器核”智能终端的全

产业生态链布局。

AOS成立于 2000年 9月，总部位于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硅谷。该公司是全球第一家从事电

力功率半导体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集

半导体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于一体，主要

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的产品设计和生产制造，

产品涉及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智能手机、家

电、通信设备、工业控制、照明应用、汽车电子等

领域，2017年营业额近4亿美元。

Nexperia广东封装和测试

工厂正式投产“产业协作”推动大尺寸硅片国产化

全球90%以上的集成电路和分立
器件是用硅片制造的，而且在今后相
当长的时期硅片仍将是集成电路和分
立器件的主体材料。然而，国际上8～
12英寸硅片的产业集中度很高，93%
的产能集中在6家跨国大企业手中。其
中日本的信越和SUMCO，8～12英寸
硅片产能均为270万片/月，控制着全
球55%的市场。在中国大力发展半导
体产业的情况下，国内已有各晶圆产
线产能利用率陆续加大，新建产线产
能逐渐放出，对300mm硅片需求快速
增长。这导致2017年以来硅片价格大
幅上涨，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现
象。加快发展大尺寸硅片，完善半导体
产业链受到重视。那么大尺寸硅片国
产业进程中应当采取哪些策略？

发展先进工艺EUV必不可少 切入点须讲究

目前，世界半导体制造龙头三星、
台积电均已宣布将于2018年量产7
纳米晶圆制造工艺。这一消息使得业
界对半导体制造的关键设备之一极紫
外光刻机（EUV）的关注度大幅提升。
此后又有媒体宣称，有的国家将对中
国购买EUV实施限制，更是吸引了大
量公众的目光。以目前中国半导体制
造业的发展水平，购买或者开发EUV
光刻机是否必要？中国应如何切实推
进半导体设备产业的发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五所

集团首席专家柳滨

中国力求2030年实现

EUV光刻机国产化

193nm 浸没式光刻技术从 2004 年年

底由 TSMC 和 IBM 公司应用以来，从

90nm 节点一直延伸到 10nm 节点，经历

了 12 年时间。随着 7nm 工艺的应用要

求，193nm 浸没式光刻技术需要三到四

次光刻，加剧了制造成本的提升和良率

的降低。从工艺技术和制造成本综合因

素来看，普遍认为 EUV设备是 7nm以下

工艺节点的最佳选择，还要继续往下延

伸三代工艺，让摩尔定律再延伸至少 10

年时间。

EUV 除了价格昂贵之外 （超过 1 亿

美元的价格），最大的问题是电能消耗

大，电能利用率低，是传统 193nm 光刻

机的 10 倍，因为极紫外光的波长仅有

13.5nm，投射到晶圆表面曝光的强度只

有光进入EUV设备光路系统前的2%。在

7nm 成本比较中，7nm 的 EUV 生产效率

在 80 片/小时的耗电成本将是 14nm 的传

统光刻生产效率在 240 片/小时的耗电成

本的1倍，这还不算设备购置成本和掩膜

版设计制造成本的提高。2017 年 ASML

宣布突破 250W 的 EUV 光源技术，EUV

生产率达到 125 片/小时的实用化，实现

里程碑的突破。

由于光刻技术是集成电路制造产业

的核心，EUV 是最新一代光刻技术，决

定着我国集成电路制造进入国际主流技

术和前端技术的关键环节。目前，先进

国家的 EUV技术已经对我国形成了技术

封锁。

我国关注并发展 EUV技术已有十几

年的时间，在国家 02专项的支持下，相

关单位取得了 EUV光源等关键基础性成

果，在国家层面，《中国制造 2025》 将

EUV 列为集成电路制造领域的发展重

点，并计划在2030年实现EUV光刻机的

国产化。

未来十几年时间，围绕 EUV技术开

展的各项研究和产业化推进将进一步展

开，同时随着国际化合作的推动，期盼

着国内在该技术领域具有实质性突破，

在我国半导体制造产业起到支撑作用。

但是应该看到，ASML 整个 EUV 技术商

用化过程艰辛，投入的研发经费巨大——

超过200亿美元。

家登精密董事长兼执行长邱铭乾

与EUV相关工艺技术

要提早投入研究

谈起 7nm-5nm 工艺升级，要回到

一个原点，就是现有的光刻机要做到

7nm-5nm，一定是做不下去的，传统的

方法是进行 3 次光刻。然而，这种做法

会增加工艺流程，进而降低效率、增加

成本。过去，在 EUV 尚未完善的时候，

不得不采用这种做法。随着EUV产品技

术的相对成熟，光效提升、曝光速度逐

步提高，我相信如果不使用EUV，要做

到真正的 5nm 或者 7nm 工艺是有困难

的。现在业界对于 7nm 工艺，有 7nm、

7plus等的细分，其中便有是否采用EUV

的因素。如果全部采用EUV生产，产能

和良率都有一定问题，因此会部分采用

3次曝光的做法，进而出现工艺的细分。

ASML 的 EUV 的光刻机价格高昂也

是一个问题。现在中国大陆正在突破28nm

工艺，主流技术在 45nm-60nm-90nm 阶

段，进展到14nm-10nm-7nm还有一段路

要走。因此什么时候采用EUV需要仔细考

虑。此外，在技术上也是一个挑战。目前第一

梯队的公司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在切入

10nm-7nm-5nm之际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和资源。后续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公司

要想跨过这道门槛也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资源。

如果中国大陆半导体厂商有计划向

10nm-7nm-5nm推进，建议相关公司要提

早进行相应研究，特别是与EUV相关的工

艺技术。现在EUV技术还不够成熟，相关公

司都在摸索。未来对技术的保密程度会越

来越高，3~5年后再开展研究，难度会加大。

企业的发展定位不同，若有些厂商希

望成为有量产能力、利润不会很高的厂

商，则不需要投入 EUV 的研发；如果厂

商定位的是成为业内翘楚，那就应早点进

入EUV领域，因为现阶段没有EUV做不

了3nm和5nm，这是很明确的答案。

盛美半导体董事长王晖

中国设备厂要关注与EUV

配合衍生的新工艺

EUV是一个新的技术，它的挑战有很

多。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光源，光源可以使用

多长时间？是否需要强光？产生的污染怎么

解决？此外，若曝光时间很长，曝光效果就

会受到影响。虽然在工艺流程中，采用EUV

可以减少曝光次数，但是机器修理次数会

增多，最终的结果还是不理想的。

EUV是一个趋势，先进工艺不用EUV

肯定不行，但是采用EUV也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厂商投入的时间

点非常重要。对中国设备厂来说，从长期

看，肯定会受到EUV的影响，与EUV配合

将衍生新的工艺，在此基础上，相关设备要

与之配合。所以中国设备厂要跟踪新的技

术进展，注意相关工艺的变化，做好技术

上的准备。当然，EUV 是一个新技术，中

国厂商也刚刚开始接触，要时刻注意与

其相关的工艺的变化。如果对现有工艺

有冲击的话就应该准备，应该采取积极

的态度面对。

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淑敏

由硅片企业“做东”

产业链协同发展

目前，国内 12 英寸硅片已经具备初

步的生产能力，国际上现有的硅片生产

商通常都建立自己完整的产业链。每一

个环节所要求的技术和经验都各不相

同，做好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经验的累

积和技术的沉淀。

国内的企业处于起步期，我们在和

时间赛跑。为加快完善生产能力，每个

环节的核心供应商，包括设备和材料都

是很好的可用资源。我们可以考虑由硅

片企业来牵头和“做东”，与产业链内的

国内外核心供应商组成产业联盟，每家

企业贡献自己的强项，带着人力、技

术、经验共同合作、协同发展，尽快实

现12英寸硅片国产化和大规模量产。

集成电路材料和零部件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石瑛

硅片生产是一条产业链

切磨抛互相配套不能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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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集成电路材料企业

自主研发投入逐年增加，取得了非常显

著的成果。

材料作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基

础，不但在集成电路产业中发挥着支撑

作用，还与工艺技术相辅相成共同推进

着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的不断升级和产业

的创新发展。中国快速发展的集成电路

产业对材料的本地化供应要求日益迫

切。硅片是集成电路生产最重要的材料

之一，而国内企业只能生产8英寸硅片，

还不具备 12 英寸硅片的生产能力。因

此，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

集成电路制造用 12英寸硅片技术研发，

培育持续创新人才团队、构建产业化技

术开发体系、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产

品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集成电路生产工艺

要求并实现批量应用；加强产业技术开发

体系建设和内生创新能力培养，将300mm

硅片整套技术水平提升到集成电路工艺

先进技术节点要求，满足我国集成电路

产业对高端硅片的需求，是“十三五”

时期国内集成电路材料产业的重点任务。

包括硅晶材料、拉晶、切片、清

洗、抛光等在内的硅片生产环节，应该

是统一的整体，互相配套，相辅相成，

不能割裂开来。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

高级分析师刘伟鑫

组成硅片企业联合体

带动配套原料发展

就国内半导体用硅片来看，产品以 6

英寸为主，6 英寸及以下硅片技术基本成

熟、质量稳定。国内8英寸硅片生产技术已

基本突破，可小批量生产，主要适用于分立

器件，但集成电路用 8 英寸硅片的大规模

产业化技术还不成熟。12英寸（300mm）处

于研发试用阶段，没有量产。8~12 英寸集

成电路用各类硅片目前绝大部分依赖进

口。近几年，国内对8英寸硅片的需求呈现

较稳定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大概在

10%左右。2016 年全年国内需求为 804 万

片，预计到2018年需求将达到81万片/月。

而具备8英寸硅片生产能力的有浙江金瑞

泓、昆山中辰（台湾环球晶圆子公司）、北京

有研总院、河北普兴、南京国盛、中国电科

46所以及上海新傲，合计月产能为23.3万

片/月。

目前国内在建的 12 英寸晶圆制造产

线 有 11 条 ，建 成 投 产 后 ，将 每 月 贡 献

580K 300mm 产 能（包 括 存 储 器 产 能

240K/月）。拟建的 300mm 晶圆制造线 10

条，将每月贡献500K的300mm产能。如果

所有在建和拟建的 300mm 产线的产能都

如 期 开 出 ，则 2020 年 中 国 将 新 增 每 月

300mm晶圆1000K（100万片/月）。

因此，国内应当加快 200mm、300mm

大硅片发展。从策略上看，一是组织国内

硅片生产企业与上下游联合研发验证应

用的联合体，尽快进入产品的认证和应用

阶段，带动配套原料的国产化发展。二是

国家主管部门加强监管，制定生产线建设

的必要条例，避免无序生产线建设。三是

对有较好基础的硅片生产企业和验证用

户企业给予一定的引导资金支持，稳定生

产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

AOS重庆厂预计3月试生产

每月可生产5万片芯片

华虹无锡集成电路研发和

制造基地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本报记者 陈炳欣 诸玲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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