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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鸿儒

争夺中国销售市场
本次销售股权是因为中国市场

的独特性质吸引了软银，并让其决
定扩大ARM在中国的市场占比。

6 月 6 日，全球领先的嵌入式系统解决

方案提供商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在北京举行

媒体发布会，正式推出 Semper NOR 闪存

产品系列。该产品系列面向汽车和工业领

域，为用户提供业内最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保证。Semper 闪存产品系列的架构和设计

旨在打造无故障嵌入式汽车安全系统，是首

款符合 ISO26262 功能性安全标准的存储产

品。该产品系列符合汽车行业的要求和

ASIL-B 的功能性安全标准，在汽车和工业

的极端温度应用环境中，仍可以提供卓越的

耐用性和数据留存能力。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赛普拉斯的这款

Semper 闪存产品具有较强的性能，在功能安

全性、可靠性和耐用性以及密度上颇具亮

点。据赛普拉斯存储器产品部门执行副总

裁 Sam Geha 在现场的介绍，在功能安全性

方面，Semper 闪存产品在架构和设计上完全

符合ISO26262标准，并附加了安全手册、故

障模式影响以及诊断分析。“首先要明确设

计中可能出现了那些故障，才能提供相应

的解决预案，进一步进行故障分析。我们

有一些员工同样在 ASIL-B 委员会担任委

员，专业性上对我们帮助很大。”Sam Geha

在发布会上说。

记者了解到，保证功能安全性，除了在

设计过程中需要遵守ISO26262和IEC61508

标准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供应链和最

后交付的产品百分之百能够满足功能安全性

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汽车行业要求进行极端

环境的测试，并且在发现故障的时候，需要

类似赛普拉斯的供应商为其提供故障分析和

解决方案，并将方案用到以后的所有产品

中，以此提升全部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其实这需要做很多、很复杂的工作，才能

满足汽车行业的要求。”Sam Geha对《中国

电子报》记者说。

在可靠性和耐用性方面，记者了解

到，传统产品很难同时兼顾可靠性和耐

用性。但是 Semper 闪存产品却可以保障

“双性能”的并行兼顾。“一直以来，可靠

性和耐用性很多芯片只能二选其一，但是

EnduraFlex架构帮助 Semper 闪存产品同时

兼顾两种性能。此外，我们运用独有的

MirrorBit 技术，使得产品达到 4GB 的密

度 ， 读 取 的 速 度 可 以 达 到 400MB/秒 。”

Sam Geha说。

记者在会场了解到，借助赛普拉斯的

独有的EnduraFlex 架构，Semper 闪存产品

可以被划分为多个分区，并对各个分区的

耐用性和长期存储能力进行单独优化，从

而使系统的设计得以简化。对于频繁的数

据写入，通过对 Semper Flash 分区配置，

512Mb 密度的产品可实现高达 128 万次的

程序擦除，而 1Gb 密度的产品则可实现高

达 256 万次程序擦除。对于代码和配置存

储来说，通过配置单个分区可以实现长达

25年之久的数据留存。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提供的基于

ARM 的 芯 片 数 量 已 经 增 长 了 114 倍 ，

ARM 现在在中国拥有超过 200 家合作伙

伴 。2017 年 ，ARM 和 HOPU 成 立 了

HOPU-ARM 厚安创新基金，其目标是投

资于中国新兴技术公司和创业公司，以加

速在物联网 （IoT）、自动驾驶汽车、云计

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AI） 等领域的新

兴应用的开发和部署。

此次软银拟7.75亿美元出售ARM中国

51%股权，或将帮助ARM提高在中国的机

会。软银在官方声明中表示，合资企业将

向中国企业授权ARM半导体技术，并在中

国本土开发 ARM 技术。有消息称，ARM

可能将 51%股权出售给由厚安创新基金领

导的财团，ARM对此没有回应。

目前，ARM 的股市并未受到影响。

林建宏向 《中国电子报》 记者表示，以

ARM 在整体产业影响力来看，影响不会

太多。“因 ARM 的定价模式并未改变，对

整体业务范畴来说，短期影响不大。”林

建宏说。

虽然 ARM 出售中国的半导体设计业

务的控股股权暂时并未发现什么影响，但

是据林建宏分析，ARM 总公司的营收或

将受到波及。“预期 ARM 在中国的业务将

成长，而总公司的营收则会因股权的减少

而下滑。”林建宏说。

ARM 官方声明中表示，在交易完成

后，ARM 中国将不再是子公司。ARM

中国将成为联营公司，交易完成以后将按

照权益法入账，成为新的中国合资公司。

据 记 者 了 解 ， 在 中 国 成 立 合 资 公

司，是 ARM 进一步融入中国市场的策

略。2018 年 5 月，ARM 公司宣布在中国

成立合资公司“安谋科技 （中国） 有限

公司 ARM mini China”，新公司 4 月底

开 始 运 营 。 中 资 方 持 有 51% 的 股 份 ，

ARM持有其余49%的股份。

加力中国本土化市场
安谋控股出售股权建中国合资公司

随着中国市场快速的增长步
伐，越来越多的海外厂商将目光紧
紧盯住中国市场。作为第一款低
功耗RISC微处理器的设计者，安
谋控股（ARM Holdings）近期宣
布将出售其中国半导体设计业务
的控股股权，扩大中国销售市场，
建立处理中国半导体业务的中国
合资公司。

软银（SoftBank）旗下芯片设计公司安谋

控股（ARM Holdings）昨日宣布将以 7.752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在中国半导体设计业

务（ARM China）的控股股权。据消息显

示，ARM将以直接投资者的身份向ARM中

国出售 51.52 亿美元的 51%股权。ARM 计

划在其合作伙伴以及金融投资者中选择买

家。通过这笔交易，ARM 在中国的半导体

业务将会成功交接给新成立的合资公司。

软银表示，在 2017 年中国的先进芯片

设计中，大约 95%的产品是基于 ARM 的技

术。2018 年 3 月的财报显示，ARM 在中国

业务占ARM总销售额的20%左右。本次控

股股权交易计划在 6 月底完成。交易完成

后，ARM中国授权ARM半导体产品产生的

全部许可证、版税、软件和服务收入。ARM

控股的业务主要围绕设计微处理器相关知

识产权、相关技术等方向，在人工智能、汽车

以及物联网等多个热门领域持续发力。目

前全球已有超过600亿个片上系统（SoC）使

用到ARM的知识产权产品。

据记者了解，本次销售股权是因为中国

市场的独特性质吸引了软银，并让其决定扩

大 ARM 在中国的市场占比。ARM 相关人

士表示，中国广阔的发展前景让 ARM 需要

一个中国合作伙伴，携手开发可在中国市场

获得许可的ARM兼容技术。通过新的合资

公司，将为基于 ARM 的半导体知识产权

（IP）量身定制适应中国国内生态系统的解

决方案，并为中国提供更广泛的技术组合，

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合资公司致力于

为中国市场和本土创新提供本地化支持，不

断扩大市场并提供更多机遇。

“此项股权出售案主要为软银的财务操

作，并引进中国的策略投资人，进一步扩大

ARM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与合作。”集邦拓墣

产业研究院研究经理林建宏对《中国电子

报》记者说。

据了解，ARM 中国合资公司刚开始运

营，ARM 官方表示未来的工作将围绕开发

出全新的ARM IP和标准、赋能中国市场、

促进创新和增长等方向展开。

出售控股股权或将降低营收
预期 ARM 在中国的业务将成

长，而总公司的营收则会因股权的
减少而下滑。

独有技术创造三大亮点

赛普拉斯新推Semper闪存产品

本报讯 6月 5日，高通公司在 2018年

台 北 国 际 电 脑 展 览 会（COMPUTEX

2018）期间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与三

星电子有限公司展开合作，在三星未来推

出的 PC 产品中搭载集成了先进的骁龙

X20 LTE调制解调器以及Qualcomm人工

智能引擎AI Engine的Qualcomm骁龙850

移动计算平台。

Qualcomm Technologies 高级副总裁

兼移动业务总经理 Alex Katouzian 表示：

“在过去一年所推出的始终在线、始终连接

的 PC 产品组合基础之上，我们很高兴能

与三星合作，为消费者提供真正的移动性，

并与 Windows10 的生产力和娱乐特性相

结合。为了切实扩展这一品类，与诸如三

星这样的移动领军企业合作，对于帮助我

们向消费者提供下一代始终在线、始终连

接的PC来说至关重要。”

骁龙 850 移动计算平台旨在于 PC 中

支持许多备受欢迎的智能手机特性：保持

LTE 或 Wi-Fi 的始终连接，使用户能在移

动状态下接收通知，并实现近乎始终的数

据同步。相较于前代产品，这种高能效的

架构将支持高达 30%的系统级性能提升，

同时 AI 性能提升至高达三倍，支持高达

1.2Gbps 的 LTE 连接速率，以及长达 25 小

时的连续使用或在日常普通使用场景下，

支持持续多天的电池续航。

三星电子移动通信业务执行副总裁

兼战略营销负责人 Kyungsik Choi 表示：

“三星了解消费者的独特需求，并致力于

打造创新产品，支持他们的‘移动’生活方

式。与 Qualcomm Technologies 的合作及

其骁龙 850 移动计算平台，将使我们能够

为客户提供始终在线、始终连接的移动计

算体验。”

与现有的 14nm 解决方案相比，得益

于 10nm 工艺节点的领先效率，骁龙 850

移动计算平台可支持移动领域客户打造

更流线型、便携的无风扇设计。除此之

外，骁龙 850 移动计算平台全新改进的特

性可支持终端侧 AI 体验，而用户将能享

受到拍摄、语音和电池续航方面的特性提

升。同时，先进的图形和高品质音频可帮

助用户在观看或拍摄相关内容时最大化

其娱乐体验。 （微 文）

本报讯 6月1日，重庆渝北区在仙桃

国际大数据谷新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将打造百亿元级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

据了解，该产业园分两期规划，一期约

5万平方米，目前已落地ARM、安芯教育、

线易科技、物奇科技等企业和平台；二期约

11万平方米，主要布局芯片设计企业和产

业外延端咨询服务企业。

“重庆电子信息、汽车、装备等下游应

用产业发达，已达万亿元级产业规模，对上

游芯片需求量大，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前景

广阔。”重庆临空战略产业公司董事长代建

军介绍，百亿元级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将

围绕智能汽车、智能终端、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领域芯片，搭建IP库、EDA工具、样机

制造、培训、孵化咨询、基金等六大公共服

务平台，力争在3年内形成“80家集成电路

设计+1 家晶圆制造+10 家封装测试+1 家

高端研究机构”的集成电路产业创新生态

圈，聚集 80 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引进和

培养5000人以上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建设

1 个国内知名的集成电路高端研究机构，

培育孵化 2 家以上集成电路设计上市企

业，集成电路设计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5 月 31 日，渝北区还分别与北京全拓

联合数据科技公司、开普互联科技公司、四

川远鉴科技公司、中贸投（北京）国际贸易

公司、北京国网众享科技公司、北京东方金

信科技公司等 6 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云计算、

消费类大数据、精准营销、农产品全球供应

链数据资源管理体系等领域展开深度合

作，助力仙桃国际大数据谷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 （文 微）

本报讯 6月5日 ，推动高能效创新的

安森美半导体发布了碳化硅（SiC）肖特基二

极管的扩展系列，包括专门用于要求严苛的

汽车应用的器件。新的符合AEC-Q101车

规的汽车级SiC二极管提供现代汽车应用所

需的可靠性和强固性，以及等同于宽禁隙

（WBG）技术的众多性能优势。

SiC技术提供比硅器件更佳的开关性

能和更高的可靠性。SiC二极管没有反向

恢复电流，开关性能与温度无关。极佳的

热性能、增加的功率密度和降低的电磁干

扰（EMI），减小的系统尺寸和较低的成本

使SiC成为越来越多的高性能汽车应用的

极佳选择。

安森美半导体的新的 SiC 二极管采

用 流 行 的 表 面 贴 装 和 通 孔 封 装 ，包 括

TO-247、D2PAK 和 DPAK。 FFSHx0120

1200 伏 特（V）第 一 代 器 件 和 FFSHx065

650V 第二代器件提供零反向恢复、低正

向电压、与温度无关的电流稳定性、极低

漏电流、高浪涌电容和正温度系数。它们

提供更高的能效，而更快的恢复则提高了

开关速度，从而减小了所需的磁性元件的

尺寸。

为了满足强固性要求，并在汽车应用恶

劣的电气环境中可靠地工作，二极管的设计

能够承受大的浪涌电流。它们还包含一种

提高可靠性和增强稳定性的独特专利终端

结构。工作温度范围为-55℃至175℃。

安森美半导体高级总监 Fabio Necco

说：“安森美半导体推出符合 AEC 车规的

器件，扩展了肖特基二极管系列，为汽车应

用带来 SiC 技术的显著优势，使客户能够

达到这一行业对性能的严苛要求。SiC技

术非常适用于汽车环境，提供更高的能效、

更快的开关、更好的热性能和更高的强固

性。在讲究节省空间和重量的领域，SiC

更高的功率密度有助于减少整体方案的尺

寸，以及更小的磁性器件带来的相关优势，

受客户所欢迎。”

安森美半导体将在PCIM期间展示这

些新的器件以及公司在宽禁带、汽车等领域

的方案和用于工业预测性维护应用的智能

无源传感器（SPS）。 （文 微）

高通推出面向Windows10 PC的

骁龙850移动计算平台

重庆渝北将打造

百亿元级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

安森美半导体发布碳化硅（SiC）二极管

用于要求严苛的汽车应用

本报记者 顾鸿儒

德州仪器MCU新产品

适应高达105℃工作温度

本报讯 记者顾鸿儒报道：6月7日，德

州仪器（TI）在北京举办新品发布会，宣布

其MSP430超值系列产品中新增了多款新

型微控制器（MCU）。新型的 MCU 具有

集成信号链元件，并扩展了工作温度范

围 。 新 型 MSP43OFR2355 铁 电 存 储 器

（FRAM）MCU不仅能满足如烟雾探测器、

传感变送器和断路器等感应与测量应用在

温度方面的要求，还可以帮助开发人员缩

小印刷电路板（PCB）尺寸，并且降低物料

成本（BOM）。

MSP43OFR2355最大特点是可配置的

模拟集成，它具有四个灵活的智能模拟组

合模块，每个组合模块可被配置为一个12

位的DAC、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或者运算放

大器。除了智能模拟组合模块，开发人员

可以将MSP430FR2355 MCU用于需要在

高达105℃的温度下工作的应用，同时还可

以充分利用FRAM数据记录功能。

MSP430超值系列产品的可扩展性也有

所展现，对于成本敏感的应用，工程师拥有更

多的选项，可以从MSP430FR2355 MCU中

选择更为合适的内存与处理速度。通过提供

内存高达 32KB 的存储器以及速度高达

24MHz的中央处理单元（CPU），MSP430超

值系列 FRAM MCU的可选性得到扩展。

此外，对于需要高达256KB内存、具备更高

性能或更多模拟外设的应用，设计人员还可

以查询MSP430 FRAM MCU产品系列的

其余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