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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持续扩大

2017 年 MCU 市场十分活跃，市场增长

很快，尤其是消费电子市场。据市场研究机

构 IHS 数据，2017 年中国 MCU 出货量达到

46 亿美元，同比增加 17.6%。据意法半导体

（ST）在 STM32 峰会上的报道，ST 有 61%的

收入来自亚太区，通用 MCU 的收入超 4 成

来自亚太区。从2007年STM32问世到至今，

ST MCU在中国年复合增长率为27%。

另外一个方面，2017年下半年，MCU严

重缺货，几家 MCU 大厂纷纷将供货周期调

至 14—16 周，8 位 MCU 的供货周期还要更

长。导致严重缺货的原因有多个方面：比如8

位 MCU缺货是因为 MCU企业将这部分产

能转移到高利润的产品和应用上，还有中低

端 MCU 生产的原材料短缺。市场研究机构

预测，这种缺货情况将持续到2018年。

国产MCU亟待多端突破

最近有资深业内人士在互联网上发表

一篇题为“MCU 市场研究报告”的文章，文

章列出了国内现有的40余家MCU企业，其

中，就有大家熟悉的兆易创新、中颖电子、华

大半导体、灵动微电子和东软载波（原海尔

集成电路）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很少被

听说的企业，而一些从事 MCU 业务的企业

并不在这个名单中。报告透露，接近半数企

业获得了 ARM Cortex-M 内核的授权，也

就是说，这些企业具备开发和生产当今市场

主流MCU的能力。

40 余家企业中，并没有多少主营 MCU

的上市公司。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兆易创新、

中颖电子和东软载波三家。其他厂家，比如

华大半导体、大唐微电子、同方微电子和贝

岭股份，多是大型集成电路上市公司，MCU

只是其产品线中一个很小的分支（当然智能

卡业务除外）。

中颖电子2017年的财报显示，2016年销

售额达到5.18亿元，同比增加25.8%。从营收

结构上看，家电及机电MCU约占60%，其他

4个产品线分别占10%。MCU业务的销售额

估计达到 3 亿元。中颖电子的发展重点是 8

位MCU和小家电应用。

兆易创新最新的年报显示，2017年实现

营收20.3亿元，同比增长36.32%，其中MCU

业务收入金额约为 3.4 亿元。中颖电子和兆

易创新的年报数据，与IHS“中国MCU市场

观察”一文中的数据基本吻合。IHS 表示，

2017 年中颖、兆易创新和东软载波（包括集

团内部交易）已经有5000万美元的销售额。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产 32 位通用

MCU的领头羊，兆易创新MCU产品线已发

展到19个系列、300余种芯片，可以覆盖广阔

的市场应用。目前，其最新的 ARM Cortex

M4系列也已经推出。

总体看国产 MCU，不论是市场份额还

是技术先进性，都无法和国外企业相比。对

于中国企业而言，目前占据的主流市场还停

留 在 8 位 MCU，占 比 50% 左 右 。16/32 位

MCU占比分别为20%左右。这意味着，国内

MCU 应用领域多集中在低端电子产品，中

高端电子产品市场还在外企手里。

40余家MCU企业中，生产32位通用型

MCU的企业屈指可数。我们看到，除了兆易

创新、灵动微电子之外，其他企业，比如华大

半导体、航顺和致象尔微电子等，只有若干

种通用MCU芯片。

技术上，多数国产 MCU 企业还是依靠

ST的生态环境，甚至很多企业产品定义的编

号也与ST类似。比如，STM32F103是最流行

的 32 位 ARM M3 MCU，现有大约 20 款产

品。国内某企业生产 4 款常用的产品，与 ST

的管脚兼容。这样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进入

市场，尤其在市场缺货和价格竞争激烈的情

况下。但是，这样的做法，会面对芯片硬件和

支撑软件等领域的侵占知识产权风险。随着

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政府也会更加重视这

个问题，外企打击盗版的意识和决心也会越

来越大。

生态环境建设上，多数国产 MCU 企业

还停留在开发板、烧写器和基础固件库上，

至于开发环境（IDE）、RTOS和中间件，依旧

依靠第三方更高层应用的支撑，比如物联

网、专业算法库、行业应用以及大学计划。值

得称赞的是，宏晶电子和兆易创新支持举办

了一些高校电子大赛，推动国家人才培养发

展。虽然灵动微电子支持华为lite OS物联网

操作系统、IAR 和 Keil ARM IDE，但是与

MCU外企大厂依旧相距甚远。

MCU投资雷声大雨点小

2017年 7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以 14.5亿元收购兆易创新 11%的股权，成

为第二大股东。收购应存有战略层面的考

虑，国产存储芯片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 注 ，但 对 于 兆 易 创 新 第 二 大 业 务——

MCU 来说，无疑是利好的消息，为国产

MCU 进入工业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2018

年的“中兴事件”，给人们做了一次集成电路

知识大普及，随着社会对集成电路产业关注

度的提升，MCU领域的投资也越来越多。

2017 年 5 月，我曾撰写了一篇题为“全

球MCU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的文章，也与

许多关注MCU投资的朋友进行了联系和交

流。遗憾的是，我看到了一种现象：MCU企业

的投资，雷声大雨点小，实际落地的投资非常

少。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企业发展前景不

明确；第二，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给投资人留

下的印象不外乎就是国产MCU企业现状是

“凑合着过，先解决温饱”、“如果遇到大单可

以小赚一把”。我想，作为投资人，追求成长

性和回报率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种高附

加值的集成电路，MCU具有投资长、见效慢

的共性。MCU 的研发是数字电路、模拟电

路、通信技术、嵌入式软件和开发工具等多

方面知识的综合，这些需要漫长的纠错和长

期的发展过程，还需要终端用户积极配合，

才能成功地嵌入到电子产品中。最终影响量

产的因素还有生态环境，消费电子发展快，

工业和汽车电子周期却很长。售价不到 1美

元的 32 位 MCU 芯片的研发和应用过程并

不简单，需要投资人充分理解。凡事都有两

个方面，正因如此，客户使用MCU芯片的忠

诚度要高，持久性要长。MCU企业也要保证

产品的长生命周期（EOL），以支持工业、医

疗和汽车行业客户。

MCU生态有助于我国产业发展

打铁还需自身硬。国产 MCU 企业应

该树立远大理想，跳出 8 位 MCU、低端产

品和解决方案三大指挥棒，积极研发 32 位

MCU，进军中端产品和发展通用性芯片及

其解决方案。过去 2 年间，已经有不少企业

研发 32 位芯片，有的是 ARM 核，有的是开

源 RISC-V 核。但是，因为市场价格压力，

都没有坚持推广，更没有充足的信心和资

金发展 32 位通用性 MCU 系列产品。

2017 年，MCU 缺货给通用型 MCU 企

业一个绝好机会，相关订单逐渐转向供应

商，业内人士分析，台湾新唐、和盛群、北京

兆易创新等芯片厂商将在缺货潮中获利。

建立 MCU 生态一直是国产 MCU 的

短 板 。对 于 获 得 ARM 内 核 授 权 的 国 产

MCU 企业来说，ARM 多年打造的生态环

境是一个很好的跳板。但是，如何打造出

差异化是一个难点。在 MCU 基础核心技

术方面，中国企业应有积累和创新，比如

超低功耗、无线、高精度模拟和存储技术。

在软件和应用上，国产 MCU 应加强与中

国软件企业合作，打造自主可控的嵌入式

系 统 生 态 环 境 ，比 如 华 为 Lite OS、阿 里

AliOS 和 RT-thread。这些嵌入式和物联网

的 OS 已经具备主流嵌入式 OS 的基本功

能，再结合阿里和华为云平台优势，在物

联网领域内的应用颇具特色。同时，在服

务上，国内企业更具特长。

据 IC Insights 2016 年研究报告，全球

MCU 市场将于 2020 年达到高峰，销售额

达 209 亿美元，销售 267 亿颗芯片。据 IHS

研究报告，2018 年中国市场将会达到 50 亿

美元，2021 年将有 64.2 亿美元。目前全球十

大 MCU 企业中还尚未有中国企业。从销

售额看，我们与国际的距离还很远。MCU

作为通用电子产品的基础部件和心脏，重

要性不言而喻。希望政府部门、研究和投

资机构重视国产 MCU 的发展，建议重点

扶持有专业特色的 MCU 企业，经过 3—5

年发展，整合成有一定规模的企业。5—10

年打造出销售额达到 10 亿美元、可以进入

全球 MCU 前十名的大型 MCU 企业。

走向竞争前沿 国产MCU任重而道远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系统分会副理事长 何小庆

微控制器（MCU），国人更喜欢称为单片机，是今天电子产品的心脏，被广泛地应用到消费和工业电子产品中。小到体温
计、无线充电器和智能手环，大到数控机床、机器人和汽车，都有MCU的身影。目前，MCU行业产值已经达到数百亿美元。
随着物联网和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未来MCU的市场需求将有爆炸性的增长，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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