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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半导体行业十大新闻事件

通用存储器两大主力产品DRAM
和NAND Flash价格在2018年呈现前
高后低、前涨后跌态势。综合集邦咨
询报告，2018 年第一季度全球 NAND
Flash 市场受传统淡季影响，一度出现
供过于求的现象，销售单价出现松动，
第二季度开始出现15%～20%的跌幅，
预计 2019 年上半年跌势难止，第一季
度将续跌10%。DRAM的情况相对较
好，价格反转出现在2018年第四季度，
平均销售单价出现 8%的跌幅，预计
2019年第一季度跌幅将进一步扩大。

点评：从2017年延续至今的半导
体产业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存储器的
价 格 上 涨 。 随 着 DRAM 和 NAND
Flash 双双转升为跌，本轮硅周期也将
进入下行阶段。可以预见，未来一段
时期业内厂商将缩减资本支出，减缓
扩产计划，开始考虑过冬事宜了。此
前，一些IC企业一时乘着“风口”，实现
了快速起飞。现在，“风势”即将减弱，
能否安全着陆将是一项重大考验，同
时这也是对前段时间中国发展半导体
产业取得成果的一个考验。

2018 年 3 月 2 日，华虹无锡集
成电路研发和制造基地项目举行
开工仪式。该项目占地约 700 亩，
总投资 100 亿美元，一期项目总投
资约25亿美元，计划建设一条工艺
等级90～65纳米、月产能约4万片
的 12 英寸特色工艺集成电路生产
线，支持 5G 和物联网等新兴领域
的应用。华虹无锡基地项目将分
期建设数条 12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
线。首期项目实施后，将适时启动
第二条生产线建设。

点评：特色工艺的重要性日渐
凸显。物联网市场是半导体业的
杀手级应用，不需要依赖先进工艺
制程，其产品设计和制程模式在成
熟工艺制程下将非常匹配中国企
业。对于中国半导体公司来说，在
工艺平台开发之初，就不能把力量
仅仅集中在标准工艺上。除华虹
无锡项目外，2018年中芯国际也在
绍兴启动建设一条 8 英寸生产线，
面向微机电（MEMS）和功率器件集
成电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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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
CTO、达摩院院长张建锋宣布，成立平
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进军集成电路产
业，计划于2019年4月发布第一款神经
网络芯片。过去几年中，阿里一直在
芯片领域进行布局，投资了多家颇具
竞争力的芯片公司，包括寒武纪、Bare-
footNetworks、深鉴、耐能Kneron、翱捷
科技 ASR，并于 2018 年 4 月全资收购
嵌入式CPU IP公司中天微。

点评：2018 年国内集成电路领域

投资热潮不断，不同领域的玩家均有
进军集成电路产业之势，其中包括了
互联网公司阿里、百度，家电厂商格
力、创维，房地产公司恒大、万业等巨
头。作为资本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
集的行业，集成电路要想真正发展起
来，需要大量新鲜血液的注入，只是围
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永远发展不好。
但需要注意的是，资本永远具有两面
性，它可以把立于风口的“猪”吹上天，
也可以在风停的时候把“猪”摔死。

2018 年，紫光集团量产 32 层
3D NAND Flash 芯片。闪存芯片
可广泛应用于电脑、手机、监控、数
据中心等领域，未来还将用于无人
驾驶、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方面，
是集成电路关键产品之一。我国
在存储芯片领域长期依赖于国
外。紫光集团从 2014 年启动 3D
NAND项目的研发，32层产品各项
指标达到预期要求，实现了中国存

储器产业零的突破。
点评：紫光集团开发的 32 层

3D NAND芯片各项指标已经达到
预期要求，是国产3D NAND芯片
向着产业化道路迈出的关键一
步。这是紫光集团耗资10亿美元，
1000人团队历时2年研发成功的中
国第一颗3D NAND芯片，设计水
平现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使中国
进入全球存储芯片第二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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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北方华创宣布已完成
对美国Akrion Systems LLC的收购，交
易金额为1500万美元。Akrion在精密
清洗技术方面拥有多年的技术积累和
客户基础。该项收购将拓展北方华创
在清洗机设备领域的产销体系，丰富
清洗机设备的产品线，实现互补。

点评：受外部大环境影响，2018年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国际并购几乎停
摆。北方华创能够成功完成这项交
易，殊为不易。本次并购让北方华创
的产业布局更加全面，可为半导体、新
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提供全方位整体
解决方案。

2018年5月2日台积电南京12
英寸厂实现首批 16 纳米晶圆近期
正式量产出货，从破土动工到正式
出货仅花 20 个月。台积电南京厂
是目前中国大陆工艺最领先进的
晶圆代工厂，规划月产能为2万片，
但外界预估其有扩充到每月6万片
的空间。

点评：台积电南京12英寸厂的
快速建设与量产出货，对中国大陆
本土厂Foundry厂来说，无疑具有极
大的竞争压力。毕竟对手就在卧榻
之侧，还是那么强悍的一个对手。
希望中国大陆本土厂Foundry厂能
将压力换成动力，加油拼搏，尽快实
现14纳米，并把良品率提上来。

北方华创收购Akrion

丰富清洗设备产品线

台积电南京工厂量产出货

大陆代工厂面临竞争压力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2018 年比特币价格持续下跌，年
底已跌至 3785 美元。比特币跌价、矿
机市场冷清，对三大矿机厂商比特大
陆、嘉楠耘智和亿邦国际的上市之路
造成重大影响。比特大陆IPO申请受
到外界质疑。嘉楠耘智至IPO申请失
效，未能取得进展。亿邦国际在第一

次上市申请失效后，开始第二次申请。
点评：在启动IPO之际，三大矿机

厂商纷纷开启业务转型之路，向人工
智能等新的领域进行拓展。在传统业
务遭遇寒冬之际，抓住AI商机，迅速打
开新局面，成为三家企业得失成败的
关键。

2018 年 5 月上海新昇表示，其
开发的 12 英寸大硅片实现量产销
售，上海华力微电子已经小批量采
购。此后上海新昇还证实其大硅
片亦通过了中芯国际的认证。上
海新昇 12 英寸大硅片目前月产能
为10万片，预计2019年实现月产能
20万片，2020年年底实现月产能30
万片。

点评：大尺寸硅晶圆是集成电
路制造领域的关键材料，也是中国
半导体产业链的一大短板。目前
中国大陆半导体硅片供应商主要
生产6英寸及以下的硅片，具备8英
寸硅片生产实力只有两三家，而12
英寸硅晶圆则一直依赖进口。上
海新昇是中国大陆建设的第一家
12英寸硅晶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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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3日，天岳碳化硅材
料项目开工建设。这是国内最大的宽
禁带半导体碳化硅材料项目及成套工
艺生产线。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主
要生产碳化硅衬底，预计年产值可达
13亿元；二期主要生产功能器件，包括
电力器件封装、模块及装置，新能源汽
车及充电站装置、轨道交通牵引变流
器等，预计年产值达50亿～60亿元。

点评：碳化硅是目前发展最成熟
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应用范围正在
逐渐扩大。在智能电网、电动汽车、轨
道交通、新能源并网、工业电机以及家
用电器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国际领
先企业已经开始部署市场，我国不应
错失这次产业升级的机会，应建立从
材料、器件、模块到应用全链条的自主
保障能力。

2018 年 RISC-V 受到国内学
术界与产业界的广泛关注，行业认
可 度 快 速 提 升 ，涌 现 出 一 批
RISC-V 创新力量，包括杭州中天
微、北京君正、华米科技和芯来科
技等。地方政府也将RISC-V相关
设计和开发公司作为扶持对象。

点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
握核心技术已经成为人们对我国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发 展 的 共 识 ，
RISC-V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除 x86
与ARM架构之外的新选择。但应
避免一窝蜂、炒热点，真抓实干才
是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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