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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鸿儒

EUV技术再度突破
目前最先进的EUV光刻工艺使用

的是13nm光源，能够满足7nm线宽制
程工艺的要求。

EUV光刻机研发挑战仍存

本土企业如何突破技术成本关？
—集成电路设备系列报道之三

东芝推出新款微控制器 可实现高速数据处理

光刻是芯片制造技术的主要环节之一。目前主流的芯片制造是基于193nm光刻机进行
的。但是193nm的光刻技术依然无法支撑40nm以下的工艺生产，为了突破工艺极限，厂商不得
不将193nm液浸技术和各种多重成像技术结合起来使用，但这在无形中提升了制造成本，拉长
了工艺周期。为了通过提升技术成本来平衡工序成本和周期成本，厂商们将底牌压在了EUV光
刻机身上，但是EUV真的能够满足厂商们的期盼吗？

在半导体制程中，光刻工艺决
定了集成电路的线宽，而线宽的大
小直接决定了整个电路板的功耗以
及性能，这就凸显出光刻机的重要
性。传统的光刻机，按照光源的不
同，分为DUV光刻机（深紫外光）以
及EUV光刻机（极紫外光）。工艺制
程还在 28nm 徘徊时，DUV 光刻机
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是随着工艺
制程的升级，想要迈向更小的线路，
就只能使用EUV光刻工艺。

目前最先进的EUV光刻工艺使

用的是13nm光源，能够满足7nm线
宽制程工艺的要求。全球能够达到
这种水平的光刻机制造商暂时只有
一家——ASML。据记者了解，目前
ASML具有16500人，研发人员超过
6000人，占比约为36%，整个公司主
要的业务为光刻机，技术绝对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市占率100%，处于轻
松垄断全球市场的地位。

2018年，ASML财报全年营收净
额达到 109 亿欧元，净收入 26 亿欧
元，虽然火灾影响了2019年第一季

度的业绩，但是其2019年第一季度
的营收净额依然达到了21亿欧元，
毛利率约为 40%。ASML 总裁兼首
席 执 行 官 Peter Wennink 介 绍 ，
ASML在2018年完成了技术创新的
里程碑突破，并表示这一突破将为
未来几年不断筑能。

据了解，在2017年，ASML就曾
表示达到过“里程碑的突破”，原因
便是完成了250瓦的EUV光源技术
的升级迭代，让EUV的生产率达到
125片/小时的实用化。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深圳
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中
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将于 4 月 9 日
至 1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举
办。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信
息行业综合性展会，第七届中国
电子信息博览会已成为外界了解
中国 ICT 产业的窗口和风向标。
本届博览会汇聚了数字家庭、智
能终端、新型显示、IC、人工智能、
汽车电子、5G、物联网、智能制造
等九大重点领域的最新产品和技
术成果，是集中展示全球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态势的又一次盛会，
也是 CITE 展迈向国际化成为世
界一流平台的一次重要检阅。

平台决定高度，作为博览会同
期举办的重点专业论坛之一，2019
中国国际显示产业大会将以“显示
力量·智造未来”为主题，将通过

“2019中国国际显示产业大会主旨
论坛”“2019柔性可折叠AMOLED
技术峰会”“2019 全球量子点显示
技术与应用峰会”“2019 智慧商显
行业发展论坛”“2019 中国国际显
示行业领袖峰会”“中国智能电视峰
会”六大活动，力邀中、日、韩及欧美
等国家和地区显示产业链的领军
企业与企业家，就全球显示产业发
展全新格局，共同分享显示产业市
场新机遇。

2019智慧商显行业发展论坛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领域

的相互融合与发展已成大势所
趋，越来越多的商显应用场景被
不断挖掘，商用显示产业迎来高
速发展的机遇期。为了更好促进
整个商显行业产、学、研、政、经协
同发展，4 月 9 日上午，深圳市平
板显示行业协会旗下媒体机构亚
威资讯联合数字标牌网、国内外
协会、媒体机构、行业专家共同举
办“2019 智 慧 商 显 行 业 发 展 论
坛”。奥维睿沃总经理董敏、天英
教育董事长陈伟山、华星光电商
显副总经理胡崇铭、迅豹董事长
王培勇、威屏科技营销中心总经

理陈旭明、数拓科技 CEO 兼总
裁叶建华等商业显示领域的领
军企业将亮相本次论坛发表精
彩演讲。

2019 柔性可折叠 AMOLED
技术峰会

OLED 代表显示技术发展方
向，已经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
可。尤其是 OLED 柔性的特点让
其在各大显示技术竞争中展现出
强大的竞争力。然而，虽然目前
OLED 已经大范围在智能手机、
TV 等显示终端应用，但仍然存在
很多技术问题，这促使全球众多
企业加入到这一技术以及其他柔
性显示技术的开发中来。“2019柔
性可折叠 AMOLED 技术峰会”已
邀请武汉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模
组厂厂长朱信庆、和辉光电技术
总监、维信诺技术开发经理杜哲、
敦泰前瞻产品处总监贡振邦、武
汉精测副总经理&精立电子总经
理 刘 荣 华 、柔 宇 CMF Director
郭广凤、努比亚联合创始人&副总
裁苗雷、奥维睿沃分析师哈继清、
天风证券电子分析师张健等业界
精英共论柔性可折叠 AMOLED
技术发展最新趋势。

中国国际显示产业大会主旨
论坛

随着各种新型显示技术的应
用，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被
改变和颠覆。在显示面板不断取
得进展的同时，中国的上游材料，
包括液晶材料、基板玻璃、偏光片
等同时在加快步伐，不断取得突
破，出货量持续增长，终端市场随
着市场竞争加剧，多方技术进步，
产品创新层出不穷。机遇与挑战
并 存 ，作 为 本 次 大 会 的 重 头 戏
——“中国国际显示产业大会主
旨论坛”邀请了京东方、华星光
电、三星、LG Display、群创、维信
诺、天马、龙腾光电、晶科电子等
企业领军代表，汇聚全球显示产
业精英，共同研讨显示产业发展
新格局。

全球量子点显示技术与应用
峰会

未 来 5~10 年 将 是 LCD 和
OLED、QLED的竞争并存的局面，
量子点显示为我国“换道超车”提
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同时又面临着
技术成熟度不足的现状。量子点显
示产业的发展必然不是一帆风顺
的，因此，需要将量子点显示作为
显示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把来之
不易的先发优势转换为将来的优
势产业，共同分享显示产业市场新
机遇。“全球量子点显示技术与应
用峰会”邀请了南方科技大学孙小
卫教授、纳晶科技技术总监康永印
博士、惟怡新材总经理邱晓华、
Nanosys大中华区总经理罗忠升博
士、TCL工业研究院技术专家向超
宇博士、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庞代
文教授、三井化学东赛璐株式会社
产业用薄膜/板材事业部部长高濑
三男博士、海信电子信息集团研发
中心显示研发部技术总监乔明胜、
TCL电子高级工程师季洪雷博士
等量子点技术大咖共论产业发展
大势。

2019中国国际显示行业领袖
峰会精彩可期

同期举办的重头戏——“2019
中国国际显示行业领袖峰会”将于
4 月 10 日中午在深圳四季酒店举
行，作为全球显示产业的高端对话
平台，本届峰会将邀请三星、LG-
Display、JDI、华星光电、京东方、友
达、群创、天马、龙腾、和辉、中电熊
猫、惠科等面板厂商，康宁、默克、
巴斯夫、旭硝子、盛波、联得、四丰、
三利谱等材料、设备和配套厂商，
TCL、创维、康佳、华为、OPPO、vi-
vo、努比亚等电视和手机厂商的全
球显示产业链众多领军人物共赴
峰会，共话产业商机。

作为本次大会系列活动之一
的中国智能电视峰会，同期也将
邀请中、日、韩知名品牌电视厂商
负责人共赴峰会，共享电视终端
市场的最新发展趋势。

本报讯 3 月 27 日，弘硕科技
（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硕
科技”）锡球、锡条等半导体集成电
路材料生产项目（以下简称“封装
材料项目”）在芯港小镇举行开工
奠基仪式。

据介绍，弘硕科技由台湾恒
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出资建

立。台湾恒硕公司成立于 1998
年，为全球领先的芯片级封装材
料供应商，是台积电唯一的锡球
供应商。

弘硕科技封装材料项目占地
18.2 亩，预留 40 亩，总投资 3.4 亿
元，主要生产产品为用于集成电路
装配的重要材料锡球，预计项目达

产后年产值10.7亿元，计划于2020
年第一季度竣工验收，并完成生产
设备安装及开始试生产。

根据弘硕科技规划，在 2020
年 2 条产线投产后，将陆续增资
新建10条产线，预计锡球月产能
达到1500亿颗以上，目标在2025
年成为全球最大锡球供货商基地。

本报讯 3月29日，东芝电子
元件及存储装置株式会社（“东
芝”）宣布，推出基于 Arm Cor-
tex—M的新系列MCU—M4G组，
该系列MCU内置计时器和通信通
道，进一步丰富东芝的TXZ系列微
控制器的产品线，为办公自动化
（OA）设备、音视频（AV）设备和工
业设备提供支持。批量生产将从
选定产品开始，随后逐步扩大范围。

东芝 TXZ 系列 MCU 之 M4G
组（1）以配备FPU的Arm Cortex—
M4核为基础，它集成高性能模拟
电路、多个计时器和通信通道，可提

供100引脚到177引脚的丰富封装
类型，且内置内存容量在512KB到
1536KB之间的闪存存储器，工作频
率高达160MHz。

除了内置包含转换速度为
1.0μs的12位AD转换器（多达24
通道）和8位DA转换器（2通道）的
高 精 度 模 拟 电 路 外 ，TXZ 系 列
MCU 之 M4G 组（1）还内置两个
DMA控制器，分别是高速DMA控
制器和多功能DMA控制器。这两
个控制器不仅能够实现低功耗，还
能提供高级功能，同时集成多功能
外 设 电 路 ，如 串 行 存 储 器 接 口

（SMIF）、UART、I2C、TSPI和计时
器，为大规模系统提供支持。

TXZ 系 列 MCU 之 M4G 组
（1）内置的AD转换器可对任意通
道选择两种采样周期，可在需要多
个传感器的大规模系统中减少阻
抗调节部分。此外，内置计时器、
UART和TSPI互联功能以及间隔
传感器检测电路（ISD），有助于减
少软件处理中的负载。东芝计划
推出微控制器组，用于高速数据处
理中的通信控制，并推出配备高精
度模拟电路的器件，用于低中速电
机控制。

EUV光刻机的极限挑战
目前，EUV光刻机在材料搭配方面

尚不成熟，很多专家将这个问题列为
“光刻机极限挑战之一”。

据 ASML 2018 年 财 报 ，目 前
ASML 推出的 NXE：3400C 极紫外
光刻机 EUV，产量可达每小时 170
片晶元，妥善率高达90%以上。该机
型预计于 2019 年下半年出货至客
户。除此之外，对于 3D NAND 客
户，ASML还提供了一系列处理翘曲
的晶圆的辅助方案，扩大可处理晶
圆变形范围。据 ASML 官方透露，
目前其产品可帮助用户实现每天超
过6000片晶圆的产量。

“要实现强大的功能，EUV就必
须克服电能消耗以及光源等因素的
影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

十五研究所集团首席专家柳滨向记
者表示，EUV虽然售价超过了一亿
美元，但是高额的价格并不是它最大
的问题。“EUV最大的问题是电能消
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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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耗电成本的一倍，
这还不算设备购置成本和掩膜版设
计制造成本。”柳滨说。

据了解，除了电能以及光源，光
刻胶也是EUV技术另一个需要面对
的问题。据专家介绍，光刻胶本身
对于光的敏感度就十分高，但是对
于不同波长的光源，光刻胶的敏感
度也有差异，这就对EUV光刻机产
生了一些要求。光刻机选择的波长
必须要和光刻胶对应的波长处于同
一个波段，这样才能提升光刻胶对
于光源的吸收率，从而更好地实现
化学变化。但是目前，EUV光刻机
在材料搭配方面还不成熟，很多专
家将这个问题列为“光刻机极限挑
战之一”。

发展EUV仍需大力支持
先进的EUV技术，光靠企业和社

会资本是无法支撑起来的，这项技术需
要国家政策的支持。

虽然EUV光刻机设备还有诸多
挑战尚未克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高端工艺制程的发展依旧难以离开
EUV光刻机的辅助。“一代器件，一
代工艺，一代设备”点出了当今半导
体工业发展的精髓。尤其是当线程
工艺进入纳米时代之后，工艺设备
对于制造技术的突破越发重要。

自上世纪90 年代起，中国便开
始关注并发展EUV技术。最初开展
的基础性关键技术研究主要分布在
EUV 光源、EUV 多层膜、超光滑抛
光技术等方面。2008 年“极大规模
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专

项将EUV技术列为下一代光刻技术
重点攻关的方向。中国企业将EUV
列为了集成电路制造领域的发展重
点对象，并计划在2030年实现EUV
光刻机的国产化。

芯谋研究总监王笑龙向记者指
出，虽然目前研发EUV这项技术对
中国企业来说成本高昂，但是，其战
略意义不容忽视。“中国虽然技术落
后，研发EUV技术困难颇多，但是仍
要发展完整的工业体系，EUV是整
套体系中最困难的一块。放眼于未
来，中国的技术最后还是会到达高
水平层次，7nm技术也会得到应用，

这一步势必要走，所以现在的准备
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努力减小未来
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所以即使如今
技术不成熟、制作设备缺少、但是
EUV技术还是要加大关注，为未来
我国技术做铺垫。”王笑龙说。

然而，追求实用技术是企业的
本能，追求最新技术却不符合企业
效益。因此先进的EUV技术，光靠
企业和社会资本是无法支撑起来
的，对于企业来说，研发技术缺少资
金的支持；对于社会资本来说，缺乏
热情的投入，因此，这项技术需要政
府的支持，需要国家政策的推进。

平台决定高度
——2019中国国际显示产业大会即将精彩举办

本报讯 3月29日，中芯国际
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公布其
2018 年全年财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芯国际共收入 33.6 亿
美 元 ，较 2017 年 增 加 了 8.3% 。
2018年的销售额由2017年的31.01
亿美元增加 3.1%，至 31.96 亿美
元。2018年的毛利为7.46亿美元，
相比2017年7.40亿美元的毛利率
略有提高。2018 年利润率达到
11.64亿美元，相比于2017年，升幅
为4.2%。财报显示，来自中国客户

的收入增长占2018年不含技术授
权总收入的57.0%，相比截至2017
年则为47.3%，收入升幅为24.3%。

中芯管理层表示，2018年全球
宏观形势错综复杂，集成电路产业
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增速有所放
缓，价格竞争压力增大，产业面临
着很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芯
国际在2018年收入依旧创历史新
高，约33.6亿美元，同比增长8.3%；
利 润 11.6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约
4.2%。2018 年是中芯国际加速研

发之年，中芯国际研发投入超过6
亿美元，占营收比例远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

据了解，中芯国际目前已经完
成了 28 纳米 HKC+以及 14 纳米
FinFET 技术的研发，并开始相关
客户导入的工作。预计于2019年
内实现生产。同时，中芯国际2018
年成功开发出了国内第一套14纳
米级光罩，具备了国内领先的光罩
生产能力，今年可为客户提供 14
纳米光罩制造服务。

中芯国际发布2018财报 年度营收创新高达33.6亿美元

总投资3.4亿元 弘硕科技封装材料项目开工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