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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年底购物季到来，消费

电子终端厂商提前备货，加上高企

的库存被逐渐消化，NAND闪存持

续一年有余的市场寒冬终于在第三

季度开始转暖。根据集邦咨询的调

查，2019年第三季度NAND闪存出

货量增长，增长率接近15%，营业收入

平均增长10.2%，达到约119亿美元。

几家存储大厂营业状况也表现

良好。三星第三季度出货量比第二

季度增长10%，由于库存水位表现平

稳，因此产品销售单价跌幅也收敛到

5%，营收达到 39.87 亿美元，比第二

季度增长5.9%。SK海力士由于第二

季度出货大幅增长40%，第三季度出

货量略有放缓，环比减少了1%，但是

因为销售价格稳定，因此整体营收

也比较稳定，达 11.46 亿美元，环比

增长3.5%。至于铠侠虽然此前的四

日市工厂断电事故余波仍在，但在

整个大市转暖的影响下，营收达到

22.27 亿美元，季增长 14.3%。西部

数据第三季度出货量环比增长 9%，

营 收 达 16.32 亿 美 元 ，环 比 增 长

8.4% 。 美 光 第 三 季 度 收 入 增 长

4.7%，达15.3亿美元。

总之，在年底销售旺季的推动

下，加上对库存的消化，NAND市场

已经逐渐回暖，整体市况正在向好的

方向发展。集邦咨询在对第四季度

展望中表示，旺季市场需求回温将有

助于各供应商获利表现的改善。

近日，业界有消息传出，联电获

得三星 LSI 的 28 纳米 5G 智能手机

图像系统处理器（ISP）大单，明年开

始进入量产。此外，联电还将为韩

国 AnaPass 代工 28 纳米 OLED 面板

驱动 IC、为韩国 Magnachip 代工 40

纳米 OLED 面板驱动 IC 及 80 纳米

TDDI，这两家公司均是三星OLED

面板主要芯片供应商。一系列消息

显示，联电自2017年启动的强化成

熟工艺市场、实现差异化转型策略

正在取得进展。未来，联电的盈利

表现将有进一步的提升。

市场转型成功

业绩向好

日前，有消息称，联电已争取到

了 OLED面板驱动 IC、整合触控功

能面板驱动 IC（TDDI）等新订单，

包括为韩国 AnaPass 代工 28 纳米

OLED 面板驱动 IC、为韩国 Mag-

nachip代工40纳米OLED面板驱动

IC 及 80 纳米 TDDI。由于 AnaPass

及 Magnachip 是三星 OLED 面板的

主要芯片供应商，这意味着联电打入

了三星的供应链。

近日，又有消息传出，三星 LSI

设计专用 ISP 已在近期完成设计定

案，并将在明年第一季度交由联电

代工，季度投片量约为2万片。随着

三星及其芯片供应链对联电陆续释

放出新的 28 纳米或 40 纳米订单，联

电 8英寸及 12英寸产能利用率将持

续提高，明年第一季度有望达满载

水平。

加上联电 10 月 1 日完成了对日

本三重富士通半导体12英寸晶圆厂

的 100%并购，让联电在晶圆代工市

场占有率突破 10％，重回全球第二

大厂宝座。淡季不淡，一系列亮眼的

业绩表明，联电此前开启的市场转型

策略正在取得成效。

2017 年 7 月，联电开始采用共

同总经理制，新接任的王石和简山杰

进行了重大市场策略调整，逐渐淡出

先进制程的较量，转向发挥在主流逻

辑和特殊制程技术方面的优势，强化

对成熟及差异化工艺市场的开发。上

述情况显示，联电专注于成熟及差异

化工艺的市场策略正在取得成功。

根据第三季度财报，联电对第四

季度业绩展望乐观，包括在 5G 智能

手机中所使用的射频 IC、OLED 面

板驱动 IC，及用于电脑周边和固态

硬盘（SSD）的电源管理IC等需求回

升，加上增加日本新厂的贡献，预估

第四季度晶圆出货较上季度增加

10％，产能利用率接近 90％。预估

联 电 第 四 季 度 合 并 营 收 将 季 增

10％，可望创下季度营收历史新高。

联电的这一转变也获得了资本

市场的认可。摩根斯坦利分析师詹

家鸿在 7 月份的报告中认为，联电

“把钱花在了正确的地方”，并上调

联电的投资评级等；UBS（瑞银集

团）也给予买进评级。

中国大陆市场

将成为有力支撑

中国大陆市场对于联电的转型

发展也十分重要。根据调研公司

Gartner 的数据，2019 年全球半导体

产值为4290亿美元。中国大陆一直

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约占全

球市场需求的1/3。同时，中国大陆

存在晶圆制造产能的巨大缺口。集

邦咨询报告称，2016—2022年，中国

集成电路设计业代工需求本土满足

比一直低于 40%，并在 2018 年达到

30%的最低点。据集邦咨询测算，若

中国市场使用的集成电路中五成在

本土制造（含 IDM 和 Foundry，不含

存储），到2022年，90nm以上制程制

造能力缺口为20万片（合12英寸），

28nm~90nm（含 90nm，不含 28nm）

制造能力缺口为15万片，28nm及以

下缺口为30万片。

在此情况下，联电对于中国大

陆市场非常重视，持续投入中国市

场发展。和舰芯片副总经理林伟圣

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联电

的发展战略仍是以提升公司整个获

利与市占为优先。在中国大陆，联

电与厦门市政府及福建省电子信息

集团合资成立了联芯集成的12英寸

晶圆代工厂。联电在中国大陆也有

8 英寸厂支持成熟特色工艺。联电

将把相关产品做得尺寸更小、功耗

更低、性能更高，以满足市场需求。

据了解，因市场需求旺盛，联电

苏州和舰8英寸厂、厦门联芯12英寸

厂产能都已爆满，供不应求。业界看

好中国大陆市场物联网、人工智能、

通信、消费电子等需求，预计未来这

部分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为联电的转

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 日前，全球领先的移

动通信及物联网核心芯片供应商

紫光展锐，和英国 Verve Connect

签署了一项长期合作协议，双方将

面向欧洲市场，开发一系列基于展

锐芯的智能终端。

Verve Connect专注于为欧洲

市场规划、开发和提供一系列基于

移动和固网技术的终端产品。在

2016 年推出了 IMO 终端品牌，定

位在高质量和优异体验。目前在

英国预付费手机市场排名第二位，

同时也是运营商特殊频段 CPE的

供应商。过去三年，IMO 通过英

国主流电信运营商、移动虚拟网络

运营商和零售连锁的渠道在路由

器、智能手机，移动电话市场上取

得巨大成功。

Verve Connect今年面向欧洲

市场推出的 IMO Q3 Plus、IMO

Q2 Plus、IMO Dash 系列，全部采

用了紫光展锐的芯片平台。与紫光

展锐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后，Verve

Connect将基于现有成功的市场基

础，计划在2020年推出5G终端设

备，扩大在欧洲市场的份额，致力于

成为欧洲4G和5G领域智能终端和

路由器的主流设备提供商。

紫光展锐执行副总裁周晨表

示：“与Verve Connect的全面合作，

结合了双方各自的优势，将更高效、

更有针对性地为运营商以及终端消

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及创新成

果。随着移动运营商加速向4G和

5G演进，紫光展锐也将深化与欧洲

合作伙伴的合作力度。”

本报讯 日前，深圳康佳公

布，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以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康佳芯盈半导体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56%）为主体投资建设存储芯片

封装测试厂。项目拟选址盐城

市 智 能 终 端 产 业 园 ；计 划 2020

年年底试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

额为 5.01 亿元。

公告显示，经友好协商，盐城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拟与公司签署投资协议，投资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项目内容是投资

建设存储芯片封装测试厂，开展存

储芯片的封装测试及销售。项目

规模为计划总投入 10.82 亿元，其

中购买设备等投资约 5 亿元。项

目占地为100亩（以国土部门最终

出让面积为准）。

该项目有利于公司加强在半

导体领域的布局，促进公司半导体

及相关业务的长远发展，可充分发

挥公司产业和科研优势并充分利

用盐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资源

和政策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

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报讯 瑞萨电子株式会社日

前宣布，推出业界首款全面实现工

业网络设备 ASi-5（执行器-传感

器接口规范 V5）标准的芯片解决

方 案 ——ASI4U-V5 ASSP。 与

ASi-3 相比，ASi-5 具备更卓越的

性能与可用性，可提供低至1.27ms

周期时长、线缆长度达 200 米，并

支持每网段96台从设备。已经过

现场验证的ASSP为开发人员使用

传感器、执行器以及需要简单且经

济高效现场总线连接的其它工业

设备，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现场总线

集成选项。

全 新 ASI4U-V5 ASSP 的 固

件经过充分验证和现场检验，可减

小ASi-5部署的复杂性，从而最大

程度降低设计风险。ASSP 符合

ASi-5标准，完全后向兼容ASi-3，

同时包含较短的周期时间、基于正

交频分复用（OFDM）所实现的更

高带宽、增强的诊断功能和先进的

鲁棒性等特性。ASSP支持所有总

线拓扑结构，包括线形、星形和树

形。同时，ASSP 还具备与其他工

业协议（例如 IO-Link 和 HART）

简便且经济高效的集成优势。

全新 ASSP 已于 11 月 26 日至

28日在纽伦堡SPS2019（2019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展）上首次亮相。

本报讯 12月1日，陕西省西

安市72个稳增长稳投资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786亿元。此次

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涉及先进制

造业、服务业、城建及基础设施、环

保和民生等五个重点工作领域，其

中先进制造业开工项目 19 个，总

投资 77 亿元，包括华天科技集成

电路封装项目（二期）项目。

据报道，华天科技集成电路封

装项目（二期）项目总投资 8.4 亿

元，位于西安经开区，引进国际先

进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设备、仪器

等，将对高可靠、高密度集成电路

封装和多芯片超薄扁平无引脚集

成电路封装测试进行技术改造。

资料显示，华天科技为全球第

七大、中国第三大半导体封测厂

商。根据集邦咨询旗下拓墣产业

研究院调查，2019 年第三季度全

球前十大封测业者营收预估为 60

亿美元，年增 10.1%，季增 18.7%。

其中华天科技营收为3.24亿美元，

年增长23.5%。

本报讯 近日，歌尔股份华南

智能制造项目在东莞松山湖生态

园大道正式动工，项目总投资约

30 亿元，主要建设行业先进的自

动化生产、智能化仓储以及生活配

套等设施，并作为歌尔股份华南基

地，项目计划2021年投入使用。

该项目作为东莞市重大建设

项目，将建设行业先进的实验检

测、自动化生产、智能化仓储以及

生活配套等设施，重点为世界一流

客户提供虚拟现实、智能穿戴、智

能耳机，以及智能音箱等产品的整

体研发与生产解决方案，届时将成

为歌尔股份华南基地。

当天的动工仪式上，松山湖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晨光表

示，希望歌尔公司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争取推动

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发挥经济效益，

成为园区重大项目的又一标杆。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冯

莉认为，东莞制造业实力雄厚、产

业体系齐全，松山湖是东莞的核心

组成部分，园区建立了完善的创新

生态体系，形成了极具规模的创新

产业集群，营造了法治化国际化的

营商环境。

紫光展锐与英国Verve Connect

签署合作协议

投资30亿元打造华南基地

歌尔股份智能制造项目动工

总投资8.4亿元

华天科技IC封装二期项目开工

康佳拟投逾10亿元

建存储芯片封测项目

瑞萨电子推出适用于

工业自动化的ASi-5 ASSP

闪存工艺之争再升级闪存工艺之争再升级
128128层层33D NADND NADN明年渐成主流明年渐成主流
本报记者 陈炳欣

相比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存储业

有多大差距呢？今年9月，长江存储

宣布量产64层3D NAND。长江存

储表示，未来将扩大产量，但并没有

发布具体扩产计划。有业内人士预

估，到明年年底晶圆产量将达到每月

6万片的规模，约可占全球产量的5%。

在市场方面，紫光旗下的新华

三集团表示将引入紫光存储SSD的

产品，应用于其企业级服务器产品

中。另有消息人士称，长江存储的

NAND闪存已接到其他部分知名企

业的订单，如联想计划在其电脑中

使用NAND闪存芯片。

尽管有所进展，但中国存储产

业仍然弱小。莫大康认为，表面来

看，国内企业 64 层 3D NAND 与国

际大厂 128 层仅相差两代。实际的

差距却并不止此。考量因素不仅包

括技术的开发、量产工艺的精进、成

品率的提升，也包括市场占有率的

扩大等。2020年年底产能能否达到

量产 6 万片/月十分关键，是否能在

产能提升的同时提高成品率，产能

爬坡速度对企业来说是一个痛点。

技术上从 2D 到 3D 的改变，对

中国存储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

机遇，但是如何抓住这个机遇仍具

挑战。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

stein Research）资深半导体分析师

Mark Li表示：“未来 12个月将是关

键时期。”

技术升级一向是存储芯片公司

间竞争的主要策略。随着存储市

场由弱转强，处于新旧转换的节

点，美光、三星、SK 海力士、英特尔

等纷纷加大新技术工艺的推进力

度，以图通过新旧世代的产品交替

克服危机，并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

占据有利地位。目前来看，NAND

闪存的技术工艺之争已经推进到了

128层。

10 月初，美光宣布第一批第四

代 3D NAND 存储芯片流片出样。

第四代 3D NAND 基于美光的 RG

架构，采用128层工艺，预计2020年

开始商用。在“Mircon Insight2019”

技术大会上，美光科技执行副总裁

兼首席商务官 Sumit Sadana 表示，

128层3D NAND如果被广泛使用，

将大大降低产品每比特成本。

SK 海力士也在 11 月宣布开始

出样 128 层 3D NAND 闪存产品，

该产品不久将开始出现在最终用户

设备中。一年前，SK海力士推出了

96层3D NAND产品。

相比而言，三星的动作更快。

今 年 8 月 ，三 星 即 宣 布 推 出 首 个

100 + 层 的 新 一 代 3D NAND 闪

存。 据三星介绍，该产品采用“通

道孔蚀刻”技术，使前代96层的堆叠

架构增加了约 40%的存储单元。同

时，三星还优化了电路设计，使其可

实现最快的数据传输速度，写入操

作的数据传输速度低于 450μs，读

取速度低于45μs。

从 进 度 表 来 看 ，128 层 3D

NAND需要到明年才能大量进入企

业存储市场，逐渐成为主流。但是

从此亦可看出，存储厂商间的新一

轮技术升级之争亦将变得更加激

烈。半导体专家莫大康指出，存储

芯片具有高度标准化的特性，且品

种单一，较难实现产品的差异化。

这导致各厂商需要在工艺技术和生

产规模上比拼竞争力。因此，每当

市场格局出现新旧转换时，厂商往

往打出技术牌，以期通过新旧世代

产品的改变，提高产品密度，降低制

造成本，取得竞争优势。

第三季度全球NAND闪
存市场明显复苏，三星、铠侠
（原东芝存储）、美光等主要存
储厂商的出货量均有较大幅
度增长。在此情况下，各大厂
商之间加紧了竞争卡位，以期
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占据有
利位置。三星、美光、SK海力
士均发布了128层3D NAND
闪存芯片，将NAND闪存的堆
叠之争推进到了新的层级。

市场回暖，闪存业现10.2%正增长
受 益 于 年 底 购 物 季 到 来 ，

NAND闪存市场将开始转暖。

技术之争升级，3D NAND上看128层
目前来看，NAND闪存的技术

工艺之争已经推进到了128层。

追赶国际水平，量产能力是关键
从2D到3D的改变，对中国存储

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联电工艺路线差异化转型持续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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