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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光硅光，，半导体的另一条赛道半导体的另一条赛道

集成电路

华润微电子：产线全面复工

扛起国产芯片使命担当

硅光即硅基光电子，指的是在硅和硅基衬底材料上，利用硅CMOS工艺对光电子器件进行开发和集成的一种新技术。由于其
既拥有微电子的工艺成熟、集成度高、价格低廉等基础，又兼具光电子的极高带宽、超快速率、抗干扰性、低功耗等优势，在微电子技
术接近瓶颈的后摩尔定律时代，受到英特尔、华为、思科、诺基亚等公司热捧，技术不断进步，产业化进程日益加快，俨然已经成为半
导体领域竞争的另一条赛道。

四点建议助力我国硅光发展
发展我国硅光技术，做好长期投入的

准备。硅光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持续不
断关注，不能唯眼前回报而论。

本报讯 根据集邦咨询旗下
拓墣产业研究院最新统计，2019
年全球前三大 IC 设计业者博通、
高通及英伟达营收皆呈现年衰退
之势，使得全球 IC 设计产值受到
不小影响。2020 年产业能否回归
成长，将视美国商务部是否升级
管制出口政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
控制状况而定。

拓墣产业研究院资深产业分
析师姚嘉洋表示，2019 年排名第
一 的 博 通 受 到 实 体 清 单 政 策 冲
击，营收年衰退 7%。排名第二的
高通持续面临华为、联发科以及
紫光展锐等业者竞争。尽管华为

在2019年5月受到美国实体清单政
策冲击，但对其全年整体表现影
响有限，搭载 Kirin 处理器的智能
手机出货依然强势，压缩其他品
牌的表现。此外，联发科与紫光
展锐在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表现
不俗，导致高通手机芯片出货下
滑，营收年衰退达11%。

排名第三的英伟达在2019年前
三季度因为游戏显卡库存过高，使
得营收皆出现年衰退，第四季度在
库存回到正常水位的情况下，营收
重返成长，但全年表现仍衰退约
9%。美系业者当中，仅超威与赛灵
思营收维持成长。超威主要受惠于

英特尔缺货问题未有效解决，赛灵
思则是由于5G、工控与车用应用表
现出色，虽然实体清单政策影响在
第四季度开始浮现，但全年营收仍
年成长逾12%。宽带通信和存储控
制芯片大厂美满同样受到中美贸易
摩擦影响，加上旗下的 Wi-Fi 事业
部门切割给恩智浦，营收衰退4.1%，
排名则维持第七。

三家中国台系 IC 设计业者在
2019年的表现皆不俗，其中，联发科
2018 年开始以 12nm 制程生产高、
中、低端手机处理器，2019年逐渐发
挥性价比优势，在智能手机市场拥
有不低的能见度。联咏专注于TD-

DI领域，中国手机品牌需求稳健成
长，以华为和小米为主要客户。瑞
昱则是在TWS芯片表现出色，加上
Wi-Fi 6 应用逐渐发酵，营收年增
幅近 30%，成长幅度在前十大业者
中居冠。

展 望 2020 年 ， 高 通 虽 然 在
2020 年预计将重回苹果手机供应
链，但全球疫情无法有效控制，预
计将冲击苹果手机销售表现，届时
高通的芯片营收将受到波及。英伟
达也确定受到疫情影响。在2020年
上半年表现已受影响的情况下，整
体产业要在2020年重回成长可能不
甚乐观。

2月27日，华润微电子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股
票简称：华润微）。根据华润微电子
官网公开信息显示，受疫情影响，
华润微电子在公司内部举行了小
型而充满仪式感的上市庆祝活动，
预示华润微电子作为A股市场红
筹第一股正式扬帆启程。

产线全面复工

全体员工零感染

就在此前不久的春节期间，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
一位国人的心。华润微电子作为国
产芯片的排头兵，肩负央企责任与
使命，根据各级政府、华润集团的
防控工作部署要求，华润微电子将
员工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第一时间
成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形成了一支全线抗击疫情的战斗
队伍，采取了一系列科学、高效的
预防和保护措施，确保员工和工厂
设施的安全。

疫情爆发后，华润微电子按照
政府防控疫情的各项规定采取了
最为严格的落实措施，按照政府的
要求全力以赴保障疫情相关仪器
设备所需芯片订单供货。截至目
前，华润微电子在这场疫情中没有
一名员工被感染，产线已基本全面
复工。

疫情当前保生产

国产芯片勇担当

“在共克时艰的局势下，华润
微电子坚定与国家和社会站在一
起，担负央企义不容辞的社会责
任。在共克时艰的局势下，华润微
电子坚定与合作伙伴、客户和供应
商朋友们携手并进，将疫情的负面
影响降到最低，这是一个商业企业
对社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应该做
出的贡献。”华润微电子常务副董
事长陈南翔在给客户与供应商的
信中如是说。

发挥 IDM 一体化优势，快速
响应。据资料显示，华润微电子是
一家拥有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
装测试、掩膜制造等全产业链
IDM半导体公司，在此次疫情中，
华润微电子发挥内部一体化协同
优势快速响应，在今年春节期间积
极调配产能，全线安排特急批流
通，全力以赴保障疫情相关仪器设
备所需芯片订单供货，为抗击疫情
争取时间。疫情发生的第一刻，装
载华润微电子传感器芯片的体温
检测仪已由其客户整机制造商送
达武汉地区疫情最前线，并得到广
泛使用。

智能传感器技术已进一步突
破。据悉，华润微电子自主研发的
系列智能传感器核心芯片，已获得
进一步的技术突破，为芯片国产化
做出贡献。1月10日，在北京举行
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大会上，华润
微电子下属公司（华润上华）参与
的“高性能 MEMS 器件设计与制

造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同时，据工
业信息化部办公厅下发文件，华润
微电子申报的智能传感器领域相
关项目入围“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单位。华润微
电子多年以来在智能传感器领域
的研发，不仅获得了行业的认同，
也为此次抗击疫情所需的核心器
件提供了坚实保障。

疫情尚未解除，华润微仍在努
力。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已经
实现全面可控，但尚未达到风险解
除阶段，测温仪是必备的防疫产
品，再加上大量的家庭防护需求，
手持式额温枪作为抗疫保供的医
疗产品在市场热销，出现大量短
缺，缺口可能将在未来几个月达到
千万级。作为手持式额温枪中的关
键测温芯片，光电热电堆芯片是重
中之重，保证及时足量供应是当前
最重要的国家任务。

面对抗疫战斗的紧急大量需
要，华润微电子成立了特别工作小
组，从材料供应、产能安排、人员配
置上全方位为现有的测温产品生
产提供最佳支持，目前相关产品交
货量与交期有大幅度提升，有效缓
解了需求压力。

除了光电测温芯片外，华润微
还同时承担了测温枪中的微处理
器和其他配套芯片的制造，以及相
关客户的制造需求，配套产品的订
单确认后即可优先安排生产和加
快生产交付，避免了测温仪成品装
配的短板。

开启科创板新篇章

华润微未来可期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是华润
集团旗下负责微电子业务投资、发
展和经营管理的高科技企业，曾先
后整合华科电子、中国华晶、上华
科技等中国半导体先驱，经过多年
的发展及一系列整合，公司已成为
中国本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
性半导体企业，自 2004 年起连续
被工信部评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
企业。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
的数据，以销售额计，公司是2018
年前十大中国半导体企业中唯一
一家以IDM模式为主运营的半导
体企业。

登陆科创板，是华润微发展历
程中重要的新篇章，也是实现“跨
越式成长”的重要一环。据悉，公司
希望借助科创板上市，加快企业的
发展速度，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健全企
业的市场化与国际化机制，使公司
成为世界级的功率半导体和智能
传感器产品与方案供应商。

上市后的华润微电子将更加
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细分市场
占有率、提高核心竞争力，把握时
代机遇，实现“跨越式成长”。

“成为中国微电子企业的排头
兵”“为推动民族微电子产业进步
作出更大的贡献”，华润微电子心
有家国情怀、肩负使命担当，志在
巅峰，从未懈怠。

微电子技术瓶颈和硅光技术优
势助力硅光兴起。微电子技术是当
今半导体领域主要技术，从1958年
第一款集成电路诞生至今，微电子技
术已经遵循摩尔定律发展了 60 多
年。随着微电子芯片集成度不断增
加，工艺线宽不断变窄，微电子技术
已经逐渐接近性能极限，摩尔定律失
效的言论当道，虽然不断有科学家为
摩尔定律续命，但前方道路依然漫
长。与此同时，与微电子具有“一字
之差”的光电子凭借自己的高速和低
功耗等优势正在蓬勃发展，逐渐受到
人们的青睐。受集成电路的启发，集
成光路的概念被提出，即利用光波导
将光发射、光耦合、光传输、光调制、
光逻辑、光处理、光接收等光电子器

件集成在同一个衬底上，从而构成一
个具有一定独立功能的微型光学系
统。传统的光电技术大部分都是基
于Ⅲ-V族半导体（GaAs/InP等），制
作成本昂贵，工艺复杂，相比之下，以
硅CMOS工艺为基础的微电子技术
在过去半个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技术积累十分全面，硅基工业
具有非常强大的产业能力。于是有
人提出以硅基作为衬底，利用硅
CMOS 工艺将光电子器件集成，硅
光技术应运而生，并且凭借其兼具的
微电子和光电子两大技术优势火速
兴起，成为半导体和通信企业的竞争
热点。

技术演进和企业收购助力产业
发展。硅光从提出至今，技术不断演

进，其中里程碑事件为英特尔在
2004年研制成功1Gb/s硅光调制器，
在这之后硅光产业化进程突飞猛进，
新技术层出不穷，硅光产品越来越
多，不断有企业进入该领域。由于硅
光产品技术和准入门槛较高，下游企
业对硅光产品依赖度增大，越来越多
的下游公司在硅光领域开始展开布
局，并为此进行了多轮收购或并购，
从而实现产业垂直整合，其中以思
科、诺基亚等为主要代表。

硅光应用领域和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目前硅光产品的发展已经初
具规模，在光通信及光信息处理方面
具有微电子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应用
广泛。根据Yole预测数据，硅光市
场规模将从2018年的4.55亿美元，

增长到2024年的40亿美元。在消费
电子领域，硅光的大规模集成特性非
常适合消费电子产品需求，智能传
感、移动终端等产品均可利用硅光技
术在有限的空间集成更多的器件；在
光通信领域，随着网络带宽的不断增
加，高速率传输技术已经成为光通信
领域的研究重点，硅光产品凭借尺寸
小、成本低、与现有CMOS技术兼容
等优势，成为高速光通信实现产业化
的最佳方案；在量子通信领域，由于
硅光技术保密性强、集成度高、适合
复杂光路控制等优势，基于硅光的量
子通信芯片有望成为量子通信的重
要技术方案。此外，硅光在智能驾
驶、激光雷达、面部识别、高速互联等
应用领域均有解决方案。

华润微电子将员工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第一时间成立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一支全线抗击疫情的战斗队伍，采取了一系
列科学、高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确保员工和工厂设施的安全。疫情爆
发后，华润微电子按照政府的要求全力以赴保障疫情相关仪器设备所
需芯片订单供货。在共克时艰的局势下，2月27日，华润微电子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

积极与下游厂商对接。由于硅
光技术正在不断发展中，且下游智
能传感、量子通信等硅光产品应用
领域尚未完全成熟和普及，因此为
了占领未来市场，需要硅光厂商与
下游厂商积极对接合作，及时了解
产品需求，在研发和产业化上做到
有的放矢，提升产品竞争力。

建设硅光工艺平台。硅光工艺
平台对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财力要

求较高，因此目前国内高端硅光芯
片流片基本都需要在国外完成，成
本高、周期长，制约了我国硅光的发
展。加快在国内建设硅光工艺平
台，提供流片、封装等硅光工艺服
务，方便国内硅光科研院所和企业
进行研发，降低成本。

增强企业垂直整合能力。鼓励
国内厂商通过收购或兼并等方式在
硅光产业链上不断进行拓展，加大

创新投入、改善人才引进与激励机
制，完成技术与业务能力的提升，增
强企业垂直整合能力，占据产业链
高端。

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硅光是
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持续不断关
注，不能唯眼前回报而论。以英特
尔为例，其发展硅光到现在并没有
盈利，但是依然在坚持研发新产
品，不断引领硅光技术有新的发

展。我国在硅光方面对比国外，虽
然不如微电子差距那么大，但是依
然有差距，处于追赶者地位。没有
谁可以保证硅光一定赚钱，但是没
有一家公司能承受不做硅光带来的
损失。想要做好硅光，就需要持续
投入，重视基础研究，改善考核机
制，保证科研人员和企业具备稳定
的研发能力，从而最终赢得硅光战
役的胜利。

由于我国进入硅光领域较晚，
目前主要通过并购或者与外企合作
的模式切入，正处于追赶者的地
位。我国目前在硅光领域开展布局
的企业主要有华为、光迅科技、亨通
光电、博创科技等。华为2013年收
购比利时硅光子公司 Caliopa，并且
在英国建立了光芯片工厂发展硅光
技术。2017年亨通光电与英国的硅
光子企业洛克利合作，获得多项硅

光芯片技术许可，2020 年 3 月 10 日
发布了 400G 硅光模块。2018 年光
迅科技联合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
心等单位联合研制成功 100G 硅光
收发芯片并正式投产使用。2020年
博创科技与 Sicoya 公司合作，推出
了高性价比的 400G 数据通信硅光
模块解决方案。

同时，我国硅光发展与发达
国家仍存在差距。在设计方面，

架构不够完善，体积和性能平衡
的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在制备方
面，我国的硅光芯片大部分都需
要国外代工，对外依赖度大。在
封装方面，硅光器件之间的耦合
以及大密度集成仍然存在问题。
在测试方面，高速仪器仪表还严
重依赖国外。在推广应用方面，
虽然第一代硅光相干芯片已经完
成研制，但是距离应用还有一段

路要走，关于如何在数据通信领
域发挥硅光技术优势，降低成本，
依然是我国硅光发展需要面临的问
题。在企业规模上，相比集成电路
企业，我国硅光企业大都规模较
小，芯片严重依赖国外，企业实力
较弱，垂直整合能力较差，虽然有
一些硅光企业，但大都是设计、后
道制程和封装企业，具有芯片制备
能力的企业寥寥无几。

我国处于追赶者地位
相比集成电路企业，我国硅光企业大

都规模较小，芯片严重依赖国外。企业实力
较弱，垂直整合能力有待提高。

硅光产业发展迅速
根据Yole预测数据，硅光市场规模将

从2018年的4.55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
40亿美元。

2019年全球前十大IC设计业者营收年减4.1%，今年成长前景不乐观

赛迪研究院集成电路研究所 马晓凯 朱邵歆

本报记者 诸玲珍

表2 近十年硅光产业主要收购情况

时间

2018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进展

新加坡AMF公司推出多层SiN-on-Si集成平台

美国公司英特尔推出400G硅光子收发器

新加坡CompoundTek公司推出硅光芯片工艺设计工具库

美国Juniper公司发布400G硅光模块

加拿大Ranovus公司推出硅光平台Odin

美国公司英特尔将硅光引擎与交换机集成

美国SiFotonics公司交付超过500万个锗硅光电器件

表1 近三年硅光技术主要进展情况

时间

2012年

2013年

2016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收购方

美国思科

中国华为

美国Juniper公司

美国思科

美国思科

芬兰诺基亚

被收购方

美国Lightwire公司

比利时Caliopa公司

美国Aurrion公司

美国Luxtera公司

美国Acacia公司

美国Elenion公司（拟收购）

金额

2.71亿美元

5600万元

未披露

6.6亿美元

26亿美元

未披露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集成电路研究所，202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