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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G几乎所有功能的实现都依靠半导体产业的支撑，
与此同时，5G也给半导体行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市场机
会和发展空间。

5G与AI之间是一种天然共生的关系，5G将万物连
接后所产生的数据，通过AI的方式进行输出，从而将产
生更多的更优的价值，因此5G+AI+IoT将给社会带来
改变，促进各个系统升级，这三者的强强结合将会创造出
更多更强大的应用。

第三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 专辑

默克中国总裁兼高性能材料业务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安高博：

材料创新开拓半导体行业发展新路径

本报记者 张依依

“

”

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领导者
角色，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潮
流。尽管全球芯片产能都呈
现平稳增长的态势，但中国
芯片产能的增长趋势更为明
显，且这种上升之态还将不
断延续。

紫光展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周晨：

5G将重塑

社会数字化发展

本报记者 沈丛

10 月 14 日，由中国半导体
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全球 IC
企业家大会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
半 导 体 博 览 会 （IC China2020）
在上海开幕。紫光展锐 （上海）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周晨发
表 了 题 为 “5G 重 塑 数 字 化 未
来”的开幕演讲。

技术驱动

移动互联应用

进入 2020 年以来，5G 在以
势不可当的速度发展着，且进入
了加速建设期。

据周晨介绍，有市场调研机
构发布的截至今年 8 月底的数据
显示，中国 5G 用户已经超过 1.1
亿户。此外，5G 用户带来的平
均流量会比之前 4G 用户有接近
翻倍的提升，预计明年将会有超
过 5 亿部 5G 手机。

因此，随着 5G 产业越来越
火爆，围绕 5G 技术也出现了很
多热点话题，其中“是否要适
度超前建设 5G”的话题被讨论
得 尤 为 众 多 ， 然 而 周 晨 却 认
为，大可不必进行超前建设。这
是由于移动互联是典型的技术驱
动型的业务，依靠技术进步的带
动，自然而然会产生大量的应用
事例。对此，周晨类比到：“这
就好比在选择更优的交通工具
时，是选择一匹更快的马，还是
选择一辆车。”

从 4G 开始，所有的技术拉
动型的应用均有一个很明显的特
征，那便是体验不可逆。

例如，若现在把手机从 4G
退回到 3G，用户会发现绝大部
分的应用几乎无法使用，同时绝
大部分的应用体验都会非常差。
周鹏表示，对于 5G 来说也是同
样如此。但是，带宽提升到用户
在体验方面有所感知，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有一定的滞后性。周
晨认为，这种滞后性也许会比较
长，需要一到两年，但是最终结
果并不会变，用户体验感的提升
是一定会发生的。这是由于终端
在用户群体中的普及率需要达到
一定的比例后，应用和服务才会
将内容持续不断地提升，最终用
户才能够感知到技术的提升。

“5G时代”

不止于通信

有人称，“5G 是人类历史上
最野心勃勃的网络连接计划，甚
至能让所有的石头都上网”，可

见人们对于未来 5G 发展的美好
憧憬。对此周晨也认为，5G 的
强大不只在于通信，同时也在于
连接。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若
使用 5G 将万物连接，那么将会
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

然而，5G 若想产生更多的
价值，仅限于万物连接同样也
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连接
所产生的数据进行输出，并且
有的放矢。

周晨认为，5G 与 AI 之间是
一种天然共生的关系，5G 将万
物连接后所产生的数据，通过
AI 的方式进行输出，从而将产
生更多更优的价值，因此 5G+
AI+IoT 将 会 给 社 会 带 来 改 变 ，
促进各个系统升级，这三者的强
强结合将会创造出更多更强大的
应用。

周 晨 提 到 ， 5G 与 AI 的 结
合，与 2G、3G 相比较而言，所
带来的价值也将大大提升，能够
将整个社会系统，包括生活以及
生产的系统进行升级，堪称是一
场“野心勃勃的科技革命”，周
晨比喻道：“这相当于不仅仅让
石头之间进行相互连接，还要让
每一块石头都能说话并且交流。”

IC是5G的

“发动机”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
来，各行各业都遭受了大大小小
的困扰，不过，半导体产业依然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对于连接
芯片来说也并不例外。周晨介
绍，在往年紫光展锐的业务中，
每年连接芯片的需求量很大，尽
管今年遭受到疫情，但是市场对
于连接芯片的需求没有减少反而
增加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各
地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封锁，然
而越是封锁，越是需要连接设备
来帮助人们与外界连接和信息交
换，这也大大增加了市场对连接
芯片的需求。同样，芯片也成为
了 5G 的“发动机”。

周晨认为，5G 几乎所有功
能的实现都依靠半导体产业的支
撑，与此同时，5G 也给半导体
行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市场机会
和空间。而这不仅仅是体现在终
端产品方面，在设备方面，同样
也在呼唤着半导体的一些新的技
术和产品的应用，实现在技术升
级的同时降低功耗等目标，半导
体产业为整个 5G 发展提供了巨
大动力。

“展锐一直致力于提供 5G 的
普惠型业务，提供完整的各类芯
片解决方案，我们会在 5G 终端
普及这件事情上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周晨说。

10 月 14 日，由中国半导体行
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全球 IC 企业
家大会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半导
体博览会 （IC China 2020） 在上
海开幕。默克中国总裁兼高性能
材料业务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安高
博 （Allan Gabor） 发 表 了 题 为

“推动数字化世界蓬勃向前——拥
抱材料创新，把握半导体产业黄
金机遇期”的开幕演讲。

全球数据量

呈爆发式增长

安高博表示，尽管面临诸多
不确定因素，加速发展的数字化
浪潮无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
势，新一代数字化浪潮正在全球
范围内加速到来。普华永道调查
报告显示，目前在中国，国内生
产 总 值 （GDP） 超 过 60% 的 增
长是靠数字经济贡献的。新冠肺
炎疫情使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进
程提速了，也让全球数据量暴涨
了20%左右。

安高博指出，随着社会经济
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数据量
呈现了爆发式增长。远程办公、
居家办公模式使得人们对网络会

议、在线购物、在线娱乐等需求急
剧增加。消费者和企业数字化行为
习惯的改变也是长期而持久的。与
此同时，人们对更快速的数据处
理、更海量的数据存储，以及更宽
的带宽有着更高的需求。这种增长
的需求也让更先进半导体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变得愈发重要。

安高博认为，全球电子信息产
业正在迈向“数据驱动”的新时
代。在这个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
存。全球范围内，一年产生数据量
的年均增速将超过 30%。这种数据
量的飞速增长是由消费需求和工业
需求共同驱动的。全部数据都需要
被传输、处理、存储，通过智能界
面，人类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数
据。但是人们该如何面对呈指数级
增长的海量数据？这是人们需要面
临的挑战。

安高博表示，全球范围内数
据量的增长为数字科技的发展提
供了机遇。基于云端的应用、服
务，以及移动互联设备市场的迅
速增长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快
速发展。在万物互联时代，智能
网联汽车、可穿戴设备，以及消
费电子等领域的大规模发展则让
物 联 网 设 备 迎 来 了 新 的 发 展 机
遇。随着数据存储、数据管理、
数据传输等需求急剧增加，数据
中心服务领域进一步扩展。由于人
类对信息的感知有 80%都是通过视

觉来实现的，显示领域也是人类与
数据进行交互的重要渠道。新一代
消费者与数据的交互界面将为人们
带来崭新的体验。

产业发展为互联时代

注入新动能

安高博表示，展望未来，万物
皆智能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而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无疑扮演着引擎
一般的作用。从智能手机、智能汽
车、智慧家庭、智能楼宇、智能工
厂、智能医院，再到更加智能化的
城市和数字化的世界，所有智能电
子产品都需要使用更多先进的半导
体产品。

安高博强调，中国在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领导者的
角色，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潮流。放
眼国际，尽管全球芯片产能都呈现
平稳增长的态势，但中国芯片产能
的增长趋势更为明显，且这种上升
之态还将不断延续。在万物皆智能
的时代，智慧生活将无处不在。

据安高博介绍，更新、更快，
且性能更强的芯片产品为 5G 时代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5G 时代
正在到来，未来将是无线的世界，
且一切都将高速互联。IDC相关研
究数据表明，全球每秒大约有 127
台新的物联网设备连接到网络。从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再到混合
现实，5G 驱动着创新应用， 以
及新一代芯片和显示技术。在5G
相关需求的驱动下，研发更多性
能更强的芯片和新型显示技术就
成了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随着
人们对5G赋能的新一代电子信息
产品敞开怀抱，5G技术也加强了
半导体产业的创新发展。安高博
在演讲中还提到，中国在5G领域
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

材料科技定义

技术发展新方向

安高博表示，展望未来，材
料科技正定义着行业技术发展的
新路径。随着摩尔定律的持续演
进，在未来的集成电路产业中，
晶体管结构必将向 3D 方向发展，
而这种新结构的采用使得新型材
料应运而生。“从使晶体管的尺寸
越来越小，到让半导体的元器件
相互堆叠，像搭建房子一样，我
们正在用我们的材料为半导体产
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安高博说。

安高博还表示，为了使更多
新技术在规模巨大的市场中得到
推广和应用，人们需要更多的新
型材料。为了在 5 纳米及更先进
制程的研发中取得进展，极紫外
光 （EUV） 技术也必不可少。然
而，由于相关技术的研发非常复
杂且昂贵，集成电路行业或将从
材料领域寻求突破。基于此，安
高博认为，材料科技正推动着电
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寻找更多新
型材料将是未来产业的重要发展
方向。

未来如何“物尽其用”？安高
博认为，应寻求、建立全产业链
材料数据生态系统，以加速材料
创新及应用，并持续优化供应
链。对此，安高博期待能建立预
测模型、掌握关键参数、提升材
料质量。安高博还提到，覆盖半
导体芯片制造核心价值链，从完
整价值链视角去探索和推动材料
的创新与应用，或将事半功倍。

10 月 14 日，由中国半导体行
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全球 IC 企业
家大会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半导
体博览会 （IC China2020） 在上
海开幕。“半导体行业依靠全球市
场和全球供应链而蓬勃发展，行
业需要关注开放的贸易与创新，
这既是成功的基石，也是消费者
继续享受科技福祉的必要前提。”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轮值主席、
安森美半导体总裁兼CEO傑克信
（Keith D.Jackson） 在通过视频发
表开幕致辞时说道。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和中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一直以来，致
力于促进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发
展。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邀请美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此次久负盛
名的大会上发言，进一步发扬了
这种合作精神，以应对全球半导

体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傑克
信说道。

据了解，安森美半导体致力于
推动高能效电子的创新，使客户能
够减少全球的能源使用。安森美半
导体通过领先的半导体方案，给用
户提供全面的高能效联接、感知、
电源管理、模拟、逻辑、时序、分
立及定制器件阵容。公司的产品帮
助工程师解决他们在汽车、通信、
计算机、消费电子、工业、医疗、
航空及国防应用的独特设计挑战。
安森美半导体的工厂遍布世界各
地，其在中国有三家历史悠久的工
厂，目前在中国的员工数已超过
5000人。

谈及人才对行业发展的重要
性，傑克信指出，半导体公司通过
在研发方面的巨额投资，引领了创
新步伐，将需要全球最优秀、最智
慧的人才。“教育我们行业外的人
士非常重要，他们应该了解半导体
为解决社会最棘手的问题所作的贡

献。”傑克信说。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

成了冲击。半导体在帮助人类应对
病毒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维持病人生命的呼吸机，到检测病
毒样本的诊断仪器，再到超声波，这
些都是通过半导体实现的。在疫苗
和药物研发方面，超算和人工智能帮
助研究人员筛选潜在的药物，确保最
有前途的药物进入到实验室测试。
这些都是半导体在加速我们抗击疫
情、走向治愈疾病的道路。“除了帮助
我们更好地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之外，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半导体是
我们保持联系、互联的核心。在建设
坚韧的社会的过程中，5G 和 WiFi6
技术的加速应用正在并将继续发挥
重要作用。”傑克信表示。

半导体行业也在帮助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傑克信在致
辞中分享了今年 8 月发布的世界半
导体理事会报告中的数据：PFC气
体的标准排放率较 2010 年下降了

近20%。
傑克信指出，半导体行业将

继续努力减少行业的碳足迹，不
仅通过最大程度地减少 PFC 气体
的排放，还通过其他措施，如减
少能源和水的消耗。在努力减少
碳足迹的同时，半导体行业也在
引入有助于社会减少碳排放的产
品和技术解决方案。“安森美和其
他公司正在提供碳化硅电源解决
方案，这将帮助中国电动汽车制
造商显著提高电动汽车的效率。
通过这些技术，安森美为中国政
府和产业界实现中国在 《巴黎气
候协议》 上的目标而贡献我们的
力量，只有在半导体行业真正全
球化的条件下，整个行业才能实
现这样的进步。”

半导体行业依靠全球市场和
全球供应链而蓬勃发展。“我们需
要关注开放的贸易与创新，这既
是成功的基石，也是消费者继续
享受科技福祉的必要前提。这是
全球性的业务，没有一个国家能
够独自提供整个产业链。中国政
府恪守承诺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
政策，稳定对外贸易和投资，这
是令人鼓舞、振奋人心的，这笃
定了外资公司的信心。总之，半
导体创新为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经
济状况带来巨大的进步，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安森美半
导体与许多行业同仁一样，致力
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供应商，
帮助客户找到解决世界上最关键
问题的方案。我们期待着继续与
我们的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美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同仁们一道
探讨全行业应对这些挑战的办
法。”傑克信说。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轮值主席、安森美半导体总裁兼CEO傑克信：

开放贸易与创新是半导体行业成功基石

本报记者 张一迪

“

”

我们需要关注开放的
贸易与创新，这既是成功的
基石，也是消费者继续享受
科技福祉的必要前提。这
是全球性的业务，没有一个
国家能够独自提供整个产
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