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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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美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晖发表了题为“半导体设

备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主题

演讲。王晖表示，原始创新最关

键，国内半导体设备产业要发展，

必须有更多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

新，要以原始创新为主、集成创新

为辅，这样才可能把这个设备产业

做大做强。

集成电路需要

先进光刻设备与清洗设备

王晖指出，新的数码应用驱动

对半导体器件的需求量呈现爆发式

增长，从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生态系

统可以看出，EDA集成电路设计软

件市场约占 100 亿美元，集成电路

材料约占 500 亿美元，集成电路设

备市场约占 500 亿美元，集成电路

芯片市场约占4000亿美元。

半导体设备公司的兴起与成长

紧紧跟随全球芯片制造中心的迁

移。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

是中心；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日

本是中心；90年代后期到现在，以

中国台湾和韩国为中心；从现在到

2025年，中国大陆将是中心，将出

现中国半导体设备明星企业。

目前，半导体芯片制造行业主

要增长动力在亚洲，尤其是中国。

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半导体

芯片制造的中心。由于半导体制造

技术日趋成熟，在这波兴起的中国

芯片制造潮流中，只有拥有革命

性、颠覆性技术的公司才有可能成

为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上升起的

明星。集成电路的微细化发展需要

先进的光刻设备与先进的清洗设

备，而清洗设备的挑战仅次于光

刻设备。在半导体工艺中，如果清

洗设备不过关，会影响良率，若良

率得不到保证，生产线的效率无从

谈起。

国产设备需要

更多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

王晖指出国产装备发展思路，

即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创新包括原

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创新。其

中原始创新最关键，国内半导体设

备产业要发展，必须有更多的原始

创新和集成创新，要以原始创新为

主、集成创新为辅，这样才可能把

这个设备产业做大做强。

王晖以盛美半导体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为例，介绍了半导体设备公

司是如何进行原始创新的。他介绍

的第一项原始创新技术是空间交变

相移 （SAPS） 兆声波清洗技术。传

统喷射清洗技术，晶圆表面喷涂速

度接近于零，无法去除微小颗粒。

兆声波清洗技术应运而生，它的

原理是兆声波产生气穴，气穴将

微粒从晶圆表面移除。传统兆声

波清洗技术，兆声波能量传送不

均匀，颗粒去除效率极低。采用

盛美的SAPS 清洗技术，通过让兆

声波发生器与硅片在半波长范围

内进行交叉式运动，保证能量在

硅片上的每一个点都实现完全均

匀分布，让硅表面得到充分均匀

的清洗，从而拥有极高的颗粒去

除率。

王晖介绍的第二项原始创新是

如何解决兆声波非稳定气穴震荡引

起的图形破坏。他说，随着芯片结

构不断提高深宽比 （芯片结构的深

宽比），同时尺寸也不断缩小，因

而变得更加脆弱，非稳态的气穴震

荡崩塌产生的剧烈微射流会导致芯

片结构的损坏。盛美独有的技术能

控制在清洗液体中的非稳态气穴震

荡的形成，专门为高深宽比的传统

2D 和高级 3D 图案芯片清洗设计。

目前，该技术正由第一梯队的内存

和逻辑芯片制造商进行评估，已经

完成 1 台销售、1 台送货，并已申

请9项专利。

在谈到集成创新Ultra C Tahoe

技术时，王晖介绍，该技术具有综

合槽体清洗机与单片清洗机的工艺

优势和成本优势，能够减少高温硫

酸使用量，降低硫酸成本 90%以

上，10万片的生产线，每年节省硫

酸费用1200万美元以上。采用整合

槽式和单片清洗工艺，可减少工艺

步骤，提高工艺性能，缩短产品生

产周期。

王晖在演讲的最后充满信心地

表示，中国一定有多家公司在可见

的未来进入到世界八强，中国的设

备将迈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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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半导体联盟（GSA）联合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及总裁朱迪·谢尔顿

（Jodi Shelton）发表了题为“强化与

发展全球合作”的主题演讲。朱迪·
谢尔顿表示，在经济数字化转型的

进程中，半导体产业无疑是推动这

一变革的核心，该产业相关技术的

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模式和社会

交互方式。

全球合作实现利益最大化

朱 迪·谢 尔 顿 介 绍 ，GSA

（Global Semiconductor Alliance）是

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它的足迹遍及

25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250 个企业

成员。在市场规模达到 4100 亿美

元以上的半导体产业及其生态系统

中 ，GSA 的 成 员 占 据 了 其 中 的

70%。GSA不仅是传统的半导体公

司，在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行业、以

特斯拉和日产为代表的汽车行业和

以 Facebook 为代表的服务提供商

领域，GSA 都扮演着领导者的角

色。GSA的领导力还体现在 Sales-

force 等解决方案领域。2005 年，

GSA进入中国。在这 15年来，GSA

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半导体生态系

统的培育和发展，为业内协作提供

了一个中立、高效，且具备战略性的

平台，以此建立盈利和可持续发展

的半导体生态系统。

在演讲中，朱迪·谢尔顿表示，

半导体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具

普惠性，且最强大的发明之一，对现

代科技的发展起到了无与伦比的推

动作用。半导体产业丰富了世界各

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经济的增

长提供了发展机遇。在过去的 10

年里，半导体行业的销售额从 3000

亿美元增长到了4300亿美元，对经

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球范围内

的共同协作是让资金投入和知识投

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不

仅如此，全球合作也是助力半导体

生态系统实现持续盈利的关键因素

之一。

朱迪·谢尔顿认为，全球价值创

造体系的建立是基于全球合作、公

开透明的标准、公平公正的市场准

入机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

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们的

生活、工作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产

生了连锁反应，让全球发展按下了

重置键，也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

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全球合作是半

导体行业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之

一。如果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完

全“脱钩”，彼此间不再进行交流和

合作，那么这种情形带来的后果是

令人意想不到的，也是令人无法承

受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复杂

的国际形势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难以

想象的创伤。朱迪·谢尔顿介绍，有

经济学家表示，预计 2020 年，全球

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将缩小

3.9%。在这种情形下，作为一个全

球性的产业，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更

需要各国团结起来，为美好的未来

共同奋斗。

展望2021年，全球经济的复苏

呈现出了地区性差异。一些国家的

经济恢复速度较快，而另一些国家

的经济复苏则相对滞后。朱迪·谢

尔顿认为，这种不均衡的发展状况

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商业

投资在 2021 年可能会停滞不前。

这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也引

发了人们对明年全球经济可持续性

发展的担忧。

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

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在经济数字

化转型的进程中，半导体产业无疑

是推动这一变革的核心，该产业相

关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模

式和社会交互方式。

在今后的时期里，社会行为、工

作场所，以及企业行为的变化将改

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远程工

作、电子商务、非接触式交易、医疗

保健和制造等新兴领域将催生出更

多新技术的应用，并创造出新的商

业机会。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云技术和

大数据的发展，半导体产业在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上蓄势待发。这

些新兴技术将提升半导体产业的生

产力，并为宏观经济的增长提供源

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朱迪·谢尔顿指出，终端市场的

强劲势头将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新的

活力。根据预测，智能手机领域的

半导体销量将增长 17.4%，数据中

心 领 域 的 半 导 体 销 量 将 增 长

11.6%，而半导体在汽车领域的销量

将增长28.9%。

朱迪·谢尔顿还表示，物联网社

会的发展也对网络连接的需求与日

俱增。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

网络基础设施将不断升级，智能互

联将无处不在。5G 基础设施的部

署和高计算性能应用也将推动先进

技术的发展。基于此，朱迪·谢尔顿

建议，企业应花更多时间对5G应用

领域进行探索，并制定更符合技术

发展潮流且更具体的 5G 和 IoT 战

略。她表示，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需

要不断创新并创造价值。

最后，朱迪·谢尔顿总结了本次

演讲的主题。她再次强调，国际合

作是半导体产业取得进展的关键。

半导体产业在抗击全球性气候变

暖、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在解决全球

贫困等问题上展现了极其关键的作

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

可以说，半导体行业对人们的生活质

量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

来自经济和社会的。此外，朱迪·谢

尔顿还指出，棘手的问题需要更加

详实的解决方案，而提出这些全球

性解决方案的前提就是国际合作。

“

”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云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半
导体产业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上蓄势待发。这
些新兴技术将提升半导体产业的生产力，并为宏观
经济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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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刊

全球半导体联盟（GSA）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及

总裁朱迪·谢尔顿：

全球合作助力半导体

生态系统持续盈利

本报记者 张依依

盛美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晖：

国产设备要以原始创新为主集成创新为辅

本报记者 诸玲珍

“

”

未来 10 年，中国将成
为全球半导体芯片制造的
中心。只有拥有革命性、颠
覆性技术的公司才有可能
成为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
上升起的明星。

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

EDA发展关键在于生态建设

本报记者 沈丛

“

”

EDA的发展关键在于
生态的建设，EDA 在产业
链上游需要制造领域支
持，在产业链下游则需设
计领域支持，同时还需要
一些相关的人才培养等生
态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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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伟平发表了题为“道阻且

长，行则将至”的主题演讲。

刘伟平表示，EDA 的发展关

键在于生态的建设，任何一个产业

的环节不可能独立存在，一定是需

要方方面面的配合。对于 EDA 来

说也是如此，在产业链上游需要制

造领域支持，在产业链下游则需设

计领域支持，同时还需要一些相关

的人才培养等生态来支持。

EDA是集成电路

产业的基础

众所周知，集成电路产业一般

分为设计、制造和封测三个环节。

然而，在背后同样有支撑集成电路

产业链的环节，例如装备、材料以

及EDA等。

刘伟平认为，EDA 是集成电

路产业的基础，然而目前，中国本

土EDA与国外相比依然存在些许差

距，若想迎头赶上，只考虑从无到

有是不够的，不仅需要把产品做出

来，还要把它做好。

因此，作为EDA行业来说，创

新是十分重要的，这从以下两点可

以看出：

一是现在芯片的设计需要很巨

大的成本，7纳米的设计、5纳米的

设计都是上亿美元，有的可能突破

两亿美元。

二是现在芯片的生命周期越

来越短，与此同时，对于芯片的

上市时间也是要求越来越快，因

为 芯 片 的 创 新 依 然 面 临 着 很 多

挑战。

刘伟平认为，作为 EDA 公司，

在追求芯片创新的同时也需要注意

以下三点：第一，对芯片的质量要

求要高，若芯片质量低容易毁坏整

个系统。第二，EDA企业帮设计公

司做出来的芯片一定要有足够的市

场竞争力，否则也很难卖出去。第

三，作为EDA公司，还要帮助集成

电路产业下游企业尽快把产品推向

市场。

因此，作为EDA企业，必须有

新产品，这样才能真正地满足产业

实实在在的需求。

异构计算是推动

软件算力发展的重要趋势

刘伟平认为，GPU计算正在定

义一种取代摩尔定律的全新超负荷

定律。每台 GPU 加速服务器可取

代数十台通用 CPU 服务器，从而

大幅提升软件算力，并节省成本，

因此异构计算是推动软件算力发展

的重要趋势。

在此趋势之下，发展EDA有三

条创新之路，包括应用创新、模式

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首先，在

技术创新方面，可以尝试将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融合到EDA

工具中。其次，在模式创新方面，

可以运用5G、物联网、区块链等新

兴市场呼唤新的 EDA 方法学。最

后，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可以尝

试打造开源EDA平台，吸引大量技

术与人才参与，加速EDA工具开发

进程。

EDA产业需要

生态的支撑

在刘伟平看来，企业想要做好

EDA 并 非 易 事 ， 需 要 从 多 方 考

虑，才可获得成功。在对产品技

术进行创新时，首先要做到以下

三点：

第一，需要选准一个创新点，

要看准哪个点是值得去做的，找准

位置下手。

第二，要选择一个好的创新团

队，招纳合适的人才，拥有合适的

人才可将事情做起来。

第三，需要有坚韧不拔的创新

精神。例如，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

限公司的模拟仿真工具做了 7 年，

才拥有了如今的成就，因此，需要

有这种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才能把

事情做好。

此外，EDA 产业需要生态的

支撑，不仅仅是埋头苦干地做，而

是需要有应用的推动。这是由于，

EDA 是 很 典 型 的 应 用 拉 动 型 的

技术或产品，一定要与应用紧密地

结合。

因此，需要把现有的 EDA 技

术与应用更好地结合，做成一个有

应用专项和定向的平台，从而支撑

应用。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

与行业头部企业都有很深入的战略

性合作。

同时，对于 EDA 的人才培养

也非常重要，刘伟平介绍，北京华

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参与了很多人

才培养方面的工作，比如产教融合

的 建 设 ， 在 培 养 EDA 人 才 的 同

时，也培养 EDA 人才可以同时做

芯片设计。

由此可见，EDA 的发展关键

在于生态的建设。最后，刘伟平

表示，任何一个产业的各个环节

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一定需要方方

面面的配合。对于 EDA 来说也是

如此，在产业链上游需要制造领

域支持，在产业链下游则需设计

领域支持，同时还需要一些相关的

人才培养等生态来支持。所以，

EDA 企业的发展需要与产业、教

育界等一起来进行相关的生态的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