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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原创科技

持续位居行业第一

2012年，“海尔洗衣机疯狂实验室”活

动伴随海尔直驱洗衣机而生，见证了海尔

直驱洗科技的进步，并被广大用户所接受

和喜爱。截至目前，海尔直驱洗衣机已经

为超过 1600万用户家庭提供了安静平稳的

极致洗护体验。

2012 年以前，洗衣机因皮带老化在工

作时产生巨大噪音和震动为广大用户所

诟病。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2012

年海尔洗衣机推出行业首台直驱洗衣机

——动力更大、噪音震动更小，在高速

运转时仍可保持安静平稳。海尔洗衣机

摒弃传统电机皮带驱动内筒转动方式，

率先采用直驱变频电机，由电机精准控制

内筒转动，从源头上确保洗衣机安静平稳

的运行。

此后9年时间，直驱洗衣机得到用户持

续认可，已经从海尔洗衣机首创的一项技术

发展成为与皮带电机洗衣机比肩的全新品

类。中怡康8月最新数据显示，年度TOP20

洗衣机产品畅销榜中，有 12 款为海尔直驱

洗衣机。周畅销榜中，前 20 款畅销产品

中，有11款为海尔直驱洗衣机。

场景生态

开启新一轮增长大门

对于其他品牌来说，洗衣机科技的引领

者和市场的领航者或许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终

极目标。但是对于海尔洗衣机来说，这却成

为转型场景的基础。

在海尔智家全球首个场景品牌三翼鸟加

速实践“场景替代产品、生态‘复’盖行

业”的过程中，海尔洗衣机打造了有关衣物

“洗、护、存、搭、购”的全场景方案——

智慧阳台场景、智慧衣帽间场景应运而生。

其中，海尔直驱洗衣机作为智慧场景的核心

网器，成为连接各个硬件的中枢。

以智慧阳台场景为例，随着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身材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智

慧阳台针对不同需求的用户“量身定制”

一隅家庭健身房空间。对于追求速度的效

率派，海尔直驱洗衣机可以与干衣机联

动，实现洗涤、烘干一步完成，无需晾

晒，即洗即穿。对于执着于晾晒的传统

派，海尔直驱洗衣机可以和智能晾衣架联

动，衣物洗后晾衣架自动下降，晾衣不费

力。通过改造阳台空间，海尔洗衣机为用

户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科技硬实力的支撑下，海尔直驱洗衣

机不满足于为用户提供极致洗护体验，主动

开启了深入挖掘、打造智慧场景之路，这也

为海尔直驱洗衣机打开了一扇新阶段增长空

间的大门。

海尔直驱洗衣机引领行业

场景生态打开新阶段增长空间

本报记者 王伟

洗衣机电机也能拉得动飞

机？直驱电机让不可能变为现

实。在原创科技的加持下，海

尔智家旗下的海尔洗衣机连续

12年蝉联全球销量第一。通过

转型场景生态，海尔洗衣机在

满足用户需求升级的同时，实

现新一轮增长，2021年累计份

额达 43.8%，稳居市场第一。

在海尔直驱洗衣机的引领下，

直驱电机已经成为行业趋势。

8月 16日，7公斤的海尔

直驱电机拉动一架28吨的波音

737飞机行进40米的视频，在

微信视频号收获1万+关注和转

发。在趣味十足的“海尔洗衣

机疯狂实验室”系列活动中，

海尔直驱洗衣机科技持续“挑

战不可能”——海尔直驱洗衣

机上立起 1.882 米的硬币雕

塑，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海

尔直驱洗衣机能在6米高的天

平两端保持不倒；搭载海尔直

驱电机的方程式跑车，成功挑

战直道长、弯道急的江西仙女

湖国际赛道等。能拉飞机的直

驱电机，正成为海尔洗衣机转

型场景的基础，也成为开拓新

增长空间的起点。

（上接第一版） 2001 年和舰科技落户苏州，

同年，飞利浦半导体在苏州建设集成电路

装配及测试工厂；2002 年，快捷半导体在

苏州工业区建设封测厂及仓库……

在苏州工业园区起步的最初十年，园

区对集成电路相关项目“大开绿灯”，优惠

的政策吸引了大批集成电路境外企业在此

生根发芽。

境外企业发展渐入佳境，集聚发展的

苏州本地企业也开始扬帆起航。20 年前，

苏州政府锐意革新、蓄力支持。在全球电

子信息产业链转移和集聚效应的带动下，

时代的烙印几乎镌刻在每一个苏州企业的

发展历程中。

晶方科技是体现特定时期苏州本地企

业发展时代底色的代表性企业之一。2001

年前后，中国各地掀起投资高科技项目的

热潮，苏州工业园区在集成电路领域拥有

强劲而迅猛的发展势头。当时，晶方科技

创始人王蔚先生非常看好晶圆级芯片封装

技术的发展前景，积极撮合以色列公司

Shellcase来苏州开拓市场。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刘宏钧向 《中国电子报》 记者介

绍，引进Shellcase的先进技术后，晶方科技

对这些新技术进行了消化和吸收，依托国

内市场发展的机遇，填补了国内晶圆级芯

片尺寸封装技术的空白，并在8英寸的基础

上投产建设了国际领先的 12 英寸量产线。

近年来，公司利用自身 IP 优势和技术积

累，加快建设符合车规要求的生产线，构

筑起先进封装“护城河”。

孵化：

产业集聚穿“链”成“扇”

集成电路是现代工业的“粮食”。如

今，电子信息和装备产业成为苏州制造业

发展的名片，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受益于

两大“万亿级”需求驱动，苏州集成电路

企业在市场化土壤中茁壮成长。

苏州银河龙芯科技等设计公司、力成

科技等封测企业、江苏南大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等材料企业、江苏格朗瑞科技有限公

司等设备企业……走进高新技术区，映入

眼帘的苏州集成电路企业覆盖产业链各环

节，形成了全类型布局。

用市场化手段将这些原本弱小的企业

培养壮大，让一个创意变成实实在在的产

品，这并不是一件易事。这些年，国内设

立了不少面向集成电路企业的服务中心和

孵化平台，但服务不到位、不解渴的情况

时有发生。苏州突出市场化手段，结合社

会资本与政府力量，在解决创新创业企业

融资难等问题时进行了有益尝试。

若名芯半导体是一家以半导体清洗设

备开发、生产与销售为主营的初创企业。

公司创始人、CEO 余涛告诉 《中国电子

报》 记者，公司创始资金中的一大部分

都来自以往合作伙伴的集资，核心员工

也多为以前的团队成员。一批经验丰富

的经营和技术人员搭起架子，新公司很

快走上正轨。

“公司在第一批设备交货前遇到了一些

问题。设备交货需经过认证，认证费要由

供货方先行垫资。由于公司成立不久，资

金并不富裕。当时我就想，这下恐怕又要

向朋友们求助，再做一次融资了。没想到

园区所属的投资机构却率先打来了电话，

问我是否有融资需求。最终园区基金公司

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余涛讲道。

当然，苏州对集成电路企业的帮扶不

止于资金层面。人力资源、公共政策、海

外对接、创新孵化、共性技术……苏州通

过产业园区、创新中心、科研机构等第三

方机构提供多样化服务，很多举措走在全

国前列。苏州纳米所是中国科学院与苏州

市政府联合创办的大型院地合作项目，早

在2006年12月，苏州纳米所一期就正式开

工建设。石寅告诉记者：“很多苏州集成电

路企业，包括科创板新上市的敏芯微均受

益于苏州纳米所的设立。”

从大都市圈到特色小镇，苏州将集成

电路产业穿成“链”、铺成“扇”，搭起产

城融合新平台。通过一系列“组合拳”，苏

州提供大量产业服务，打造了一批“小巨

人”企业。金晓虎表示，今年以来，苏州

有 13家集成电路企业实现科创板上市，位

列全国地级市第一。截至目前，苏州贡献

的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已达 33家，占科创

板企业的 11%，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中位

列第三。

定位：

融入长三角面向世界

“集成电路产业前后端环节需要互通，

聚落效应和流通性非常重要。”京隆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营业中心副总经理黄彦华

向 《中国电子报》 记者表示，位于长三角

地区的苏州已成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据点”。

通过市场化手段引进和舰科技布局芯

片制造，再围绕和舰科技，带动矽品、颀

中等封测企业先后落地，苏州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良性发展，逐渐形成集聚效应，将

目光投向整个长三角地区，更见江海铁路

联运通达八方，集成电路产业蓬勃发展动

力处处激荡。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

极，苏州承接上海集成电路资源的溢出，

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与上海、南京、无锡

等集成电路强市相互渗透，日益形成错位

发展的大格局。

“苏州积极参与 G60 科创走廊相关工

作，重点摸排集成电路上游材料和关键零

部件企业，主动对接上海中芯国际等重点

企业。”金晓虎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苏州

已有两家企业入选中芯国际急需签约合作

的集成电路相关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产业资源、政策

资源，落户苏州吴中区的苏州赛迪园区集

聚信创上下游产业，对提升苏州信创产业

在全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力、竞争力

具有重要意义。

与国际龙头企业的合作同样让苏州集

成电路企业获益良多。苏州金宏气体股份

有限公司主营特种气体，与SK海力士等企

业达成了战略合作。

金宏气体副总经理龚小玲给记者讲了

一个与SK海力士合作的案例。集成电路行

业对特种气体的纯度要求极高，比如超纯

氨 就 要 求 纯 度 达 到 99.99999% （7N 电 子

级），所以特种气体在运输时很容易受到纯

度下降问题困扰。通过与 SK 海力士的合

作，公司成功规避了这类问题。

“与龙头企业合作不仅可以获得更大市

场空间，对企业的自身能力也是一种提

高。”龚小玲说。

登高望远，对标国际。在宽禁带半导

体领域，苏州企业同样体现出国际化站位

特点。苏州晶湛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一家主

营氮化镓 （GaN） 外延材料的企业。在苏

州晶湛半导体有限公司总裁程凯看来，全

球化定位是公司成功发展的关键之一。要

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截至 2021 年 6

月，晶湛半导体已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300

多项，所研发生产的高品质、大尺寸氮化

镓外延片产品应用于电力电子、微波射频

和Micro-LED等多个领域。

未来：

行稳致远静待花开

市场化驱动下，苏州“攻芯战”版图

日渐生动。但谈到苏州集成电路产业，人

们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大型 Foundry 厂或

IC 设计龙头，而是一批材料、设备公司和

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由于缺乏龙头企

业，“小而散”“小散弱”被认为是困扰苏

州集成电路发展的问题。在采访调研后，

记者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我们这些企业虽然现在‘个头小’，

但借助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之后，这批企业

一定会在产业链里形成话语权。”资本力量

让金晓虎对苏州集成电路企业的未来充满

信心。

这样的信心其实不无道理。2018 年，

元禾华创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正式成

立，围绕集成电路领域开展投资。今年年

初，“PE一哥”——高瓴创始人张磊来到苏

州。不久后，高领资本重仓苏州，高瓴苏

州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不少企业项目也如

雨后春笋般在苏州落地：新美光半导体新

建半导体硅片项目，总投资3.5亿元；通富

超威扩大生产，预计新增投资 3.5 亿美元；

澜起电子科技 （昆山） 投资10.18亿元，实

施新一代内存接口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在政策引导和资本力量加持下，一批

中小型、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这些不断

“长大”的企业也对记者道出心声：“小而

散”与行业自身特点有关，各细分领域的

企业需要更多成长时间。

小巧玲珑的 MEMS 传感器芯片构成信

息技术感知层，服务于5G下的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行业。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深耕 MEMS 传感器赛道。针对该

领域的“小散弱”问题，苏州敏芯微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维向记者表

示，“小”和“散”其实是行业自身的特

点。作为集成电路细分领域，MEMS 市场

本就不大，再加上相关产品应用领域分

散，巨头企业很难出现。

行稳致远，静待花开。在胡维看来，

产业的“弱”只是时间问题。市场需求的

扩大让国内 MEMS 产业链愈发完善，国产

化需求的增强能推动产业解决“弱”的问

题。向上下游延伸，尤其是向应用延伸，

会扩展传感器产业的宽度。

国内光刻胶产业也需要业界保持足够

耐心来静待花开。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薛利新向记者表示，国产光刻胶

的性能若得不到保障，半导体产品的良率

就会下降，生产成本也随之上涨。因此，

下游企业对国产光刻胶企业提出较高要求

很合理。但国内光刻胶企业要想从技术和

成本上赶超国外先进产品，不能一蹴而

就。“只有上下游企业实现有效产品对接，

才能真正解决我国光刻胶国产化低的问

题。”薛利新说。

作为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开花”的催

化剂，人才问题被广泛关注。金晓虎向

记者表示，苏州将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增加对优秀人才的引进补贴；支持产业

人才培养，包括鼓励在苏高校设置集成

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重点培养微

电子或集成电路专业相关人才等；支持

培训基地建设，包括引导重点区域集聚

集成电路专业人才，营造良好的创业创

新氛围和人才发展环境，开展多种形式

的人才培养合作等。

苏州：“芯”火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