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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厂商竞逐

200层以上3D NAND芯片
本报记者 许子皓

近期，不少半导体公司出现了减产或是砍单现象，部分芯片价格下跌达到8成。尽管越来越多的迹象都在表
明，全球半导体市场正在承受下行压力，但研究公司Needham&Company分析称，EDA领域正表现出逆市增长
的强大韧性。这一点从近期不平静的EDA市场中也可见一斑。眼下较为火热的EDA市场，似乎正透露出更多
行业发展的新信号。

本报记者 张依依

新兴技术定义EDA发展新趋势

EDA验证成为高端通用芯片的关键

后摩尔时代对EDA验证提出更高要求

新兴技术推动EDA工具进行新的变革
新兴技术的发展也会反向促进芯

片设计和 EDA 工具的发展，定义
EDA发展的新趋势。

立方砷化硼研究取得新进展

后摩尔时代，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

领域对大规模计算的需求不断释放，芯片集

成度和制造工艺复杂度呈现指数级上升。

在此背景下，新兴技术的发展也会反向促进

芯片设计和 EDA 工具的发展，定义 EDA 发

展的新趋势。

以复杂人工智能芯片的设计过程为例，

众多控制密集型单元、协议复杂的接口模块

等对 EDA 工具的可靠性要求极高，芯片的

设计验证效率和可靠性亟待提升，有关功能

也急需进一步增强。芯华章科技产品和业

务规划总监杨晔对记者表示，在这种情况

下，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 EDA 验证工具

中，能够提升新一代复杂 AI 芯片的设计验

证效率，并进一步保障复杂 AI 芯片的功能

和可靠性。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图像已经成为

人工智能技术在EDA工具中应用的代表性

领域。杨晔表示，从之前的市场情况来看，

人工智能技术在后端的布局、OPC（光学邻

近校正）这两方面的落地最快，部分原因是

这两个领域与AI特别擅长的图像处理相关

性较高。

不过，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与 EDA 工具

的结合已经进入“深水区”。在杨晔看来，如

何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高维度数据，是当前

行业发展的重点。杨晔对记者谈道，在EDA

仿真、形式化验证、调试等几个阶段，都有与

人工智能结合的空间。在前端的仿真环节，

通过融合自然语言处理等最新AI算法与传

统机器学习算法来缩小求解空间，更快完成

AI辅助的验证和调试。这已经在芯华章的

数字调试产品中得到了初步应用。此外，在

形式化验证中，AI算法同样能够优化计算调

度，从而改进性能。

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的同时，云计算正

在悄悄改变EDA的运行架构。当芯片设计

变得愈发复杂之后，算力和存储开始出现瓶

颈，传统的自建数据中心已不堪重负。杨晔

认为，云端对于 EDA 工具的弹性算力非常

有帮助，与上云相关的工具和服务能够帮助

客户更好地利用云端的弹性算力，同时也可

以帮助云厂商更好地对接芯片厂商。

系统集成和异构计算也将推动 EDA工

具进行新的变革。杨晔表示，在过去的 30

年中，芯片设计和制造环节是逐渐分离的。

但是现在，芯片设计和制造又成为一个上下

游协同的过程，因此 EDA 工具在芯片设计

阶段，就必须考虑如何满足未来异构集成趋

势下系统验证的需求，以更好地支持芯片行

业的上下游协同。

7 月 26 日，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

发布公告称，原定于今年年底开始量产

的全球首款 232 层 3D NAND 芯片，已

经提前量产，这预示着 3D NAND 芯片

进入 200+层时代。美光技术和产品执行

副总裁 Scott DeBoer 表示：“美光的 232

层 NAND 芯片是存储芯片创新性的分水

岭，也证明了现阶段的技术具有将 3D

NAND 芯片的层数扩展至 200 层以上的

能力。”

据悉，美光的 232 层 NAND 技术提

供了必要的高性能存储，以支持数据中心

和汽车应用所需的高级解决方案和实时服

务，以及在移动设备、消费电子产品和

PC上的沉浸式体验。

目前，三星、西部数据、铠侠等厂商

也都在向 200+层 3D NAND 闪存领域发

力，竞争愈发激烈。

各项数值全面提升

美光近几年在 3D NAND 芯片领域

的成绩斐然，2022年1月，就成功反超三

星率先发布了业内首款 176层 3D NAND

芯片。此次更是比预期的计划提早了近3

个月，提前发布了232层的3D NAND芯

片。据悉，该芯片拥有每秒 2.4GB的 I/O

速度，同时还实现了 14.6Gb/mm2的 TLC

存储密度，这使得其存储容量达到了

1TB，封装后可达2TB，还可以通过堆叠

获得更高容量。

美 光 先 进 NAND 技 术 副 总 裁 Lars

Heineck 介 绍 说 ：“ 美 光 的 232 层 3D

NAND 芯片设计建立在其 CMOS under

array （CuA） 的架构之上，该架构为其

容量的增长、密度的提升、性能的增强

和成本的改进提供了一种等比放大的

方法，从而实现更高密集度和更低单

元成本。”

据了解，单颗232层3D NAND芯片

就可以提供高达 1TB 的巨大存储容量。

因此，其单位面积密度比之前的 176 层

3D NAND芯片高出45%以上。另外，如

果使用全新的 11.5mm×13.5mm 封装技

术，就可以比上一代封装的芯片体积再缩

小28%。该芯片还拥有现阶段最快的每秒

2.4GB的 I/O速度，这比上一代技术快了

50%。与 176 层 3D NAND 芯片相比，写

入带宽提高了 100%，读取带宽提高了

75%以上，可以满足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等以数据为中心的工作负载的低延迟和高

吞吐量需求，用于非结构化数据库、实时

分析以及云计算等场景。

此 外 ，美 光 还 推 出 了 首 款 六 平 面

（six-plane）TLC 量产 3D NAND 芯片，并

且每个平面都具有独立的数据读取能力。

赛迪顾问集成电路中心高级咨询顾问

池宪念表示：“一方面，美光此次技术突

破，可降低其生产成本，并使美光拥有最

先进闪存芯片的定价权，这会为其增加更

多的利润；另一方面，美光借此机会进一

步提高了自己的技术门槛，拉开与其他厂

商的差距，使其在存储芯片市场上的竞争

力和 3D NAND 闪存市场份额得到进一

步提高。”

各大企业穷追不舍

目前三星、铠侠都宣布了 200+层 3D

NAND 闪存的研发计划。今年 2 月初，三

星发布公告称，将在2022年年底或2023年

上半年推出 200 层以上的 3D NAND 芯

片，并在2023年上半年开始量产。预计三

星第一款200层以上3D NAND芯片的层

数将达到224层。日本存储领军企业铠侠

与西部数据共同表示，将于2022年年底量

产162层3D NAND，2024年之前推出200

层以上的3D NAND芯片。

可以看出，各大企业都在积极研发

200+层NAND闪存，闪存的新一轮竞争已

经开始，半导体行业专家杨俊刚向《中国电

子报》记者表示，从目前的研发进度来看，

三星和美光在多层数堆叠存储器方面的技

术较为领先，但三星或许会为了追求技术

的领先性，以及提前抢占市场份额，争取更

早在市场上推出200+层闪存产品。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闪存的层数越

多，单位空间存储密度就越大，总存储容

量就越容易提升，但层数并不是决定闪存

性能的唯一指标。创道投资咨询总经理

步日欣表示，3D NAND 闪存堆叠技术，

原理上基本类似通过堆叠的方式，实现在

更小的面积和空间完成更大的存储容

量。但是各个厂家都有各自的技术架构

和演进路线图，并不完全一致，各家都有

各家的技术工艺特色。在低层级的时候，

3D 堆叠确实能够显著提升闪存的性能，

但是随着层数的增加，性能提升也会遭遇

瓶颈，需要在技术、成本和性能之间寻找

一个平衡。

池宪念明确指出，层数的领先并不能

代表美光在闪存技术上已经超过了三星。

因为，对闪存产品的评价除了堆叠层数以

外，还需要对接口速度、可靠性、随机读取

性能、能耗等方面的指标进行对比。此外，

还需要评价在生产过程中能否实现低成

本、低损耗。在堆叠层数落后的情况下，三

星可以通过提高产品的实际性能来提升自

身的竞争力。

由此可以看出，各大企业都在努力突

围，增强各项性能，想要提升市场占有率。美

光此举就像给整个闪存市场打了一剂强心

针，让我们更加期待闪存行业之后的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依依报道：最新一期

《科学》杂志上刊登的论文显示，近日，来自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休斯顿大学和其他机

构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有关半导体新材

料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一种名为立方

砷化硼的材料克服了硅作为半导体的两个

限制。据了解，立方砷化硼能够为电子和

空穴提供很高的迁移率，并且具备良好的

导热性能。研究人员称，立方砷化硼可能

是迄今为止业界已发现的各项性能最好的

半导体材料。

早在 2018 年，该论文的主要作者之

一、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刚领

导的团队就已经预测，立方砷化硼对电子

和空穴都有非常高的迁移率。早期的实验

结果还表明，立方砷化硼的导热系数几乎

是硅的 10 倍，这对于散热来说非常有吸

引力。研究还表明，立方砷化硼材料具有

非常好的带隙，这一特性使其作为半导体

材料具有巨大潜力。

近期，陈刚带领的研究团队又取得了

新的研究进展，即立方砷化硼对电子和空

穴也具有非常高的迁移率。根据麻省理工

学院官网上的信息，高电子和空穴迁移率

是理想半导体材料的重要特质。对此，陈刚

表示，高电子和空穴迁移率对半导体材料

很重要，这是因为在半导体中，正电荷和负

电荷同时存在。所以在制造半导体相关设

备的时候，人们需要一种让电子和空穴移

动阻力更小的材料。

研究负责人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后 Jungwoo Shin则表示，许多电子产品的

主要瓶颈在于热量。尽管碳化硅的电迁

移率较低，但其热导率是硅的 3 倍，因此

碳化硅受到特斯拉等车企的欢迎。相比

之下，砷化硼的导热系数是硅的 10 倍，迁

移率也比硅高得多，这很可能改变当下的

“游戏规则”。

当然，立方砷化硼作为一种最新发现的

材料，它的长期稳定性等其他性能还有待进

一步测试。据悉，到目前为止，立方砷化硼

只在实验室规模进行了制造和测试，这些产

品并不均匀，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确定能否

以实用并经济的形式制造立方砷化硼。

“现在砷化硼的理想特性已经变得更

加清晰，这表明该材料在许多方面都是最

好的半导体。”陈刚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也

许砷化硼将受到更多关注。

今年第二季度以来，消费市场的带动能

力有所下降，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通

货膨胀等多重因素，半导体市场近年来供不

应求的高增长态势近期有所收敛。相比之

下，全球 EDA 市场正在稳步发展。赛迪顾

问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 EDA

市场规模约为115亿美元，预计2025年有望

达到157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6.4%。同

时，IBS 也预测，2025 年中国 EDA 市场总规

模将达到22.72亿美元。

在半导体行业承受下行压力的背景下，

EDA 市场的发展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

赛迪顾问集成电路中心高级咨询顾问池宪

念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这一方面是由

于半导体制程的精进、设计工艺的升级需要

EDA相应的软件进行更新，先进工艺节点极

大推动 EDA 需求增长；另一方面是后摩尔

时代芯粒（Chiplet）技术、SiP等的发展，驱动

EDA 技术应用延伸拓展，促进了 EDA 工具

升级迭代的需求。

被称为“芯片之母”的EDA工具市场规

模日益增长，正在撬动上万亿元量级的芯片

市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支点。而在

整个 EDA 产业链条中，技术壁垒和门槛较

高的验证环节贯穿于芯片设计的每个步

骤。以 7nm 的 GPU SoC 为例，接近 7 成的

投入是在数字前端设计，验证占据芯片设计

总成本的70%以上。

当 前 芯 片 验 证 工 具 的 市 场 ，主 要 由

Synopsys、Cadence 和西门子 EDA 这三家国

外 EDA 厂商占领。其中，Synopsys 和 Ca-

dence有自己完整的全套前端验证软硬件工

具集。由此可见，EDA验证环节已经成为高

端通用芯片设计厂商突围的关键。芯谋研

究高级分析师张彬磊向《中国电子报》记者

表示，验证环节往往是 EDA 软件与专业硬

件相结合的方式，相对价格比较高，在中大

型高端芯片企业中非常有价值，市场前景十

分广阔。

根据 IBS 预测，到 2025 年，仅中国的

EDA 验证市场规模就将达到 12.5 亿美元，

超过其他EDA细分市场规模的总和。现阶

段，所有芯片设计公司都希望通过更加充

分的验证，来降低投片风险与流片成本。

但目前来看，EDA 验证环节还有待进阶。

张彬磊对记者表示，在验证环节，设备和

EDA工具往往需要针对客户需求进行大量

的调试工作，而EDA服务商的人力又相对

有限，因此许多中小设计公司得到的服务

体验非常不好，普遍感觉响应时间长、解

决问题的速度慢。

后摩尔时代序幕的拉开让 EDA 行业，

特别是 EDA 验证走在了行业的聚光灯下，

对 EDA 验证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其实离

不开当前业内发展的三大重要趋势。

芯华章科技首席市场战略官谢仲辉对记

者表示，首先是新兴应用领域的飞速发展推

动需求急剧分化。以当前火热的汽车电子

为例，预计到 2025 年，汽车领域在软件与集

成上的投入将达到620亿美元。这不仅使得

应用系统需求映射到芯片规格和验证，也推

动软硬件协同验证从系统集成阶段向 IP阶

段延伸。

其次是应用领域需求的满足，要求业

界从多维度构建自主芯片。谢仲辉具体解

释道，在软件维度，代码驱动的软件 1.0 时

代已经进入到数据驱动的软件 2.0 时代；在

架 构 维 度 ，异 构 计 算 推 动 封 装 从 2D 到

2.5D，再向 3D 演进，在有限的体积里集成

更多芯片和模块，提升输入输出速度，以

提高应用效率；在工艺维度，Chiplet 带来

“IP 芯片化”的趋势；在多模块维度，高速

接口和协议需要支持多晶片、多芯片、多

板卡协同。谢仲辉说，这些都对 EDA 验证

可靠性、完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硅

前阶段，其实很难完成多晶片、多芯片的

全系统验证。

最后是在压力巨大的应用创新周期，

芯片设计验证受限于资深人才经验和数

量，项目工具和算力无法满足应用快速创

新需求等。对此，谢仲辉特别强调了几个环

节。在模块设计及验证环节，可能会产生仿

真资源不够、覆盖率未达标问题；在系统级

验证环节，可能会出现原型实现耗时、仿真

性能低、软硬件联调困难问题；芯片测试对

ATE（集成电路自动测试机）覆盖率提出了

更高要求；系统集成则可能导致芯片测试

功能未能覆盖系统级功能。

基于后摩尔时代为 EDA 验证带来的

种种挑战，谢仲辉认为，EDA 要面向整个

系统市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他以芯华章

发布的智 V 验证平台为例向记者表示，该

验证平台融合了不同工具，支持云原生、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不同场景需求

下，对各类设计提供定制化的全面验证解

决方案。

半导体制程的精进、设计工艺的
升级需要EDA相应的软件进行更新，
先进工艺节点极大推动EDA需求增长。

基于后摩尔时代为EDA验证带来
的种种挑战，EDA要面向整个系统市
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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