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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于 2014 年的东芯半导体

（Dosilicon）在第 92 届中国电

子展上，展示了自我设计研发

的多款新产品，以及丰富的、本土企

业的相应应用案例。公司助理总经理

兼市场总监潘惠忠先生分享了东芯半

导体对全球存储器市场和技术趋势的

看法，以及公司作为本土 Fabless 芯

片企业，定位中小容量存储市场的策

略和展望。 

Q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东芯半导

体以及公司的主要产品和应用领域。

A ：东芯半导体成立于 2014 年，

主要投资来自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

团，是一家本土的半导体设计公司，

主要从事存储芯片的研发及销售。目

前主要从事 Embedded NAND、NOR

闪存芯片和 DRAM 内存的设计、生

产和销售，是国内少数几家可以同时

提供 NAND/NOR/DRAM 设计工艺和

产品方案的本土存储芯片研发设计公

司之一。

Q ：东芯半导体的主要技术和市

场优势是什么？

东芯聚焦中小容量存储芯片市场
——采访东芯半导体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潘惠忠先生

竞争力。

另外，东芯和国内的中芯国际、

紫光宏茂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保

证了我们货源的稳定以及生产工艺在

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我们的产品

在无源光纤网络，安防监控，机顶盒，

功能机，通信模块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Q ：贵公司的市场策略是什么？

未来更看重哪些新兴应用？

A ：东芯半导体聚焦在中小容

量存储产品，因此，1Gb/2Gb SPI/

PARALLEL NAND 是我们目前的重

点产品。随着市场的发展，我们也会

推出 4Gb 的产品，但小容量依旧是我

司的重点。

随着物联网的兴起，会有越来越

多的智能终端需要搭载端上存储，比

如智能家电等。人工智能也会促使

更多的应用场景产生，比如智能音

箱，智能手表等，我们也与一些主

流平台厂商展开了认证与合作，比如

MTK8516，全志 R16 等。因此我们

比较看中物联网，智能家电以及人工

智能相关领域。所以我们所有的主流

规格都有高低电压的产品，其中低功

耗电压就是针对相关领

域中大量无源设备对功

耗比较敏感而设计。

Q ：请介绍一下目

前聚焦中小容量存储产

品的策略以及东芯半导

体对存储市场的看法。

A ：存储芯片是电

A ：东芯半导体在 2015 年收购了

韩国知名半导体厂商 Fidelix，成为其

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在 2016

年推出了国内首颗单晶元 1Gb SPI 

NAND 产品，目前拥有完善的串行及

并行 NAND&NOR FLASH，DDR 以

及 MCP 产品家族。

东芯的技术优势体现在强大的自

主技术研发团队，以及单晶元的 SPI 

NAND 设计方案——即控制器和存储

阵列在单芯片上集成，不但减少了封

装体积，提高了可靠性，更具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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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领域的重大战略性支柱产品，

是应用面最广、市场比例最高的集成

电路基础性产品之一，它与中央处理

器、逻辑芯片和模拟芯片构成全球集

成电路中比重最大的四类通用芯片。

对电子产品来说，存储芯片就像粮食

一样不可或缺，与数据相伴而生，哪

里有数据，哪里就会需要存储芯片。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智

慧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存储产业

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2017 年，DRAM，NAND，NOR

三类存储芯片占了所有存储芯片市场

规模的 98% 以上， 存储芯片市场高度

垄断，主要参与者是韩国和欧美企业。

新一代万亿蓝海物联网设备需

要大量的数据存储和传输，中小容量

存储芯片将更合适物联网发展的需

要，而产业巨头新增产能大多朝 3D 

NAND 转进，全球 NAND 闪存行业

正处在 2D 向 3D 的转进期，几大巨

头将重点都放在了 3D 的比拼上，未

来没有计划增加 2D 的产能，并有可

能进一步降低 2D 的生产比重。

业内预计，中小容量存储芯片市

场规模将保持在 60 -100 亿美元，东

芯半导体看到了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的

快速发展将不断扩大对中小容量存储

芯片的需求。行业格局的演变，为东

芯这样专注中小容量存储芯片的半导

体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同时，我们都知道国内存储芯片

市场需求巨大，但目前却严重依赖于

进口。存储是信息安全的基础，国产

替代需求空间大；加上国家产业政策

支持，本土企业有了重大发展机遇。

不过我们也知道，存储行业更新

迭代快，对设计能力和制造工艺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属于技术、人才、资

金高度密集型行业，进入门槛相当高，

本土参与企业非常稀少，机遇与挑战

是并存的。

Q ：在本届中国电子展上东芯重

点展示哪些产品？主要应用领域及成

功案例？

A ：本 届 展 会 重 点 展 出 的

产 品 包 含 1Gb/2Gb，3.3V/1.8V

的 串 行 / 并 行 NAND Flash ；

16Mb/32Mb/64Mb/128Mb，3.3V/1.8V

的串行 NOR Flash 等。其中 2Gb/1Gb 

SPI NAND FLASH，就是前面提到的

单晶圆设计方案是这次展示产品的重

点，此外它内部还集成 ECC 校验纠

错模块，支持 Single/Dual/Quad 三种

模式，较小 8 脚封装都是其特点。

主要应用在常规的光猫，路由器，

网络摄像机以及目前较火的智能音箱

等。除了拥有自主设计串行 NAND 

FLASH，我们的并行 NAND，也大

量于无源光纤网络，安防监控，机顶

盒，通信模块等领域，同样提供高低

电压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且有不同封

装满足更灵活的设计。

参加本届电子展，东芯半导体希

望有更多平台厂商，运营商以及终端

用户和行业内的伙伴都能对我们有更

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已经进入千家万

户，但毕竟相较一些传统大厂，我们

还比较年轻，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我

司自主研发，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产品已经经过了市场的检验，所以

想借此机会，借助这样一个好平台，

让大家了解，认识，相信，支持我们

一起把国产存储产品逐步发展起来。

（记者  Steven 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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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5G 通信，物联网（IoT），人

工智能（AI），大数据，以及各

类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等技

术与应用的快速发展，大力推动着集

成电路的发展，进而推动封装技术也

不断向前，SiP 系统级封装、WLP 晶

圆级封装，以及 Panel 板级封装等先

进封装技术备受关注，代表着封装技

术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

2018 年 11 月 23 日，全球领先

的创新材料提供商 Brewer Science 在

上海举办 Workshop，详细介绍先进

封装技术的相关内容，以及 Brewer 

Science 的创新材料如何助力封测厂

商应对未来发展的挑战。

 

尺寸缩小依赖先进封装

Brewer Science 策 略 关 系 总 监

Dolye Edwards 表示：日益增长而且

复杂多样化的系统需求持续推动各种

新型封装技术的发展，在对器件装置

整体性能的改进方面，先进封装所起

的作用越来越大。尺寸缩小需要依赖

先进封装技术，而对于先进封装技术

的不断突破，材料厂商扮演着角色也

越来越重要。

“作为创新材料提供商，Brewer 

Science 曾 经 发 明 了 ARC® （Anti-

Reflective Coatings，防反射涂层）材

料，让光刻制程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为半导体行业发展做出傲人贡献。” 

Dolye Edwards 说，“ 近 十 几 年 来，

Brewer Science 布局先进封装材料，

为晶圆临时键合 / 解键合技术研发创

新材料和解决方案，推动先进封装技

术发展。”

Brewer Science创新材料助力先进封装技术发展

过与客户的密切合作，不断创造独特

解决方案，旨在满足客户的需求。

BrewerBOND® 双层临时键合系统

Brewer Science 最近推出了其业

界领先的 BrewerBOND® 临时键合材

料系列的最新成员——BrewerBOND® 

T1100/C1300。

为什么需要临时键合 /解键合呢？ 

Brewer Science 晶圆级封装材料事业部

商务发展副总监 Dongshun Bai 博士介

绍 : 因为当晶圆厚度被打薄到 100 微米

以下，便失去了自我支撑能力，非常

易碎，所以引进临时键合 / 解键合材

料，提供机械支撑和保护，协助完成

下游工艺步骤。当前封装技术快速发

展，不断追求更薄和尺寸更小，对晶

圆打薄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会打薄

到几微米。临时键合 / 解键合已经发

展成为先进封装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泛应用于各种晶圆级封装之中。

超薄晶圆级封装对于材料商带

来了新挑战，如临时接合材料需耐高

温、容易分离不残留、更广泛的热循

环等……为了满足这些需求，Brewer 

薄晶圆处理（TWH）是先进封装

技术的关键技术，将器件晶圆临时键

合到支撑载体上才能进行薄晶圆处理

及各种先进半导体封装。在过去十年

中，晶圆的临时键合 /解键合（temporary 

bonding/debonding）技术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各种 WLP 晶圆级封装技术中，

比如封装堆叠、扇出式集成、采用硅

通孔的 2.5D 和 3D 集成等。在解决每

项应用中独特难题的过程中 , 引入了

多代的粘合剂接合材料和新的接合与

分离（剥离）技术。Brewer Science 就

是跟随行业发展持续拓展自身的产品

组合，组合中所包含的产品可实现先

进光刻制程、薄晶圆处理技术、3D 整

合，以及化学和机械设备保护及纳米

科技型产品的实际应用。

Brewer Science 针对先进封装的

创新材料包括三大类产品：薄晶圆

处理应用临时键合材料，重布线层

（RDL）应用材料，以及晶圆级刻蚀

保护和平整化材料。

Dolye Edwards 强调：随着行业

需求的发展，Brewer Science 将继续

推进我们材料产品的研发和创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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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推出了新一代的 Dual-Layer 

BrewerBOND® 双层临时键合材料。

Dongshun Bai 表示，双层系统改

变了临时键合 / 解键合的路线，以前

使用热塑性材料，需要较高温度进行

键合。双层系统在 UV 光照下，室温

就能进行键合和固化，非常适合于热

敏感和高应力器件。这表明临时键合

/ 解键合材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B r e w e r B O N D ®  T 1 1 0 0 和 

BrewerBOND® C1300 系列相结合，

是 Brewer Science 首个完整的双层系

统，用于晶圆产品的临时键合和解键

合。新系统是为电源、储存器和芯片

优先的扇出设备开发的——所有这些

设备都对温度、功率和性能有严格的

要求。该系统可与机械或激光解键合

方法一起使用。

BrewerBOND® T1100 材 料 是

一种热塑性薄式保护膜涂层，作为

密封剂应用到装置上。可溶性层具

有高软化点，几乎没有熔体流动。

BrewerBOND® C1300 材料是一种可

固化层，适用于载体本身，提供了高

熔流，在低压下容易键合，无熔体流

后固化。这两层一起不会混合或发生

化学反应，可实现机械稳定性，不

产生键合材料移动，并可提供高达 

400℃的热稳定性。

双层系统的其他优点包括提

高产量和附着力，减少烘烤和清洁

时间，以及低温接合键合（25℃至 

≤ 100℃）。最终用途包括需要高性能

的内存和电源等，如数据中心、固态

硬盘和汽车应用等。客户已经开始采

用新的 BrewerBOND 产品，并已获

得良好正面的结果。

BrewerBUILD™ 材料用于 RDL优
先扇出型封装

Brewer Science 最 近 还 推 出 了 

BrewerBUILD ™ 薄式旋装封装材料

产品线的首款产品，提供业界首创的

解决方案，以解决制造商不断出现的

晶圆级封装挑战。

Dongshun Bai 博 士 介 绍：

BrewerBUILD ™ 材料是专门为重布

线层（RDL）优先的扇出型晶圆级封

装（FOWLP）而研发。该单层材料

的开发旨在满足芯片制造商希望从芯

片优先的 FOWLP 转变为 2.5D/3D 封

装技术（目前尚未准备好）的需求，

它也与晶圆和面板层级的临时键合 /

解键合工艺兼容。

在客户对临时封装解决方案的需

求上，BrewerBUILD ™ 材料有明显

的市场机会，这将使他们能够继续使

用扇出技术，同时提升良率并减少良

好裸晶（KGD）的损失。RDL 优先

的 FOWLP 比芯片优先的 FOWLP 更

具有优势。它实现了高密度 RDL，具

有更小间距的线性空间模式，提供更

高的性能，更大的芯片尺寸，并可用

于多芯片集成。

BrewerBUILD ™ 材料的机械、

热能和热稳定性旨在承受 RDL 优先

的工艺流程。一旦载体解键合，建构

层就会被移除，并且该材料与波长为 

308 纳米、343 纳米 和 355 纳米的解

键合紫外（UV）激光兼容。该材料

已引起潜在客户的兴趣，寻求适用于

各种应用的过渡期封装解决方案。

更 多 信 息， 请 访 问 www.

brewerscience.com

（记者  Sunnie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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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ADI 公司在深圳召开“Power 

by Linear 的 电源产品与技术媒

体见面会”，ADI 公司电源系统

工程总监梁再信（Lorry Liang）先生

围绕 ADI 创新电源技术在工业、汽车、

通信、能源 / 能量收集等领域的应用

与在场嘉宾进行了深入交流，分享了

ADI 电源产品的最新消息，并详细解

答了媒体朋友的各种疑问。 

梁先生谈到：这一年发生很多变

化，不管是 5G 还是汽车的应用，其

实带来非常多的机会，这里面也有很

多挑战。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应用中，

热门的 5G、无人驾驶、汽车、消费

电子、智能制造中，电源无处不在。

去年 3 月 ADI 和 LINEAR 公司

（LTC）正式完成合并，从公司层面

来说，两家公司的合并不仅缔造业内

高性能一流模拟技术公司，更重要的

是在电源产品线方面强强联合。ADI

还是作为电源创新的技术引领者，这

是两个公司合并前思考的问题，也是

公司的定位。

“回顾一下，2017 年 3 月，LTC

和 ADI 正式合并，两个公司 80% 的

市场都在工业、通信和汽车。合并

时，ADI 有 2 万个器件，LTC 有 2.3

万个器件，合并后总共有 4.3 万个器

件，其中电源超过 1 万个器件。因为

Linear 的电源产品足够强大和优秀，

我们保留了一些 Linear 的元素，新的

子品牌叫 Power by Linear。在超过 1

万个的电源器件中，绝大部分是 LTC

延续过来的，原来 ADI 的电源占比

10% 左右。” 梁先生说，“从 ADI 的战

ADI电源创新技术强势助力
工业、汽车、通信三大领域

科技产业的发展。

在中国这是很大的机会，从工

业和制造来讲，半导体是基础产业。

ADI 产品可以全方位支持中国的产业

发展，不仅仅是传统的 ADI 信号链

等器件，更多的是，在所有的半导体

生产、测试、封装的过程中都有很多

设备需要用到电源，各种各样的电源

都需要用到。在这些设备中空间都非

常紧凑，所以我们的电源模块有非常

多的机会。我们的 Power Module 经

过十年发展，已经有非常完整的产品

序列，对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都可以有

很好的技术和产品支持，协助他们完

成非常挑战的设计，用小体积、高效

率的产品、在很小的空间里支持更多

的器件。

我们创新性的 Silent Switcher，

要解决的问题是 EMI 和干扰的问题。

我们在芯片的设计上有比较创新的突

破，普通的电源是单个电流回路，我

们 Silent Switcher 芯片上是两个反向

电流环，芯片自己的 EMI 水平就可以

做得非常低，甚至不用特别优化就可

以满足标准。Silent Switcher 经过不断

的迭代、优化、升级，一直保持遥遥

领先的状态。为了简化设计，我们做

了一些测试和对比，比如说 LT8609S。

过去要解决 EMI 的问题，大部分的

供应商会告诉你，用四层板、六层板

加屏蔽、隔离等等，但 ADI 的 Silent 

Switcher 用两层板做一个标准设计就

可以满足 EMI 的标准，而且还有一些

余量。当然用四层板更好，只是两层

板已经可以满足工业级 EMI 标准。

略布局来讲，因为收购了 LTC，电源

部分得到极大的补充和加强，让 ADI

的电源跃居全球第二，这是我们为了

应对未来市场竞争、提升自身实力做

的重要的收购和整合。”

Power by Linear 基本围绕三个

方向思考设计产品。一是怎么样减少

芯片的尺寸和体积，怎样在比较小尺

寸的器件中提供很好的性能？二是效

率，绿色能源。如果效率不够，发热

会很严重。三是 EMI， EMI 会带来很

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系统稳定性、

可靠性，比如对其他器件的干扰及其

他器件对自身的干扰等。ADI 的 1 万

多种电源器件大约有 18 个大的产品

系列。按行业领域来说，这些产品系

列主要可推动和支持一些热门的新兴

创新应用，比如工业 4.0、自动驾驶、

汽车电子、通信、能源等新兴领域的

应用机会。

工业4.0
工业 4.0 对中国非常重要，也是

智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能力

的提升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工

业 4.0 里有非常多的考虑因素，不仅

仅系统要足够灵活、有效率、互联互

通，安全性、可靠性都非常重要。所

有的工业应用场合一定离不开电源，

电源是基础，如果电源都不稳定这个

系统是很难稳定工作的。

Power by Linear 产品的三个核心

要素，高效率、小尺寸、EMI 做得非

常好，可以助力工业 4.0 的发展。我

们也在考虑怎样在中国本土支持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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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些不同的创新，也是

从简化设计和应用出发的。如工业线

上会用到很小的隔离电源，而传统隔

离电源的电路非常复杂，我们推出一

系列隔离电源产品，把传统的隔离电

源产品极度简化，同样可以把效率做

得很高，输出稳定性做得非常好。这

是在不同细节上的创新，把别人能做

到的事情做得效率更高、可靠性更好。

我们也有一系列的包含变压器的高集

成度隔离电源模块，可以给我们的工

业客户直接使用。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安全非常重要。ADI 在

安全气囊领域有超过 25 年的历史，

是自动化和自动驾驶领域的安全专

家。最近几年最突飞猛进的就是自动

驾驶，自动驾驶会用到非常多的激光

雷达和微波雷达，还有车身测量系统，

这些都非常重要，惯导和陀螺仪都会

用到比较多。Power by Linear 产品在

汽车领域有非常多的应用方向，包括

Lidar、Radar、IMU、ECU、48 伏系统、

LED 等热门领域都有深度的应用，而

且贡献出我们独特的价值。2016 年，

我们发布了业界最低噪声的 LT3045，

噪声比传统锂电池的噪声还少。测试

数据显示，锂电池有 2.7μV 的噪声，

我们的 LT3045 在同样电流下只有

0.8μV，1M 以下 PSRR 值都在 78 个

dB 以上。我们电源产品有非常低的

噪声和非常高的 PSRR 值，给 Lidar、

Radar 供电的时候可以显著提升性能，

使得整个系统的噪声是很小的，让整

车和乘客更安全。

我们把 Silent Switcher 展现在汽

车业界的 Tier 1 和车厂面前的时候，

大家都很认可，因为这是未来汽车领

域里电源上不得不考虑的方向：极大

降低 EMI——不仅降低对外的辐射干

扰，同时别人对我的干扰也尽可能降

到最低，让我的车身系统更稳定。今

天汽车的发展，车身上的电子部件越

来越多，有时大家可能会发现你的车

开着开着就黑屏了，就要考虑下是否

是 EMI 干扰问题。

除了 Silent Switcher，我们也在

考虑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说 PoDL, 

即 Power Over Data Line（通过数据

线供电）。在未来汽车里面，以太网

是一个热点。通过类似的 ADI 创新

型方案 A2B 和 C2B， PoDL 可以节省

非常多的电缆施工和重量，提高可靠

性，降低施工的难度，节省整车成本。

还有一些其他的创新想法，比

如将汽车的 LED 大灯用于安全用途。

如何利用 LED 把汽车的安全性做得

更好？ 比如奥迪 A8 矩阵大灯，由非

常多的 LED 单元构成，两车会车时

可以利用车身摄像头判断对车位置，

系统自动关闭来车那侧的一部分灯，

让会车更安全。未来，我相信像奥迪

矩阵大灯会成为中高端车的标配，以

后再不需要贴“请关掉你的大灯”这

种贴纸。Power by Linear 一直在想：

把产品做好的同时 , 在器件的人性化、

安全性上，帮业界做得更好。

汽车电子

除了车身上的应用，最近发展的

汽车电子，包括电源管理、动力总成

和娱乐信息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

们有一系列的产品在汽车能源的优化

上表现卓越。

电动汽车中的电池管理系统BMS

做得好，有助于汽车安全驾驶更长距

离。早几年，Power by Linear 的 BMS

产品比如 LTC680X 系列在国内非常

流行的，一度占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

除了 BMS 管理，我们还有一系列的

电源管理是配合 BMS 做的，比如说

主动均衡、系统监控等应用。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应用，在

混合动力汽车中，大部分都会同时

有 48 伏和 12 伏系统。如何解决大功

率 48 伏系统和 12 伏系统之间的平衡

和转换？因为 48 伏系统需要的瞬间

功率高达十几千瓦，对业界而言，安

全性和可靠性是很大的挑战。我们

Power by Linear 针对 48V/12V 系统有

专门的应用方案：双向两相同步降压

或升压型控制器 LTC3871，当起动汽

车或需要额外功率时，LTC3871 允许

两个电池同时为同一个负载供能，最

高可实现 97% 的效率。48 伏发电时，

可以降压给 12 伏系统充电 ；如果有

需要，12V 还可给 48V 补电。除了

LTC3871，我们同样有一系列产品可

以支持这样 48V/12V 的转换。

除了 48 伏系统，传统燃油汽车

的发动机也是很大得机会。中国每年

卖 2000 多万台汽车，意味着每年有

2000 多万个新增发动机，把发电变

成直流电给蓄电池供电。过去会用到

的传统二极管当整流桥，但传统二极

管是有压差的，电流越大压差反而不

是很好，大概可以有 0.4 伏到 0.7 伏

的差，这是很大的功率损耗。所以我

们做了一个产品，叫理想二极管桥堆，

用 MOS 管代替二极管。这样做了有

什么好处呢？一个是 MOS 管的阻抗

比较低，可以提高效率，比较少的功

率损耗，桥堆不需要散热器，具有非

常高的可靠性和可靠的效率，这也是

为了让汽车能进一步节省能源、提升

运营效率。

我们还有汽车保护的器件。从

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来讲，因为汽

车的电瓶和整个系统越来越复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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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难免在启动时会有一些瞬间的高压

出现，这种高压对系统是非常大的挑

战，因为过去的汽车电子大部分是在

12 伏系统下工作的，在恶劣的条件下，

有可能瞬间到 70伏，可能把组件打坏。

过去在汽车领域最常见做法是加 PVS

管，但是 3000 瓦、6000 瓦的 PVS 管

体积比较大，比较难固定，稳定性

和可靠性怎么实现？我们考虑 Surge  

Stopper，把瞬间脉冲的干扰电源尖的

部分全部消掉，在我们设定的标准范

围之内。所以在汽车领域，让系统更

安全，当电压超过设定值的时候，整

个系统能够把所有高压的部分全部消

掉，留给后面的就是可控的电源工艺，

这样车身系统就能避免因为意外的干

扰损坏汽车上的组件，因为这和人的

生命安全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我们

在汽车安全上所做的创新和开发。

通信

通信系统非常重要。5G 对普通

百姓而言可能就是上网速度快一些，

但对华为、思科、爱立信、中兴等而言，

5G 都面临非常大的挑战：设备越来

越小，带宽越来越宽，功率越来越高。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有上百万个

基站，如果把能源密度做高，节省的

电是非常可观的。而通信的未来肯定

需要很好的效率和很好的可靠性，如

果出现异常，一个大区的通信中断会

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通信方面我们分为无线、有线、

光通信三大部分。

无线方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基站，移动、联通、电信都做自己的

基站。现在模块要求要变小、集成，

供电和散热的问题就很重要。新一代

的基站设计上，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

的设计方案，比如 POE，通过传输数

据的网线给电源供电。设计要考虑板

上需要哪些不同的模块，相关的模块

怎么做集成化，做到体积很小、散热

很好等。

模块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体积的问题、散热的问题、效率

的问题、可靠性的问题，以及帮助客

户缩短产品上市时间的问题，都让这

个事情变得举足轻重。

如果说一个通信的板卡需要非常

高的功率密度，怎么做？以 FPGA 的

0.8V 内核电压、100A 的输出电流为

例，2010 年我们需要 12 片 LTM4601

才可以做到 100 安培。2012 年推出

LTM4620，4 片就可以达到 100 安培。

LTM4630 的时候需要 3 片，LTM4650

的时候 2 片就可以。最近，我们发布

了 LTM4700，拇指大小，大概跟铅

笔的厚度一样，1 片就能做到 100 安

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模块设计团队在电源模块上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推动事情往前发

展。电源模块的设计在通信上为什么

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就是因为它帮助

通信公司极大解决了散热、尺寸、体

积和运营效率的问题。

基站使用 POE 供电，能节省非

常多的成本。拉线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包括运营成本、铺线成本等。我们的

PoE 供 电 从 at、af、bt 到 LTPoE++，

功率从 13W 直到 90W。我们最新的

POE 可以支持 150W，也就是说普通

的小基站，基本上一根网线过去数据

和电源都搞定。POE 供电加上模块设

计，可以让基站电源的设计更简化。

有线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好

的产品可以支持，包括 POE、Silent 

Switcher 等。有线与无线不同，需要

热插拔、非常高的转换效率，也需要

一些 PSM，就是做电源管理的应用。

通信上，局端的设备温度同样非常高。

效率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产

品同样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以帮助局

端的设备提高应用效率。

另一个挑战，传统的电源，很大

的电路，效率很难提高，大概 93%，

94%，再往上做很难了。通信背板上，

48V 往下转时，往往面临很多挑战，

板上需要更低电压的时候转换效率不

高。如果把 48 伏先转为 24 伏，下边

再做二级的转换，这对系统很有帮助。

如何提高效率？我们做了大胆

的尝试。对于几百瓦功率电源变化来

说，频率不会很高，电感损耗就很大。

LTC7820 是一款固定比例高电压高功

率开关电容器，用 CFLY（飞电容） 

取代过去损耗比较大的电感，2.8×2.8

厘米 6 毫米厚的模块，从 48V 到

24V，可以推约 500W 功率，效率在

99% 左右。这个器件的出现，是业界

的一个创新：把传统上认为效率很难

做到很高的电路，通过非常高效的电

路，把 48 伏转成 24 伏，剩下的板级

系统再往下转，让设计更简化、更容

易，系统稳定性更好。

我们还有 PSM，就是如何通过

电源系统管理可以对整个板级系统的

健康状况做非常有效的管理和监控，

甚至有总线可以读出工作状态，系统

死机时 EEPROM“黑匣子”可以把

死机之前的状态回读，辅助分析系统

稳定性问题，也可以控制系统电源的

电压及工作状态。

光通信方面——全球的光模块市

场，每年增长的数据还是很可观的。

如果看中国，这个数据比全球市场增

长速度还要快，说明在中国的基础建

设中光模块、光通信还有很多年的时

间可以去推动，特别是 5G 上线的话，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会推动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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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发展。

光模块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体

积。不同的年代，光相关器件的体积、

尺寸是不同的，从十几年前的大家伙，

到去年已经变得很小了。怎么在这么

小的体积里放下必不可少的电源？我

们做了很多不同的设计。LTM4622

和 LTM4624 非常小体积、非常薄，

6.25mm×6.25mm×1.8mm 的电源模

块，过去在光通信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当然，我们还在设计比 6.25mm 还要

小的小封装电源模块，助推中国光通

信的发展。

虽然在很多应用场合，系统越来

越小，体积小很重要，但有的应用，

做薄也很重要。电源模块有三个方

向：一是大功率，就像刚刚说的 100

安的输出电流，我们已在研发下一

代；二是小体积，比如我们已在研发

4mm×4mm 产品；三是做薄，比如

1.8mm 产品。现在客户甚至希望我们

能做 1.5mm 甚至更薄。做薄是有难

度的，因为它里边集成了 MOS 管、

电感等，是个完善的模块。当然，我

们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迎接这

个挑战。

能源

能源对我们非常重要。中国的国

家电网是值得大家骄傲的，水平在全

世界是首屈一指，特高压的输电等所

有的系统我们都做得最好。几年前湖

北冰灾，电网受损，很多城市都断电，

那是当时我们没有很好的监控监测系

统。国家电网后面几年发展非常快，

有很多的课题研究如何把中国国家电

网传输线的安全和监控数据实时汇集

上来，所以才有了一堆各种各样的电

力监控系统，FCI 是其中一种，在每个

高压线上挂一个这样的设备——这里

面有很多 ADI 的东西，从信号链、IC

到其他的东西都有。那么，这设备挂

高压电塔上怎么取电？不可能从高压

电塔上取电。所以，我们有一种高效

率且带优化功能的太阳能电池板来取

电，实现无人值守和维护的高效运营。

我们也在考虑一些新的创新，比

如如何从空间吸收和拿到一些能量。

空间能量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太

阳能，但太阳能面板体积比较大。还

有一些能量如温差、振动，虽然看起

来是很微弱、很弱小的能量，但能不

能为我们所用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一是振动发电。我们有个换能

器电源转换芯片 LTC3588，配合小体

积的换能器可以在 0.25G 的振动加速

度和 40 赫兹的频率上产生 200 多微

安的电流。这电流看起来很小，如果

乘 3.3 伏，大概功率也就是 600 微瓦，

好像不能用来做什么。但如果有一个

电机的监控设备，如果用这个换能器

和转换电路可以稳定地给我们的监控

电路提供 3.3 伏、大概 0.2 毫安的电

流，这对于很多微弱电流的监控系统

来讲，这个电流已基本足够用，可以

实现设备的终身免维护和无人值守。

因为不是所有的应用场合都是可以让

人上去的，比如说水力发电机的转子

能说为检修把发电机停掉吗？这是不

可能的。

二是温差发电。我们有一个测试

数据，一个 3 厘米 ×3 厘米 TEG 连

上 LTC3108，可以产生 3.3 伏电压，

在 10 度温差时大概有 60 微安的电

流，200 微瓦的功率，30 度温差差不

多有 400 微安的电流。设想一个可穿

戴设备，环境温度 25 度身体温度 35

度，10 度温差产生的 200 微瓦可以使

电子器件持续工作下去，就不用充电

了。这还不够。我们还在考虑如何改

进温差发电转化技术，已有的能量采

集 IC 能实现把 20 毫伏的微弱电压升

到 3.3 伏，这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了，

但我们在考虑换能器能不能再突破一

下。目前我们美国团队在思考如何把

换能器功率提高，从 200 微瓦提高到

400 微瓦，体积只有目前的 1/10。如

果这样的器件和换能器实现、发布以

后，可以想像 ADI 将获得全球可穿

戴设备市场很大的份额。

总结

梁先生表示，ADI 中国市场在

全球中占比逐年上升，我们需要对

市场提供更多的支持，为了配合国

内工程师使用 Power by Linear 产品，

我们提供了很多免费的工具。比如

LTPowerCAD，可以做整个电路的规

划以及做运算；生成的数据可以导入

LTspice 仿真工具做进一步的仿真；

通信设备上需要电源管理做 PSM，做

系统的板级电源管理，我们有开发工

具 LTpowerPlay ；传统 ADI 的电源产

品也有一个仿真工具叫 ADIsimPE。

这 4 个软件都可以在 ADI 官网免费

下载使用。

Power by Linear 有 3 点想传递：

第一，是我们追求创新，实现很高的

性能、合理的价格，让客户用得起，

愿意跟着我们往前走，用最新的技术

和设计。第二，我们尽可能在全世界

范围内提供卓越的技术支持，让我们

的客户用我们电源产品的时候能够简

单易用，能获得相应的支持。第三，

我们有全球最好的品质和可靠性，这

是业内多年公认和经过验证的。

Power by Linear 会伴随着大家一

起往前走。我们也希望在中国的电源

产品、科技发展创新上能有更多的推

动力。（记者  Stanley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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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8 年 10 月 23 日，阿特拉斯 · 科普柯（Atlas Copco）

集团的真空技术业务品牌，全球真空与尾气技术的

领导厂商 Edwards 在青岛举行盛大的开幕式，标志着

Edwards 位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制造工

厂二期工程正式投入运行。

青岛工厂的规划建设从 2014 年开始，2015 年一期

工程正式投入运行。Edwards 最初在青岛工厂投资了大约

4000 万美元，包括购买土地，建设一个 9000 平方米的工

厂，以及 4000平方米的办公设施和应用开发实验室。之后，

Edwards 追加投资 6500 万美元用于二期工程扩建，将工

厂面积增大至 15000 平方米。今年早些时候，Edwards 又

购买了 16000 平方米的土地（24 亩），并于 8 月开始三期

工程建设。Edwards 还可能购买另外 16500 平方米土地，

以便用于未来的建设项目。

 

二期工程重点满足半导体等行业的高端需求

Edwards 青岛工厂二期工程重点满足半导体和化工等行

业的高端需求。半导体技术是所有现代技术进步的最基本

要素，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半导体技术的国内制造，减少的

大量芯片需要进口的现状。根据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SIA）

的数据，中国对半导体生产设备的投资将在 2018 年达到

100 亿美元，这显示了在中国增大半导体产能的紧迫性。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真空技术业务部总裁 Geert 

Follens 表示：“目前中国正决心开发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同时，中国也希望在化工和制药等行业提升国际竞争力，

Edwards 真空泵技术能够支持中国升级其工业基础设施的

发展目标。随着青岛工厂二期工程的投入运行，表明我们

正在积极支持中国的发展计划，并且展示了我们对中国客

户的全面承诺。”

青岛工厂是 Edwards 旋片和液环真空泵的全球制造基

地，这些设备适用于需要真空技术的所有领域。

真空技术在中国乃至全球的重要工业领域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真空技术在其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希望升级的半导体、化工和制

药等行业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Edwards 半导体事业

部总裁 Paul Rawlings 表示：现代半导体芯片制造技术对于

支持中国半导体及高科技产业发展
Edwards青岛工厂二期工程正式投入运行

工艺有严格的要求，Edwards 的真空泵技术能够完全满足

这些要求。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很快，而且随着中国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半导体芯片的需求还会进一步提高。

Edwards 青岛工厂总经理 Bram Claes 表示：关于

Edwards 青岛工厂的供应链和零部件的采购，我们的原则

是不论真空泵在哪里生产制造，都需要提供同样的产品性

能，同样的产品质量，客户也能够得到同样的服务。我们

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国

本地供应商，当然，也有一些零部件需要进口。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真空技术业务部总裁 Geert 

Follens 介绍：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在收购 Edwards 之后，保

持了 Edwards 的品牌和相对独立运行。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和 Edwards 在某些方面的客户是一样的，因此可以更加充

分地利用资源，实现业务的快速增长。

 “国内各大半导体制造商或者工艺设备制造商都在采

用 Edwards 的真空泵技术，这对于提高半导体芯片的制造

良率，提高运营效率和运营收入都非常有利。半导体芯片

市场的扩大也带动了设备市场的发展。” Edwards（上海）

总经理许坚表示：“以北方华创为例，多年前对于 Edwards

真空泵的需求每年只有几台，但现在随着其业务的快速发

展，对于 Edwards 真空泵的需求每年高达上千台。”

许坚强调：Edwards 真空技术需要满足各种不同的应

用，在多种工作条件下都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Edwards

不仅做到了真空泵设备的高可靠性，而且也在技术支持和

客户服务方面能够快速响应，及时应对，我们真正做到了

产品、应用和客户支持方面的高可靠性。



INDUSTRY NEWS产业报道

 14 2018年  12月/2019年  1月  半导体芯科技  www.siscmag.com

十余年专注于MEMS计时技术

SiTime 成 立 于 2005 年， 是 唯

一专注于计时领域的公司，现在在

MEMS 计时市场占有超过 90% 的市

场份额，已经出货超过 10 亿颗产品。

SiTime 的时钟产品主要应用在通信、

互联网及汽车方面，拥有 100 多项专

利，其时钟技术领先于竞争对手至少

五年时间。目前 SiTime 在全球的客

户超过 1 万家，涵盖了 200 多种应用。

近日， SiTime 面向 5G 基础设施

推出突破性 MEMS 时序解决方案 -- 

Emerald Platform ™，这是一款革命

性的高精度时序解决方案，解决了 

5G 基础设施设备的关键时序挑战。

借助 Emerald 平台，运营商能够在恶

劣环境下部署 5G 设备，并可靠地提

供任务关键型服务。 

SiTime 营销执行副总裁 Piyush 

Sevalia 表示：作为一个技术创新公

司，在过去十年间，SiTime 始终专注

于时钟技术，从 2007 年第一个纯硅

的谐振子问世之后，2011 年又开发了

全球最小的 MEMS 谐振子，2013 年

又开发出全球最小的振荡器，比当时

市场上最小的振荡器缩小体积 80%。 

2015 年 SiTime 又推出功耗最低的振

荡器，2017 年推出具有高稳性能的

振荡器，2018 年又开发出精度更高、

可靠性更好的产品。 

在过去十年间，SiTime 在时钟

领域持续创新和突破，因此今天才可

以满足 5G 通信的需求。比如，在时

钟器件精度，就是频率的稳定性方面，

过去十年间 SiTime 提高了 5000 倍；

在相位噪声或者相位抖动方面，在过

去十年间，SiTime 提升了 200 倍；在

SiTime因专注而成功

序中提供顶级性能，是所有通信网络

可靠运行的关键。然而，基于石英的 

OCXO 对诸如振动、温度变化和冲

击等环境压力因素极为敏感，这会降

低网络性能、减少正常运行时间，并

影响任务关键型服务，如自动驾驶辅

助系统 (ADAS)。SiTime 的 Emerald 

OCXO 解决了上述难题。

鉴于传统石英 OCXO 的敏感性，

客户必须采取大量预防措施以确保可

靠运行。一大难题是 OCXO 的电路

板布局。OCXO 在布局时需要远离

压力因素，例如热量和气流诱发的热

冲击。这样会导致布线复杂性增加和

潜在的信号完整性问题。此外，设计

人员也尝试使用专门的塑封型 OCXO 

盖进行热隔离，但这会增加制造步

骤 和 生 产 复 杂 性。Emerald MEMS 

OCXO 消除了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将

MEMS OCXO 做任意位置的摆放，不

需要考虑环境对 OCXO 本身的影响，

所以大大提升了设计的灵活性。

通过可编程性提供灵活性

传统石英 OCXO 是从头定制的产

品。它们在特性的可用性方面存在严

重限制，例如频率、输出类型、工作

尺寸方面，从 SiTime 2006 年推出第

一个产品，到 2018 年产品的尺寸大

概缩小了 100 倍左右；在时钟的短稳

性能上面，SiTime 过去十年提升了大

概 3 万倍左右。

Emerald 平台解决5G 面临难题

“SiTime 的核心竞争技术包含四

个方面：第一是 MEMS 谐振器技术，

第二是锁相环，即混合信号设计的技

术，第三是温度补偿方面的技术，第

四是封装技术。这四个方面的技术

组合，使 SiTime 能够设计出业界领

先的计时产品。”Piyush Sevalia 说，

“SiTime 新的 Emerald 平台是将公司

的四项核心技术整合在一起的全新系

统性解决方案，与目前提供的解决方

案相比，其性能提升高达 20 倍。而

市场上其他的一些计时产品厂商，包

括传统的一些石英业界的厂商，一般

不完全具备这四个方面的技术，通常

需要从外部引进产品来做组装，所以

很难实现这样高的性能。”

解决石英 OCXO 的可用性难题

Emerald 平台是业界首款 MEMS 

恒温振荡器 （OCXO）。OCXO 在时

下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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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线投资和技术管理团队来看，既有国内最新项目，也

含国际公司来中国设厂。又比如，逻辑器件方面，目前已

经有最先进的工艺，比如中芯国际的产线，另外，国内还

有更多是比较成熟的工艺产线，我们甚至还需要服务诸如

MEMS、功率器件等的制造商。

为了最好地服务中国市场，科天在中国部署了超过

300 位的面向客户的技术团队，另外有超过 300 名员工在

上海从事研发工作，同时，还有超过 200 名制造部门的员

工在深圳和香港。除此之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六百多位员

工还能够给与全球和大陆客户相应的技术服务支持。

Q：请介绍一下制程控管技术在半导体生产中的重要性。

A ：制程控管就是帮助半导体生产制造的客户，在最

短的时间达到最好的良率，减少报废。要做到这一点，需

要检测（inspection）技术——发现缺陷；量测（metrology）

技术——测量关键尺寸；第三，在检测和量测之上做数据

分析。制程控制不仅覆盖传统的芯片制造业产线，在掩模

版的制造、空片制造，甚至半导体业的材料设备和下游封

装测试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技术。

26 年前当我刚刚进入半导体行业的时候，还没有所

谓的自动制程控管，半导体厂通常需要工程师利用显微镜

来“看缺陷“，检查图形的长宽等尺寸要求。现在的技术

挑战已经完全不同，比如，在图形化过程中，要考虑产品

光刻套准（on product overlay）关键线宽能否达到要求的

14nm 或者更低？是否均匀？这远非人工显微镜可以胜任；

在芯片设计阶段甚至都需考虑制程控管，比如针对芯片设

计中特别容易出问题的 hotspot 部位，怎样用检测、量测

和数据分析方法防止缺陷的产生。

目前，生产线上各个制程都需要做到在线的检测和发

现问题，每一道工艺步骤之后都需要提供检测量测的数据，

并反馈到生产工艺当中，并在第一时间把缺陷找出来，把

影响良率的问题解决。涉及到所有的制程，这也是科天公

司与业界同行设备公司最大的不同。我们必须参与到每一

个制程，为每一个工艺提供相应机台和解决方案——从沉

积、刻蚀、研磨 CMP、到光刻；科天的技术覆盖必须从

上游的掩模版和晶圆片材料制造，延申到 IC 设计和下游

的封装测试等每个环节；更为重要的是，科天还必须与客

户从最初工艺研发阶段就开始合作，这样才能帮助客户缩

短制程开发时间，尽快提升生产良率，最快速地进入量产，

这也是制程控管技术的实质和精髓。 （记者  干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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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系统内控制。SiTime 的 Emerald MEMS OCXO 则没

有这些限制。通过使用可编程模拟架构，Emerald OCXO 

可提供 1-220MHz 范围内任意频率，确保客户能为自己的

应用选择最佳频率。此外，该器件还提供 LVCMOS 和限

幅正弦波两种输出类型，以实现最佳板性能。在不久的将

来，Emerald OCXO 将提供更广阔的工作温度范围（-40℃ 

到 +95℃，-40℃ 到 +105℃）和用于系统内编程的 I2C 串行

接口。 

SiTime 的 OCXO 的尺寸是 9×7mm，比市场上的任

何高稳 OCXO 的尺寸都要小。SiTime 的 OCXO 的精度可

以做到 5 个 ppb，这 5 个 ppb 的规格是在任何条件之下，

包括高温工作或者低温工作，以及快速温度变化的条件，

以及振动条件之下，它都能够达到 5 个 ppb 的指标。此外，

SiTime 的 OCXO 都满足 Stratum 3E 汽车行业标准。

Piyush Sevalia 强调：SiTime 不是单纯提供一个谐振

器，而是将谐振器跟振动电路整个封装完以后，给客户

提供一个完整的时钟解决方案。从 MEMS 的谐振器开

始，到锁相环和温度补偿电路，以及整个封装，全部是

SiTime 自己设计的，是 SiTime 的知识产权。我们是从系

统级来做一个 OCXO 的。

“在 5G 时代，因为带宽增加，所以射频基站的安装

密度也会增加。因为要在不同的地点安装，所以环境的压

力、振动、温度等方面都会增加对计时器件的要求。同

时，对于目前快速发展的移动物联网来说，它的可靠性需

要延长到至少十年，这一块应用对于时钟的要求是十分苛

刻的，包括小型化、低功耗和高可靠性等。另外，在汽车

车联网应用方面，对于时钟的冲击、振动、温度等方面，

相较于传统产品，也都有比较高的性能需求。以上这三个

方面的需求，是 MEMS 时钟市场快速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SiTime 最新的 Emerald 平台就是因应这些需求而推出的。” 

Piyush Sevalia 说，“全球时钟市场大概有 60 亿美金，是

非常大的。作为时钟技术的领导厂商，SiTime 未来会继

续专注在这个领域，这个技术领域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我

们一起解决。” （记者  赵雪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