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EWPOINTS观点

www.siscmag.com                                                                                                                   半 导 体 芯 科 技   2018年  12月/2019年  1月         19

2019年存在不确定性,  2020年再起风云

2018 年上半年高兴下半年愁，2019 年存在不确定性， 

2020 年再起风云。

2018 年下半年半导体和 SMT 市场呈现断崖式滑落。

手机产品增长不再，消费电子需求无增速。最新宠儿比特

币也大幅滑落，再加上中美贸易问题，大家对前景都不乐

观。综合内外多个因素同时互相影响使中国经济及我们电

子行业整体下滑。

1. 从 2G，3G 到 4G 年代，人们每年都在换手机，

中国上网手机用户高达 10 亿人，同时有些手机工厂在国

外建立工厂以扩张市场比如越南，印度。所以大家普遍认

为中国国内手机生产已到顶峰。

2. IoT 还没正式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标

准，尚未全面解决网络安全问题。

3. 近几年比特币暴涨，使得不少加工厂转而生产挖

矿机，比如和权 , 凯歌 , 华庄。尽管数量上与手机不具可

比性，但仍有利可图。然而今年下半年比特币暴跌，使这

些加工厂突然停产，虽然亏损有限但对工厂的心理影响却

非常大。例如 NVIDIA 的芯片业务下滑 10%，股票价格

在 2 天内下跌 25%，足以看出人们对市场预期的悲观心理

对市场的影响。

电力电子能源行业蕴育商机

LED 会有两位数的增长。因 MiniLED 和 Micro LED

的出现，生产便宜的小间距且贴大数量 LED 的生产模式

是关键。

对很多汽车公司来说，中国的市场份额非常大，在中

国建厂生产电动汽车也在情理之中，且可以避免高额的进

口税。也可以让他们的工厂更靠近原材料的产地包括电池

的产地。（全球 2/3 的锂电池生产商在中国）

尽管自动驾驶汽车和汽车电子系统遇到了一些挫折，

但它们仍将是 SMT 和半导体工厂发展的基石，从 2017 年

到 2021 可能会带来 6%~7% 的 CAGR 增长。汽车电子需

要不断的推出新的设计和应用。加工厂要获得订单需要接

受并经历 1~2 年的认证，通过审核后才能开始生产，周期

比较长。

电动汽车或新能源汽车和能源行业将会继续发展新

需要的电力电子。

统计和预测显示：2015 年新能源汽车与传统内燃机

汽车之比为 1%，到 2025 年这个比例将达到 31%。

目前，每个人都期望电力电子能源行业可以带来越来

越多的商机。

工业4.0 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向

从技术发展历程看，欧洲工业通过 Industry 3.0 实现

了工厂自动化从而可与亚洲低劳动力成本占优势的制造

业竞争且以质量取胜。在过去 20 年里，亚洲制造业发展

强劲源于制造流程的优化并降低了生产成本，在短时间

内快速交付新产品并大规模量产。此竞争优势源于近年

亚洲及中国培养出大量有经验丰富，勤奋工作的工程师。

为了提高竞争力，欧洲工业正打算通过 4.0 实现 smart 

manufacturing 智能生产，无人工厂再次致胜并引领世界制

造行业。如果欧洲可以实现智能生产和无人工厂，那么他

们不仅可以在制造业的竞争中获得最终胜利，更重要的是

他们可以“COPY EXACT”复制工厂，使无人工厂设置

技术在全球复制以阻止当地的制造业崛起

随着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成本不断上

涨，优秀技工人才布局分散的趋势，目前中国制造低人力

成本的红利优势已消失。但是中国在资金投资上不再是大

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综合竞争能力。中国制造的竞争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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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包括人力资源，人力成本，供应链， 制造”know 

how”，产品市场等。 

综合竞争力方面中国制造与西方制造相比还是很有

优势的，为了具备综合竞争力， 工业 4.0 智能制造也将是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 Industry 3.0 和 Industry 4.0 处于同步发展的阶段，

如同中国 90 年代固定电话还未完全普及每个家庭的情况

下手机已经慢慢普及开来，中国的跳跃发展模式令中国在

过去 40 年里成功追赶上了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Industry 

3.0 自动化使制造过程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节省人力

降低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效率，而 Industry 4.0 则是让机

器更智能以实现智能生产，无人工厂。

AI应用可分为四个阶段

智能生产最核心的部分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t (AI) 即

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

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的原始数据为主，一般为了可视化我们

会把这些数据显示出来。第二阶段通过算法分析这些收集

的原始数据。好的算法会分析这些数据并提供更有用的信

息，比如机器的维护记录和其他复杂流程的数据，以便管

理者最终做出更明智的决定。第三阶段是 AI 即“人工识

别”，通过眼睛，耳朵和其他传感器搜集之前从未被发现

的新数据，从而创造新的应用，比如生产质量的检测。第

四个阶段是人工智能。比如一台生产机器会为了设置产品

输入参数和优化生产流程而收集数据。如此如果机器保存

有 100 或者 1000 个样品的测试数据，AI 机器就可以根据

输入的不同的产品配置来自动设置生产流程的数据。此技

术成熟后生产线就不再需要经验丰富的技术工程师，取而

代之的是 AI。简而言之，AI 对无人工厂是关键的，但是

因为网络安全问题没有工厂愿意把从机器或者传感器收集

的数据通过网络进行处理。因此我们必需在 ERP，MES

和库存管理软件系统方面与客户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上世纪 80，90 年代是电脑时代，电脑带动所有的电

子行业。2000 年后被手机取代，智能手机为主导带动了

相关电子产品的发展，但是目前智能手机的发展已到顶

峰，很多人因看不清下一个机会会是什么样的产品来带动

整个电子行业而猜测电子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可能仍然不

景气。

万事俱备只待5G来临

再次推动市场发展的新的驱动力会是什么呢？何时

来临？我认为万事俱备只待 5G。

自 2016 年苹果在 A10 处理器上采用了台积电的

FOWLP（InFO）技术之后，大家对扇出晶圆级封装的关

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扇出型封装技术近年来增长迅速。

包括日月光、安靠、台积电、力成、长电科技、华天科技

等厂商均已推出自己的扇出型封装技术。

对中国而言 , 2019 年推出试用 5G，2020 年 5G 正式

商用，大大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为产品智能化提供可能性。

将来可以取代智能手机的必将是多个应用多元化产品的组

合，而非某一个像手机一样的单一产品。手机之后将是数

据时代，很多产品将在大数据的基础上产生多个新用途。

2020年后中国制造业将迎来黄金10年
事实上，商业数字化通过改变商业设计行业，市场和

公司组织模糊了真实和虚拟世界的边界。商业数字化会不

断改变并开创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未来的趋势发展将由

无处不在的智能设备来主宰。全世界都将通过互相连接的

人，设备，内容和服务被网在一起。

比如汽车电子 , 无人驾驶，LED，IoT，AR/VR, Data 

server, 能源等，这些可能在 2020 后 5G 基础上蓬勃发展，

带来电子行业崭新的黄金 10 年。物联网 IoT，国外已提

出建立 GDPR 规范，各方面不断完善后 IoT 也可能正式

在 2020 年后会蓬勃发展起来。

从电脑时代到手机时代，电子行业增长 3-5 倍，从手

机时代到数据时代，估计增长 10~20 倍。2018 年快要过去，

2019 年即将到来，5G 也即将到来，一些电子产品的发展

初见端倪却仍看不清真面目，电子制造行业要做足功课才

能在关键的 2019 年不掉队。

不容置疑 2020 年后中国制造业的黄金 10 年必将到

来，那时，SMT，PCB（柔性的或者嵌入式的），半导体

封装可能集中，整合，从而为多种不同产品转化为非常丰

富多样的生产应用。制造业也将继续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

主要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