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中国品牌 责编：韩维正 邮箱：rmrbzgpp@163.com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美国独大 中韩崛起

世界集成电路产业格局

集成电路产业链分为三个部分：设计、制造、封
测。设计位于价值链最高端，属技术密集型产业；制造
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除研发支出外，还有大量资
本支出，是最砸钱的环节；封测则技术含量最低，属劳
动密集型产业。

世界上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集成电路产业的
这三大环节，却基本上掌握在美、韩、中 （含台湾）、
欧、日这五大玩家手中。如今的形势是，美国继续一家
独大，中国大陆、韩国快速发展，而欧洲、日本、中国
台湾则有所衰退。

今年，知名调研机构IC Insights发布了《2017年全球十
大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在1000亿美元的市场中，这十家企
业占到了73.7%。而放眼望去，前十名中只有3个国家的企
业。美国 6 家（括号内为排名）：高通（1）、英伟达（3）、苹果

（5）、超威（6）、赛灵思（8）、美满（9）；中国大陆 2家：华为海
思（7）、紫光展锐（10）；中国台湾1家：联发科（4）；新加坡1
家：博通（2）。但如果抛开资本收购的游戏，博通其实本质
上仍是一家美国企业。

当然，严格地说，这份名单仅统计了纯设计企业
（fabless），而设计、制造、封测都做的垂直整合模式
（IDM） 企业却未能涵盖在内，比如英特尔、三星、东芝
等。但鉴于东芝在 2017 年出售了自己的芯片业务，因
此，即便加上英特尔与三星，全球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
蛋糕，也只是分属美、韩、中 （含台湾） 三国而已。

具体而言，这些企业又都有雄霸一方的“山头”。比
如在个人电脑与服务器领域，英特尔一枝独秀，超威紧
随其后；高通、苹果统治高端手机芯片领域多年，中低
端则由联发科称雄；而最赚钱的存储器领域，三星+SK
海力士的韩国组合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英伟达擅长 GPU

（图形处理器），赛灵思主攻 FPGA （现场可编程门阵
列），如今它们双双进军人工智能……

当目光转向产业链下游时，会发现来到了中国台湾
的天下。

IC Insights数据显示，2017年在芯片制造领域，有八
家企业占据了全球623亿美元市场的88%。这其中，中国
台湾的台积电更是一骑绝尘，2017 年销售额达 322 亿美
元，是排名第二的格罗方德的5倍以上，市场占有率达到
52%，意味着台积电一家的营收就超过了世界其他芯片制
造企业的总和。

在这八大芯片制造企业中，中国台湾独占3家，台积
电、台联电、力晶分列第一、三、六位，美国的格罗方
德排名第二，韩国的三星排名第四，中国大陆有两家上
榜企业，中芯国际与华虹集团，分别排在第五和第七，
第八名是一家以色列企业。

而在芯片封装测试领域，依旧由中国台湾领衔。
2017 年底，全球芯片封测业排名第一的日月光公司对排
名第四的矽品公司的并购案得以通过，据业内人士估
计，随着中国台湾两大封测企业的合并，其全球市场占
有率将达到37%，大大超过了第二位的美国安靠和位居第
三的中国大陆企业长电科技。不过在总体市场份额上，
中国大陆企业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紧随中国
台湾之后，排在第二位。

全线迎战 单兵突破

芯片产业中的中国方阵

商场如战场。在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在
国际半导体巨头称霸的每一个“山头”，都有中国大陆企
业与之进行着不同程度的交锋。

从产业链三大环节上看，中国大陆在芯片封测领域
发展最好，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生产规模上，中国大陆
企业已基本抹平了与国际顶尖企业的差距。长电科技的

封装技术专利数量，在中国和美国都是同行业第一位，
其中先进封装技术专利超过了67%。同时，中国大陆封测
企业的增速也是业内最快的。2017 年全球封测十强营收
增长率超过10%的只有4家，而3家上榜的中国大陆企业
便尽在其中。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大陆在芯片封测
行业或可率先实现赶超。

而在芯片制造环节，中国大陆企业的实力则最为弱
小，与世界一流水平差距最大。当中芯国际还在苦苦提
升 28 纳米工艺的良率时，台积电已经掌握了 7 纳米工
艺、并开始研发5纳米工艺了。这意味着中芯国际在技术
上与对手至少存在着三代的差距。而在规模体量与市场
份额上，中芯国际更是与台积电存在 10 倍以上的差距。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企业想要实现赶超，除了继
续在设备上加大投入，技术人才的培养、经验上的积累
也十分重要，需要更多时间和实践来磨砺。

至于芯片设计环节，中国大陆企业则可用“全线迎战，

单兵突破”来形容。在个人电脑CPU领域，有胡伟武教授带
领的龙芯中科，在服务器和超算CPU领域，则有申威、飞腾
等。GPU 的开发上，国内有景嘉微、兆芯，还有在 2017 年 9
月由中资背景基金收购来的英国 GPU公司 Imagination作
为“外援”。FPGA有紫光同创，存储器有长江存储。

但平心而论，这些中国大陆企业的技术实力、市场份
额都与国际对手相差较远，目前还难以凭借产品与对手在
市场上进行正面交锋，只能先耕耘中低端芯片市场，或工
控、军工、航天等小众特殊领域。比如，北斗卫星中搭载着
龙芯自主研发的宇航级芯片，曾位居世界算力第一的中国
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也使用了申威自研处理器。
可以说，在芯片设计的各个重要领域，中国大陆都有企业
在进行自主研发，尽管性能差一些，但通过这种“全线迎
战”的方式，中国大陆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避免了极
端状况下的受制于人。

而至于“好不好”的问题，则采用“单兵突破”的

战法来解决。手机芯片行业中，华为海思与紫光展锐的
异军突起就是例子。尽管高通 2017年的营业额仍然是华
为海思的3倍多，联发科是紫光展锐的近4倍，但比现状
更重要的是趋势。

今年 8 月底，华为海思发布了最新款手机芯片麒麟
980，性能已基本与高通、苹果最先进产品持平，许多人将
其视为高通、苹果、三星等高端手机芯片的挑战者。而紫光
展锐则走中低端路线，广拓非洲、印度市场，如今紫光展锐
在印度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依靠物美价廉的特点频频
重挫联发科。未来，中国大陆手机芯片设计行业前途光明。

练好内功 等待时机

时间会证明一切

对于芯片企业来说，有时发展的最大阻碍不在技
术，而在专利。先入局的玩家会不断用专利加高后来者
的门槛。就像解一道数学题，先做出来的人会把自己的
解法注册为专利，其他人要么再钻研出别的解法，要么
就乖乖向先做出来的人交专利费，而且这个专利还有期
限，到了期限必须续费更新。日子久了，就算某个同学
钻研出了别的解法，但大家已经习惯了用同一种解法解
题，一想到换个解法后许多定理推论还得重新学习、重
新验证，也就懒得再去费心琢磨了。这就是国际芯片产
业的“生态”。有时技术易追赶，但生态难撼动，中国大
陆自主芯片开发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生态体系问题。

这种困境如何打破？有一种情况就是“换题”，即行业
技术轨道发生变迁，使之前解法积累的优势荡然无存。例
如消费电子行业从个人电脑时代走向智能手机时代，就是
一次影响深远的“换题”。ARM 指令集是 ARM 公司的“解
题方法”，特点是低性能、功耗小，在个人电脑时代根本不
敌英特尔高性能、大功耗的x86指令集开发出的芯片。但对
于智能手机这道题来说，ARM 却反超英特尔成为更优解
法，最终几乎垄断移动芯片产业，与安卓系统构成“AA 体
系”，同微软、英特尔的“Wintel体系”划江而治。

如今，中国大陆芯片企业要想实现赶超，首先要能
抓住“换题”的机遇。瞄准人工智能浪潮的寒武纪就是
一个榜样。早在 2016年，寒武纪就已推出自主研发的人
工智能芯片，型号名叫 DianNao，即中文“电脑”的拼
音。2017年，寒武纪完成阿里巴巴领投的1亿美元A轮融
资，同时华为宣布与寒武纪合作，在华为的麒麟芯片之
中使用寒武纪开发的人工智能芯片。在人工智能芯片群
雄并起的战国时代，有阿里和华为这两艘大船的护航，
寒武纪的前景愈加可期。

更关键的是，寒武纪的芯片开发全部建立在自研指
令集之上，他们自主研发的指令集名叫 DianNaoYu （电
脑语）， 这是世界首个深度学习指令集。指令集是计算
机软硬件生态体系的核心。英特尔和ARM正是通过其指
令集控制了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生态体系。寒武纪也极
有可能成为深度学习领域的英特尔和ARM。

然而，“换题”只是提供变化的机遇，却并不必然带
来行业洗牌的结果。历史上完全依赖国外技术，陷入

“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恶性循环的失败案例比比
皆是。要想通过“换题”实现赶超，根本还在于自己练
好“内功”，有进行自主正向开发的意愿和能力。惟其如
此，方能有准确判断技术轨道变化的敏感度，在看见换
道的机会时，也能踩得下去最后一脚超车的油门。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付出的所有时间和精
力，都是对未来的积累。这句话放在中国芯片产业上尤为
合适。作为中国芯片未来的希望，寒武纪创始人陈云霁、陈
天石两兄弟都是由中科院计算所培养出来的，陈云霁更是
直接师从胡伟武，长期从事龙芯的研制开发工作。可以说，
光芒四射的寒武纪，背后站着的正是砥砺前行的龙芯。

或许正应了那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
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芯”越。时间会证
明一切。

而今迈步从“芯”越
——世界芯片产业中的中国方阵

本报记者 韩维正

集成电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芯片，被喻为
“现代工业的粮食”，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
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据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中国外贸
进口额最大的三项工业制成品为：集成电路、汽车、液
晶显示面板。其中，集成电路2017年进口额达到1.76万
亿元人民币，从2015年起已连续三年超过原油，位列所

有进口产品首位。
这三类中高级工业品，既是中国制造当前的短板软

肋，也是未来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而集成电路因其技术
含量最高，更是产业升级路线图中的核心。本期《中国品
牌》版聚焦集成电路，为读者介绍芯片产业的世界格局，并
探讨中国品牌在其中有哪些建树、前景如何。

8 月 31 日，华为海思在德国柏林国际
电子消费品展览会上，正式发布了全新芯
片产品：麒麟980。而据华为官方介绍，这
款芯片更是创造了 6个“世界第一”，性能
远超高通、苹果等竞争对手。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这样的
宣传语注定引发热议。舆论迅速分化为两
大阵营：一方盛赞华为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此举标志着“中国芯”的崛起；另一
方则大泼冷水，指出这款芯片中的许多

“微架构”都采购自国外，依然是低技术含
量的“组装货”。媒体的莫衷一是，常常让
普通读者一头雾水。那么，到底该如何看
待华为这款芯片？

必须承认的是，华为麒麟980的许多微
架构，的确都需要向国外厂商采购。

比如，6个“世界第一”中就有4个需
要采购其它厂商设计的微架构：CPU （中
央 处 理 器） 来 自 日 资 控 股 的 英 国 公 司
ARM； GPU （图 形 处 理 器） 也 采 购 自
ARM；NPU （神经网络处理器） 来自中国

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寒武纪；至于最新
的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据媒体消
息，是来自韩国厂家 SK 海力士。还有 1个

“世界第一”，全球最早商用的7纳米制程工
艺，虽然也需要华为本身做大量的前期设
计工作，但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下游的芯
片制造企业台积电。

那么，难道就此可以认定，华为这款
麒麟 980 芯片，只是低技术含量的“组装
货”了吗？事实绝非如此。

首先，华为的最后一个“世界第一”，
恰恰最厉害，并且是实打实的自主研发。
这就是主管通信功能的基带技术。

手机之所以为手机，根本在于其能打

电话。强大的 CPU、GPU，先进的制程工
艺，这些技术尽管都很重要，但如果信号
不好、通信不畅，其他功能再强大，也只
能说更像一台平板电脑，而非电话。

华为这款麒麟980，其基带的性能已抹
平了与业内最高水平的距离，不仅显示出
华为在通信技术上深厚的技术实力，也意
味着华为海思已为未来进一步发展芯片设
计打下了牢固根基。

其次，与能否自主研发各类微架构同
样重要的，是能否把这些微架构精妙地结
合起来，使其各自保持在最佳状态，发挥
最大效用，这就是“系统集成”的能力。

系统集成与简单组装绝不是一个概

念。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好比装修类电视
节目 《梦想改造家》 中，普通人与专业设
计师之间的区别。同样给定的房屋框架、
面积，在设计师手中，原本狭小逼仄、潮
湿阴冷的房屋就有可能变为布局合理、光
照充足的温馨小屋。这种调度、优化能力
背后，要有深厚的“内功”作为支撑，绝
非仅是“组装”那么简单。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即便系统集成
能力已有所成就，也绝不意味着华为可以
放缓自主研发微架构的脚步。要想真正做
到不“受制于人”，避免极端情形下的“休
克”风险，根本上还是要有自主可控的微
架构研发能力。

苹果、高通这两大芯片巨头，尽管也是
从 ARM 公司拿到授权做 CPU，但其却可以
称为自主研发。原因在于两大公司拿到了更
高一级的授权：指令集授权。如果说ARM公
司授权的专利是一间毛坯房，那么华为等公
司只能在给定的毛坯房内自由装修，户型、
面积都不能改动，而苹果、高通则可以把毛
坯房拆拆补补，按照自己的需求盖出一间新
的更好的毛坯房再进行装修。

总之，华为这款麒麟980是一款可以与
高通、苹果等对手一较高下的高端商业芯
片，但客观地讲，麒麟 980 离解决“中国
芯”受制于人的问题仍相差很远。据悉，
华为海思已经拿到了 ARM 的指令集授权，
并已开始了微架构的自研工作，希望能够
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华为新款芯片究竟怎么样？
韩维正

2017年11月6日，寒武纪公司首席执行官陈天石在介绍寒武纪人工智能芯片。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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