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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4.62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9.5%。其中，

出口 19.71 万亿元，增长 13%；进口 14.91 万亿元，增长 5.2%。10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55 万亿元，增长

6.9%。其中，出口 2.07 万亿元，增长 7%；进口 1.48 万亿元，增长 6.8%。

       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呈现增长态势。前 10 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1.25 万亿元，增长 9.6%，占出口

总值的 57.1%。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1.32 万亿元，增长 0.5%；手机 7790.4 亿元，增长 8.7%；

汽车 3091.7 亿元，增长 72%。

       进口方面，前 10 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 5.78 万亿元，下降 3.5%。其中，集成电路 4580.2 亿个，减少

13.2%，价值 2.31 万亿元，增长 3%；汽车（包括底盘）74.6 万辆，减少 6.6%，价值 2979.7 亿元，增长 3.5%。

（来源：集微网）

海关总署：前10个月进口集成
   电路数量减少13.2%，

 价值增长3%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2 年 10 月，

汽车产销延续平稳发展态势。

       2022 年 10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9.9 万辆

和 250.5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2.7% 和 4.0%，同比

分别增长 11.1% 和 6.9%。

       2022 年 1-10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224.2

万辆和 219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9% 和 4.6%。

       2022 年 10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33.4 万

辆和 223.1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1% 和 4.3%，同

比分别增长 16.9% 和 10.7%。

       2022 年 1-10 月 , 乘 用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1955.1 万辆和 1921.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7.3%

和 13.7%。

       2022 年 10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6.5 万

辆和 27.3 万辆，产量环比增长 0.8%，销量环比下

降 1.8%；同比分别下降 22.7% 和 16.2%。

       2022 年 1-10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69.1

万辆和 275.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1.7% 和 32.8%。

       2022 年 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6.2

万辆和 71.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7.6% 和 81.7%。

       2022 年 1-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48.5 万辆和 528.0 万辆，同比均增长 1.1 倍。

（来源：中汽协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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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网站公布了全球自动驾驶领域发明专利企业排名，中国企业百度以 3477 件位列

第一，其后分别为丰田（3392 件）、博世（2552 件）、本田（2466 件）、现代（2024 件）、华为（1655 件）、电装

（1646 件）、戴姆勒（1383 件）、福特（1297 件）以及宝马（1284 件）。

       近年来，随着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在全球的迅速兴起，自动驾驶测试评价相关标准成为各个国际标准化组织

的重点工作方向，为了加快自动驾驶产业发展，世界各国都在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工作，10 月中旬，由我

国牵头制定的首个自动驾驶测试场景领域国际标准 ISO 34501: 2022 Road vehicles — Test scenarios 

for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s — Vocabulary《道路车辆自动驾驶系统测试场景词汇》正式发布。

（来源：集微网）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日前表示，将在中国提供一种新的先进芯片 A800，该芯片符合美国

新的出口管制规定，可替代被新规限制出口的 A100。

       这是美国半导体公司首次公开，为遵循美国出口管制新规为中国制造先进处理器而做出的努力和成果。此

前 8 月份，英伟达的数据中心芯片 A100 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英伟达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A800 是

面向中国客户的英伟达 A100 GPU 的另一种替代产品，且符合美国管制新规的明确测试。

       中国的经销商网站详细介绍了英伟达 A800 的芯片规格。芯片性能与 A100 的比较显示，A800 的芯片数

据传输速率为每秒 400 GB，低于上一代的每秒 600 GB，美国出口管制新规限制速率为每秒 600 GB 及以上。

（来源：集微网）

  全球自动驾驶专利排名：
百度第一，华为第六

英伟达将向中国提供替代芯片
A800，符合出口管制新规



       集邦预估，2023 年全球晶圆代工 8 吋年均产能增幅约 3%、12 吋约年增 8%，与 2022 年相较呈现大幅收敛。

在全球总体经济能见度低迷，电子产品消费力道未见起色的市况下，晶圆厂制程多角化及独特性发展成为晶圆

代工厂营运关键。

       而从国产晶圆代工双雄中芯国际和华虹都的最新财报业绩表现，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本土半导体企业的

大概现状。

       中芯国际：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34.7%

       据中芯国际第三季财报显示，2022 年第三季，公司的销售收入为 1,907.0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第二

季的 1,903.2 百万美元增长 0.2%，相较于 2021 年第三季的 1,415.3 百万美元增长 34.7%。在毛利方面，2022

年第三季，中芯国际的毛利为 742.2 百万美元，相比 2022 年第二季为 750.5 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1 年第三季

的 467.9 百万美元增长 58.6%。中芯国际 2022 年第三季的毛利率则为 38.9%，相比 2022 年第二季为

39.4%，2021 年第三季为 33.1%。

       中芯国际表示，四季度，受手机、消费领域需求疲弱，叠加部分客户需要缓冲时间解读美国出口管制新规而

带来的影响，销售收入预计环比下降 13% 到 15%，毛利率在 30% 到 32% 之间。根据前三季度业绩和四季度指

引中值，公司全年收入预计在 73 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约 34%，毛利率预计在 38% 左右。全年资本支出计划

从 50 亿美元上调为 66 亿美元。

       中芯国际同时还谈到，关于近期美国更新修订的出口管制规则，根据初步解读，该新规对公司的生产运营

有不利影响，公司与供货商保持密切沟通，对新规中一些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公司的影响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中。

       华虹业绩再创新高

       华虹半导体表示，今年三季度，公司现营收 6.299 亿美元，再次刷新历史纪录，同比增长 39.5%，环比增长

1.5%；归母应占溢利 1.0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5%，环比增长 23.8%。毛利率达到 37.2%，较去年同期提高

10.1 个百分点，较上一季度高出 3.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其晶圆销售 5.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7%，占销售收入的 95%；其中 8 英寸晶

圆销售 3.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1%；12 英寸晶圆销售 2.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79.7%。其他收入 3135.4 万元，

同比增长 56.5%。

       以制程工艺划分，华虹目前掌握最先进的 55 纳米和 65 纳米制程贡献收入约 12.5%，较去年同期多 3.6 百

分点；90 纳米及 95 纳米制程贡献收入约 22.5%，按年多 4.2 百分点；110 纳米和 130 纳米制程贡献收入约

17.9%，按年低 0.7 百分点。

       至于向来为华虹半导体主要市场的 350 纳米或以上制程，今年相关技术贡献收入比例为 37.8%，按年低

4.6 百分点，但收入金额仍有 24%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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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晶圆代工双雄，
发布业绩报告



       三季度，华虹半导体销售成本为 3.96 亿美元，同比上升 20.2%，主要由于晶圆销售量上升及折旧成本上升，

环比下降 3.9%，主要由于晶圆销售量下降。其他损失净额 5780 万美元，上年同期为 750 万美元，主要由于外

币汇兑损失增加，环比持平。

       据资料显示，华虹半导体目前共有三座 8 英寸晶圆厂和一座 12 英寸晶圆厂，制程节点覆盖 1 微米至 55

纳米各节点。其中，华虹半导体 12 英寸生产线 2019 年开始建成投片，成为近年来业绩的重要驱动力。

       华虹半导体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率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时隔 8 年后以红筹企业的身份宣布

拟科创板 IPO。公司此次 IPO 拟募资 180 亿元，分别用于华虹制造 ( 无锡 ) 项目、8 英寸厂优化升级项目、特色

工艺技术创新研发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公司华虹制造 ( 无锡 ) 项目主要是扩建 12 英寸生产线，预计投产后产能为 8.3 万片。截至 2022 年

3 月末，公司合计产能 32.4 万片 / 月 ( 按照约当 8 英寸统计 )，近三年的产能扩充主要为 12 英寸生产线。

（来源：半导体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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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韩媒报道，据 Eugene Investment & Securities 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Q3

全球 DRAM 市场销售额为 179.73 亿美元，较 Q2 的 254.27 亿美元下降 29.3%。三

星 Q3 季度市场份额下降到 41.0%，创 8 年来新低。

       数据显示，三星的 DRAM 销售额从第二季度的 111.21 亿美元下降到第三季度

的 73.71 亿美元，季减 33.7%，跌幅超过了整体市场的跌幅。其销售额的市场份额也

从第二季度的 43.7% 下降到第三季度的 41.0%，季减 2.7%。IDC 数据显示，这是自

2014 年第三季度以来八年来的最低份额。

       美光科技与三星相比下降幅度相对较小，销售额从 59.41 亿美元下滑至 43.49

亿美元，市场份额为 24.2%，比上一季度增长 0.8%。

       受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主流存储芯片价格暴跌。在个人电脑及智能

手机上的 DRAM 持续降价。作为价格指标的 DDR4 的 8GB 产品 10 月大宗交易价

格约为 2.15 美元 / 个，比上月下跌了 10％，比上年 10 月下跌 35％。价格连续 6 个

月下跌，降幅比上月扩大。另外再加上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导致存储大厂业绩大幅下

降，业绩表现均较为惨淡。

（来源： 集微网）

三星DRAM市场份额创8年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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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 日，SEMI 在其半导体行业年度硅出货量预测报告中指出，预计 2022 年全球硅晶圆出货量将同比

增长 4.8%，达到近 14700 百万平方英寸（MSI）的历史新高。

       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增长预计将在 2023 年放缓，但随着数据中心、汽车和工业应用对半导体需求强劲，

增长将在未来几年反弹。

       其引用的所有数据均包括晶圆制造商向最终用户运送的抛光硅晶圆和外延硅晶圆，数据不包括未抛光或

回收的硅晶圆。

（来源：集微网）

SEMI：预计今年全球硅晶圆
   出货量同比增长4.8%，

增长将在明年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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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9 日，晶盛机电新一代金刚线生产项目投产仪式在上虞举行。该项目的投产，将有效拓展公司核心辅

耗材业务发展，进一步完善公司在半导体材料装备领域的产业链配套，对公司加速产业链高端化延伸、加快战

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晶盛机电金刚线生产项目投产仪式是 2022 年上虞区勇当推进“两个先行”奋进“五个率先”排头兵三四季

度系列集中活动之一。该项目为新一代金刚线生产基地，分两期建设，此次投产的为一期项目。

       金刚线是一种超硬材料的线性切割工具，主要应用于光伏、半导体、蓝宝石、磁性材料等高价值硬脆材料的

切割，是光伏行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技术环节。近年来，通过持续不断的研发创新，晶盛机电已掌握金刚线核心

关键技术，拥有金刚线柔性定制和规模生产的能力，产品已具备从原材料、生产设备、技术路线到工艺制程、质

量管控、应用服务等技术和成本优势。

晶盛机电金刚线生产车间

       此外，晶盛机电还开发出半导体截断机、精密切片机、蓝宝石截断机等一系列金刚线切割设备，助力客户在

材料加工领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来源：晶盛机电）

晶盛机电新一代金刚线
生产项目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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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深圳市菉华半导体有限公司，初创于 1997 年，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拥有二十余年集成电路设计经验的

芯片原厂，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致力于研发销售电容式触控 IC、电源管理 IC、热释电红外控制 IC、电

子体温计 IC、马达驱动 IC、模拟开关 IC、4/8 位单片机（MCU）母体，以及可提供客户委托专用集成电路

（ASIC）定制服务，“标准产品 + 个性定制模式”，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产品介绍

一、单触控双输出 LED 调光 IC——CL8023

产品介绍

       CL8023 是一款用于 LED 灯光开关控制及亮度调节的触摸 IC，支持单通道触摸输入、单路 PWM 输出，可

在有介质（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

产品特性

·工作电压：2.4~5.5V

·灯光无频闪，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

·内置稳压源、上电复位 / 低压复位及环境自适应算法等多种措施，可靠性非常高。

·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

·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触摸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 HBM ESD 可以达到 ±4KV 以上。

应用范围

       触摸调光 LED 台灯、触摸调光 LED 壁灯或其他需要 PWM 输出控制的触摸式产品。

二、24 触摸键 8-bit MTP 类型单片机 CM8660

产品介绍

       CM8660 是一个带 Touch、带 ADC、并行处理、完全静态，以 MTP 为程序存储基础的处理器，此处理器具

有四个处理单元。它基于 RISC 架构基础，获得（Field Programmable Processor Array 现场可编程处理器

阵列） 技术专利。大部分指令的执行周期都是一个指令周期，只有少部分间接寻址的指令需要两个指令周期。

深圳市菉华半导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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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内置 4KW MTP 程序存储器以及 512 字节 SRAM 数据存储器

·内置 28 通道 ( 包含 GND)12 位分辨率 A/D 转换器，其中一通道为内部 Bandgap 参考电压或 0.25*VDD。

·内置 C-Touch 硬件电路，最大可提供 24 IO 作为触摸按键。

· 提 供 一 个 16 位 的 硬 件 计 数 器 (Timer16)、两 个 8 位 计 数 器 (Timer2、Timer3)、3 个 11 位 计 数 器

(PWMG0/1/2) 和一组新的三路 11 位计数器带 SuLED PWM 生成器 (LPWMG0/1/2)。

·提供一个 PFG 调频电路、运算放大器（OPA）、硬件比较器、驱动 LCD 的 VDD/2 偏置电压生成器以及加强

硬件运算功能的 8×8 乘法器。

三、内置菉华触控芯片 CM8566

产品介绍

       CM8566 是一款多键电容式触摸检测芯片，采用 CMOS 工艺制造，基于 8Bit MCU Base，性能稳定，高

抗干扰。芯片最多支持 12 路触摸通道，支持 2 路硬件 PWM 输出 ,IO 保持或同步输出等。芯片通过软件控制可

以有多种模式输出。芯片可广泛应用于小家电、智能家居、触摸手环、AI 智能产品及其他 DC 类触摸按键检测

产品上，实现产品智能化。

产品特点  

·工作电压：2.5~5.5V 

·低功耗模式约 10uA(3.7V 无负载 ) 

·芯片内置软件算法、，可有效防止外部噪声干扰而导致的误动作

·环境值自动校准算法，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可以快速自动适应

·抗干扰性能好，ESD 可达 4KV 

·产品可用于玻璃、陶瓷、塑料等介质表面、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小家电、智能家居、触摸手环、AI 智能产品及其他 DC 类触摸按键检测产品上，实现产品智能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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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公司成立以来坚持自主创新，导航基带技术、抗干扰技术、小型化抗过载技术、组合导航技术均处于行业先

进水平。建立了先进的导航技术开发平台以及制导核心产品研制生产体系。

       公司推出了导航接收机、抗干扰接收机、制导控制器、OEM 板等一系列性能优良的产品。

       四条大型生产线，先进的仪器设备 100 余台套，为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自主开发设计了生产制造执行系

统（MES），包括天线、主板、射频、整机等自动化检测设备，具备行业先进的北斗导航产品生产技术优势。

产品介绍

一、多模多频 OEM 板

1. 产品描述

       多模多频 OEM 板卡采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9100 导航基带芯片，可接收处理 BDS B1/B2/B3/S 频点、

GPS L1 频点和 GLONASS L1 频点信号，发送 L 频点信号，实现多系统组合定位和授时功能，同时具有北斗

RDSS 短报文通信功能。可为授权用户提供精密测距码测量服务，提高测量精度和授时服务的可靠性。板卡体积

小、功耗低，方便用户集成使用，满足静态、车载、机载、弹载等不同动态平台的应用需求。

2. 产品特性

·定位精度高、动态范围大。

·具备抗窄带、突发和欺骗式干扰的能力，具备消除多径误差的能力。

·可接收差分校正信息，实现高精度差分 GNSS 定位。

·满足军品级可靠性、环境适应性要求，电磁兼容性好。

·体积小、功耗低。

·接口功能可扩展，支持内外部 RTC、加密芯片扩展。

湖南中森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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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斗手持双模型用户机

1. 概述

       北斗手持型用户机是基于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 RNSS 和 RDSS 两种工作模式的小型化手持用户终端设

备，具备连续实时导航、定位、测速、短报文通信、授时、位置报告和抗干扰等功能，接收 B3、S 频点卫星信号，发

射 L 频点信号。产品结构小巧、轻便、便于使用和携带，可满足野外作业、定位测速、路线导航等应用，并且可以

通过安装外接天线实现车载应用。

2. 产品特性

·产品可同时支持 BD-2 RNSS B3 频点的无源定位、RDSS 定位、短报文通信、位置报告和精准授时功能。

·具备抗干扰功能，满足恶劣电磁环境使用要求。

·支持电子地图导航功能，支持路径规划和搜索、航线管理、航迹管理功能。

·产品采用小型化设计，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可靠性高、外形美观等特点。

三、抗干扰接收机

1. 概述

       中森通信致力于弹载制导产品研发，是中国高性能抗干扰天线的生产者，其自主研发的抗干扰天线产品 ，

抗干扰性能处于业界上游水平。可以对抗各种恶意干扰器 - 包括窄带，宽带、扫频、脉冲等干扰。

       针对部分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具备接收机和抗干扰天线一体化设计能力。

2. 产品特性

·接收机板卡和抗干扰天线均自主开发设计，可实现快速响应和定制化开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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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干扰性能处于业界上游水平。

四、通用导航接收机

1. 概述

       中森通信致力于弹载制导产品研发，推出的弹载导航接收机，是专门针对弹载领域推出的标准化通用产

品。具备体积小、重量轻、功率低等特点。拥有业内抗高过载、高旋转、高动态性能指标。可以充分满足各类制导

产品方案需求。

2. 概述

· 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

· 具备业内抗高过载、高旋转、高动态性能指标。

· 针对使用环境做了多种优化，可以满足各类总体方案的灵活需要。

· 可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适用于各类型产品，以及同类产品的不同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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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乐鑫科技（股票代码：688018）是一家全球化的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成立于 2008 年，在中国、捷克、印度、

新加坡和巴西均设有办公地，团队来自约 30 个国家和地区。乐鑫多年来深耕 AIoT 领域软硬件产品的研发与

设计，专注于研发高集成、低功耗、性能卓越、安全稳定、高性价比的无线通信 SoC，现已发布 ESP8266、

ESP32、ESP32-S、ESP32-C 和 ESP32-H 系列芯片、模组和开发板，成为物联网应用的理想选择。我们致力于提

供安全、稳定、节能的 AIoT 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坚持技术开源，助力开发者们用乐鑫的方案开发智能产品，打

造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2019 年 7 月，乐鑫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产品介绍

一、ESP32-S 系列

· 单核 CPU 时钟频率高达 240 MHz

· 支持多种低功耗工作状态：精细时钟门控、动态电压时钟频率调节

· 安全机制：eFuse 存储、安全启动、Flash 加密、数字签名，支持 AES、SHA 和 RSA 算法

· 外设包括 43 个 GPIO 口，1 个全速 USB OTG 接口，SPI，I2S，UART，I2C，LED PWM，LCD 接口，Camera

接口，ADC，DAC，触摸传感器

· 可对接丰富的网络云平台、拥有通用的产品特性，极大缩短产品构建与上市时间

二、ESP32-C3 系列

· RISC-V 32 位单核处理器，四级流水线架构，主频高达 160 MHz

· 行业领先的低功耗性能和射频性能

· 内置 400 KB SRAM、384 KB ROM 存储空间，并支持多个外部 SPI、Dual SPI、Quad SPI、QPI flash

· 完善的安全机制：基于 RSA-3072 算法的安全启动、基于 AES-128-XTS 算法的 flash 加密、创新的数字签

名和 HMAC 模块、支持加密算法的硬件加速器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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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通信接口及 GPIO 管脚，可支持多种场景及复杂的应用

三、ESP32 系列

· 两个或一个可以单独控制的 CPU 内核，时钟频率可调，范围从 80 MHz 到 240 MHz

· +19.5 dBm 天线端输出功率，确保良好的覆盖范围

· 传统蓝牙支持 L2CAP，SDP，GAP，SMP，AVDTP，AVCTP，A2DP (SNK) 和 AVRCP (CT) 协议

· 低功耗蓝牙 (Bluetooth LE) 支持 L2CAP, GAP, GATT, SMP, 和 GATT 之上的 BluFi, SPP-like 协议等

· 低功耗蓝牙连接智能手机，发送低功耗信标，方便检测

· 睡眠电流小于 5 μA，适用于电池供电的可穿戴电子设备

· 外设包括电容式触摸传感器，霍尔传感器，SD 卡接口，以太网，高速 SPI，UART，I2S 和 I2C

四、ESP8266 系列

· 单核 CPU 时钟频率高达 160 MHz

· +19.5 dBm 天线端输出功率，确保良好的覆盖范围

· 睡眠电流小于 20 μA，适用于电池供电的可穿戴电子设备

· 外设包括 UART，GPIO，I2S，I2C，SDIO，PWM，ADC 和 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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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SP32-S2 系列

· 集成 ESP32-S2 芯片，Xtensa® 32-bit LX7 单核处理器，时钟频率高达 240 MHz

· 支持多种低功耗工作状态：精细时钟门控、动态电压时钟频率调节

· 安全机制：eFuse 存储、安全启动、Flash 加密、数字签名，支持 AES、SHA 和 RSA 算法

· 外设包括 43 个 GPIO 口，1 个全速 USB OTG 接口，SPI，I2S，UART，I2C，LED PWM，LCD 接口，Camera

接口，ADC，DAC，触摸传感器

· 可对接丰富的网络云平台、拥有通用的产品特性，极大缩短产品构建与上市时间

· 通过 RF 认证以及软件协议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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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68号海创基地北楼四楼B4092室
投稿：incub@hicc.org.cn
官网：www.hicc.org.cn
电话：86- 571- 86726360
传真：86- 571- 86726367

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有限公司 
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