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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8 日下午，省政府与吉利集团签署战略框架协议，省长王浩和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见证签约。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根据协议，双方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建设万

亿级汽车及零部件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政企协同，充分发挥吉利集团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和“链主”作

用，强化浙江汽车产业创新平台和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带动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共同

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浙江支持吉利集团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为奋进“两个先行”作出积极贡献。

       副省长卢山、吉利集团 CEO 李东辉代表双方签署战略框架协议书。杭州市代市长姚高员出席。

（来源：浙江省经信厅）

省政府与吉利集团签署战略
框架协议，王浩见证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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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5.0%（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

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从环比看，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33%。1—10 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分产品看，10 月份，汽车产量 255.9 万辆，同比增长 8.6%，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 75.2 万辆，同比增

长 84.8%；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3521 万台，同比下降 16.6%；集成电路产量 225 亿块，同比下降 26.7%；

移动通信手持机产量 15414 万台，同比增长 6.5%，其中智能手机产量 11395 万台，同比增长 4.3%。

       1-10 月份，集成电路产量 2675 亿块，同比下降 12.3%；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35134 万台，同比下降 

8.8%。

（来源：集微网）

国家统计局：10月集成电路
产量225亿块，同比

下降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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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2 年 10 月，新能源汽车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月度产销再创新高，市场占有率达到 28.5%。

       2022 年 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6.2 万辆和 71.4 万

辆，同比增长 87.6% 和 81.7%。

       2022 年 1-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548.5 万辆和 528

万辆，同比均增长 1.1 倍。

       2022 年 10 月，在新能

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上月

相比，三大类产销呈不同程

度增长，其中燃料电池汽车

增速最为明显；与上年同期

相比，三大类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

       2022 年 1-10 月，在新

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上

年同期相比，纯电动汽车、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

池汽车产销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

（来源：中汽协会数据）

2022年10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情况简析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2 年 10

月，汽车出口创新高。

    2022 年 10 月，汽车企业出口达到 33.7 万辆，

环比增长 12.3%，同比增长 46%。

       2022 年 1-10 月，汽车企业出口 245.6 万辆，

同比增长 54.1%。

       2022 年 10 月，乘用车本月出口 27.9 万辆，

环比增长 11.6%，同比增长 40.7%。

       2022 年 1-10 月，乘用车 197.5 万辆，同比

增长 57.1%。

       2022 年 10 月，商用车出口 5.9 万辆，环比

增长 15.5%，同比增长 77.5%。

       2022 年 1-10 月，商用车出口 48 万辆，同

比增长 43%。

       2022 年 10 月，新能源汽车出口 10.9 万辆，

环比增长 1.2 倍，同比增长 81.2%。

       2022 年 1-10 月，新能源汽车出口 49.9 万

辆，同比增长 96.7%。

　　2022 年 10 月，整车出口的前十企业中，上

汽出口量达 7.4 万辆，同比下降 6.7%，占总出口

量的 22%。与上年同期相比，江汽出口增速最为

显著，出口量为 1 万辆，同比增长 1.5 倍。

       2022 年 1-10 月，整车出口前十企业中，与

上年同期相比，各企业均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

吉利出口增速最为显著，出口量达到 16 万辆，同

比增长 86%。

（来源：中汽协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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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汽车出口情况简析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近日发布了 2022 年 10 月及 1-10 月动力电池数据。

       产量方面，10 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共计 62.8GWh，同比增长 150.1%，环比增长 6.2%。其中三元电池产

量 24.2GWh，占总产量 38.6%，同比增长 163.5%，环比下降 0.2%；磷酸铁锂电池产量 38.6GWh，占总产量

61.4%，同比增长 142.6%，环比增长 10.8%。

       1-10 月，我 国 动 力 电 池 累 计 产 量 425.9GWh，累 计 同 比 增 长 166.5%。其 中 三 元 电 池 累 计 产 量

171.4GWh，占总产量 40.2%，累计同比增长 137.9%；磷酸铁锂电池累计产量 254.2GWh，占总产量 59.7%，

累计同比增长 190.4%。

       装车量方面，10 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30.5GWh，同比增长 98.1%，环比降低 3.5%。其中三元电池装车

量 10.8GWh，占总装车量 35.4%，同比增长 55.2%，环比降低 3.5%；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19.7GWh，占总装

车量 64.4%，同比增长 133.2%，环比降低 3.6%。

       1-10 月，我 国 动 力 电 池 累 计 装 车 量 224.2GWh, 累 计 同 比 增 长 108.7%。其 中 三 元 电 池 累 计 装 车 量

88.0GWh，占总装车量 39.2%，累计同比增长 62.8%；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136.0GWh，占总装车量

60.6%，累计同比增长 155.6%，呈现快速增长发展势头。

（来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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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224.2GWh, 同比增长108.7%



      

       11 月 17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 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在安徽省合肥市

召开。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郑栅洁出席会议。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工业和信息化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安徽省副省长何树山主持。

       本次大会以 “合作才能共赢”为主题，主要内容包括 1 场开幕式、4 场高峰论坛、10 场主题论坛。同期

还将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芯片测试与设计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教育部 1+X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师资培训等多场双边交流、项目路演、资本对接、供需对接、人才交流、参观考察活动。

同期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IC China 2022）展览面积 2.3 万平方米，300 多家企业参展，

全面展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最新创新技术和应用成果。

       集成电路是信息社会的基石，是支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带动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产业规模快速壮大，技术水平稳步提升，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竞争力显著增强，有力支撑了现代信息技

术产业体系的构建。

       王江平指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顶层

设计，聚焦重点领域，培育产业生态，推动开放合作，与世界各国共谋创新突破，共享发展成果。坚持融合创新，

围绕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车联网等重大应用需求，加强与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界的合作，

推动产业链各环节的创新发展。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企业为主体，引导

产业优化布局，推动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营造良好产业生态。

坚持政策协同，落实现有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着力营造内外资企业一

视同仁、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坚持开放共享，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提升国际合作层次与水平，共同抢抓

市场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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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在
合肥召开



       王清宪在致辞中指出，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

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力量。大会以“合作才能共赢”为主题，是全球集

成电路产业的共同心声，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开放发展的强音。安徽正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新赛道上奋力

前行，集聚上下游企业 400 多家，产业链在建及签约重点项目总投资超 3000 亿元，形成从设计、制造、封

装测试到材料、装备、创新研发平台、人才培养等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安徽将继续秉承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的发展理念，深度对接全球资源，广泛开展产业协作，做大做强世界集成电路大会等开放共享平台，推动产

业链各环节开放创新发展，吸引更多集成电路企业布局安徽、落地安徽，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中携手共

进。  

       在开幕式上，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发布了 2022 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合肥倡议》。中国半

导体行业协会发布了“第十五届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

       在开幕式上，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美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轮值主席、高通公司总裁兼 CEO 安蒙，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朱一

明，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区董事长王锐，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联席总裁文兵，IBM 大中华区董事长、

总经理陈旭东发表了主旨演讲。

       2022 世界集成电路大会由合肥市人民政府、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200

位嘉宾参会并演讲，国内外产业链 300 多家主导企业参会参展。

（来源： 中国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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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16 日上午，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会员企业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甬矽电

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股票简称：甬矽电子，股票代码：688362。

       甬矽电子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专注于集成电路先进封装领域的技术革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技术先进

性和工艺优势。2020 年入选国家第四批“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企业名单” “年产 25 亿块通信用高密度集成电路

及模块封装项目”被评为浙江省重大项目。甬矽电子二期项目总规划用地约 500 亩，计划总投资 111 亿元，达

产后，可年产 130 亿块先进封装模块，届时生产规模将跻身国内第二位、全球第四位。二期项目主要以先进封

装为主，其应用涉及 5G、汽车电子、无人驾驶、智慧城市、AI 识别、云计算、大数据处理、储存芯片等。

                                                                                                         （来源： 甬矽电子 Forehope、余姚日报）

INFORMATION
芯资讯

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会员企业
甬矽电子成功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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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帮助领军人才企业拓宽发展空间、精准嫁

接资源，推动集成电路产业上下游企业信息交流

与配套合作，开展协同创新，实现强链补链，11 月

15 日下午 ，集成电路领域领军人才企业合作伙伴

对接会在嘉兴龙之梦酒店举行。嘉兴市委人才办、

嘉兴市人社局、嘉兴市经信局、浙江省半导体行业

协会、杭州国家“芯火”双创基地（平台）相关负责

人，9 家国内知名高校、杭州市企业，7 家嘉兴市重

点领军人才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本次对接会。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

性和先导性产业，也是我国当前需要重点突破的

“卡脖子”领域。近年来，嘉兴市深入实施数字经济

“一号工程”升级版，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迅猛，产业

链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强链延链补琏，初步形成了

覆盖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备材料、行

业应用等多个环节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涌现出了

斯达半导体、禾润电子、格科微电子、海宁奕斯伟

等一批有较强竞争力和代表性的集成电路企业。

2021 年，嘉兴市规上集成电路产值规模达到 110

亿元。

对接会由浙江浙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顾斌主持

  

       产 业 的 发 展，离 不 开 人 才 的 鼎 力 支 撑。自

2010 年起，嘉兴大力实施“创新嘉兴 · 精英引领

计划”，12 年来连续 3 次迭代升级、加码领军人才

支持政策，得到了广大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广泛

关注和积极响应。目前，全市已累计遴选领军人才

项目 1631 个，其中创业企业 1332 个，已培育上

市领军人才企业 6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18 家、瞪羚企业 6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46 家，领军人才企业累计纳税超过财政投入的

1.7 倍，呈现高速发展态势。

       领军人才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合作伙伴在

技术、市场方面优势明显。此次会议将通过搭建精

推动“芯机联动”—集成电路
领域领军人才企业合作伙伴

对接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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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有效的合作平台，促成领军人才企业与合作伙

伴在产销对接，产融对接，产技对接，产才对接等

方面实现多方合作共赢。

       对接会上，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丁

勇介绍长三角集成电路的整体发展趋势。

       随后，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彭庆

丰从新能源汽车芯片需求，目前的现状和整车厂

商对采购芯片的要求方面进行了介绍。

集成电路领域领军人才企业与长三角的产业来宾热烈交流洽谈

       此次集成电路领域领军人才企业合作伙伴对

接会为“芯机联动”对接活动的其中一场。会议的

成功举办对于促进嘉兴市与杭州市集成电路产业

创新资源整合共享、科技服务供需有效对接具有

重要意义。会议旨在深化“政产学研用金”高效联

动，以整机升级推动芯片研发，以应用支撑促进整

机升级，推动集成电路产业链对接合作。多家与会

企业表示此次会议获得的匹配精准度较高，就后

续双方的交流合作将会展开进一步的紧密联系。

       下一步，杭州国家“芯火”双创基地（平台）将

持续围绕集成电路产业，聚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实际需求，开展多场“芯机联动”对接活动，搭建企

业间的沟通交流平台，加强企业间的密切协作，助

力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嘉兴人社）



       SK 海力士日前宣布其 DRAM 和 CXL 解决方案已通过 AMD EPYC 9004

系列处理器的验证。SK 海力士与 AMD 密切合作，为第 4 代 AMD EPYC 处理

器提供完全兼容的内存解决方案。

       第 4 代 AMD EPYC 处理器基于全新的 SP5 插槽构建，提供创新技术和功

能，包括支持高级 DDR5 和 CXL 1.1+ 内存扩展。

       SK 海力士 1ynm、1anm 16Gb DDR5 和 1anm 24Gb DDR5 DRAM 在

第 4 代 AMD EPYC 处理器上支持 4800Mbps，比 DDR4 产品提供高达 50%

的内存带宽。

       SK hynix 还提供 CXL 存储解决方案，这是一款 96GB 产品，由基于

1anm 的 24Gb DDR5 DRAM 组成。SK 海力士希望通过灵活的带宽配置和经

济高效的容量扩展来获得该产品的高客户满意度。

       此前 8 月份，SK 海力士宣布已开发出首款基于 DDR5 DRAM 的 CXL

（Compute Express Link）内存样品，加强其在下一代内存解决方案市场的影

响力，预计将于 2023 年开始量产。

（来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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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芯天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从事代码型闪存芯片研发、设计和

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从 1Mbit-8Gbit 宽容量范围的代码型闪存芯片，是业内代码型闪存芯片产品覆盖

范围较全面的厂商之一。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包括 NORFlash 和 SLCNANDFlash，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网络

通讯、物联网、工业与医疗等领域。

       芯天下创立之初就确立了“科技创新、芯系天下”的发展使命，并矢志坚持“诚信共赢、开放创新、坚持奋斗、

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助力客户迈向卓越的产品表现及价值实现。

产品介绍

一、SPINOR

产品介绍

       芯天下技术提供业界标准的 25 系列串口 NORFlash 产品，小型化封装、多容量选择，兼容的指令集，宽电

压和高可靠性全面覆盖消费，通讯、工业和个人电脑等应用领域。

       1．超低功耗，深度睡眠电流典型值低至 60nA；

       2．BP 位保护、OTP 保护、独立 block 区域保护确保代码安全；

       3．高可靠性，确保 10 万次擦写，数据保存时间长达 20 年

       4．支持 1.65~2.1V,2.7~3.6V,1.65~3.6V 宽电压，容量 1Mb~1Gbit

       5．DFN1.2x1.2x0.40mm，2x3x0.40mm，4x3x0.55mm 等小尺寸封装；

       6．提供 KGD 产品与服务支持 SiP 合封需求。

深圳市芯天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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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表

二、SPINAND

产品介绍

       芯天下技术是业内最早提供 SPINANDFlash 的厂商之一，它大量减少了 SoC 与 Flash 通讯的接口而有

效降低了系统整体成本，XT26 系列内嵌强大的串行控制器，支持高速的四线数据读取，低电压和多容量选择，

是智能化消费电子和通讯模块最理想的存储方案。     

       1.2.7V~3.6V 和 1.7V~1.95V 工作电压，容量 1Gbit~4Gbit；

       2. 相比串口 NOR 闪存更快的写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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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四线数据吞吐量达到 480Mbit/s；

       4. 错误校验解决不同的 NAND 的兼容；

       5. 提供 WSON88x6mm，BGA24 封装选择；

       6. 高可靠性，数据保持时间 10 年；

       7. 支持 -40°C~85°C 工业温度条件。

 

产品选型表

三、ParallelNAND

产品介绍

       芯天下技术提供 1Gbit、2Gbit、4Gbit 标准 SLCNANDFlash，适用于智能音箱，机顶盒，家庭网关，光猫，

数字电视，教育电子等需要大容量存储的设备和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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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支持 2.7V~3.6V、1.7V~1.95V 电压；

       2. 8bitECCRequirement 或内置 ECC，灵活搭配主控的不同应用；

       3. 支持 AutoPageProgram、AutoBlockErase、PageCopy 等功能；

       4. 业界创新的小型化 BGA246x8mm 封装。

四、8bitMCU

产品介绍

       芯天下提供基于 F2MC-8FX 内核的 XT95 系列 8bit 通用 MCU 产品，出色的可靠性广泛应用于各类安防

监控、智能家居、家用电器中。

       1. 主频为 16.25MHz；

       2.Flash 容量最大支持 64Kbyte，RAM 容量最大支持 2Kbyte；

       3. 工作电压范围从 2.8V 至 5.5V，工作温度支持 -40~85℃；

       4. 封装类型有 LQFP32pin、44pin、52pin；

       5. 拥有 100K 擦写寿命，20 年数据保持力。

产品选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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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重庆物奇微电子的全资子公司——重庆物奇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在重庆渝北区仙桃数据谷注

册成立。

       作为一家半导体芯片公司，我们致力于提供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高度整合的芯片解决方案，主攻物联网

通讯、安全、终端智能市场。公司分别在重庆和上海拥有研发中心。公司汇集了曾在全球顶尖企业任职的核心高

管和研发人员。物奇科技研发团队成员均是通信、电子、软件、半导体等技术领域人才，与公司经营、研发产品具

有高匹配度，是一支具有熟悉企业管理、成果转化应用、市场营销和创业投资的创新型团队，具备广阔的国际视

野、雄厚的产业化技术储备、卓越的新技术和市场拓展能力。

       公司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量产了第一颗电力物联网的载波芯片，单芯片整合度业内领先。后续人工智能、

无线广域物联网的芯片将会陆续推出。我们有信心成为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奇兵！

产品介绍

一、WQ7033 高规格蓝牙音频 SoC 芯片

1. 产品描述

       WQ7033 系列芯片是一颗高规格蓝牙音频 SoC 芯片，支持 BT/BLE5.2 双模协议栈以及 BLEAudio。内置

高性能 HiFi5DSP 和 NPU（神经网络处理单元），以支持复杂的多麦克风上行降噪算法和关键字唤醒，同时兼顾

低功耗。WQ7033A 集成 Hybrid（FF+FB）ANC，可支持高带宽、深降噪的耳机应用。该系列芯片提供丰富的接

口，集成度高，适用于高级 TWS 降噪耳机和其他需要复杂的音频处理和语音 AI 能力的低功耗产品。

2. 产品规格

蓝牙功能

·支持 BT/BLE5.2 双模协议栈

·支持基于 BLEAudio 和 LC3 编解码器 

重庆物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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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持 BDR/EDR/LE-1M/LE-2M/LE-Coded

（125K 长距离）

· W-TWS+（WuQi-TrueWirelessStereoPlus）方

案 

·基于 SPP 或 GATT 的 OTA

主动降噪 ANC

·支持 AdaptiveHybrid(FF+FB)ANC

· ADC 到 DAC 的延时为 6~12μs

· 800KHz 高采样率

·高达 32 位精度的双二阶滤波器

·支持 6 路麦克风，可实现立体声 ANC 设计

· 配合耳机的声腔结构，降噪深度 >40dB，降噪

带宽 >3.5KH

上行环境降噪（ENC）

· 支持单麦克风、双麦克风、多麦克风降噪算法

· HiFi5DSP 支持低功耗复杂上行降噪算法

· 神经网络引擎可支持 AI 降噪 

关键词唤醒（VAD）

· 支持多级低功耗关键字唤醒方案

· 支持基于低功耗骨传导麦克风的 VAD 通路

· 神经网络引擎支持定制关键字唤醒训练

超低功耗

· 深度睡眠：<9μA@3.8V

· 待机模式：<500μA@3.8V

· A2DPW-TWS：<3.5mA@3.8V

· A2DP+ANC：<4.5mA@3.8 

3. 产品应用

·单声道耳机

·立体声耳机

· TWS 耳机

·单声道音箱

·立体声音箱

二、WQ3021 电量计量与通信 SoC 芯片

1. 产品描述

       WQ3021 芯 片 集 成 了 两 颗 高 性 能 32 位

CPU、灵活可靠的 PLC MAC、基于 OFDM 调制

解调的 PLC PHY、高性价比的模拟前端（AFE）以

及丰富的外围接口（UART、SPI、I2C、I2S 以及

GPIO 等）。 WQ3021 是一颗集成高精度三相计

量、高速通信、国密安全、潮流计算功能的四合一

芯片。

2. 产品特性

物理层功能

· 支持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宽带 HPLC 通信协

议；

·支持 100 kHz ~ 50 MHz 通信带宽；

· 采 用 OFDM 技 术，支 持 BPSK、QPSK、

16QAM、64QAM、256QAM 等调制方式，不同

子载波可以采用不同的上述调制方式；

· 采用 Turbo 编解码技术，编码速率支持 1/2, 

16/21 和 16/18；

·支持 ROBO 1/2/4/5/7/11、Mini ROBO、STD 

ROBO 和 HS ROBO；

·支持 FCC、CE 和 SRRC 载波屏蔽；

·支持 HomePlug Green PHY 协议。

CPU 及存储器

·集成高性能双核 CPU（最高达 480 MIPS）和低

功耗单核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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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应用软件预留 300MIPS CPU 和 600Mops 

DSP 处理能力

·集成 800KB 片上 RAM

·集成 192 KB 片上 ROM

·集成 4 MB Nor Flash，支持读 - 挂起 - 写模式

（可选）

·集成 8MB DRAM（可选）

外设接口

· 4 个 UART（最大 3Mbps，RS232、RS485、

ISO7816 接口）

· 3 个 SPI（两 个 主 设 备 控 制 器 用 于 外 部 无 线

（WIFI/Bluetooth/Lora），一个从设备控制器用

于外部主机接口）

· 2 个 I2C 接口

· 6 路 PWM

· I2S（集成 PDM）接口

·超过 20 个 GPIO

高精度计量功能

·支持最多 13 路 ADC（20 bit @ 6kHz 采样率）

用于输入电压、电流、温度、湿度信息采集；

· 适用于单相电能计量、三相三线计量以及三相

四线计量的应用；

·能够测量各相电流、电压有效值，功率因数，有

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以及有功能量等；

·经校准后，可适用于 2 度、1 度、0.5 度的电能

计量应用。

3. 产品应用

·海外电表

·导轨表

·充电桩管理

·电网开关

·断路器

三、WQ3100 模拟前端芯片

1. 产品描述

       WQ3100 是一款 AFE（Analog Front End）

芯 片，位 于 HZ3001（MAC、PHY 层）和 PL

（Powerline）滤波、耦合网络之间。WQ3100 为

传输信号（TX/RX））提供放大、调节和电平转换功

能。

2. 产品特性

·支持 0 MHz 到 30 MHz 工作频率

· 高性能低噪声接收器以提高微弱信号的接收能

力

·集成 TX Line Driver

·可编程的 RX 增益放大器和衰减器

·极低的 Idle 功耗

·支持 HomePlug Green PHY 标准

·支持 IEEE 1901 标准

·可工作在任何有线介质（电力线、双绞线）

· 符 合 RoHS 标 准：4mm x 4mm、24 管 脚、

QFN 封装

3. 产品应用

· 智能测量

·能源管理系统

·电动汽车充电站

·远程计量

·太阳能

·工业应用



公司介绍

       合肥大唐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在北京、深圳设有分支机构。公司长期致力于存储控

制器芯片及安全固件的研发，并提供技术先进的安全存储解决方案。公司拥有一支在芯片领域已深耕 20 年的

核心技术成员及固态存储固件开发的专家团队，拥有自主 IC 设计能力和底层固件研发能力，可根据用户不同

的行业需求进行差异化定制服务。

       合肥大唐存储在存储行业国际首家通过 EAL5+，首家通过国密芯片二级，首家通过金融存储芯片增强级检

测。公司以提供具有可控性、可靠性、安全性和高性能的固态存储解决方案为目标，并提出超聚合安全存储技

术，创新地应用于存储控制器芯片。公司产品分为企业级、商业级和工业级固态硬盘，可应用于金融、电信、能

源、交通、医疗等行业领域。

       立足国内，逐步迈向国际市场。合肥大唐存储将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努力打

造成具有融合数据存储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产品介绍

一、DTS510S （2.5＂SATA SSD）

1. 产品描述

       合肥大唐存储 DTS510S 系列 SATA 固态硬盘是专为企业级服务器应用设计，单盘容量可达 3.84TB，

DWPD 更高，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确保数据中心设备具备更快的运行速度。

2. 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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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大唐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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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规格

       1、顺序读 / 写速度高达 560/520 MB/s

       2、随机读 / 写速度高达 98K/50K IOPS

       3、容量从 240GB 到 3.84TB 的各种容量

       4、断电保护机制，提供更安全数据保护

       5、支持 SM2/SM3/SM4 国密算法

4. 应用场景

       服务器、存储阵列、边缘计算设备

二、DTS510P(2.5＂ U.2 NVMe SSD)

1. 产品描述

       合肥大唐存储 DTS510S 系列 SATA 固态硬盘是专为企业级服务器应用设计，单盘容量可达 3.84TB，

DWPD 更高，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确保数据中心设备具备更快的运行速度。

2. 产品规格

3. 产品特点

       1、兼容 NVMe 1.3 协议，12 通道设计

       2、高 DWPD，高一致性和 QoS

       3、新一代 LDPC 纠错算法，数据更稳定

       4、支持 SM2/SM3/SM4 国密算法

       5、断电保护机制，提供更安全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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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场景

       服务器、缓存服务器、云计算、AI、虚拟化服务器

三、DSSHTS200(2.5＂ SATA SSD)

1. 产品描述

       合肥大唐存储 DSSHTS200 系列 SSD 是针对工业或类工业场景设计，可以应用在对性能、稳定性和高

IOPS 等要求的应用场景，如轨道交通、工业现场、能源电力、交通管理等。该款产品采用 2.5"SATA，读取速度可

以达到 550MB/s，写入速度可以达到 500MB/s，最大容量可支持 4TB。

2. 产品规格

3. 产品特点

       1、2.5" SATA 6Gb/s 设计

       2、128GB~ 2TB 容量

       3、高 IOPS

       4、智能纠错能力

       5、支持 NCQ，S.M.A.R.T

4. 应用场景

       工业级计算机、高性能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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