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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我国集成电路制造设备
进口额同比增长6.5%

       国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网站 11 月 18 日更新进出口统计月报数据，进口主要商品量值表显示，10 月我

国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 4226 台，货值 141.8 亿元人民币，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39.8% 和 17.5%，其中“制造半

导体器件或集成电路用的机器及装置”进口 995 台，货值 101.5 亿元人民币，进口数量同比下降 16%，进口货

值同比增长 6.5%。

       从累计值看，今年 1-10 月我国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 65089 台，货值 1661.6 亿元人民币，数量、价值分别

较去年同期下降 10.1% 和 7.8%， 其中“制造半导体器件或集成电路用的机器及装置”累积进口 14585 台，货

值 1068 亿元人民币，数量增长 10.9%，价值较去年同期下降 4.1%。

（来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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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2 年 1-10 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共销售 1898.3 万辆，

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6.4%。

       在上述十家企业中，与上年同期相比，比亚迪股份销量增速最为明显，奇瑞汽车、广汽集团和吉利控股也呈

两位数快速增长，上汽集团微增，其他企业呈不同程度下降。

（来源：中汽协会数据）

2022年1-10月前十家汽车
生产企业销售情况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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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2 年 10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延续良好势头，份

额超过 50%。

       2022 年 10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 118.7

万辆，环比增长 1.8%，同比增长 23.5%，占乘用车

销售总量的 53.2%，占有率较上月提升 3.2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5.5 个百分点。

       2022 年 1-10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935

万 辆，同 比 增 长 26.1%，占 乘 用 车 销 售 总 量 的

48.7%，占有率比上年同期提升 4.8 个百分点。

       2022 年 10 月，中国品牌轿车、SUV 和 MPV

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45.1%、59% 和 64.2%，与上月

相比，三大类车型市场占有率均有所增长；与上年

同期相比，中国品牌 MPV 市场占有率有所下降，

中国品牌轿车和 SUV 均呈增长。

       2022 年 1-10 月，中 国 品 牌 轿 车、SUV 和

MPV 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40%、54.9% 和 59.7%，

与上年同期相比，中国品牌轿车和 SUV 市场占有

率保持增长，MPV 依然下降。

（来源：中汽协会数据）

2022年10月中国品牌乘用车
销售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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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TrendForce 集邦咨询统计，2022 年第三季新能源车（包含纯电动车、插电混合式电动车、氢燃料电

池车）销售总量为 287 万辆，年成长 70%。其中纯电动车（BEV）销量为 214.7 万辆，年成长 75%，插电混合式电

动车（PHEV）销量 71.4 万辆，年成长 57%。

       纯电动车方面，第一名的特斯拉（TESLA）销量 34.4 万辆，市占率维持在 16%，但销量与第二名的比亚迪距

离再次拉近，比亚迪第三季销售 25.9 万辆纯电动车，较去年同期成长 182%，与特斯拉的销量差异已连两个季

度小于 10 万辆。上汽通用五菱和大众汽车（Volkswagen）则与上一季的名次相同，分居第三、四名。值得注意

的是第五至十名皆由中国品牌包揽，而像是几何汽车和 MG（由上汽集团收购）都是首次挤进前十名，主要原因

与中国市场需求热络有关。相对地，如现代（Hyundai）、起亚（Kia）就被挤出前十大之外，掉出前十名的还有小

鹏汽车，该品牌表示其新车 G9 大规模交付会落在今年 10 月，因此第四季的表现攸关小鹏汽车是否能继续留

在前十名中。

       插电混合式电动车方面，比亚迪以 27.9 万辆位居第一，市占率 39.1%，然而其他品牌即便销量增加，市占

率却依旧未能突破 10%。两大德系豪华车品牌中，奔驰（Mercedes-Benz）在中国和德国两大市场的销量较第

二季有所增加，使其排名回升至第二名，宝马（BMW）欧洲销量下滑，因此第三季在销量和排名上都出现衰退。

而中国品牌 AITO 首次进入前十大排名就排在第五名，除了销量急速增加外，AITO 是赛力斯集团与华为深度

合作的品牌，车辆展现了大量的华为汽车技术能量，使得 AITO 的销售表现成为华为在汽车发展上的观察重点。

       TrendForce 集邦咨询表示，第四季主要的动能包括秋季新车上市和年底促销，第三季销量下滑的车厂中，

有部分原因来自于第四季有新车或改款计划使得消费者处在等待期，就全年而言仍有机会靠第四季冲高销量。

另外，中国新能源车补贴退场前的购车潮加上各家车厂推出的购车优惠，让中国市场继续维持热度。

  第三季新能源车销售287万辆，
比亚迪纯电动车款销量

紧追特斯拉

（来源：TrendForce 集邦咨询）



05

INFORMATION
芯资讯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Omdia 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为 1470 亿美元，比第二季度的

1580 亿美元下降了 7%。三星电子落败于英特尔，获得全球半导体销售亚军。

       由于疫情期间对消费电子和半导体产品的需求增加，全球半导体市场自 2020 年以来已连续八个季度扩

张，但市场在今年 Q2 开始萎缩——这是全球经济在利率上升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的又一

个迹象。

       Omdia 首席研究员 Cliff Rimbach 表示，Q2 市场下滑归咎于 PC 市场疲软和英特尔业绩的低迷，Q3 下

滑的主要原因是内存市场的疲软。Rimbach 表示，内存市场的利润较上一季度下降了 27%，这是由于客户的

库存调整以及对数据中心、PC 和移动设备芯片的需求下降。

Q3 全球半导体企业销售额排名前十

图片来源：Omdia

       因此，以内存半导体业务为中心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今年 Q3 的半导体成绩不太理想，收入

下降了 100 多亿美元。三星 Q3 的销售额较上一季度下降 28.1%，仅为 146 亿美元。英特尔销售额为 149 亿美

元，以微弱优势夺得第一。

       第三名是高通，销售额为 99 亿美元，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了 5.6%。SK 海力士从上一季度的第三位跌至第

四位，销售额下降了 26% 以上。美光的销售额也下降了 27% 以上，取代了排名第六的博通。

       此外，Omdia 这次的半导体公司排名不包括台积电等代工公司。

（来源：集微网）

第三季度全球半导体企业
销售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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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2 日，世 界 先 进 宣 布，其 领 先 的 八 英 寸 0.35 微 米 650 V 的 新 基 底 高 电 压 氮 化 镓 制 程

（GaN-on-QST）已于客户端完成首批产品系统及可靠性验证，正式进入量产，为特殊集成电路制造服务领域首

家量产此技术的公司。

       世界先进指出，2018 年以 Qromis 基板技术（简称 QST TM）进行八英寸 QST 基板的 0.35 微米 650 V 

GaN-on-QST 制程开发，于今年第一季开发完成，于第四季成功量产，世界先进同时已和海内外整合元件制造

（IDM）厂及 IC 设计公司展开合作。

       据悉，世界先进 0.35 微米 650 V GaN-on-QST 制程除了 650 V 的元件选择外，也提供内建静电保护元

件（ESD），客户得以更便利的进行设计选择。此外，该制程除具备更优异的可靠性与信赖性，针对更高电压（超

过 1000 V）的扩充性，世界先进也已经与部分客户展开合作，以满足客户的产品需求。

（来源：集微网）

世界先进0.35微米650 V氮化镓
制程正式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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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深圳市紫光同创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可编程系统平台芯片及其配套 EDA 开发工具的研发与销售，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平台和系统解决方案。

       紫光同创注册资本近 5 亿元，总投资超过 40 亿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高中低端全系列产品，产品

覆盖通信、工业控制、图像视频、消费电子、数据中心等应用领域。

       紫光同创立足中国大陆，总部设立在深圳，拥有北京、上海、成都等研发中心；员工总人数超过 600 人，其

中 85% 为研发人员，团队规模大、技术实力雄厚知识产权申请超过 400 项、核心专利占比超过 80%。

产品介绍

一、Titan 系列

产品介绍

       Titan 系列是中国第一款国产自主产权千万门级高性能 FPGA 产品，采用先进成熟工艺和自主产权的体

系结构，广泛适用于通信网络、信息安全、数据中心、工业控制等领域。超低功耗，深度睡眠电流典型值低至

60nA。

产品特点

·高达 174K 等效 LUT4 逻辑单元

·先进成熟工艺 ; 自主的 LUT5 架构 ; 创新的软硬件一体化开发流程

·系统最高频率 500MHz，块存储器资源高达 9Mbit

·支持多种高速 IO 接口：SERDES 速率 5.0Gbps

· DDR3 速率 800Mbps

· LVDS 速率 800Mbps

· PCIEGen2x4

深圳市紫光同创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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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二、Logos 系列

产品介绍

       Logos 系列 FPGA 采用先进成熟工艺和全新 LUT5 结构，集成 RAM、DSP、ADC、Serdes、DDR3 等丰富

的片上资源和 IO 接口，具备低功耗、低成本和丰富的功能，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工业

控制、通信、消费类等领域，是客户大批量、成本敏感型项目的理想选择。

产品特点

·先进成熟工艺，低成本、低功耗

· 12K~100KLUTs

·灵活可编程的 CLM，每个 CLM 包含 4 个 LUT5 和 6 个寄存器

·支持 RAM 软错误检测与纠错功能

·提供 DDR3800Mbps

·支持多种标准 IO，LVDS、MIPI 接口

· LVDS 最高速率 800Mbps

· SERDES 速率高达 6.375Gbps

·集成 ADC 硬核

·先进的 256-bitAES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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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三、Compa 系列

产品介绍

       Compa 系列 CPLD 产品，采用先进成熟工艺和自主产权体系结构，满足低功耗、低成本、小尺寸的设计

要求，适用于系统配置、接口扩展和桥接、板级电源管理、上电时序管理、传感器融合等应用需求，广泛应用于通

信、消费电子、无人机、工业控制等领域。

产品特点

·先进成熟工艺，非易失可编程器件

· 1K~10KLUT4 逻辑单元，支持 3.3/2.5V 内核、或 1.2V 低电压内核

·支持 MIPI、LVDS、I2C、SPI、OSC、RAM、PLL 等

·支持 RAM 软错误检测与纠错功能

·支持 DualBoot 功能，勿需外挂 Flash

·支持后台更新，禁止回读等功能，安全性高

“绍芯谷”建设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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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IO 高达 384 个

·封装小至 2.5mmx2.5mm

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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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棱晶半导体（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的无晶圆半导体公司。提供业界最先进的

电源管理芯片，以极致的低功耗和超高的转换效率技术为基础，给客提供电源供电、电池充放电完整解决方案。

目前产品线主要包含高压低功耗解决方案，涵盖 24V~100V 电压范围，主要针对工业电源，应用于安防、消防、

智慧采集终端等应用；产品线还包含低压超低待机功耗电源解决广泛应用于可穿戴设备电池充放电、NB-IoT、

TWS 充电仓电源管理等电子设备。公司总部位于南京，在上海、青岛、深圳设有研发、销售和技术支持团队。我

们致力于高端电源芯片研发，解决客户最棘手的技术难题。

产品介绍

一、同步降压 DC-DC 转换器 LGS5148

1. 产品描述

       LGS5148 是小型 48V、0.6A 同步降压 DC-DC 转换器，采用 3mm×3mm SOT23-6 封装，输出电压可通

过外部电阻分压器进行调整。LGS5148 具有低静态工作电流，可在极小带载条件下实现最高效率。LGS5148

具有 4.5V-48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外部浪涌抑制组件的需求，使其成为宽输入范围工业

领域和多节数电池组应用的理想选择。LGS5148 具有集成式功率 MOSFET, 采用具有内部补偿的峰值电流检

测模式架构，可提供额定 0.6A 的输出电流能力，并具有出色的负载和输入瞬态响应。

2. 产品规格

·宽输入电压范围：4.5V 至 48V

·提供可调的输出电压选项

·工作结温范围：-40℃--+125℃

·高达 97% 的效率

· 600mA 带载能力

· SKIP 模式提供极高的轻负载效率

·支持大负载电容启动

·安全、可靠运行特性

     ——集成软启动

     ——过热和过流保护

     ——输出短路保护

·超小型方案尺寸

!
!

棱晶半导体（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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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 SOT23-6 封装

     ——具有内部补偿，极大减少了外部组件数量

     ——与 10µF 最小输出电容器配合使用

·在整个负载范围内具有高效率和低功率耗散

3. 产品应用

·系统的前置稳压（跟踪和远程信息处理、网络摄像头）

·电池备用电源（电表、数据集中器）

·热电器件电源（TEC、光纤模块）

·通用电压稳定器和降压转换器

二、DC-DC LED 驱动芯片 LGS6304X

1. 产品描述

       LGS6304X 是一种集成功率开关的多工作模式、宽输入输出 DC-DC LED 驱动芯片，具有 3V 到 60V 的宽

输入电压范围。

       LGS6304X 具有集成式 350mΩ功率开关，可提供至少 1.5A 的输入峰值电流能力，输出电流可以通过外

部采样电阻调整。

       LGS6304X 采用电流模式控制使其拥有出色的响应速度，并使环路补偿更为简单。具备 SKIP 控制模式，将

低静态电流与高开关频率相结合，可在广泛的负载电流范围内实现高效率。

       附加功能包括：软启动，热关断保护，输入欠压保护，输出过压保护，逐周期限流保护。

       LGS6304X 可通过选取不同阻值的采样电阻 Rsence 实现对输出电流高精度的数字和模拟调节，包括两

种具体型号 LGS63040 和 LGS63042：

· LGS63040 支持模拟输入（0.6V~1.2V）的 DC 调光和数字输入（100HZ~1KHZ）的 PWM 调光

· LGS63042 支持数字输入（100HZ~100KHZ）的 PWM 调光，高频 PWM 输入下无屏闪。调光比在 PWM 频

率为 100HZ 时高达 25000:1。

2. 产品特性

·所有端口都具备 ±2000V（HBM）ESD 保护

·宽输入 / 输出电压范围：3.0V-60V 支持 PWM 调光及模拟调光

·内置 60V/350mΩ低侧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 1.2MHz 固定工作频率逐周期峰值限流保护

· SKIP 模式提供极高的轻负载效率

·提供超小的封装 SOT23 封装以及增强散热封装 ESOP8 封装

·内置软启动电路，防止电流过冲热关断保护输入欠压保护

·过压保护可以提供 LED 开路保护

·内部环路补偿有助于减小解决方案尺寸、降低成本和设计复杂性

·结温范围为 -40℃至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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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应用

·智能调光 LED 灯

·宽范围 LED 灯驱

三、充电管理芯片 LGS7381

1. 产品描述

       LGS7381 是一款集成锂电池充电管理、线性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为单节锂电池提供完整的电源解决方

案。LGS7381 具有短路（SC）、涓流（TC）、恒流（CC）和恒压（CV）四种充电过程：短路充电（SC）可对 0V 的电

池充电；涓流充电 (TC) 可预充电恢复完全放电的电池；恒流充电（CC）可快速的对电池充满；恒压充电

（CV）可确保安全的充满电池。

       LGS7381 充电截止电压默认为 4.2V，充电电流可通过外部电阻进行设置，最大充电电流 500mA。当充电

电流降至设定值的 1/10 时，LGS7381 将自动结束充电过程，持续检测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阈值时自动再充

电。当输入电压（USB 源或 AC 适配器）拿掉后，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电池端漏电在 1uA 以下。

2. 产品特性

·内置支持高压输入电流可调节的线性充电器

·最大输入 24V 电压，可承受高达 30V 的浪涌电压

·恒流下最大充电电流可达 500mA，支持外部电阻实时配置充电电流

·兼容 5V USB 功率源和 AC 适配器，并提供热插拔保护

·支持 4.2V/4.25V/4.3V/4.35V 锂电池类型（4.25V/4.3V/4.35V 需定制）

·预设 4.2V±1% 充电浮充电压

·根据电池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

·具有电池防倒灌功能，电池端漏电 1uA 以下

·完善的充电状态指示以及电池未连接等异常指示

·完善的保护：输入过压，输入欠压，充电电流热调节，芯片热保护，恒流充电软启动

·结温范围为 -40℃至 +125℃

·所有端口都具备士 2000V(HBM)ESD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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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应用

·移动多媒体设备、MP3、MP4

·带有锂电池供电和 USB 输入的便携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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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数字信号处理器芯片（DSP）及嵌入式解决方案研发的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公司拥有先进的软硬件设计平台和专业化的高素质 DSP 设计团队，旨在发展 DSP 核心技术，实现自

主可控 DSP 中国芯，为客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高效可用的 DSP 产品、解决方案和配套服务。

       进芯电子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公司注册地为湖南省长沙市。员工多为专业化技术型人才，其中研究生以

上学历占 60%，本科以上学历占 95%。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目前已成为以长沙为本部，在南京，深圳等多地设立

分支机构的高新技术企业。此外，公司还积极与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立联合实验室，

为公司的技术发展输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公司已成功研制并量产出了以 ADP32、AVP32、ADP16 为代表的 32 位定点运算、32 位浮点运算及 16

位定点运算数字信号处理器产品系列。这在我国工业控制领域 DSP 芯片是少有的。可以为客户带来更高效更

可靠的应用，并明显较低开发使用成本。

       公司秉承持续的技术创新实力，采用目前国际公认的非常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技术路线，多项核心技术已取

得重大突破，拥有多项专利（专利见公司荣誉）。芯片产品完全实现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实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公司持续不断增强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能力、成熟灵活的定制能力，与用户、科研院所、生产厂家密切合作，践行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努力提升产品品质，缩短交付时间，赢得客户的信任和赞誉。

产品介绍

一、32 位浮点 DSP—— AVP32F08

1. 产品概述

       AVP32F08(CPU+FPU) 系列都属于 ADP32Fx 数字信号控制器 (DSP) 平台。基于 ADP32x+FPU 的控制

器和 Advchip 现有的 ADP32FxDSP 具有相同的 32 位定点架构，但是还包括一个单精度（32 位）的 IEEE754

浮点单元（FPU）。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 C/C++ 引擎，它能使用户用高层次的语言开发他们的系统控制软件，能

够使用 C/C++ 开发算术算法。此器件同样可以处理原由微控制器处理的系统控制任务，故在处理 DSP 算术任

务时和处理系统控制任务时同样有效。此高效率处理可以节省很多系统对对第二个处理器的需求。内置的

32x32 位 MAC64 位处理能力使得控制器能够有效地处理更高的数字分辨率运算问题。带有关键寄存器自动

环境保存的快速中断响应，能够让一个器件用最小的延迟处理很多异步事件。还内置有一个具有流水线式存储

器访问的 8 级深度受保护的流水线。该流水线式操作使得此器件能够在高速执行而无需求助于昂贵的高速存

储器。特别分支超前硬件大大减少了条件不连续而带来的延迟。特别存储条件操作进一步提升了性能。

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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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特征

3. 型号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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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6 位定点 DSP——ADP16F01

1. 产品概述

       ADP16F01 采用增强型 DSP 架构设计，以实现低成本，低功耗和高性能处理能力。集成了为数字电机和运

动控制应用而优化的几种高级外设，以提供一个真正的单芯片 DSP 控制器。ADP16 系列提供了高达 32K x 

16bit 闪存设备为批量生产提供了经济高效的可重编程解决方案。器件提供一个事件管理器模块，该模块针对

数字电机控制和功率转换应用进行了优化。功能包括中心和 ( 或 ) 边沿对齐的 PWM 发生器，防止直通故障的

可编程死区以及同步模数转换。高性能的 12 位模数转换器（ADC）的最小转换时间为 500ns，可提供多达 15

个通道的模拟输入 ( 另外 A3 通道用于内部温度传感器 )。ADC 的自动排序功能允许在单个转换会话中最多

进行 16 次转换，而无需任何 CPU 开销。集成串行通信接口（SCI）功能，为系统中的其他设备提供异步通信，以

及 SCI 的在线编程方案。对于需要额外通信接口的系统，ADP16F01 提供一个 16 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SPI）。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器件灵活性，功能引脚也可以配置为通用输入 / 输出（GPIO）。

2. 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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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型号参数

三、32 位定点 DSP——ADP32F04

1. 产品描述

       ADP32F04 系列产品采用 ADP32 内核设计，内置大容量处理和丰富的外设，拥有 4000V ESD 能力的 48

脚 QFN 封装 DSP，是一款高性价比产品， 公司采用此芯片还自研了 MPPT 方案。ADP32F04 主要用于对提交

要求很严的高运算和控制领域，例如简易变频器、BLDC 马达控制及风机水泵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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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特征

3. 应用领域

       ADP32F04 主要用于对提交要求很严的高运算和控制领域，例如简易变频器、BLDC 马达控制及风机水泵

控制等。

4. 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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