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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很弱小

最快可能两个月后就断供最快可能两个月后就断供？？

我国车用芯片产业的我国车用芯片产业的

弱点是入门晚弱点是入门晚、、企业少企业少、、

规模小规模小、、技术实力弱技术实力弱，，并并

且各自为战且各自为战、、尚未形成合尚未形成合

力力。。疫情倒逼下疫情倒逼下，，我国汽我国汽

车芯片产业本土化迫在眉车芯片产业本土化迫在眉

睫睫。。但目前无论是自主发但目前无论是自主发

展还是实行国际化展还是实行国际化，，都面都面

临多重难题临多重难题。。

卖到300万片才能盈

亏平衡。时帅指出时帅指出，，一块一块

车规级芯片需要卖到车规级芯片需要卖到300300

万片以上万片以上，，企业才能达到企业才能达到

盈亏平衡盈亏平衡。。从中国智能座从中国智能座

舱的渗透率和整个中国智舱的渗透率和整个中国智

能汽车的销量看能汽车的销量看，，短期短期

内内，，芯片企业还不能在国芯片企业还不能在国

内实现内实现300300万片的市场份万片的市场份

额额。。中国仅靠自己的力量中国仅靠自己的力量

发展车载芯片是不够的发展车载芯片是不够的，，

应该考虑国际化问题应该考虑国际化问题。。

对进口芯片依赖度太

高。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

究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究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

家郭淑英指出家郭淑英指出，，随着我国随着我国

新能源汽车高质量的发新能源汽车高质量的发

展展，，对汽车芯片的要求越对汽车芯片的要求越

来越高来越高。。而整个汽车电子而整个汽车电子

行业对进口芯片的依赖度行业对进口芯片的依赖度

非常高非常高，，整个整个 BOMBOM （（物物

料清单料清单））大概大概8080%%以上要以上要

靠进口靠进口，，并且在原材料和并且在原材料和

功率半导体生态制造设备功率半导体生态制造设备

方面依然还要进口方面依然还要进口。“。“加加

快国产化替代快国产化替代，，是汽车芯是汽车芯

片 行 业 亟 需 解 决 的 问片 行 业 亟 需 解 决 的 问

题题。”。”郭淑英说郭淑英说。。

工具链更不容忽视。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

授授、、系主任汪玉提示了汽系主任汪玉提示了汽

车芯片产业链条中不容忽车芯片产业链条中不容忽

视的工具链问题视的工具链问题：：我国芯我国芯

片行业应用较多的片行业应用较多的 EDAEDA

（（电子设计自动化电子设计自动化）） 工工

具具，，也面临着断供危险也面临着断供危险。。

EDAEDA 这项技术长期以来这项技术长期以来

被美国垄断被美国垄断，，如果美国停如果美国停

止供应止供应，，仅靠中国仅靠中国 EDAEDA

公司的供应公司的供应，，可能无法支可能无法支

撑起全产业芯片设计的需撑起全产业芯片设计的需

要要。。

此外此外，，汪玉提示汪玉提示，，从从

产业链角度看产业链角度看，，除了原材除了原材

料外料外，，我国在系统软件方我国在系统软件方

面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大面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大

差距差距。。目前目前，，我国还没有我国还没有

国产化的软件平台国产化的软件平台，，系统系统

软件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软件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汽车芯片产业发展与供应链安全

地平线创始人兼CEO余凯曾经指出：以前，汽车供应链的生

死门是发动机，今后可能是上游的芯片。

那么，如何保证芯片供应链的安全？蔓延五大洲、212个国家

和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汽车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带来了巨大

威胁，欧美成为疫情新的“震中”，会不会让刚刚复产的中国汽车

产业重陷被动局面？

4月18日，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第四期“2020

汽车产业形势与政策高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会议主题聚焦汽车

芯片产业发展，与会者围绕如何认识芯片在新一代汽车发展中的作

用、汽车芯片应用的主要领域、疫情之后如何保证产业链稳定、如

何在国内实现汽车芯片的设计及制造等议题展开讨论。

当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

对日对日、、韩韩、、欧欧、、美汽车产美汽车产

业的冲击还没看到转折业的冲击还没看到转折

点点，，大批整车和零部件企大批整车和零部件企

业的停产业的停产，，对整个汽车产对整个汽车产

业链业链，，包括芯片产业形成包括芯片产业形成

了持续冲击了持续冲击。。受疫情对供受疫情对供

应链安全的影响应链安全的影响，“，“零部零部

件本土化件本土化””已成为各国汽已成为各国汽

车产业链格局未来发展的车产业链格局未来发展的

新趋势新趋势。。

行业普遍认为行业普遍认为，，疫情疫情

过后过后，，以自动驾驶为特长以自动驾驶为特长

的智能汽车将得到快速发的智能汽车将得到快速发

展展。。与会嘉宾共同认为与会嘉宾共同认为，，

考虑到智能汽车在我国的考虑到智能汽车在我国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地

位位，，以及本土快速增长的以及本土快速增长的

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未来几年将是未来几年将是

我国车用芯片产业发展的我国车用芯片产业发展的

宝贵窗口期宝贵窗口期。。

对此对此，，各位专家各位专家、、企企

业代表提出了许多产业发业代表提出了许多产业发

展建议展建议：：

政府牵头制定保证汽政府牵头制定保证汽

车芯片产业健康发展的政车芯片产业健康发展的政

策和相关标准策和相关标准，，创造适合创造适合

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鼓励相关行业进入汽鼓励相关行业进入汽

车芯片领域车芯片领域，，规划从原材规划从原材

料到母机料到母机、、从芯片到系统从芯片到系统

的完整芯片产业体系架的完整芯片产业体系架

构构，，促进产业有序发展促进产业有序发展。。

建立芯片供应商与主建立芯片供应商与主

机厂机厂、、大学大学、、科研院所之科研院所之

间的合作关系间的合作关系，，聚合力聚合力

量量，，攻关开发关键核心技攻关开发关键核心技

术产品术产品，，加快国产化替代加快国产化替代

步伐步伐。。

继续扩大开放继续扩大开放，，鼓励鼓励

外企把包括晶圆生产外企把包括晶圆生产、、封封

装装、、测试等产线转移到中测试等产线转移到中

国国，，避免今后意外事件对避免今后意外事件对

汽车产业造成影响汽车产业造成影响。。

利用当前许多国外院利用当前许多国外院

所所、、企业大规模减员裁员企业大规模减员裁员

时机时机，，吸引海外人才来中吸引海外人才来中

国国。。

建立组建产业联盟建立组建产业联盟，，

围绕行业不断进行交流围绕行业不断进行交流、、

研讨研讨，，共同推动产业发共同推动产业发

展展。。 （沈承鹏）

清华大学汪玉教授指清华大学汪玉教授指

出出，，造芯片应该是定义芯造芯片应该是定义芯

片的过程片的过程，，一定要找到应一定要找到应

用领域用领域，，并在该领域完成并在该领域完成

芯片的定义和研发芯片的定义和研发。。因因

此此，，车厂应该和芯片企业车厂应该和芯片企业

紧密合作紧密合作，，这也是未来的这也是未来的

趋势趋势。。

““芯片定义汽车芯片定义汽车””这这

一说法已经为业内广泛接一说法已经为业内广泛接

受受，，但芯片产业但芯片产业““卡脖卡脖

子子””技术多技术多、、进入门槛进入门槛

高高、、投入多投入多、、链条长链条长、、风风

险大险大，，我国企业实力弱我国企业实力弱，，

对外依存度高对外依存度高，，如何适应如何适应

快速迭代的新理念快速迭代的新理念、、新技新技

术术、、新产品新产品、、新产业模新产业模

式式、、新竞争环境新竞争环境，，都是汽都是汽

车和芯片产业急于了解和车和芯片产业急于了解和

解决的问题解决的问题。。

““中国当前涉足汽车中国当前涉足汽车

芯片的企业屈指可数芯片的企业屈指可数，，主主

要上市公司的规模相对国要上市公司的规模相对国

外芯片企业体量偏小外芯片企业体量偏小，，国国

内汽车领域芯片主要依赖内汽车领域芯片主要依赖

进口进口，，自主芯片在汽车内自主芯片在汽车内

的占比极低的占比极低。。去年去年，，全球全球

汽 车 芯 片 产 业 大 概 有汽 车 芯 片 产 业 大 概 有

30003000 多亿元人民币的规多亿元人民币的规

模模 ，， 中 国 市 场 约 占中 国 市 场 约 占 11//33

多多，，但目前占据这个市场但目前占据这个市场

的几乎都是国外企业的几乎都是国外企业，，中中

国企业很少国企业很少。”。”华为全资华为全资

子公司上海海思技术有限子公司上海海思技术有限

公司战略与业务部总监鲍公司战略与业务部总监鲍

海森说海森说：“：“尤其在汽车核尤其在汽车核

心控制领域心控制领域，，像动力控像动力控

制制、、底盘底盘、、车身系统车身系统，，自自

主芯片极度欠缺主芯片极度欠缺。。仅在信仅在信

息息、、娱乐娱乐、、导航系统方面导航系统方面

有些产品应用有些产品应用。”。”

对此持同样看法的还对此持同样看法的还

有博世有博世（（中国中国））投资有限投资有限

公司政府事务总监于鑫公司政府事务总监于鑫，，

他认为他认为，，芯片驱动零部件芯片驱动零部件

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其中其中

包括停车支持系统包括停车支持系统、、雷达雷达

功能功能、、车道保持技术车道保持技术、、速速

度检测和增强现实技术度检测和增强现实技术

等等。。而在未来五年左右的而在未来五年左右的

时间里时间里，，这个数字将会翻这个数字将会翻

一番一番，，甚至可能翻三倍甚至可能翻三倍。。

于鑫说于鑫说，，虽然博世能虽然博世能

够自产一些特殊芯片够自产一些特殊芯片，，但但

还需要大量从外面采购还需要大量从外面采购。。

芯片生产有两道主要工芯片生产有两道主要工

序序，，第一道工序是晶圆制第一道工序是晶圆制

造造，，生产地主要在发达国生产地主要在发达国

家家。。第二道工序是封装第二道工序是封装，，

生产地在东南亚地区比较生产地在东南亚地区比较

多多，，如马来西亚如马来西亚、、菲律宾菲律宾

等国等国。。现在现在，，这些工厂都这些工厂都

关闭了关闭了，，能不能保证能不能保证 55、、

66月份汽车电子元器件供月份汽车电子元器件供

应还是未知数应还是未知数。。

罗兰贝格企业管理罗兰贝格企业管理

（（上海上海）） 有限公司执行总有限公司执行总

监 时 帅 预 计监 时 帅 预 计 ，， 20202020 年年 ，，

中国汽车市场的降幅可能中国汽车市场的降幅可能

达 到达 到 88%% ——1212%% ，， 欧 洲欧 洲 、、

美国汽车市场的降幅可能美国汽车市场的降幅可能

达到达到2020%%。。他认为他认为，，虽然虽然

中国的疫情控制取得了阶中国的疫情控制取得了阶

段性胜利段性胜利，，但由于汽车产但由于汽车产

业链比较长业链比较长，，高度依赖进高度依赖进

口的车载芯片产业可能会口的车载芯片产业可能会

受到影响受到影响。。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

究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究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

家郭淑英指出家郭淑英指出：：我国汽车我国汽车

芯片百分之七八十依赖进芯片百分之七八十依赖进

口口，，一旦出现断链情况一旦出现断链情况，，

电动汽车的发展会受到限电动汽车的发展会受到限

制制。。

地平线市场拓展与战地平线市场拓展与战

略规划副总裁李星宇指略规划副总裁李星宇指

出出，，汽车进入到智能化时汽车进入到智能化时

代代，，真正处于主导地位的真正处于主导地位的

技术是芯片和软件技术是芯片和软件，，它们它们

使供应链从过去的塔状垂使供应链从过去的塔状垂

直结构变成了环状扁平化直结构变成了环状扁平化

沟通结构沟通结构，，这种变革加速这种变革加速

了汽车在智能化时代的进了汽车在智能化时代的进

化速度化速度，，汽车业必须适应汽车业必须适应

这种全新要求这种全新要求，，建立更加建立更加

开放融合的合作生态开放融合的合作生态，，进进

化速度的快慢是企业在变化速度的快慢是企业在变

革期最重要的决胜因素革期最重要的决胜因素。。

ARMARM 中国汽车市场中国汽车市场

负责人舒杰指出负责人舒杰指出，，汽车产汽车产

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就是供应链从线性走向跨就是供应链从线性走向跨

界界、、融合融合、、集成集成，，由此催由此催

生出新的合作模式和增长生出新的合作模式和增长

机会机会。。做芯片离不开整个做芯片离不开整个

生态生态，，在汽车电子或者汽在汽车电子或者汽

车半导体生态里车半导体生态里，，不仅仅不仅仅

需要芯片玩家需要芯片玩家，，还需要软还需要软

件玩家件玩家，，包含中间件包含中间件、、操操

作系统作系统、、信息安全提供信息安全提供

商商，，以及国内不同算法的以及国内不同算法的

提供商提供商。。

““

2 汽车芯片业可能受疫情冲击

3 汽车芯片发展面临多重难题

5 未来几年将是宝贵窗口期

4 车企和芯片企业的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