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PEA 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 

行业简讯  

 

二〇二二年第七期           7 月 22 日 

协会办公室编印                 （总第 404期）               （行业内交流） 

 

内 容 提 要 

行业动态 

☆  第十届中国半导体设备年会会议议程和展示会参展商名单 

协会动态 

☆  《2022 年中国电子专用设备新产品汇集》征稿（8 月 30 日截止） 

☆   8 月 30 日前填报 2022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报表 

会员动态 

☆  睿励：12 吋高精度光学缺陷检测设备交付用户 

       ☆  上海精测半导体：光学关键尺寸测量设备顺利进入量产生产线 

☆  捷佳伟创：迎来首台套量产型钙钛矿电池核心装备出货 

☆  中微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预计增长约 47.1% 

☆  北方华创：上半年营业收入预计增长 40%以上 

市场动态与预测 

☆   SEMI：2022 年全球半导体设备总销售额有望达到 1175 亿美元 

☆   2022 年 1-6 月中国大陆 13 类主要半导体设备进口情况 

☆   2022 年 1-6 月中国大陆 SMT 自动贴片机进口情况 

新会员 

☆   北京烁科精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   西湖仪器（杭州）技术有限公司 

☆   无锡恒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安徽云翼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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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第十届中国半导体设备年会会议议程和展示会参展商名单 

主办单位： 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 /半导体设备分会承办 

高峰论坛 
地点：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B 馆 1 楼 A 区） 

时间：8 月 21 日 08:40-18:10 

时间  内    容 

08:40-09:05 主持人致欢迎辞、领导讲话、吴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讲话 

09:05-09:20 

无锡高新区营商环境介绍 

崔荣国 无锡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书记、无锡市新吴区党工委书记 

09:10-09:40 

智能时代背景下的仪器设备技术 

储君浩 中国科学院院士 

09:40-10:10 

半导体制程工艺与装备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王序进 院士 深圳大学微电子研究院&半导体制造研究院院长 

10:10-10:30 茶歇与成果展示交流 

10:30-10:50 

半导体设备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王 晖 博士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0:50-11:10 

国产半导体设备进程 

张汝京 博士 积塔半导体公司执行总裁 

11:10-11:30 

原子级工程：原子层沉积技术的展望 

黎微明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 

11:30-11:50 

国内半导体产能的快速提升将面临设备供给的挑战 

宋维聪  上海陛通半导体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12:00-13:10 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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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3:30 汽车芯片生产线的配置需求    李晋湘 华大半导体总工、上海积塔半导体董事 

13:30-13:50 

设计制造一体化良率解决方案 后摩尔时代的创新机遇 

俞宗强 博士  东方晶源微电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 

13:50-14:10 

锐意进取满帆前行的国产大硅片 

李炜 博士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14:10-14:30 新形势下半导体设备市场的思考     徐 来  ASM 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14:30-14:50 国产薄膜设备的挑战和机遇         张孝勇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4:50-15:10 

聚焦先进前道工艺应用，提高国产光学测量和检测设备的竞争力 

杨 峰 博士 睿励科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15:10-15:30 集成电路 CMP 装备国产化进展       王同庆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5:30-15:50 茶歇与成果展示交流 

15:50-16:10 后摩尔时代之键合技术发展与应用    周谦光  苏州芯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6:10-16:30 

原子层沉积工艺和设备开创超摩时代新维度  

聂 翔   青岛四方思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16:30-16:50 

荷兰 NTS 集团简介–半导体设备中的高精密运动模组 

靳路山  荷兰 NTS 集团 - 莱腾仕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16:50-17:10 

苏科思 UPSS 高端半导体精密运动系列产品解决方案 

曾 旭 博士  亚太区半导体事业部副总裁/江苏集萃苏科思科技有限公司 

17:10-17:30 

新一代半导体前道量测设备赋能 Fab 竞争力 

张雪娜 博士 深圳市埃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CEO/创始人 

17:30-17:50 半导体设备发展趋势：助力工厂智能化制    邱崧恒 无锡芯享首席战略发展官 

17:50-18:10 中国半导体设备回顾与展望      金存忠  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18:10-18:25 机动 

18:25-20:30 晚餐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1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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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与半导体设备产业链联动发展论坛 
地点：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B3 馆 A 区） 

                     时间：8 月 22 日 08:50-17:30   (12:00-13:00 自助午餐) 

09:00-09:20 

把握机遇、提升实力，助力半导体专用清洗设备的发展 

牛沈军  北京华林嘉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9:20-09:40 

MTJ（磁隧道结）的组合刻蚀方案及其拓展应用 

胡冬冬  江苏鲁汶仪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9:40-10:00 ALD在先进工艺节点的应用    陈新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0:00-10:15 茶歇与成果展示交流 

10:15-10:35 

直击半导体行业痛点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 

于承东 上海仙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总经理  

10:35-10:55 

深磨核“芯”技术，打造国产化非接触检测装备 

张 旭  江苏集萃华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测量机事业部总经理 

10:55-11:15 

半导体贴合固晶设备的国产化 

宋永琪 日东智能装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11:15-11:35 

凯世通国产化离子注入机—0719 更新 

陈克禄 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1:35-11:55 

半导体量测检测设备国产化现状、挑战与机遇 

刘世元 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13:10-13:30 

集成电路先进封装工艺及装备关键技术研 

叶乐志 博士 北京中电科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3:30-13:50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中的关键参数控制 

汪志勇 专家  梅特勒·托利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市场专家 

13:50-14:10 先进的半导体参数测试技术及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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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咏梅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半导体行业开发经理 

14:10-14:30 

半导体先进封装技术特点及系统节能策略 

霍金鹏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管理中心总经理   

14:30-14:50 

半导体级国产臭氧发生器产业化进展 

王振交 苏州晶拓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14:50-15:10 

先进半导体洁净厂房建造技术分析 

陆 晶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上海分院院长 

15:10-15:25 茶歇与成果展示交流 

15:25-15:45 

半导体工厂超纯水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技术探讨 

张学良  江苏中电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15:45-16:05 演讲题目待定     赵 庆 摩尔精英产品工程副总裁 

16:05-16:25 

半导体薄膜设备国产化之路的机遇与挑战  

陈 浩 上海陛通半导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销售副总裁  

16:25-16:45 

高效电性参数测试：芯片设计与设备协同提升良率 

陆梅君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6:45-17:05 

国产半导体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纳米定位运动平台应用 

吴立伟 上海隐冠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7:05-17:25 

复合机器人助力半导体封测企业实现智慧生产 

徐 义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工厂事业部总经理 

17:25-17:30 机动 

 

专题二   半导体设备核心零部件配套新进展专题论坛 
地点：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B1 馆） 

                    时间：8 月 22 日 08:50-12:10   (12:00-13:00 自助午餐) 

09:00-09:20 国产化晶圆传送设备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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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坚 泓浒（苏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兼首席技术官 

09:20-09:40 

魏德米勒在半导体行业的应用 

张 奕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高级业务发展经理 

09:40-10:00 

原子层沉积技术应用于半导体核心零部件的优势 

刘春亮 青岛四方思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10:00-10:10 茶歇与成果展示交流 

10:10-10:30 

演讲题目待定 

朱培文  江苏神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10:30-10:50 

世伟洛克洁净链与 ALD 阀创新技术 

刘世玲  世伟洛克（上海）流体系统科技有限公 半导体行业经理   

10:50-11:10 

先进陶瓷材料及零部件在泛半导体设备中的应用 

刘先兵 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1:10-11:30 

数字光刻机的研究进展及技术挑战 

李世光，无锡影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影速集成电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规划中心总监 

11:30-11:50 

半导体设备用流量计的介绍 

杨长林 东京计装株式会社/东京计装（北京）仪表有限公司 

11:50-12:10 

SiC 离子注入机情况介绍及对于后续发展的一些思考 

罗才旺 北京烁科中科信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专题三  化合物装备与材料专题论坛 
地点：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B3 馆 C 区） 

                   时间：8 月 22 日 08:50-12:05   (12:00-13:00 自助午餐) 

08:40-09:05 

8吋向下兼容，ICP与 CCP刻蚀整体解决方案 

张轶铭  博士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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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5-09:25 

化合物半导体如何推动国产设备快速发展 

叶国光 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副总 

09:25-09:45 

自主创新打造中国先进 ALD 技术与装备 

吴 飚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事业部总经理 

09:45-10:00 茶歇与成果展示交流 

10:00-10:20 

中微 MOCVD 装备解决方案，助力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 

胡建正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MOCVD工艺技术总监 

10:20-10:40 智能平坦化工艺        钱小飞  北京烁科精微电子有限公司高级技术经理 

10:40-11:00 

特种石墨在半导体技术中的应用简介 

曾安生 上海摩根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中国区技术销售经理 

11:00-11:20 

支撑化合物半导体产业高速发展-中晟光电公司 PD MOCVD 设备方案 

李 鹏  中晟光电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11:20-11:40 

用 MOVPE 生长的新型 GaN 异质结结构及其应用 

程 凯 苏州晶湛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1:40-12:00 

投行助力中国化合物半导体发展 

刘宇佳 华泰联合证券，TMT 行业组保荐代表人、副总监 

 

专题四   半导体设备与核心零部件产业投资论坛 
时间：8 月 22 日 13:10-18:10  地点：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B3 馆 C 区） 

13:10-13:25 

海宁，一座泛半导体产业见形之城 

王一鸣 海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3:25-13:45 

演讲题目待定 

兴业证券 

13:45-14:05 

半导体供应链需求之中微视角 

杜志游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和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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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14:25 

后疫情下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和投资策略思考 

王汇联  广东南海半导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4:25-14:35 茶歇与成果展示交流 

14:35-14:55 投资新片区 引领新发展  唐晓斌上海金桥临港综合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4:55-15:15 

半导体投资：忽“冷”忽“热”间的平常心 

祁耀亮 元禾璞华同芯（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总经理 

15:15-15:35 资本助力下的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回顾及展望    杨绍辉  光大证券首席分析师 

15:35-15:55 

中国半导体装备产业链投资的思考与践行 

于大洋  北京诺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15:55-16:15 

新局势下中国半导体设备发展现状与趋势 

陈跃楠 爱集微咨询（厦门）有限公司 集微咨询咨询业务总监 

16:15-17:00 
圆桌对话—《科创三周年》三生万物之-芯挑战和芯征程 
主持人：季宗亮  季华资本创始人 

        中国半导体设备与核心部件展示会参展单位（初稿） 

时间：8 月 20 日-22 日       地点：无锡太湖博览中心 B3 馆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京创先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奥威赢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烁科中科信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弘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睿励科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陛通半导体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雷博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和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果纳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恒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沃特塞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阿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东京计装（北京）仪表有限公司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安徽辅朗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八匹马超导科技有限公司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施耐德自动化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致真精密仪器(青岛)有限公司 

中科九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为华新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胤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梅特勒托利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林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摩尔精英 

上海中艺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芯和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邦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日氟荣高分子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利满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上海鹏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瀚艺冷冻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微崇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赛美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新阳硅密(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哥瑞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高生集成电路设备有限公司 

雷莫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隐冠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魅杰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坤长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卫利国际科贸（上海）有限公司 道同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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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临港综合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开尔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世伟洛克(上海)流体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维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苏科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德怡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华科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津上智造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南京中安半导体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卓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芯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晶拓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杰玛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劳士领工程塑料(苏州)有限公司 卓尔半导体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新美光(苏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泰拓精密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芯睿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航菱微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昆山上善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德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艾微普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庆鑫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厚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兴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浙江欣奕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道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景焱智能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四方思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博雷电气有限公司 江西汉可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创机电一体化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诺一精密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晟鼎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埃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日东智能装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山木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 DigitalChina 

先进微电子装备(郑州)有限公司 陕西三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德国霍廷格电子有限公司 西安威思曼高压电源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海宁市人民政府 无锡高新区 

※※※※※※※※※※※※※※※※※※※※※※※※※※※※※※※※※※※※※※※ 

协会动态 

《2022 年中国电子专用设备新产品汇集》征稿（8 月 30 日截止） 

由我协会编印的《2022 年中国电子专用设备新产品汇集》（以下简称：新产品汇集），

征稿工作将在 8 月 30 日截止，新产品稿件发到协会专用邮箱 （cepea2017@qq.com）。

8 页广告已全部订出。 

会员单位刊登新产品是免费的（普通会员 2 项、理事单位 4 项、理事长单位 6 项），投

稿要求请登陆协会网站 9 月底前完成校对，10 月交付印刷发行。每家会员单位赠送 2 本

《2022 年中国电子专用设备新产品汇集》，如有特殊需要的可和协会联系。 

 

8 月 30 日前填报 2022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报表 

根据协会今年工作的安排，请各会员单位于 8 月 30 日前填报《2022 年上半年电子

专用设备行业主要经济指标表》和《2022 上半年产品产销情况分类表》，发送邮件到协会

办公室（E-mail:cepea_vip@126.com）。 

1、半年报表也可登陆协会网站（www.cepea.com），点击报表栏目下载半年报表。 

2、为保护企业的利益，协会只公布行业汇总的数据，不公布每个单位的具体数据。 

3、中国电子专用设备行业 2022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报告将刊登在第九期行业简讯上。 

mailto:发到协会专用邮箱%20（cepea2017@qq.com
http://www.cepea.com，查看《协会通知》栏目。协会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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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 

睿励：12 吋高精度光学缺陷检测设备交付用户 

2022 年 6 月 8 日，睿励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励”）自主研发制造的明暗

场高精度光学缺陷检测设备 WSD300 交付国内重要客户，在晶圆制造关键工艺站点的在线

缺陷检测领域，又迈出了国产替代关键性的一步。 

睿励自主研发制造的 WSD 系列产品，是面向集成电路芯片前道工艺以及泛半导体前

道工艺（SiC、OLED、MicroLED 等）的高精度光学晶圆外观缺陷检测设备，从 2021 年 4

月首台发布以来，已累计获得近 10 台订单。目前的 WSD 机型，最高检测精度可达到

100nm，兼容 4~12 吋 wafer ，支持明场和暗场检测。 

睿励将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继续奋力前行，研发出更高精度，更高性价比的光学缺陷

检测设备，为集成电路前道工艺缺陷检测设备国产替代贡献更多的力量。 

（来自：睿励） 

 

上海精测半导体：光学关键尺寸测量设备顺利进入量产生产线 

近日，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精测半导体”）研制的光学关

键尺寸(OCD)测量设备 EPROFILE 300FD，再度通过关键客户 28nm 工艺验证，顺利进入

量产生产线并全面投入使用，获得多家客户高度认可。 

光学关键尺寸(OCD)测量设备是半导体先进制程所必需的关键设备，上海精测半导体

对标业界最高标准，相继完成了包括设备硬件系统、软件算法、稳定性动态补偿、在线

matching 校准、工艺应用等在内的多项高难度技术攻关，开发出了国内独有、具备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光学关键尺寸（OCD）测量设备。该测量设备的核心部件-RCRC 全穆勒椭偏

光谱测头、高稳定性整机平台及工业级电磁场仿真平台软件均实现自主国产化，同时研发

攻关过程中不断迭代升级形成的技术 know-how，极大地提高了 OCD 信号质量、信号求

解的鲁棒性和稳定性，使之能够满足半导体前段制程客户的严苛要求。 

该设备的成功应用不仅填补了国内半导体测量设备领域的空白，也使上海精测半导体

成为现阶段国内在此领域唯一成功应用于客户大生产线的 OCD 量测设备供应商。 

（来自：上海精测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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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佳伟创：迎来首台套量产型钙钛矿电池核心装备出货 

近日，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佳伟创”）又迎来一

个标志性的事件，代表太阳能电池最新前沿技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生产的关键量产设备

“立式反应式等离子体镀膜设备” (RPD)通过厂内验收，将发运给客户投入生产。 

这台设备是由捷佳伟创引进台湾的博士团队在原有日本住友 (Sumitomo Heavy 

Industry, SHI)技术平台上进行授权设计并持续研发、制造、销售的一款面向钙钛矿电池的

大面积量产型生产设备，具有多项的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产设备在这一领域中的空

白，这也为新时代的光伏技术提供了更可靠的装备保证。 

（来自：捷佳伟创） 

 

北方华创：上半年营业收入预计增长 40%以上 

7 月 12 日，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

度业绩预告。 

2022 年上半年，受下游市场需求拉动，公司电子工艺装备及电子元器件业务进 展良

好，销售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50.5 亿

元-57.7 以上，同比增长 40%-60%。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7.1

亿元-8 亿元到，同比增长 130%到 160%。 

（来自：北方华创） 

 

中微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预计增长约 47.1% 

7 月 6 日，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 2022 年

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19.7 亿元，同比增长约 47.1% （2021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13.4 

亿元，同比增长约 36.8%）； 新增订单约 30.6 亿元，同比增长约 62%。 

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2 亿元到 4.8 亿元，同比增

加 5.89%到 21.02%。 

（来自：中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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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与预测 

SEMI：2022 年全球半导体设备总销售额有望达到 1175 亿美元 

美国加州时间 2022 年 7 月 12 日，SEMI 在 SEMICON West 2022 Hybrid 上发布了《年中

总半导体设备预测报告》。报告指出，原始设备制造商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全球总销售额预计

将在 2022 年达到创纪录的 1175 亿美元，比 2021 的 1025 亿美元增长 14.7%，并预计在

2023年增至 1208亿美元。 

前端和后端半导体设备市场都在为全球增长做出贡献。晶圆制造设备领域包括晶圆加

工、晶圆制造设施和光罩/掩模设备，预计将在 2022 年增长 15.4%，达到 1010 亿美元的新

行业记录，2023年将增长 3.2%，达到 1043亿美元。 

对 memory 和 storage 的强劲需求继续推动今年的 DRAM 和 NAND 设备支出。DRAM 设备市

场将在 2022 年率先扩张，预计增长 8%，达到 171 亿美元。NAND 设备市场预计今年将增长

6.8%，达到 211亿美元。DRAM和 NAND设备支出预计在 2023年分别下滑 7.7%和 2.4%。 

在 2021 飙升 86.5%之后，预计 2022 年封装设备市场将增长 8.2%至 78 亿美元，2023 年

将小幅下降 0.5%至 77 亿美元。由于对高性能计算（HPC）应用的需求，预计 2022 年半导体

测试设备市场将增长 12.1%至 88亿美元，2023 年将再增长 0.4%。 

从地区上看，预计 2022 年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韩国仍将是前三大设备买家。预计中

国台湾将在 2022年和 2023 年重新占据榜首位置，其次是中国大陆和韩国。 

（来自：SEMI中国） 

 

2022 年上半年 13 类主要半导体设备进口情况 

7月 20日，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公布了 2022年上半年 13类主要半导体设备进

口 17804 台，同比减少 15.4%，进口金额 84.17 亿美元，同比减少 2.3%。 

上半年，化学气相沉积设备(CVD)和等离子体干法刻蚀机进口额仍然是进口额最大的二

类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占 13 类主要半导体设备总额的 46.6%。 

上半年，硅单晶炉进口额增长最快（156%），离子注入机、化学机械抛光机和分步重复

光刻机进口额增长率都超过 30%以上。上半年，从荷兰进口的分步重复光刻机进口额同比增

长 49.7%，占进口总额的 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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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6月 13类主要半导体设备中国大陆，进口数据表 

2022年 1～6月化学气相沉积设备进口发货地情况表 

 新加坡 韩国 美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其它 

数量(台) 195 112 239 143 50 125 

进口额  (万美元) 81354.0 35111.4 25086.8 23165.5 15129.8 19024.9 

2022年 1～6月化学气相沉积设备进口收货地情况表 

 江苏省 安徽省 上海市 北京市 湖北省 其他 

数量(台) 321 103 88 52 51 249 

进口额  (万美元) 50098.6 33390.1 20108.7 19458.1 17957.3 57859.7 

排

序 

税则号 
8486 

设备名称 

进口量（台） 进口金额(万美元) 

2022年

1-6月 

同比增

长% 

2022年 

1-6月 

同比增

长% 

1 2021 化学气相沉积设备(CVD)  864 21.4% 198,872.44 13.6% 

2 2041 等离子体干法刻蚀机 785 19.0% 193,327.61 17.6% 

3 2010 氧化、扩散、退火及其它热处理炉 909 -4.7% 93,825.21 -5.7% 

4 2031 分步重复光刻机 140 35.5% 81,247.82 32.4% 

5 4022 引线键合机 9629 31.5% 59,845.16 -7.1% 

6 2050 离子注入机 225 43.3% 56,388.19 49.6% 

7 2022 物理气相沉积设备(PVD) 375 11.6% 53,029.46 17.6% 

8 1040 化学机械抛光机(CMP) 228 23.2% 32,878.68 33.0% 

9 4031 集成电路工厂专用自动搬运机器人 3265 106.8% 24,985.70 4.7% 

10 1020 研磨机 528 105.4% 19,017.63 23.1% 

11 1030 切割设备 642 34.0% 14,138.88 -3.1% 

12 1010 硅单晶炉 81 32.8% 7,286.47 156.0% 

13 4021 塑封压机 133 28.5% 6,902.16 -5.8% 

 
 总   计 17804 -15.4% 841,745.4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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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6月等离子体干法刻蚀机发货地情况表 

 日本 美国 马来西亚 中国台湾 韩国 其它 

数量(台) 169 286 54 86 87 103 

进口额  (万美元) 51109.4 39350.9 37748.0 24694.0 23063.8 17361.5 

2022年 1～6月等离子体干法刻蚀机进口收货地情况表 

 江苏省 北京市 上海市 安徽省 湖北省 其他 

数量(台) 291 64 88 64 88 190 

进口额  (万美元) 43481.7 29302.1 27276.8 24707.1 17180.1 51379.6 

2022年 1～6月氧化扩散炉发货地情况表 

 日本 美国 新加坡 德国 韩国 其它 

数量(台) 521 144 52 46 53 93 

进口额  (万美元) 49249.7 27642.1 9783.3 4283.6 1610.5 1256.1 

2022年 1～6月氧化扩散炉收货地情况表 

 安徽省 北京市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其它 

数量(台) 137 136 216 107 103 210 

进口额  (万美元) 22465.1 17232.7 13509.2 10336.0 7263.9 23018.3 

2022年 1～6月分步重复光刻机发货地情况表 

 荷兰 日本 美国 韩国 德国 其它 

数量(台) 42 78 7 2 3 8 

进口额  (万美元) 63683.0 16658.2 657.2 128.2 71.8 49.43 

2022年 1～6月分步重复光刻机收货地情况表 

 安徽省 江苏省 山东省 广东省 浙江省 其它 

数量(台) 13 69 3 5 7 43 

进口额  (万美元) 36397.1 27209.4 4272.5 3100.5 2551.6 7716.9 

（数据来自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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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 SMT 自动贴片机进口同比减少 28% 

7 月 20 日，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公布了 2022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 SMT 自动贴片机

进口 8383台，进口金额 11.23亿美元，同比分别减少 28.4%和 28.0%。 

2022年 1～6月中国大陆进口自动贴片机发货地情况表（进口额前十位） 

2022年 1～6月中国大陆进口自动贴片机收货地情况表（进口额前十位） 

（数据来自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 

新会员 

北京烁科精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会员证号：09251 

法定代表人: 景  璀     总经理：李  婷 

该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是集成电路化学机械抛光机。该公司 2022年完

成销售额 2.23亿元。公司现有职工 187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70人。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泰河三街 1号           邮编：100176 

http://www.semicores.com                         传真：010-5798 9219 

电话：010-5798 9213                                  E-mail: hao.dai@semicores.com 

 发货地 数量（台） 同比增长 金额（万美元） 同比增长 

1 日本 5983 -29.2% 77393.6 -31.3% 

2 马来西亚 462 -7.2% 12479.4 2.8%
 

3 韩国 1541 -31.8% 11518.0 -29.4% 

4 德国 198 -22.0% 4252.9 -36.2% 

5 荷兰 77 6.9% 3178.7 -10.7% 

6 其他地区 122  3456.1  

 收货地 数量（台） 同比增长 金额（万美元） 同比增长 

1 广东省 4588 -38.7% 50238.0 -37.4% 

2 上海市 1500 33.0% 17393.1 6.2% 

3 江苏省 993 -11.3% 17377.5 -15.5% 

4 重庆市 320 41.0% 6317.6 8.5% 

5 湖南省 147 488.0% 3161.9 469.8% 

6 其他省市自治区 835  17790.6  

http://www.semico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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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仪器(杭州)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证号：09252 

法定代表人: 景  璀     总经理：李  婷 

该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公司专业从事半导体设备的研制和销售，主要产品是集成电

路晶圆剥离设备。该公司预计 2022年完成销售额 218万元。公司现有职工 14人，其中工

程技术人员 8人。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云梦路 1号 1幢 601室           邮编：310024 

电话：0571-8707 8798                              E-mail: liudongli@westlakeinst.com 

无锡恒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证号：09253 

法定代表人: 唐  蓉     总经理：王  敏 

该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是特气系统设备和化学品系统设备。该公司预

计 2022年完成销售额 3.2亿元。公司现有职工 2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120人。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 599号 1号楼 20楼           邮编：214063 

http://www.wxhengda.com.cn                    电话：0510-8520 0288 

 E-mail: coco.lu@ wxhengda.com.cn 

安徽云翼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会员证号：09254 

法定代表人: 江业云     总经理：王耀明 

该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是高速精密异形件智能插装机。该公司今年预

计销售额 4800万元。公司现有职工 5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30人。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颖州袁集镇合肥大道 13号阜阳复旦创新科技园 10号楼科研中心 

邮编：236500                                       http://www.unikcon.com 

电话：136 0569 0549                            E-mail: yeyun_jiang@ unikcon.com 

 

 

 

 

 

协会通信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 C座 001     邮编 ：100036 

电 话：(010)68860519                   传 真：(010)68865302 

http://www.cepea.com                            E-mail: bgs@cepea.com 

http://www.wxhengda.com/
http://www.unikcon.com/
http://www.cepe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