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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简介 

集成电路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

导性产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

度融合的核心与基础。南京地处中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经济圈核

心，具有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电子产业基础扎实、政府重视等

优势。目前，南京已经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检测和

配套材料等一系列较为完善的产业格局。结合国务院发布的“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南京市制定了加快推进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意见，确定了打造国内知名的“金陵硅谷”的发展目

标，以集成电路设计为核心，封装测试、材料、生产设备和相关

配套服务等环节为支撑，通过重点建设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引进

和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形成一批特色优势品牌产品，将南京

打造成为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集聚区。在集

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设备研发生产等龙头企业和机构的推

动下，发起成立了南京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以促进行业健康、

稳定、快速发展。 

 

协会名称：南京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 

英文译名：Nan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Association  

协会网址：www.njicia.com 

协会邮箱：njicia@126.com 

协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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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成员单位名录 

 

序号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箱 

理事长单位 

0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十五研究所 
高涛 曹杨 86858681 cyfzb@nedi.com 

秘书长单位 

02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王潇 李萍 15861828095 172947990@qq.com

副理事长单位 

03 东南大学微电子学院 孙立涛 徐申 13851718872 xus@seu.edu.cn 

04 南京大学微电子学院 李丽 张娉 18951679291  

05 南京紫光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李力游 李刚   

06 江苏沁恒股份有限公司 王春华 张轶琼 52638379 zyq@wch.cn 

07 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杨琨 余强 18626457140
yuqiang@microne.co

m.cn 

08 南京美辰微电子有限公司 邓青 王萍 15366006851

Deng.qing 
@magnichip.com；

wang.ping 
@magnichip.com

09 
南京江北集成电路研究所有限
公司(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
心(icc) 

时龙兴 陆春艺 18251903795 luchunyi@icisc.cn

10 
南京光电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南京新港） 

万舜 缪卫 13813361856 mayo.w@foxmail.com

11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陈燕 严培青 13814105305 njlgypq@sohu.com

12 南京通华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姜涛 茆红梅 18013897319 jtpl@163.com 

13 江苏芯艾科半导体有限公司 王刚 王晓艳 13851519534 6329017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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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南京誉葆科技有限公司 孙毅 黄一津 13913847568
youbest_hyj 
@163.com 

理事单位 

15 南京拓品微电子有限公司 耿益飞 邓勤 13951876878
dengqin696 
@163.com 

16 南京沃天科技有限公司 赵建立 李静文 15951660559 2851873299@qq.com

17 
南京邮电大学射频集成与 
微组装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 
郭宇锋 蔡志匡 15380893399 whczk@njupt.edu.cn

18 江苏英特神思科技有限公司 徐波  13951996661
Xbo 

@intellisense.com

19 江苏利鼎微系统有限公司 何书专 施云飞 13337830209 hsz@nju.edu.cn 

20 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孙晓峻 马晓菲 18305198972
sxj@lenli.com.cn；

18305198972@163.co
m 

21 江苏新创光电通信有限公司 姜小春 周志祥 13851612927
13851612927 
@126.com 

22 南京芯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王正勇 席菲 025 86872836
xifei@chipower.com.c

n 

23 南京国博电子有限公司 杨磊 郭敏 13815854435 guo.min@gbdz.net

24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杨振峰 章佳伟 15720808289 1126673440@qq.com

25 
东南大学射频与 

光电集成电路研究所 
王志功 徐建 13305198926

xujian318 
@seu.edu.cn 

26 
江苏东大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胡晨 陈慧 13813946845 chenhui@seuic.com

27 江苏文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杨杰 杨玲芳 18913300136 2195459284@qq.com

28 展讯半导体（南京）有限公司  何江 15205178078
John.he@spreadtrum.c

om 

会员单位 

29 南京奥敏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栾海林 栾海林 13770790738 njamst@126.com 

30 南京派爱电子有限公司 洪德杰 吴敏 02585553979 hdj@njpaiai.com 

31 
苏州智浦芯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杨全 蔡婷婷 13951077824
Ttcai 

@chiplink-tech.com

32 南京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高琪 徐峰 13809045189 njgx@njgx.net 

33 
江苏东大通信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缪开济 缪开济 13382065712

Kjmiao 
@seu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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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南京梧桐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颜夕宏 刘丹

13914704915
 

yanxh@indusic.com 

35 南京矽志微电子有限公司 徐建 王巍巍 13605158709
wangwiwi@sino-chip.

com 

36 南京安珈源电子有限公司 赵胜男 邹慧敏 84647685 
Hmzou 

@anaenergy.com 

37 
江苏博纳雨田 

通信电子有限公司 
叶松 尹莉 58821340 li@bonarf.com 

38 南京国盛电子有限公司 金龙 夏灿明 13337739333  

39 南京矽邦半导体有限公司 穆云飞 李晓玲 58130965 
lynn.li 

@microbonding.cn

40 南京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肖时茂 李丽 68517780 lili@csm-ic.com 

41 南京聚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欣延 沈文卿 13951639963 123491015@qq.com

42 
南京锐越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檀聿麟 连维重 83600115 

Lianweizhong 
@radiawave.com 

43 
南京中科凯路威物联网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彭泽忠 徐瑶 13515104226 yaoxu@kiloway.com

44 南京裕创塑模有限公司 殷伟理 殷伟理 18912929696 weili_yin@163.com

45 南京天易合芯电子有限公司 王昕宇 林爱军 13401978969
Johnny.lin 

@tianyihexin.com

46 
南京瑞合芯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王旭 王旭 13655298709  

47 
南京丰泰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谢作龙 李焕焕 13951676248 380564223@qq.com

48 
南京国睿中数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清 杨秀侠 13770811617

Yangxiuxia 
@china-dsp.com

49 
南京中科新达加速器 

有限公司 
顾建伟 代良生 18012920102 554511786@qq.com

50 
南京德睿智芯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保宁 滕蓉 17721539995

tengrong@deruicore.c
om 

51 
江苏星宇芯联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厚军 徐婷 025-86650245 leafy@sightion.com

52 
南京龙渊微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陈勇 陈勇 52124290 

Andychenyin 
@163.com 

53 南京泽延微电子有限公司 韩泉栋 沈晓亮 13851790803 sxl@super-ic.com

54 南京贝科森微电子有限公司 严媚 卢静 15195774260
Beikesenwei 
@163.com 

55 南京联台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凌华峰 凌华峰 15989988508
15989988508 
@139.com 

56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

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赵振元 陆延磊 1395 1086 031 luyl@edr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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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锐凌微南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斌 刘菁 13814004542  

58 江苏天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杨杰 李健萍 13951604282 461371120@qq.com

59 扬州国宇电子有限公司  解燕 0514-87581551 xy@guoyusemi.com

60 
金陵科技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陈正宇 张鹏展 18168092706 pzzhang@jit.edu.cn

61 南京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陈雪军   18851669239 wk@newstaret.com

62 南京天矽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程忆宁 13813840617 330762670@qq.com

63 
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

李鹏
 

徐蓉
 

18963616942
xurong@linkosemi.co
m 

64 
南京禅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汤卫兰
刘加美  

13814006081
liujiamei@shine-ic.co
m 

65 
南京扬贺扬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廖炳隆 范曾轶 13524693015 zy.fan@heyangtek.com

66 南京绿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廖运建 雍婷婷 13851992193 574554052@qq.com

67 南京卓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春丽 王春丽 13951933145  

68 南京陆加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薛玉兵 薛玉兵 13584094153  

69 南京芯元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侯斌 杨永亮 18912990888 ylyang@dspsemi.com

70 
南京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

司 
 王宇 13951624083 

yu.wang@silergycorp.c
om 

71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公司 
蔡显中 陈谦 18005150598 jacy.nj@ctsfreight.com

72 南京汇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陈德华 陈德华 18951951230
andy.chen@htesting.co

m 

73 创意电子（南京）有限公司  徐雅慧 17826089760
Yahui.hsu@guc-asic.c

om 

74 南京异或科技有限公司  陈玉航 025-89692312 cyh@excl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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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524 号 

电话：025-86858681 

传真：025-86858333 

联系人：曹杨 

邮箱：cyfzb@nedi.cn 

网址：www.nedi.cn 

企业概况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成立于 1958 年，是

国家军工骨干研究所，主要从事固态功率器件与射频微系统、光

电显示与探测器件的研发和生产，研制的核心芯片、关键元器件

广泛应用于载人航天、雷达、预警探测、指挥控制、通信、卫星

宇航等领域。拥有砷化镓微波毫米波单片集成电路和多芯片模块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科技部平板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

新型传感材料及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

和发展，五十五所拥有了国内一流的科研生产设备和配套设施，

具备了雄厚的科研生产和技术开发实力，已经形成了射频电子和

功率电子两大支柱产业，建立了从外延材料到器件再到模块，一

代、二代、三代半导体从设计、制造、测试、封装及可靠性的完

整产品链，实现关键元器件的自主可控、特别是在化合物半导体

微波功率器件与集成电路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地位，

有 60 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560 多项获部（省）级科技进步

奖。2016 年，五十五所实现销售收入 46 亿元，其中民品产业实

现销售收入达 22 亿元，比 2015 年同比增长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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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所抓住集成电路市场发展机遇，不断扩大硅外延片生产

能力，产线长期处于满产状态，2017 年单月销售 4-8 英寸硅外

延超 30 万片，产品供不应求，盈利能力持续提高，2017 年预计

完成 6.3 亿元销售额，创造净利润超 6000 万元。SiC 二极管产业

化工作稳步推进，1200VSiC 二极管取得单张 80 万只订单，产品

已在电动汽车充电桩领域形成批量应用，同时新建 6 英寸 SiC 芯

片产线，在国内率先实现 6 英寸 SiC 芯片的产业化能力。针对未

来 5G 领域的需求，所里研发的 2.6GHz 和 3.5GHz GaN 功率管

通过与重点客户的不断磨合，已基本满足参数要求，未来将形成

工程化应用。在手机声表器件领域，55 所打破常规，引进战略

投资者，投入资金扩大手机声表产线批产能力，同时与战略合作

伙伴共同开拓高端手机市场，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进入主流手机

市场领域。55 所还在 TC-saw、FBAR 滤波器、太赫兹高频电路

等领域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目前技术已逐步成熟并转化为应用

产品。 

55 所全资子公司南京国博电子有限公司和南京国盛电子有

限公司作为 55 所做大做强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均

实现了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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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浦口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兰花路 8 号 

电话：025-68558295 

传真：025-58287892 

联系人：李萍 

邮箱：172947990@qq.com 

网址：http://www.pkedz.com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位于南京市重点打造的国家级江北新

区核心区域，是长三角辐射带动长江中上游地区发展的重要节

点。园区规划总面积 86.72 平方公里，功能定位为“江北新区向

西南辐射的次区域中心，以先进制造业和港口物流为特色的现代

化滨江新城”，总体发展目标为“智能制造新城，产城融合新城，

田园水乡新城”。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南临长江，北倚老山，水陆交通便捷，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然生态环境优美，科创人才资源丰富，园

区公共配套完善，综合服务快捷周到，成为中外客商竞相投资的

热土。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正站在国家级新区新起点上，紧紧围绕

江北新区“三区一平台”战略定位，坚持产城港融合、以人为本、

绿色生态、智能智慧发展理念，探索产业与城市、人才融合发展

之路，建设具有产业特色鲜明和竞争优势持续的高科技产业新

城，争当江北新区发展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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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产业 

 智能制造产业，重点围绕集成电路产业，以台积电、清华紫

光项目为核心，拉长产业链，大力建设发展集成电路设计、封装、

测试、晶圆制造、存储以及医疗器械、智能机器人等智能终端产

业，努力做成千亿级规模，朝着三千亿规模奋进。先后获得了“省

集成电路产业园”、“市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称号，建成了集成

电路封装、测试和精密模具公共服务平台，集成电路产业聚集效

应初步显现。  

 

高端交通装备产业 

    高端交通装备产业，以上汽桥林基地、博郡新能源汽车、越

博新能源汽车等项目为支撑，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努力做成 500 亿级规模；依托浦镇车辆厂永宁轨道交通产业

园，积极发展城轨及动车组制造产业，努力打造 500 亿级产业规

模。 

 

新材料产业 

新材料产业，依托九思、久吾和九天等龙头企业，进一步做

强现有膜材料产业，同时向半导体材料产业拓展，拓宽与集成电

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研发生产的联系，努力做成百亿级产业规

模。 

 

综合配套 

 生产配套：水、电、气、通信、供暖、供冷、污水处理、固

废处理、港口物流、综合保税、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空气化工

产品（南京）电子气体有限公司、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

厂、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利用、七坝

港区、中燃分布式能源项目 

 生活配套：国际医院、国际学校、台湾子弟学校、人才公寓、

人才共有产权房、邻里中心、城市休闲公园、酒店、丝兰湖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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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桥林新城医院、琼花湖公园、琼花湖人才公寓、书人实验

学校、丝兰湖保障房、丝兰湖公园、智慧谷 

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概况 
  江北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基地规划面积 20 平方公里，重点打

造集成电路包括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包括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

2 个重点方向）、晶圆测试、芯片封装、成品测试、终端制造各

个环节完整的产业链，努力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预计到 2020 年，开发区集成电路产业链基本形成，建设 3

个以上产业园区，打造 4 个以上重点公共服务平台，培育 5 家以

上超100亿元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引进200家以上集成电路企业，

吸引 2 万名以上的从业人员，集聚硕士以上研发人员 3000 人以

上，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 

目前，已落户包括台积电、清华紫光、创意电子、台湾欣铨

科技、弘洁半导体、美国空气化工等在内集成电路上下游企业

150 余家。 

集成电路设计方面，创意电子股份公司将在江北新区设立集

成电路设计中心，主要从事以先进高端技术为主要发展方向的高

端芯片设计，预计 5 年内员工达到 150 人，产值超过 6 亿元；展

讯通信已在江北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总投资约 2.98 亿美元，

主要承担以 CPU、5G、移动智能终端系统及软件为核心内容的

研发工作，计划 5 年内人员规模逐步达到 1000 人。 

晶圆制造方面，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2 吋晶圆

制造项目一期总投资 30 亿美元，占地约 675 亩，主要建设 12

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此座晶圆厂规划的月产能为 2 万片

12 吋晶圆。 

测试方面，欣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C 测试项目，占地 80

亩，主要致力于半导体测试及研发相关业务。 

封装方面，南京矽邦半导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分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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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三极管、集成电路（IC）测试、封装等业务。 

产业配套方面，已落户美国空气化工、弘洁科技、帆宣等企

业提供特殊气体、包装等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服务。 

保税仓库方面，已引进中国进出口国际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泓明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众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入

园企业提供物流仓储及保税服务，保税仓目前已进入装修阶段。 

基地重点建设集成电路产业的设计、封装、测试、创客中心

四大公共服务平台。其中，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服务平台主要搭建

EDA 平台、MPW 服务，集成电路测试公共服务平台为芯片设计

公司提供测试量产前的测试方案开发、测试程序开发及小批量测

试验证，集成电路创客中心公共服务平台为园区企业及创意人员

提供产品制作方案开发、样品开发及小批量生产，培养精密模具

开发与生产工程师。 

基地建立了完善的投融资及科技金融服务配套，包括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基金、江苏省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南京市集成电路产

业基金，总规模达 3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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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微电子学院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四牌楼 2 号逸夫科技馆北 4 楼 

传真：025－83352764 

联系人：徐申 

邮箱：xus@seu.edu.cn 

学院概况 
东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承担国家集成

电路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任务，是东南大学国家集成电路人才培

养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基地是根据教育部、科技部文件（教

高[2003]2 号）精神于 2003 年 7 月批准成立的江苏地区唯一的国

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2004 年，学院开始招收工学、工程

硕士研究生；2007 年，学院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8 年，学

院在苏州研究院开始招收软件工程专业（微电子方向）硕士研究

生；2009 年，学院开始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地点设

在无锡分校。2007 年 1 月，学院承担建设的国家集成电路人才

培养基地在教育部阶段性检查中被评为优秀。2015 年，教育部

正式批准东南大学建设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全国共 9 所）。

为了更好地培养高层次微电子创新创业人才，经东南大学批准，

“集成电路学院”正式更名为“微电子学院”。 

科研特色 
微电子学院依托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东南大学国家专用集成电路（ASIC）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东南大学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研究所的雄厚教学和科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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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专兼职教师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同时学院

分别在南京、无锡、苏州建立了实验室，实现多地联合培养。此

外，学院积极聘请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授课和参与学院建设，已

和华润微电子、长电科技、南京熊猫电子集团、美国 Cadence

公司、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英国 ARM 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开

展合作办学，并建立了学生实践实习基地。 

师资队伍 
东南大学在电子与信息领域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色和优势，

拥有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雄厚师资队伍。其中：博士生导师 38

人，教授 67 人，副教授 58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863”

计划专项专家 5 人。 

专业方向 
集成电路器件与工艺；数模混合集成电路；通信与信息处理

集成电路；系统芯片与嵌入式系统等。 

升学与就业 
学院重视学生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方面的培养，特别强调学

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毕业生以扎实的专业基础

知识、较强的动手能力和良好的综合素质倍受用人单位的赞誉，

就业的主要行业包括国内外各大通信运营商、电力、国防、研究

所、国内外高技术企业、高校等，就业率达到 100%。 

科研成果 
近年来，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 1 项、省部级一等奖 6 项。拥有国

内外发明专利 300 余项，成功设计了 50 余款集成电路芯片，其

中有影响的标志性芯片有：设计了国内首款自主知识产权的 PDP

显示驱动芯片，得到了三星公司的规模采购和应用，累计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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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万颗；设计了国内首款 700V 单片集成 AC-DC 电源芯片，

打破国际垄断，已通过美的电器等可靠性考核，累计销售过亿颗；

在国内率先成功研制了 160GHz 的 VCO、280GHz 的滤波器和

360GHz 的硅基 MEMS 滤波器；研制了金融电子交易终端、系

统及其专用芯片，在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

多家银行实现了大规模推广，累计销售 20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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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微电子学院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 

电话：025-89684792 

传真：025-89684792 

联系人：张娉 

邮箱：njuvlsi@nju.con 

网址：http://ese.nju.edu.cn/ 

企业概况 
南京大学微电子学院成立于 2003 年，隶属于南大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院和国家重点学科“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研究所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江苏省产学研等科研项目

的资助下，近年来围绕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开展应用基础研

究和关键技术攻关，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片上多核处理器

（MPSoC）体系结构及实现方法；（2）可重构计算；（3）基

于平台的设计方法（Platform based Design）；（4）SoC-IP 设计；

（5）高速数字通信芯片设计等。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其中在本领域顶级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上发表文章 10 余篇；

参与撰写学术著作 2 部，译著 1 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

其中 17 项已获批准，获集成电路布图保护 1 项。 

主要业务与产品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片上多核处理器（MPSoC）体系

结构及实现方法；（2）可重构计算；（3）基于平台的设计方法

（Platform based Design）；（4）SoC-IP 设计；（5）高速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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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芯片设计等。 

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本领域顶级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上发表文章 10 余篇；参与撰写学术著作 2 部，译著

1 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其中 17 项已获批准，获集成

电路布图保护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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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紫光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南京海峡两岸科技工业园台中路 99-125 号 

联系人：李刚 

企业概况 
清华紫光以收购的展讯和瑞迪科为基础，大力发展集成电路

产业，目前该项目将打造以芯片设计为核心，产、学、研、应用

为一体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预计建成后实现产值 100 亿元以

上，就业人数 1 万人以上。项目位于浦口经济开发区三桥片区，

占地 495 亩，建筑面积 100 万平方米，总投资 59 亿人民币，分

三期建设，三年内全面开工，一期建设 25 万平方米，二期建设

30 万平方米，三期建设 45 万平方米。在产业园建设期间，协议

正式签订后展讯研发和产业化基地优先落户，3 年内累计产值不

低于 30 亿元。 

此次清华紫光集团与浦口区的合作，是按照国家整合并加快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继分别以 17.8 亿美元和 9.07 亿

美元收购了大陆集成电路设计行业排名第二的展讯通信公司和

排名第三的锐迪科公之后，还将继续加大对 IT 产业的投资力度，

在 5 年内将紫光集团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内领先的集成

电路设计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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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沁恒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雨花台区宁双路 18 号 

电话：025-52638379 

传真：025-84730778 

联系人：张轶琼 

邮箱：zyq@wch.cn 

网址：http://wch.cn 

企业概况 
 江苏沁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位于南京软件

谷核心地段，核心业务是数据传输类集成电路设计、SoC/MCU

类集成电路设计及嵌入式软件的研发和销售。目前，沁恒已拥有

一支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专业科研团队，并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专有权、软件著作权、专利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沁恒在注重

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自身品牌的建设，已在

美国、英国、德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国际商标。沁恒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

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南京(沁恒)专用集成电路芯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被认定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要业务与产品 
  江苏沁恒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网络类、USB 和

PCI/PCIE 类接口芯片以及集成上述接口的 8/32 位单片机。公司

的产品定位：专业、易用，产品主要应用于金融税控、信息安全、

物联网智能控制等领域。沁恒是国内隔离卡、单向导入产品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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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核心供应商；USB 延长、USB 转串口芯片在国内市场排前

两位；PCI/PCIE 系列接口芯片打破国外芯片垄断国内市场的局

面，成为唯一的国产芯片。 2017 年新产品 
1、集成低功耗蓝牙、zigbee 双标准和以太网有线的物联智

控 MCU 

    2、集成 USB Type-C 和 USB PD 控制器的 MCU 

获得的知识产权名称 
发明专利，ZL201310457585.5，一种适用于 5V 应用环境的

单片机等 7 项。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QH2033，BS.10500430.8 等 24

项。 

    软件著作权，沁恒 CH364 隔离卡扩展 ROM 和 WINDOWS

切换软件 V1.4，2012SR095488 等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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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8 号研发一区 1 号楼 5 楼 

电话：025-84731186   18626455710 

传真：025-84731136 

联系人：余强 

邮箱：yuqiang@microne.com.cn 

网址：www.microne.com.cn 

企业概况 
  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盟电子”）创建于

1999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模拟集成电路芯片产品研究、开发及

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的产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信息家电、

无线通信、数字通讯和网络技术等多重领域。微盟电子作为中国

电子（CEC）旗下的主要 IC 设计企业，率先通过了国家首批“集

成电路设计企业”认证，并先后获得省、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值得一提的是，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作为我们目前 大的

股东方，为企业的发展不断提供优质平台和丰富资源。 

     微盟电子致力于开发电源管理类产品、主要包括 LDO 系

列，DC/DC 系列、LED DRIVER、AC/DC 系列、锂电管理、电

压检测系列、数模混合芯片、音频功放 IC 系列等，并为电子设

备的主芯片及相关器件提供优质、稳定的电源解决方案。 

     公司 2002 年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

于 2009 年升级为 ISO9001:2008 版本。在团队建设、产品开发、

质量控制、客户服务等诸多方面获得了极大突破。我们一贯坚持

客户的需求就是公司的追求目标，以客户需求为开发起点，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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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和完善的产品平台，以帮助客户提高

竞争。 

   
主要业务与产品 
  公司主要经营电源管理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直

流转换芯片、交直流转换芯片、稳压芯片、MCU、锂电充电管

理芯片、LED 驱动芯片、电压检测芯片、音频功放等，并为电

子设备中的主芯片及相关器件提供优质稳定的电源解决方案。 

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公司现有授权专利 9 项，集成电路布图登记 58 项，注册商

标 5 项，获得多项资质认证与奖励，如：国家首批集成电路设计

企业、江苏首批高新技术企业、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江苏省

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示范创建单位、南京市重点创新技术企业、

江苏省正版正货示范单位、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示范

合格单位、南京市徐庄软件园 2012 年度企业新锐奖、中国华大

集团 2012、2013 年度 佳进步奖、2013 年度江苏省高成长型中

小企业、江苏省信用管理示范单位、南京市绿色节能电源管理芯

片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南京市 LED 驱动集成电路与系统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管理创新优秀企业、江苏省三星级数字企

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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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美辰微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江东中路 359 号国睿大厦 23F B 座 

电话：025-51829530 

传真：025-51829504 

联系人：王萍 

邮箱：wang.ping@magnichip.com 

网址：www.magnichip.com 

企业概况 
南京美辰微电子有限公司是国睿集团旗下的国内致力于高

端射频模拟芯片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依托国睿集团多年积累

的电子整机系统研制技术、丰富的科研成果、优势品牌等资源，

高起点进入电子信息相关产业，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 

    南京美辰微电子有限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的员工占员工总数

的百分之六十，且 90%以上都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博士学历

占整个芯片研发团队 10％，平均年龄不到 37 岁。公司核心团队

成员为多年在海外从事高端射频模拟芯片开发，产品定向和规划

的业界领军人物，研制开发了覆盖 LTE、WCDMA、TD-SCDMA。

标准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性能射频模拟芯片。 

    南京美辰微电子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高端射频模拟芯片的

设计和生产，其产品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包括移动通信基础设

施、军用电子、工业控制、仪器仪表、汽车、通讯设备和高端消

费类产品。目前公司拥有成熟的全球无线基站套片及成熟无线通

信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爱立信/华为/诺基亚/中兴/阿尔卡特朗

讯）、丰富的国际开拓市场经验和广泛的销售渠道、国睿集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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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资源等市场优势，具备开发国际水平的射频模拟芯片能力来

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公司能够提供如下芯片产品：对数功率检波器、RMS-DC 检

测器、高线性度通用放大器 、高线性度上变频混频器、高线性

度下变频混频器、高线性度正交调制器、高线性度正交解调器、

可控增益射频放大器、可控增益中频放大器、模数转换驱动器、

锁相环、数模转换器、模数转换器、信号链方案、定制芯片、高

端高集成度芯片。 

    南京美辰微电子有限公司以“振兴民族芯片产业”为己任，

将凭借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丰富的设计经验、精湛的研发队

伍，至诚的服务取信于客户，为用户提供多种性能更高、价格更

低、品质更优的产品，和用户一起共创无线通信产业的美好未来。 

主要业务与产品 
  主要业务：射频、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测试与服务 

  产品：功率检测器、高性能通用放大器 、宽带高性能混频

器、宽带正交调制器、宽带正交解调器、可控增益射频放大器、

可控增益中频放大器、锁相环、数模转换器、模数转换器、光通

信芯片、信号链方案、定制芯片、高端高集成度芯片。 

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1.25G 突发模式跨阻放大器、高性能双通道可控增益放大

器、高性能宽带正交调制器、高速高精度模数转换器、高性能高

集成度收发机定制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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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北集成电路研究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江北新区星火路 17 号创智大厦 

联系人：陆春艺 

电话：18251903795 

邮箱：luchunyi@icisc.cn 

网址：http://www.icisc.cn/ 

企业概况 
  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ICisC）坐落于南京江北新区核心

区，拥有平台建设、企业入驻和产业孵化载体共 4 万平方米，旨在

通过提供市场化、精准化的专业服务，从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生态，促进产业要素集聚，助力产业实力提升， 终推动南京地区

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ICisC 设立了人才培养与服务平台、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以及系统应用服务平台。人才培养与

服务重点配合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南京）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支

持其中的软硬件资源，建立本地化的工程实训中心，以高校为人才

培养主体、企业为用人需求主体、为实训落实主体，与高校和用人

单位多方合作；公共技术服务提供 EDA 中心、MPW 流片技术服务、

芯片物理实现定制开发、IP 池服务、集成电路工程验证服务、传感

器（MEMS）服务、北斗芯片测试平台、物联网测试平台；技术创

新服务通过挖掘科研院所等研究性、前沿性的先进工艺与先进设计

方法学，对接产业，服务双创、加速产业升级，促进前沿技术的产

品化和产业化，引导促进技术成果聚集转化；系统应用服务以系统

应用带动集成电路发展、以集成电路促进系统应用创新，面向 AI、

IoT、IM 系统应用领域，促进自主可控芯片产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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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光电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智路 10 号 

联系人：缪卫 

电话：85775035 

邮箱：mayo.w@foxmail.com 

企业概况 
 南京光电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南京新港高新园管委

会下属平台公司，是新港高新园从事光电信息领域技术转移转

化、产学研联合创新、高新技术投资的运营主体，亦是南京新港

集成电路设计测试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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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龙盛路 33 号 

联系人：严培青 

电话：13814105305 

传真：025-86433507 

邮箱：njigypq@sohu.com 

企业概况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旭）是在原

南京半导体器件总厂的基础上发展并壮大起来的一家国有股为

第一大股东的股份制企业。 

 南京中旭分别在2005年和2009年取得国防科工局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许可证和总装备部装备承制单位证书。现拥有总装认定

的霍尔集成电路贯军标生产线和霍尔传感器贯军标生产线各一

条，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集军用霍尔集成电路和传感器为一体的

科研生产单位。公司研制生产的军用霍尔产品为航天科技集团、

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船舶重工集团、兵器工业集团、

中电科技集团、中科院、中物院等下属一百多家科研生产单位配

套，霍尔系列产品已进入各型号工程的优选目录。 

 公司近年来逐渐加大集成电路设计的研发成本，在集成电路

的研发生产中成功申请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布图登记

专利。 

 随着国家型号工程需求的不断发展，南京中旭也不断追求科

研技术的进步，管理、组织体系的优化发展。经过公司上下员工

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在上级机关和用户的关怀下，南京中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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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霍尔器件研制、生

产和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公司一直坚持走军民结

合的发展路线，目前已成为国家定点研制、生产军用霍尔传感器

和霍尔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主要骨干企业。 

 公司研制生产的重点产品有霍尔电流传感器、霍尔电压传感

器、霍尔位置传感器以及霍尔集成电路，产品在航天、航空、舰

船等高端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70%以上，在汽车电子和工

业控制领域市场占有率目前达到 20%左右。 

 南京中旭研制的各种霍尔传感器产品性能优越，多项技术自

主创新。霍尔电流系列传感器性能已处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在航天应用的霍尔零位传感器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性能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性能优势十分显著。 

 南京中旭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霍尔元件和传感器的设计开

发，在高端产品市场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与中国航天工

业总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单位

有着长期的合作互信基础。期间还先后承担研究开发项目 13 项，

取得科研成果或奖励 8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3 项，编制国家军

用标准 1 项，发表论文 2 篇，申请专利 1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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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通华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园路 6 号 4 幢-1 

联系人：茆红梅 

电话：18013897319 

传真：025-86998106 

邮箱：evamhm@163.com 

网址：www.thx.com.cn 

企业概况 
  南京通华芯微电子有限公司是一间有特色的 IC设计公司，
坚持“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创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用
技术创新来振兴民族芯片工业。公司成立于 2005年，以小功率
开关电源为主营业务，依托自主创新的专利技术，打破了国际贸
易的壁垒，填补了国内专利技术的空白。 

主要业务与产品 
 公司以开关电源芯片的开发设计为主攻方向，全面掌握开关

电源芯片核心技术，是中国电源小功率及双芯封装领导者。研制

出多款芯片，另外还有多款革新性的产品正在开发中，申请有多

项发明专利。产品为如电视机、计算机电源、手机、等消费电子

产品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电源芯片，填补了国内空白，迫使国外

厂商相关产品价格大幅降价，使生产厂家能拥有成本大大低于国

外芯片的解决方案。成为国内开关电源 IC 主流供应商。THX 也

是国内电源响亮自主品牌。同时芯片还兼具节能的特色，节能指

标达到国际标准，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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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科技成果 
 2008 年至今，在国内独家研制出 6 款投入商用的开关电源

芯片，另外还有多款正在开发中。 

1、国内第一颗符合六级能耗标准的单片贴片装 40W 电源 IC

量产。应用于超薄电视机，手机快充。中国的电源芯片。为节能

事业、为中国电子创造贡献绵薄之力是通华芯人的奋斗目标。 

 

2、国内首颗大功率电源电池充电器数字电源控制器研发成

功，产品适用于电动车电池充电。申请有两项发明专利，将申请

国家标准。 

 

获得的知识产权名称 
 申请有 6 项国际发明专利，已经授权 4 项；1 项实用新型发

明专利；11 项集成电路布图登记。 

 



 
 

34 
 

 

江苏芯艾科半导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开发区步月路 29 号 15 

电话：025-58130966    

联系人：王晓艳 

邮箱：632901718@qq.com 

网址：http://www.acetecsemi.com/ 

企业概况 

  江苏芯艾科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致力于为

集成电路行业伙伴提供测试及各类相关服务。公司注册资本 1

个亿，建立了完整的中高端测试服务业务体系。芯艾科在南京浦

口经济开发区建立了生产基地和运营指挥部，是众多细分领域客

户的战略合作伙伴，提供规模化测试量产和定制化工程研发等服

务。 

  公司立足于国内集成电路测试设备开发、系统解决方案的专

业制造领域，以开发低成本、低功耗高端测试集成电路设备，

终实现完全替代进口为目标；不断提升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

力，力争在五年内成为国内集成电路装备行业中开发、生产、销

售、服务的领军企业。 

  公司目前投入生产的设备包括 Chroma 3380P、3360P、3360，

Teradyne Ultra FLEX、J750HD、J750Ex、IP750Ex，Acco Text 

STS8200，V93K-ATH。目前公司晶圆测试年产量 50 万片，芯片

测试年产量 15 亿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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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 
  1、工程能力 

  公司在与客户沟通后向其提供 优测试方案，高度重视客户

的产品成本控制成果，更关心包括服务周期控制、测试数据全流

程分析、产能协调、上下游企业协作便利性保障、技术开发能力

与团队建设、长期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等各类测试资源保障体系建

设。 

  公司独立开发 MES 系统，拥有专业的测试方案开发能力，

包括关键参数统计监测和报告、通过测试数据分析通电性能、故

障特征分析和报告、基于客户要求开发数据分析工具等。并通过

设备综合效率和成本性能的驾驶技术、定制的数据记录格式、顶

级探针卡维修工程团队和自主知识产权 RF 集成电路 TESTER

的开发与量产来帮助客户提升测试效率、降低服务成本。 

  2、CP 测试方案开发及量产维护能力 

  艾科拥有高速数字、混合信号探针卡的开发和布线经验，保

证客户在复杂信号环境下的测试精确度和准确度。 

  资深的探针卡维护技术，对悬臂式和垂直探针探卡的维护质

量和生命周期延拓拥有丰富经验。 

  客制化测试流程和测试数据报告格式，满足不同客户的各种

需求。 

  艾科开发的“晶圆测试自动断点接续”技术，在量产中成功

应用。保证因特殊原因在量产中中断的晶圆测试，在重新启动后

自动由上一次的中断点开始测试，避免重测整片晶圆的双标记和

时间损耗。 

  3、工程技术支持 

  艾科依托对测试、产品和应用资深的理解，借助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和 DMAIC 等工具，帮助客户在失效分析（FA)、良率

提升（Yield Improvement)、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

等过程中提供数据支持和分析图表，快速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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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动 化 生 产 流 程 整 合 。 艾 科 已 在 量 产 中 成 功 实 现 

Inline-EQC、Process Integration、Multi-Binning 等高效率流程，

显著提升出货量和 OEE。 

4、强大的射频方案工程开发与新产品验证能力 

  艾科拥有种类齐全的射频及高速数字测量测试环境，满足方

案开发的同时亦承接客户新产品 Characterization 测试，

Prototype/Engineering Sample 的 Bench Test，及数据收集。 

  可按照客户流程自行生成 Golden Unit，维护并应用于量产。 

  5、通用射频测试设备研发与产业化 

  目前艾科的 Matrix-500 测试系统已成功量产 GSM、EDGE、

TD、UMTS（WCDMA）等主流移动设备射频前端器件，涵盖

单频功放及多频多模发射模块等产品。 

  基于商用 ATE 的射频测试方案，为产能的合理配置带来巨

大的灵活性。艾科可根据 SoC 与射频产品的产能需求实现动态

并迅速的产能调整。 

  艾科可根据客户对射频产品测试的定制化需求（流程，参数，

报告格式等）进行快速的改制和量产部署。 

主要业务与产品 
  1、测试解决方案开发与工程验证：提供从集成电路设计验

证、晶圆中测、成测到低成本的测试方案设计的整套解决方案。 

  2、晶圆测试与成品测试的批量生产：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

完善的硬软件测试资源，对晶圆厂加工出来的晶圆（6 英寸-8 英

寸-12 英寸）进行产业化测试服务。 

  3、后段整合服务（晶圆测试、成品测试）：用完整的质量

保证体系和产业化测试流程对封装后的 QFP、BGA、DIP、SOP、

QFN 等封装形式的电路进行产业化测试。 

4、摄像头封盖线：目前手机市场迅猛发展，充满商机。为

此，公司增设 2 条摄像头封盖线，为手机摄像头封盖方面提供了

强大的技术支撑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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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与中科院微电子所联合开发“可扩展射频集成电路自动测试

设备”，目前已查新为国内领先产品，先后获得了高新技术产品、

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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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誉葆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园路 6 号 3 幢 

电话：025-85267551/13913847568 

传真：025-85267526 

联系人：黄一津 

邮箱：youbest_hyj@163.com 

企业概况 
    南京誉葆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微波、毫米波多功能微小

化信道组件、相控阵 T/R 组件、数字频综等软件无线电产品及

其子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成

立于 2003 年，办公场所在国家级软件产业开发园区（江苏软件

园），拥有 5000 平米独栋厂房。     

    公司从成立至今陆续被认定为国家火炬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南京市射频混合电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

站、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江苏省质量信

得过企业，并顺利通过军工资质“五证”认证。公司产品质量过

硬，从 2012 年起连续 5 年获得航天产品质量奖，并被评为航天

优秀体系成员单位，多次评为兵器电子优秀成员配套单位。 

    公司资产 1.4 亿元，产值过亿，利润额 2000 多万元，产品

市场占有率约为 7%；在军工信息电子组合企业中，客户质量信

誉第一，客户满意度第一；在民口军工企业中，拥有科技奖项、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 多的企业；在江苏省国防科工办评价中，

属于民口军工信息电子产品配套的 优企业，客户满意度和发展

前景 好。公司法人兼总经理为行业知名教授、享受国务院技术



 
 

39 
 

津贴、江苏省“333”青年学科带头人，获得航天、航空、解放

军等工程领域科技奖 20 余项，其他核心技术和管理团队成员均

来自行业知名专家，曾参与并获得过多项国家重点工程奖项。 

    公司拥有一支以重点专业院校本硕士为主的 100 余人研发

团队，专业技术带头人均具备 20 年以上的工程研究经历，在毫

米波、软件无线电、TR 组件技术以及宽带、多通道等技术领域

参与过多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多项核心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获得多项省部级奖。 

    公司建设了国内一流的微组装、电装和自动测试生产线，建

设了一条激光封焊、开帽与气密性检测等全配套生产线，建设了

机械振动和温度环境应力两个试验室，拥有 2000 平方米的十万

级净化生产车间，拥有 DC-100GHz 频谱分析仪、矢量网络分析

仪、信号源、噪声测试仪、功率计、示波器等射频测试仪表 100

多台，拥有半自动键合机、共晶烧结机、超声波点焊机、等离子

清洗机、回流焊机、激光封焊机、镭射刻标机等装配设备和 X

光测试仪、键合强度拉力测试仪等检测设备 150 多台，生产工艺

人员近 100 人，具备各种收发装置或软件与系统集成组合产品年

产 3000 套、混合集成电路及模块产品年产上万套的生产能力，

能够持续不断地为客户提供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微波、毫米波多功能微小化信道

组件、数字频综、TR 组件等软件无线电产品的研究与低成本批

产。公司现有专利 3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10 项，获得国防科技进步奖 1 项、江苏省军民结合科技创新奖 7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南京市科技进步奖 4 项。 

    公司现有产品已应用于陆、海、空、火箭军、陆航等各军兵

种中，并且配套于国家高新工程多个重点型号中，从初期的简单

收发模块，到配套军工“高大上”核心软件电子组合产品，高起

点高技术介入民用高端“5G”通信。同时介入芯片的联合设计，

建立科技园区服务，开发了民用 77G 汽车防撞收发组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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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竞争能力显著提升。 

    公司将借鉴民用汽车防撞与 5G发展思路与经验，加强微波、

毫米波信道电路混合集成设计和低成本设计水平。同时，紧跟整

机单位“十三五”发展需要，吸收消化国外先进设计理念，通过

对数字频综技术、多通道收发技术和毫米波谐波变频技术的深入

研究，将传统单一功能的雷达信道电路产品向毫米波频段、宽带

和多功能软件无线电产品方向扩展，实现国际先进水平，为多频

段、多通道、多模式通信和雷达导航的互联互通的新型毫米波数

字软件化雷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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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拓品微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石门坎 104 号现代服务大厦 D 座 5 层 

联系人：邓勤 

电话：13951876878 

传真：025-84808234 

邮箱：dengqin696@163.com 

企业概况 
  南京拓品微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由专业化团队领导的电源

管理芯片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创立于 2012 年，其业务涵盖多款

应用于手持式电子产品的中高档电源管理、AC-DC 开关电源控

制驱动、恒流/恒压控制芯片的设计、测试与销售，以及提供完

整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公司凭借多款锂电池电源充电管理芯

片，成功地推出了 TP4054-TP4057、TP83 系列等产品，在同行

业里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拓品微电子已成为手机、MP3、数

码相机、蓝牙设备、LCD 显示模组等产品中主要的供应商之一。      

公司的特点是：在产品方面立足于自行开发，以高品质、高

可靠性为目标；在企业文化方面重视人才的价值提升和调动每位

技术人员的潜力，为每位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在经营

服务方面有一组富有销售经验的队伍和非常具有电源系统设计

经验的技术支持队伍密切配合。公司的专利成果全部进行了产业

转化，2015 预计销售额 3000 万元，高端研发水平和服务处于同

行业领先水平。企业现拥有员工 30 人，大专以上学历 28 人。研

发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 60%，其中研究生 3 名，高级技术职称 1

名，中级技术职称以及职业技术资格 14 名。经验丰富的研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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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使我公司具有强劲的研发能力，并取得了 8 项知识产权成果，

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1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7 项，知识产权

均归我公司所有。公司拥有实力强劲的管理团队，研发部负责人

针对公司做整体规划和管理，既开发了多款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的同时，又开发了多款 AC-DC 电源芯片，可用于通信产品、数

码产品的各种适配器、LED 射灯、安全出口指示灯、装饰照明

灯、LED 日光灯管、阅读灯、平面光源顶灯等范围。 

主营业务及产品介绍 
 电源反转芯片系列；智能开关充电芯片系列；智能线性充电

芯片系列；AC-DC 转换芯片系列。 

获得的知识产权名称 
 1.  一种恒压恒流控制集成电路 

 2.  高性能电流模式 PWM/PFM 开关电源控制器 TP1001 

 3.  高精度恒压/恒流控制器 TP1550 

 4.  2A 开关型锂电池充电器电路 TP5000 

 5.  恒压/恒流原边反馈控制器 TP1000 

 6.  1A 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器电路 TP4056 

 7.  500mA 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器电路 TP4057 

 8.  2A 开关降压 8.4V/4.2V 锂电池充电器电路 TP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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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沃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闻莺路 5 号 

电话：025-68534202 

传真：025-84431930 

联系人：李静文 

邮箱：2851873299@qq.com 

网址：http://www.wt-tech.com 

 

企业概况 
  南京沃天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5 年 5 月，现拥有 17000

平米厂房及各类检测及生产试验设备。公司总部坐落于南京滨江

开发区闻莺路，拥有完整的可自动化规模生产的硅基压力传感器

产业化生产线，承担研发中心的中试试验线和特种传感器变送器

中试小批量生产。企业形成了完整的研发-中试-产业化批量生产

的良性格局，拥有包括中试生产和标准化生产在内的三条生产线

和一条完整的科研试验线。公司产品覆盖压力、温度、力、位移

及光电等类型传感器等近百种规格形式，年批量生产各类标准化

硅基压力传感器百万只，并且在国防事业中与 48 研究所，181

研究所，125 研究所合作生产特种传感器，研发科研项目几十项。

截至 2016 年底，公司总资产由成立初期的 60 万元增加到 5431

万元，产品覆盖工业控制、石油化工、航空航天、OEM 及相关

仪器仪表和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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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及产品介绍 
 主营业务：仪器仪表、传感器研发、制造、生产和销售；电

子元件及配件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业控制系统、真空电子

元器件设计、销售、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国内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产品介绍：主要生产压力传感器及变送器、温度

传感器及变送器、液位变送器以及压力芯体等产品。 

历年科技成果 
 智能压力变送器；智能控制器；一种屏蔽板固定装置；一种

差压测试装置；温度变送器散热片；数字压力表；平膜硅压阻式

压力传感器；扩散硅压力平膜芯体；MEMS 压力传感器；温压

复合型传感器；SW-10 传感器开关切换系统等。 

获得的知识产权名称 
 专利：差压测试装置；一种螺纹芯体；平膜压力传感器；扩

散硅压力平膜芯体；一种航插接头；钛合金芯体；芯体固定装置；

液位变送器导线密封装置；软件著作权：WT-1000 氩弧焊自动

焊接控制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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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射频集成与微组装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亚东新城区文苑路 9 号 

联系人：蔡志匡 

电话：15380893399 

传真：025-85866131 

邮箱：whczk@njupt.edu.cn 

企业概况 
射频集成与微组装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是 2015 年

12 月经发改委批准的国家、地方联合共建工程实验室。实验室

针对射频集成和微组装技术的发展前沿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

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整合南京邮电大学的技术优势、人才

优势和研发能力，以及国博与通富微电的成果转化优势、产业化

优势和市场优势，通过协同合作机制打造一个开放的、面向射频

集成技术和微组装技术的政、产、学、研高度融合的高水平工程

实验室，建立一支有竞争力的创新群体和国内外一流的研发和服

务平台，推动学科的发展，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社会贡献。 

实验室与南通市港闸区政府合作，成立了南通分实验室。分

实验室以本实验室为依托，结合港闸区重点打造的电子信息和智

慧城市产业，通过“四个平台”建设来吸引一批高层次产业化人

才，研发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产生一批带动产业发

展的科技项目，培育孵化一批新型科技型企业，助推相关产业的

发展。通过人才合作、项目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等形式开展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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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协同创新，积极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和人才支

撑。 

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射频系统与天线、通信电路与系

统、功率和射频集成、射频 MEMS 与微纳电子、射频仿真技术

与应用、微组装技术等，主要围绕上述方向开展原创性、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研究，计划在射频功率器件、射频集成模块、

小型高性能天线、MEMS 开关、微组装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性

研究成果，研制该领域前沿的射频集成产品和模块，并开展成果

转化，同时培养该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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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英特神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高新区丽新路 19 号 

电话：025-66621988 

传真：025-66621978 

联系人：徐波 

邮箱：xbo@intellisense.com 

网址：www.intellisense.com.cn 

企业概况 
  江苏英特神斯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专业开发 MEMS 设

计软件的高科技企业，是国际 MEMS 设计软件主流供应商之一。

公司的产品开发计划已被列入《江苏省高科技产业发展（841 攀

登计划）技术纲要》。MEMS 软件设计工具被国际权威杂志《Small 

Time》评为全球微米纳米 佳设计工具之一。公司与北京大学、

中科院等 10 多家单位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建立了企

业院士工作站，承担了多项国家科技部、工信部、江苏省、南京

市高科技项目。江苏省新型感知器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

单位，南京市微米纳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传感（物联）

网产业重点发展企业。建有一条 6 英寸 MEMS 传感器芯片研发

工艺线。 

主要业务与产品 
  MEMS 设计软件，MEMS 传感器芯片设计服务，MEMS 传

感器芯片加工工艺开发。 



 
 

48 
 

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软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拥有 IBM、INTEL、GE、丰田、

三星、西门子等企业客户。国内有中科院、航空、航天、兵器、

中电科技、高样等几十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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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利鼎微系统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智汇路 300 号 

联系人：施云飞    

电话：13337830209 

传真：025-84980208   

邮箱：shiyf@jsleding.cn 

网址：www.jsleding.com.cn 

企业概况 
 苏利鼎微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LED 显示、智能照明

驱动 IC 的民营企业，成立于 2012 年，获得南京市首批 321 双创

领军人才计划支持。企业于 2012 年底开始运营，落户于南京市

麒麟科技创新园。作为行业领跑者，公司在 LED 驱动芯片及各

类显示屏的研究与生产上拥有自己的专业团队和发明专利，并在

南京大学所建研究院中拥有自己的研发生产基地，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主营业务及产品介绍 
 成电路和计算机板卡系统的研发、设计、加工及销售；电子

显示屏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主要产品包括 2 款增强

型显示屏驱动芯片和 1 款高压照明驱动芯片。 

历年科技成果 
 1、“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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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4、“半导体节能器件与材料国际地方联合工程中心产业化试点企

业” 

 5、“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 

 6、“江苏省光电信息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7、“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8、“321 计划 南京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证书” 

获得的知识产权名称 
 1、发明专利-一种具有开关调光和红外线遥控 I 调光的照明

控制电路-201310297249.9 授权 

 2、软件著作权-LED 照明无线控制系统软件-2012SR100700 

 3、软件著作权-利鼎 LED 光动力医疗仪系统软件

-2012SR095989 

 4、实用新型-一种八分之一扫 LED 显示屏-2013207428181 

 5、实用新型-一种弱激光 LED 治疗仪 

 6、外观专利- 工艺 LED 显示屏（门神）-201430184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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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软件园 6 幢科研生产楼 

电话：18305198972 

传真：025-85402230 

联系人：马晓菲 

网址：www.kenli.com.cn 

企业概况 
  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南京肯立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是由科技人员在 2000 年 8 月创立的一家民营企业,是专业从

事天线与微波电路技术应用研究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15 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2016 年 8 月 12 日挂牌“新三板”。

公司现位于南京紫金山东麓江苏软件园 6 幢科研生产楼。 

公司产品划分为三个大类，即雷达与通信系统用集成化微波

模块、雷达与通信系统配套设备、雷达天线专用测试系统及其它。

产品已形成规模与系列化，分三个方向、三十类若干系列,产品

覆盖频率 DC-100GHz，应用领域涉及雷达、通信、电子对抗等

军事领域，优势产品有集成化微波与毫米波变频组件、超宽带微

波天线及天线阵列、可堆叠宽带程控交换矩阵设备、宽带电子对

抗与系统仿真类模拟设备、微波与毫米波高速智能化阵列天线测

试系统等主营业务及产品介绍 
  主营业务：微波单片集成电路；射频收发模块(T/R 组件)；

各种射频收发子系统；无线电通信设备等研发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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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科技成果 
 Ku 频段机电复合体制相控阵卫星通信系统 

获得的知识产权名称 
 发明：一种空气带状线宽带低互调一分三功分器；实用新型：

一种滤波器、卫星信标接收机、自适应消噪信标接收机、一种空

气带状线宽带低互调一分二功分器、一种空气带状线宽带低互调

一分四功分器；软件著作权：肯立信标接收机控制软件 V1.0、

肯立阵列天线开关矩阵软件 V1.0、肯立单脉冲天伺馈跟踪系统

控制软件 V1.0、肯立天伺馈跟踪系统伺服监控软件 V1.0、肯立

变频组件控制软件 V1.0、肯立阵列天线开关矩阵软件 V2.0  



 
 

53 
 

 

江苏新创光电通信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600 号谷阳世纪大厦 17 楼 

电话：025-86883489 

传真：02586883405 

联系人：周志祥 

邮箱 zhouzhixiang@jsnewcom.com 

网址：www.jsnewcom.com 

企业概况 
  江苏新创光电通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光通信产品研

制，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我公司主要专业方向是光电通信等。一直研发、生产民用、

工业、军工级别的光传输设备。公司的光传输设备以图像清晰、

传输距离远、性能稳定、超强兼容互换性、接口种类丰富、无可

比拟的性价比等的优点应用在全国各地，并每年出口 3000 多万

元，在十多年内广泛应用在大量监控、公安、大型运动会等工程

中，一直是众多业主首选。 

近年来公司已经逐渐进入到集成电路和软件领域，正在研发

各种信号转换的集成芯片，可以通过软件调整将各种信号利用单

芯片实现光传输，将极大减少光纤传输设备的设计成本。 

主要业务与产品 
光端机 

IP 传输设备 

光电转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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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1、 多业务光端机 

2、 物联网多接口传输设备 

 3、 光电转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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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芯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8 号徐庄软件园研发一区三栋三层 

电话：025-86872836 

传真：025-84808909 

联系人：席菲 

邮箱：xifei@chipower.com.cn 

网址：www.chipower.com.cn 

企业概况 
  南京芯力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HIPOWER）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由国内外有着丰富集成电路行业经验的专业人士

所创建，是中国大陆一家技术领先的模拟芯片公司。 

 CHIPOWER 主要产品为基于 CMOS、BICMOS 工艺, 线宽

0.18µm 以上的各种高效能模拟及模数混合集成电路，产品线涵

盖各种电源管理芯片、电池管理芯片、LED 背光和照明驱动芯

片、音频功放芯片等。 

 十年的集成电路行业研发基础，让 CHIPOWER 拥有 2 项注

册商标、3 项专利授权、近 50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认定，并已

建立相对完备的基于 CMOS、BiCMOS 工艺, 线宽 0.18µm 以上

的各类模拟及模数混合电路的 IP 数据库、电路工作原理图库等

电路模型库。 

 作为研发实力雄厚的设计公司，为保证产品质量，

CHIPOWER 特别注重生产制造合作伙伴的选择与稽核，并已与

国内外著名的台湾 TSMC、CSMC、富士通、长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众多生产、流片、测试厂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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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OWER 所有产品性能稳定，品质优良。 

 为进一步提升新品研发速度，CHIPOWER 已与东南大学合

作共建占地 2000 平米的市级“电源管理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而 CHIPOWER 领先的研发实力，已在国家、省市等多项

项目的成功研发中得到验证；良好的品质保证，已被十年来不断

增长的客户如 HP、DELL、MOTOROLA、PHILIPS、HUAWEI、

ZTE 等国际知名公司采用并认可，未来，必定无限好！ 

主营业务及产品介绍 
  主要产品: 电源管理芯片、电池管理芯片、LED 背光和照明

驱动芯片、马达驱动芯片、音频功放芯片、霍尔开关等 

产品应用：PC 及 PC 周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无线通

信类产品，LED 照明，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后备电源，TV，

数字高清机顶盒，PND。 

历年科技成果 
 承担国家、省、市科技项目十余项；获得南京市科技进步奖，

主要项目如下： 

 全负载电流模同步整流电源管理系列芯片 

 CMOS 音频功率控制与驱动集成电路系列芯片 

 BCD 工艺音频功率控制欲驱动集成电路系列芯片 

 基于 DPWM 技术和 BCD 工艺的高效大功率同步整流控制

芯片 

 高速数字接口输出三维动态传感加速器 IC 

 基于BCD工艺和Smart-Balance电流技术的高效高画质大屏

LCD 驱动电路 

获得的知识产权名称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超 50 项 

 发明专利一项,  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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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博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方中路 166 号 

电话：13815854435 

传真：025-38005835 

联系人：郭敏 

网址：http://www.gbdz.net 

企业概况 

南京国博电子有限公司是中国电科集团第五十五研究所控

股公司，从事射频集成电路、模块的设计、生产和销售，是国家

五部委认定的“国家规划布局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国家发改

委批准的“射频集成与微组装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共

建单位。公司是华为、中兴等一流企业的供应商，射频集成电路

产品在华为、中兴等的全球化供应链平台上与国际一流企业产品

竞争，在高端智能手机、基站中年应用量超过 1.6 亿片，改变了

进口产品垄断的局面。国博公司向着“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

射频集成电路企业发展。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射频集成电路是移动通信设备的关键元器件之一，长期是我

国移动通信产业链中的瓶颈，国博公司专注射频集成电路的设计

开发和产品产业化应用。在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多芯片模块制造

等环节已攻克并掌握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

射频控制电路、放大电路等产品已形成系列化，性能达到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水平，公司是华为、中兴等一流企业在射频集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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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领域为数极少的国内供应商，产品在华为、中兴等的全球化供

应链平台上与国际一流企业竞争，已在高端智能手机、基站中大

量应用，改变了进口产品垄断的局面，为我国通信产业链的形成

完善和安全做出了贡献。 

 目前公司开展的第三代半导体 GaN 集成电路产品的开发，

将对未来 5G 移动通信我国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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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栖霞区马群科技园金马路 9 号 

电话：025-84591048 

传真：025-84601009 

联系人：章佳伟 

手机：15720808289 

邮箱：126673440@qq.com 

网址：www.hd-mw.com 

企业概况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注册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是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代码：

002446）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及其相关组件

的设计、开发、生产与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各类微波器件、多功能微波组件、小型

分机等，产品适用于微波通信、雷达和电子对抗等领域。已成功

应用于弹载、机载、舰载、车载（地面）等多类装备平台。公司

多项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HD 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系列产品获

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多项成果荣获国家、省、市级立项扶持与奖

励。 

公司拥有一直专业扎实、朝气蓬勃的技术研发团队，截止

2017 年底，共有员工 300 余人，52%以上为研发技术人员，在

研发设计、科技创新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 

    质量就是生命，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从设计开

发、生产制造、筛选试验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质量监控，已为



 
 

60 
 

众多军工研究所、院校等单位提供了优质的配套服务，在实现产

品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的同时，还可根据用户要求

设计定制产品。 

    公司一贯秉持“诚以修身、信以立业”的企业精神，始终贯

彻“科学管理、不断进取、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质量方针，

坚持科技创新、工艺升级，立足长远发展战略，致力于成为行业

技术发展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主要业务与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各类微波器件、多功能微波组件、小型分

机和子系统等，其中微波宽带收发组件在结构小型化、模块化、

国产化、高可靠性方面已达到国内同行领先水平，产品已成功应

用于弹载、机载、舰载、车（地面）载等多类装备平台。目前，

公司正大力开展微波多功能芯片方面的研究和投入，以保持并扩

大在侦察雷达和电子对抗领域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组件的技术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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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研究所 

联系方式 
地址：玄武区四牌楼 2 号东南大学李文正楼 4 楼 

联系人：徐建 

邮箱：xujian318@seu.edu.cn 

企业概况 
  东南大学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研究所（射光所）由德国留学

回国的国务院归国定居专家王志功教授于 1997 年 10 月创立。在

国家 3 期“211 工程”、3 期“985 工程”支持下和一系列国家、

省部级项目和工业界项目支持下，经过 17 年的建设，现在拥有

10000 多平方米集成电路设计、测试实验室和工程化场地。建立

了国内外十多条以 MPW 即“多项目晶圆”模式制造的集成电路

委托加工渠道，建成了拥有 2100 万元先进仪器设备的集成电路

测试实验室。2008 年建成“江苏省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工程中

心”，2010 年建成“射频集成电路与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和“东南大学无锡传感网研究中心核心芯片实验室”。2012 建

成“南京通信国家实验室（筹）通信集成电路研究部”。已形成

的 40 多人的核心研究队伍，拥有 3 名教育部长江学者，13 名教

授和 5 名副教授，2005 年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此外有 40 多名博士生和 150 多名硕士生。17 年内承担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研究课题 9 项，863 计划研究课题 25 项，省部级研

究和产业界研究课题 50 多项，已通过多项目晶圆计划（MPW）

实现了 100 多批 1000 多种集成电路的制造和测试。有 20 多种芯

片被江苏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组鉴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5

种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十多种集成电路已经实现产业化，其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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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射频遥控芯片已销售数上千万片。已孵化出三家创业型高技

术公司，以瘫痪肢体运动功能重建微电子仪器为目标的创业公司

“南京神桥”已在南京市政府和东南大学科技园支持下与东南大

学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吕晓迎研究团队联合组建。 

主要业务与产品 
  射光所拥有高速大容量 UNIX 工作站和服务器十多台 , 

P-III/IV 160 多台。拥有 10 套 Cadence 集成电路设计软件，11 套

高频高速集成电路设计系统 ADS,10 套 Mentor Graphic 混合信号

设计系统，20 套熊猫九天 EDA 工具，20 套 SmartSpice 等。拥

有包括 0.13mm CMOS, 0.35mm SiGe BiCMOS 和 0.15mm GaAs 

PHEMT 在内的 10 多条工艺线委托加工渠道。拥有超高速数字、

射频、微波、毫米波和芯片在晶圆（on wafer）测试设备和仪器

20 多台套，价值 1000 多万元。具备了成批设计超高速、超高频、

光电和 VLSI 集成电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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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大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高新区星火路 15 号智芯科技楼 

电话：025-52261298 

传真：025-52264286 

联系人：陈慧 

邮箱：chenhui@seuic.com 

网址：www.seuic.com 

企业概况 
  江苏东大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3

月，是由东南大学等单位投资组建的高科技企业。东集公司经过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江苏省软件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南

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组建了南京市嵌入式微处理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通过了 ISO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获得了“江苏省百家优秀

科技成长型企业”、“南京市高成长科技创新型百优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突出贡献企业”等荣誉；公司致力于掌握产

品的核心技术，取得了多项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等自主知识产权成果，有 20 余项项目列入了国家 863 计划、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国家火炬计划、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资金项目、江苏省软件和集成电路专项等国家省市级科技计

划，产品获得了省市科技进步奖、国家、省重点新产品、省市高

新技术产品、市优秀专利新产品等称号，相关产品通过了国家强

制性产品（3C）认证。 

 东集公司作为国家专用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

果转化中试基地，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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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未来公司将禀承“以客户为中

心、努力改进设计、制造、服务和管理水平，持续不断的满足顾

客需求”的发展宗旨，以先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面向不同应

用，不断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信息终端及整体解决方案，并努力

成为国内 具研发实力的嵌入式产品及服务供应商。 

主要业务与产品 
集成电路设计与服务——东集公司建立了高端 SoC 芯片及

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体系，主要从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SoC

及智能移动信息终端解决方案的研发、推广与技术服务，先后推

出了多款高端 SoC 芯片，成功应用于平板电脑、智能家居、智

能车载、智能安防、数字标牌、工业控制等领域。 

金融支付产品——东集公司致力于金融机具和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以及面向金融服务的系统平台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

目前，公司已研发了针对有线、无线、移动互联网等应用的各类

智能支付产品，应用范围覆盖了全国除港澳台外的所有省市自治

区。  

自动识别产品——东集公司紧扣移动数据和无线通信技术

快速发展的脉博，专注于自动识别领域移动应用终端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始终致力于为客户繁杂

的信息工作提供简化、准确、高效的解决方案。 

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 2008 年“863”计划——嵌入式可重构移动媒休处理核心

技术 

* 2009 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个人移动信息终端

SOC 芯片研发与应用 

* 2012 年度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引导资金

（软件产业发展专项）——基于 Android 多媒体网络支付智能终

端软件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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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引导资金补助项

目——物联网信息采集移动智能终端研发及产业化 



 
 

66 
 

 

江苏文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雨合路 20 号芯浦科创中心办公楼 8 楼 

电话：025-58181580 

传真：025-58181580 

联系人：杨玲芳 

邮箱：2195459284@qq.com 

企业概况 
 江苏文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注册

资金 1000 万元，是一家专业提供集软硬件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

主要从事物联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半导体器件、计算机软硬件

研发及销售等，一贯注重物联网 RFID、无线传感等方面的技术

创新与转化应用。目前已有多项关键技术正在申请专利、软著等

自主知识产权。 

江苏文瑞的管理团队由国内知名上市公司高管、海外专家等组

成。目前，江苏文瑞正在积极推进与瑞典 Mid-Sweden 大学研究

组的合作研究，主要开展射频识别(RFID)技术、无线传感网、天

线设计以及可打印无源电子系统等方面的研究。 

目前公司已获得民营科技企业认定，同时作为南京市集成电

路行业协会理事单位，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标准制定。江苏文瑞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强调以技术优势引领市场，以服务、性能、

成本优势赢得市场。在技术研发方面，攻克了无源传感的应用难

题，将无源传感器结合到无源 RFID 标签电路，在众多可能方案

中优选性能佳、成本低、部署便捷的方案，可打印无源

RFID/Sensor 及近场 UHF RFID 应用系统设计方面，拥有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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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和技能，完成了多项开创性设计，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开展射频识别(RFID)技术、无线传感网、天线设计以及可打

印无源电子系统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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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讯半导体（南京）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团结路 99 号孵鹰大厦 C 座 501 室

电话：15205178078 

联系人：何江 

邮箱：john.he@spreadtrum.con 

企业概况 
展讯南京经过近一年的发展，目前有员工 100 人，队伍还在

不断壮大。预计今年的销售 4.5 亿人民币。今年以南京团队为核

心在 5G 技术研发试验第二阶段“技术验证方案”测试中，与华

为开展了 3.5GHZ 功能和性能互操作测试，并顺利对接，2018

年下半年会将 5G 芯片送到中移动做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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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奥敏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浦东北路 5 号总部商务广场 15 幢 701 室 

电话：025-58861910 

传真：025-58861910 

联系人：栾海林 

邮箱： njamst@126.com ,  njluanxuan@126.com 

网址：www.njams.com.cn  

企业概况 
  南京奥敏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系专业设计及生产霍尔集成电

路及其应用产品的民营科技企业，公司拥有自主设计开发霍尔

IC 及其应用产品的能力，由本公司设计的各类霍尔集成电路产

品已经达到年产六千万只，有些产品已经占据国内市场相当大的

份额，在霍尔应用产品方面，由本公司完全自主设计的应用产品

霍尔力矩型助力传感器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并在新能源车上得

到了广泛应用。 

  公司目前具备设计 Bipolar和 CMOS 两种工艺的霍尔集成电

路的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IC 光刻版图近 20 套，特别是近

几年公司加强了新品开发力度，每年都有多个品种开发并投入市

场，有些新品已经做到了当年立项当年研发成功甚至当年产生效

益的高效开发模式。鉴于霍尔集成电路测试的特殊性，公司于

2016 年自主开发了全系列霍尔集成电路自动测试软件及硬件系

统，目前配备有该测试系统的全自动测试线已经投入使用，具备

了年产亿只各类霍尔集成电路的能力。 

  本公司秉承“以经营效果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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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发为基础、以产品质量为生命、以科学管理为保障”的经营

理念，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脚踏实地，锐意创新，用速度适应

市场、用品质迎接竞争、用信誉维系客户。 

  公司总部设在南京市浦口区浦东北路 5 号总部商务广场 15

幢 7 层，在深圳和天津设有分公司。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

管理体系，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

友莅临南京奥敏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主要业务与产品 

 线性霍尔集成电路（Bipolar 工艺）：49E、3503 

 单极开关霍尔集成电路（Bipolar 工艺）：3144、44E、3543 

 双极锁存型开关霍尔集成电路（Bipolar 工艺）：S41、41F、

40F 

 双极锁存型开关霍尔集成电路（CMOS 工艺）：A518、A519 

 互补输出开关电路（Bipolar 工艺）：EC277、ES211、A266、

A686、A477 

  互补输出开关电路（CMOS 工艺）：A276、M477      

 霍尔应用产品：霍尔力矩型助力传感器、具备方向识别的脉

冲型霍尔助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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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派爱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甘家边东 108 号（金港科技创业中心） 

2 栋 401  

联系人：洪德杰 

电话：025-85553979 

传真：025-85553979 

邮箱：fina1@njpaiai.com 

网址：www.njpaiai.com 

企业概况 
  派爱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集成电路设计公

司；已经成功研发了 15 种集成电路产品。公司拥有 10 多套集成

电路生产光刻版，取得了 7 个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通过

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 

  公司技术以模拟信号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为主，应用领域集

中在汽车电子、工业控制和物联网。其中，汽车仪表信号处理芯

片、汽车电源芯片以及压力传感器信号处理芯片在国内具有较大

优势。 

公司中短期发展策略是：在汽车信号处理芯片、汽车功率芯

片、汽车传感器芯片等方向构建较为完善的产品型谱，结合市场

牵引与产品驱动（创新驱动），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主要业务与产品  业务：集成电路研发 

 产品：汽车仪表信号处理与功率驱动芯片、汽车音乐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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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源芯片、传感器信号处理芯片、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板 

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集成电路产品、集成电路生产光刻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

记证书、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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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智浦芯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徐庄软件园研发 3 区 1 栋 7 楼 

电话：025-57921010   13951077824 

传真：025-57921050 

联系人：蔡婷婷 

邮箱：ttcai@chiplink-tech.com 

网址：www.chiplink-tech.com 

企业概况 
  智浦芯联公司成立至今，先后建立了先进的研发实验室和产

品生产线，吸引了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并与知名科研院校

建立了联合试验室和联合项目组,公司一贯重视对产品研发的投

入，不断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芯片产品，强大的研发实

力使公司始终处于国内芯片研发企业的发展前沿，为公司的发展

提供了保障。 

作为中国领先的电源管理芯片及解决方案供应商，智浦芯联

一直致力于自主创新，为汽车，消费，工业，网络和无线市场等

各个领域设计并制造了近 100 款产品。公司以卓越的设计、研发、

制造、服务能力所打造的系列产品，能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整体解

决方案，满足全方位商业需求。 

智浦芯联将现代电子商业模式与传统的直销+分销模式进

行创新性融合，借助中国高速发展的集成电路市场，其独特的经

营与销售理念为公司赢得了高速的市场发展，服务于国内 1000

余家客户，行销全球 10 余个国家，2015 年智浦芯联芯片的销量

达 47 亿颗，据相关数据显示，在 2015 年 LED 芯片市场上智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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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联占据了 40%的市场份额。未来五到十年间，中国仍处于半

导体发展的高峰期，智浦芯联正在逐步向国内外新兴市场迈进，

满足全方位的市场需求。 

我们坚持“用芯连接客户，用芯创造价值”，客户至上、言

出必行、人尽其才、团结协作。 

2016 年 6 月 27 日，智浦芯联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是值得在

智浦芯联发展的里程碑上铭记的日子，我们以公众公司的形象跨

入新的平台，公司将以此为契机，利用好资本市场杠杆助力，巩

固和加强在国内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应用领域的领先地位。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目前，公司的产品分布在 DC-DC 升压转换、降压转换、高

性能 LDO、大功率 LDO、显示背光 LED 驱动、大功率 LED 驱

动、电池充电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于便携式电子产品、家电产

品、通讯终端、汽车电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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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科四路 4 号 

电话：025-66600888    13809045189 

传真：025-66600889 

联系人：徐峰 

邮箱：xuf863@163.com 

企业概况 
  南京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位于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

投资为 2980 万美元，注册资金为 1200 万美元。 

  第一期项目生产硅外延片，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各种型号硅外

延生产设备，目前主要针对如下晶体管提供材料：稳压管系列，

中小功率管系列，肖特基系列，IGBT,快恢复二极管等各种型号

的晶体二极管，三极管，以及部分 IC 电路。 

公司还引进了一条先进的砷化镓芯片生产线，全套精密设备

已安装就位，可生产 GaAsMMIC、GaAsFET 等系列产品，但尚

未投入生产运行。 

主要业务与产品 
Si 外延片 

备注 

GaAs 系列芯片尚未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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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大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江宁科学园科宁路 758 号 

联系人：陈红 

电话：13512518917 

传真：025-66609696 

邮箱：chenhong@seucomm.com 

企业概况  公司作为移动通信行业核心芯片技术的主要开发企业之一，

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积累了丰富的 3G 核心基带芯片及相关技术

的开发和终端产品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的产业化经验。我国“十一

五”期间国家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电信业的重组也迫

切需要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参与竞争。本公司将发挥自身的

技术专长，与国内外高校、企业合作共同致力于新一代移动通信

行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与国际技术保持同步水平，争取在

移动通信领域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主要业务与产品 
  Noah2018 芯片: 公司自主开发的手机芯片，是国内唯一成

功研制的符合 cdma2000 国际 3G 标准的超大规模手机基带处理

芯片，拥有 16 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其采用的基于多径能量窗

的 CDMA 接收技术是一项独创性技术，国内外文献均未见报道。

该技术荣获国家科技部技术进步二等奖、江苏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已成功产业化。 

 cdma2000-1x 无线通信模块: 基于 Noah2018 芯片开发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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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通信模块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本公司已完成了 450M、800M、

1.9G 无线模块产品的开发，并在此模块基础上开发了无线上网

卡、无线固定电话、无线接入台、各种监听装备和手机产品等，

各频段产品均通过了运营商的入网测试，并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

的 CDG 测试。其中，无线上网卡、无线固定电话、监听装备等

产品已由多家下游企业贴牌销售。 

 新一代无线移动通信核心技术的开发：5G 技术的研发，5G

项目是由中科院、东大等高校以及国内著名企业合作的国家重大

项目，是以云计算为中心，基于光的数据传输和交换而搭建的全

新分布式系统。为了跟进国际 前沿的技术，我们参与了 5G 项

目的前期研发工作。 

 UWB 芯片开发，该芯片采用短距离超宽带高速无线通信技

术，100Mbps~400 Mbps 可实现办公室和家庭等领域电子设备的

无线互联；与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为、中

兴等高校和企业合作开发国家“863”、工信部核高基《新一代

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 

历年科技成果 
 国家科技部技术进步二等奖； 

 江苏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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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梧桐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徐庄江苏软件园苏园路 6 号 4-1 栋 3 楼 

联系人：刘丹 

电话：13914704915 

传真：025-84812173 

网址：www.indusic.com 

企业概况 
  南京梧桐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注册于

徐庄软件园，注册资金 600 万，现办公地点为江苏软件园 4-1 栋

3 楼。 

梧桐微电子致力于窄带语音编码技术（声码器）的研究和应

用开发，产品形态包括软件、芯片和应用方案。公司的声码器产

品已经应用于国内多个专网通信系统中，是国内主流的声码器技

术供应商致力于语音压缩编码（声码器）技术相关的芯片、模块

和应用方案的研制、销售和服务，是目前国内此领域技术和市场

均有一定知名度企业。目前，国内在此领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只

有不到 5 家企业（学校），我们是唯一能以芯片方式提供产品的

公司，因此有量产成本优势。 

公司拥有国内领先的语音信号处理研发团队，并在算法产业

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目前已有 3 个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登记证书、8 个软件著作权证书，等多项知识产权。公司 2009

年获得“南京市 2009 年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项目”支持；

2010 年获得“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专项”项目支持；2014 年成为

南京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的创始会员；2015 年 10 月通过武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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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科研生产三级保密单位审核,成为南京市保密协会创始会员；

2015 年 11 月通过 ISO9000：2008 质量体系认证；2016 年 6 月

获得“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称号；2016 年 11 月获得 2016

年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成长型软件企业创新

项目”支持；2016 年 12 月通过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17

年 6 月通过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2017 年 8 月获得“南京市

新兴产业引导专项资金－集成电路补助”支持。  

公司是南京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南京市保密协会会员单

位，是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三级保密单位，公司的多个产品和项目

实现了“民参军”，符合当前“军民融合”国家发展战略。 

产品应用领域： 
1、有线：煤矿应急广播、电梯多方通话、医疗床头呼叫、

楼宇门禁对讲等。 

2、无线：模拟电台声码化、数字对讲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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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矽志微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东南大学李文正楼 4 楼 

联系人：汤妍妍   

电话：18752061958 

邮箱：tangyy@sino-chip.com 

网址：www.sino-chip.com 

企业概况 
  南京矽志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01 月，是东南大学

射频与光电研究所，江苏省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工程中心及射频

集成电路与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产业化平台。公司致力于

射频与光电的产学研的发展，将设计射频，微波等高端芯片作为

公司主要研发方向；为国内企业提供芯片、模块、以及系统的技

术服务、技术支持。为提高集成电路行业整体的技术实力尽一份

绵薄之力。自成立以来主营集成电路设计、开发、销售以及技术

咨询等业务,以做中国自己的RFIC，MMIC尖端芯片为己任。2012

年公司的研发团队开发出超再生无线接收芯片，这也是国内首款

超再生无线接收芯片，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2012 年至 2015 年

又相继地研发出一系列超再生产品，并得到市场的认可，公司开

始进入到稳定发展期。2016 年，通过前几年的技术积累，公司

在技术研发上又有了新的突破，相继开发了 0.35um 工艺的发射

芯片和 0.18um 的低中频架构无线接收芯片，并且与国内资深的

芯片代理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企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主要业务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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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SR118 超再生无线接收芯片； 

（2）SCSR120 低功耗超再生无线接收芯片； 

（3）SCSR120L 低压低功耗超再生无线接收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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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珈源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025-84647685 

联系人：邹慧敏 

邮箱：hmzou@anaenergy.com 

企业概况 
  南京安珈源电子有限公司始创于2003年,是由一群拥有丰富

设计经验以及具有专业创新能力的光伏及集成路行业资深海归

专家所组成的团队，是一家从事专用专用太阳能光伏系统及专用

集成电路芯片的研电制、开发和销售的科技型技术企业。产品应

用于光伏发电、照明设施、消防系统和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公

司主要经营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有: 太阳能新型接线盒、太阳

能户用系统、太阳能路灯驱动等；主要的集成电路产品包括：太

阳能草坪灯驱动、太阳能庭院灯驱动、太阳能灯串驱动，铁锂电

池驱动、LDO、DC/DC 升压驱动等。 

  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发展新型光伏系统技术及模拟集

成电路的设计能力，立足于自主核心技术开发之本，申请并取得

了多项技术专利，与南京多个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公

司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致力于发展团

队建设、产品开发、质量控制、客户服务等。 

    公司秉承开拓创新、精心设计、技术领先、顾客满意、体系

完善、持续改进的质量方针，致力于和客户建立互惠及长期合作

的关系。公司一贯坚持客户的需求就是公司的追求目标，根据客

户的需求设计开发产品竭诚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和完善

的产品平台，提高客户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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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博纳雨田通信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黄埔路 2 号黄埔科技大厦 B 座 16 楼 

联系人：孙莉 

电话：13218095213 

传真：025-58821360 

邮箱：xzb@bonarf.com 

网址：www.bonarf.com 

企业概况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专业从事射频集成电路、射频通信模

块、数据处理及综合解决方案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

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以“专注、专业、创新、务实”为经营理念，秉承“诚

信、严谨、高效、创新”的企业精神，专注于中国北斗导航系列

产品研发，以创新的研发模式和商业模式打造中国顶级集成电路

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率先研发出的北斗一代射频芯片、北斗二代芯片、北斗

5W 功放芯片、北斗一代收发模块、北斗一代单收模块、北斗一

代四合一模块、北斗一代三合一模块等，已在北斗系列产品中广

泛应用，其设计、技术和服务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除此之外，

公司还成功研发了 2.4G 功放芯片、2.4G 短距无线射频收发芯片、

900MHZ 无源 RFID 电子标签芯片、2G/3G 宽频多系统收发芯片。 

 公司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 29 项，自主研发新品超过 40

款，拥有包括 CMOS、GaAs、SiGe 等工艺设计在内的完整的射

频集成电路能力，RDSS 模块、RNSS 模块、RDSS+RNSS 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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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授时模块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系统集成及军/民用手持

终端集成得到客户好评，多次在行业评比中取得良好成绩。 

主要业务与产品 
  通信电子、计算机软硬件、集成电路开发、设计、生产、测

试、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产品销

售 ； 自 营 和 代 理 各 类 商 品 及 技 术 的 进 出 口 。           

主要产品：北斗一代收发芯片 BN622X；北斗一代 5W 功放芯片  

BN161P； 北斗二代射频接收芯片 BN631R；北斗二代射频接收

芯片 BN63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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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盛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方中路 166 号 

联系人：夏灿明 

电话：13337739333 

邮箱：xcm@gs-epi.com 

网址：http://www.gs-epi.com/ 
企业概况 

南京国盛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注册资金 15000 万

元，位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正方中路 166 号，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南京第 55 研究所的全资国有公司，是国

家首批认定的国家级集成电路企业和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理念：以推动中国半导体外延材料进步发展为使命，秉承“以

诚为本、德艺双修、用户至上、合作共赢”的理念。 

公司定位：“国内卓越、国际一流”的综合型半导体材料供

应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高性能半导体外延材料的研发、设计和

生产。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南京国盛电子有限公司主营硅外延材料、三代半导体外延材

料，以及 IC 集成电路材料代工，是国内外众多半导体、集成电

路企业的首选合格供应商与长期合作伙伴，所产半导体外延材料

被广泛用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芯片器件的制作。现有各类外延材

料产能 360 万片/年，其中，硅外延材料产品覆盖 4～8 英寸全系

列，国内市场占有率～30%，4～6 英寸碳化硅外延材料国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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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占有率 70%，硅外延材料/碳化硅外延材料在半导体材料的外

延材料细分领域，国盛公司产能规模、市占率多年保持国内第一。

2015 年、2017 年连续 2 届荣获中国电子材料行业五十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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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矽邦半导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步月路 29 号 

联系人：李晓玲 

电话：13505165758 

邮箱：lynn.li@microbonding.cn 

企业概况 
  南京矽邦半导体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在南京浦口经
济开发区成立，2016 年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江苏省
民营科技型企业”认定，荣获中国封装测试 2016-2017 年度创新
企业称号、2016 年全球封测企业 TOP66 之 39 位，以及 2017 年
“南京新经济十大领军企业”殊荣。是首批入驻的集成电路封测
企业，并由市经信委授予“南京封装公共服务平台”，现为江北
新区集成电路重点支持项目。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集成电路研发、制作、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芯片设计公司和晶圆制造厂，目
前与国内前四大晶圆制造厂、主流芯片设计公司、测试公司、研
究所和下端模组厂均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封装产品主要应用于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家居、汽车、LED

照明等领域。在资质方面，公司已经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并已开展知识产权贯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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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27 号研发三区 B201 

电话：025-68517780 

传真：025-68517764 

联系人：李丽 

邮箱：lili@csm-ic.com 

网址：www.csm-ic.com 

企业概况 
  南京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由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和南

京物联网中心以及留美海归创业团队于 2012 年底共同创建，是

一家无晶圆型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徐庄软

件园南京物联网研中心。2015 年底收购无锡中科微电子工业技

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2355 万元。 

 南京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18 人，研发人员 13 人，

其中有博士 7 人，硕士 3 人。公司研发团队技术实力雄厚，团队

技术负责人主要来自中科院微电子所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南京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以超低功耗、短距离、无线射频通

信技术为核心，面向 RFID、无线数据传输、医疗电子等市场应

用方向，提供芯片级解决方案。 

 公司专注于超低功耗 2.4GHz 无线射频通信芯片的研发，在

低功耗领域不断深耕，已相继量产 Si24R1、 Si24R2 和 Si24R2E

三款产品，应用于低功耗有源 RFID 标签系统、低功耗无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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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系统等方面。目前在国内 2.4GHz 有源 RFID 行业中占据了

主导地位，芯片销售总量已近 2000 万颗。  

产品典型应用案例 
 1、超低功耗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2、超低功耗有源 RFID 系统 

 3、智慧校讯通管理系统 

 4、电动自行车防盗系统 

 5、固定资产监管系统 

 6、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公司正在研发的产品包括，Sub-1GHz 无线射频收发器芯片、

大功率 2.4GHz 无线收发器芯片（输出功率达 20dBm）。 

 本公司开发的基于 2.4GHz 频段的超低功耗有源微波 RFID

标签系统 SoC 单芯片---Si24R2E，它省去射频芯片的接收功能，

节省一颗 MCU 芯片，从而达到降低功耗，降低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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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聚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徐庄软件园苏园路 6 号 6 栋 504 室 

联系人：沈文卿 

电话：18951947656 

传真：025-85581625 

邮箱：wenqing.shen@crystonetech.com 

网址：http://jp.crystonetech.com/ 

企业概况 
  南京聚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徐庄

软件园内，成立于 2014 年 4 月，是从事物联网射频识别系列芯

片设计研发的半导体公司。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自主研发的核心

技术，凭借团队雄厚的研发实力，公司已研发出物联网的核心感

知单元带温度传感器的射频识别系列芯片，开始工程批量生产。 

    公司的低功耗超高频射频识别 UHF-RFID 标签芯片和带温

度传感器的 UHF RFID 标签芯片经过四次流片，性能测试优良，

现已进入量产阶段。公司还将研发射频识别RFID芯片系列产品，

包括性价比非常高的高频 HF-RFID 芯片，NFC 芯片，带片上天

线和双天线的 UHF RFID 芯片，形成完整的射频识别 RFID 芯片

产品谱系，3 年内力争实现上亿元人民币 RFID 芯片产品销售规

模。 

主营业务 
 集成电路芯片设计，研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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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品 
 m1 芯片和带温度的超高频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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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锐越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27 号徐庄软件园研发三区 A 栋 102 

电话：13510739740 

联系人：连维重 

邮箱：lianweizhong@radiawave.com 

企业概况 
  南京锐越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南京 321 海外高层次引进

人才创办的高端芯片设计企业，位于南京徐庄软件园物联网与集

成电路中心。主要针对移动智能终端、网络通信、物联网、智能

汽车、高端装备等市场，专注于智能传感器、射频与微波系统、

应用处理器与无线通信集成系统等高端芯片的研究与开发。 

    公司核心成员由英特尔和高通等世界顶尖芯片公司的资深

专家包括美裔外国专家组成的国际化团队构成，涵盖了射频、模

拟、混合信号、及数字和处理器等芯片开发所涉及的所有技术领

域，具有在 0.18 微米到目前国际 先进的 14 纳米 CMOS 工艺

上成功开发世界领先的无线芯片技术和产品的丰富经验，拥有开

发业界领先的芯片产品的强大技术实力。 

    公司与国际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TSMC）以及国内领

先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伊利诺依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多个实验室建立了紧密

的“产、学、研、用”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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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与产品 
  智能传感器芯片，微波、毫米波芯片，应用处理器与无线通

信集成系统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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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科凯路威物联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玄武大道 699-27 号徐庄软件产业基地研发三区 A 栋 4F 

电话：025-85582592    13515104226 

传真：025-85582593 

联系人：徐瑶 

邮箱：yaoxu@kiloway.com 

网址：www.kiloway.com 

企业概况 
    南京中科凯路威物联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由南京市物联

网与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和江苏凯路威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一家高科技企业，由在硅谷工作 20

多年的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彭泽忠博士领军，依托于股

东方南京市物联网与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的中

国科学院微电子所南京物联网中心及中科院 EDA 中心南京分中

心强大的 IC 设计和研发能力，结合彭泽忠博士独创的全球领先

的 X-RFID 新型射频识别技术，提供 安全、 可靠和 优成本

的 RFID 芯片及全面解决方案。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凯路威多项产品及系统已在物联网技术中得到成功应用：身

份识别、门票证卡、图书/档案、智能铅封、产品防伪/防窜货、

食品溯源、资产管理、人/物智能识别定位、交通管理、一卡通，

且凯路威被公安部列入全国电子车牌RFID芯片入围的三家供应

商之一，独创的国密 SM7X-RFID 芯片正在人民银行中钞集团的

金融票据防伪系统中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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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裕创模塑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步月路 29 号 紫峰研创中心 11 栋 

联系人：张敏 

电话：18912929797 

邮箱：minzhang@ycmolding.com 

企业概况 
  南京裕创模塑有限公司，坐落于江苏省会南京浦口经济开发

区，成立于 2014 年 8 月，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集成电路封装、

测试模具、3C 产品和汽车内饰的高精密模具公司。 

公司拥有先进的 CAD/CAE/CAM 系统软件，建立了网络系统实

现资源共享，信息高速传递，模具设计、制造信息化，实现了设

计制造无纸化对接，将客户引进了我们系统，以客户的需求为中

心，实现智能化工厂。 

 公司拥有的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是全球 先进的设备，加工

设备包括：阿奇夏米尔的高速加工中心 HSM 系列、精密电火花

FORM 系列和精密慢走丝 CUT 系列，牧野的高速加工中心 V 系

列和精密电火花 E 系列，三坐标检测设备是海克斯康 GLOBAL

系列；还有一批辅助生产设备。 

 公司拥有先进管理软件和精密加工设备、检测设备为各种

高、精、尖模具设计制造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主营业务及产品介绍 
 专业从事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模具、3C 产品和汽车内饰的

高精密模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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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天易合芯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浦口区天浦路 28 号 1 号楼 9 楼 

电话：025-58107398 

传真：025-58107266 

联系人：李纪鹏 

邮箱：jerry.li@tianyihexin.com 

企业概况 
  南京天易合芯电子有限公司于 2014 年成立于南京浦口区，

是一家由海外归国人才成立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致力于模拟、

射频集成电路及 SOC 的设计，研发，销售以及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等，同时也可以提供客户定制化的 IP 授权等业

务。 

天易合芯的核心成员具有世界水平的高性能模拟，射频集成

电路设计经验并掌握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产品和服务种类覆盖

高性能模拟前端芯片，频率合成器芯片，多模多频射频收发器芯

片，多频段无线收发通道全集成芯片等多个门类。业务范围分为

高端产品，通用产品和 IP 授权等三大类。主要应用于通讯，仪

器仪表，新能源，医疗，以及物联网等领域。 

天易合芯秉承以人为根本，以技术做后盾，以市场为导向的

理念，为成为世界一流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而努力。 

主要业务与产品  高端模拟和射频产品；IP 授权业务 

 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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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发明专利受理通知书两项 

 集成电路版图登记证书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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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瑞合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浦口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步月路 29 号 06 幢 

电话：025-56677015 

传真：025-56677019 

联系人：盛泽生 

邮箱：samsheng88@yahoo.com 

网址：chinarhx.com 

企业概况 
  南京瑞合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在南京市浦口

经济开发区注册成立，创业团队具有 20 多年集成电路和系统软

件的开发和销售经验，曾经工作及创业于美国加州，台湾新竹科

学园区和国内的北京，深圳等地，对于国内和国际市场及客户都

有深入的了解与基础。 

  目前公司以节能 LED 照明驱动电源为发展核心，作为专业

的 LED 电源供应商，我们致力于成为国内 LED 照明 OEM/ODM

大厂的合作伙伴，在节能环保诉求的国内外照明市场发展的大环

境下，我们将不断追求在技术和成本上的进步创新，同时，随着

传感器网路和物联网应用的逐渐普及，我们也将技术开发的触角

由 LED 照明电源延伸到智能照明和智能家庭的领域，并计划通

过联合技术开发和客制化的方式和需求，进入功率器件和传感器

元件的研发测试领域。 

除了南京外，公司目前在苏州，深圳和台湾设有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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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与产品 
  节能 LED照明驱动电源，智能家庭技术方案，电源与功率器
件，传感器元件与物联网技术应用 
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智能家庭传感器网路 LED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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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丰泰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8 号徐庄软件园产业基地研发一区 8

号楼 2 楼 

联系人：李焕焕 

电话：13951676248 

传真：025-84701010 

邮箱：lihhdream@163.com 

网址：http://www.photel.com.cn/index.php 

企业概况 
 南京丰泰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1 月注册成立，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公司专注于专网通信综合接入传输领域，注

重管理和技术创新。公司负责人谢作龙先生列入南京市“321 人

才计划”，并被评为江苏省首批市级企业家，还被聘为江苏省知

识产权高端服务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司的研发、生产、服务体系

获得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通过历年的年审；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江苏省民

营科技企业”；列入江苏省科技厅上市培育计划和江苏省发改委

“十百千”行动计划重点培育企业库、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库；2015 年通过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标准化示范创建绩效

评价，并被评为示范创建先进单位；获得信用管理贯标认证。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南京丰泰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营通信设备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专注于专网通信综合接入传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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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业从事专网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业务的服务商，为用户提供先

进稳定的接入传输产品和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专业服务。公司自注

册成立以来注重技术创新研发，研发成果申请专利 42 件，截止

目前，13 件发明专利和 17 件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 

    公司成功研发并转化了覆盖通信领域接入、传输、交换、交

叉各个阶段的通信设备，包括了 PT-10 TDM OVER IP 系列、

PT-20 HDSL 系列、PT-50X 协议转换器系列、PT-50 PCM 系列、

PT-60 SDH 系列、PT-70 数字交叉连接设备、PT-80 PDH 系列、

PT-90 程控交换机系列、客户定制系列等 9 大系列近 20 余种产

品。在公司的产品系列中，PT-50 系列综合接入设备、PT-60 型

SDH 光传输设备、PT-80 型 PDH 光传输设备、PT-90 型数字程

控电话交换机的生产和销售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

证”、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的“国防通信网设备器

材进网许可证”。50S PCM 设备、50S 网络复用设备、PT-50T 

9256PCM 设备、PT-60 9064MSTP 综合业务传输设备、PT-50T 

PCM 设备、PT-60 MSTP 综合业务传输设备、PT-80 PDH 光端机、

PT-90 程控用户交换机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高新技术产品认

证。PCM 设备获得江苏军民结合科技创新奖；PT-50T 9256PCM

设备、PT-60 MSTP 综合业务传输设备获评南京市新兴产业重点

推广应用新产品。 

 公司以领先的技术、稳定的性能和高品质的服务，持续赢得

政府、军队、电信和电力等部门用户的高度赞誉，同时赢得海外

客户的信赖和支持。国内市场上产品的应用已经覆盖全国大多数

省份，并逐级向市区县推广应用，为政府机要通信的安全稳定做

出了贡献；国际市场方面与伊朗的代理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产品还销往巴基斯坦、俄罗斯、韩国、智利、土耳其、捷克、印

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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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睿中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 号国睿大厦 23 层东区 

联系人：马程怡 

电话：13770845305 

邮箱：machengyi@china-dsp.com 

网址：http://www.china-dsp.com/templet/default/ 

企业概况 
  国睿中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睿中数）由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控股，专注于高端芯片研发和设

计，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方案和技术服务，核心业务为

国产化关键芯片、基础软件和嵌入式并行处理平台。 
国睿中数遵循高科技 IC 设计企业的架构和管理理念，在北

京和南京分设六个研发部门。公司办公面积 1000平米，配有EDA

机房和高速数字电路实验室。公司凝聚了一批高学历且具有高端

芯片研发经验的人才，现有技术开发人员 70 余人，硕士以上学

历占 70%。技术核心团队包括多年从事高性能 CPU，ASIC 等 IC

设计的业内专家、系统设计和信号处理系统研究的工程专家，在

高性能计算、网格计算、并行算法及编译优化领域完成多项国家

重大项目的资深软件专家。公司已拥有专利 40 余项，软件著作

权登记 4 项。 

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国睿中数先后实施了多项包括国家 863 课题在内的重大科

技项目，自 2010 年起，作为高端芯片主研单位、联合中国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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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清华大学等国内顶级科研院所，承

接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核高基课题--高性能 DSP 芯片“华睿 1

号”和“华睿 2 号”的研发。此系列芯片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技术，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中国高端 DSP 芯片的空白。     国睿中数有着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在产品设计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已经和国内多所知名高校、院所、加工制造

商、IP 供应商、软件合作商等都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可承

接工艺可达到 28nm， 高主频 1.5GHz 的 IC 设计和定制服务，

包括：DSP、SoC、MCU 等。基于先进的定制化芯片设计能力，

国睿中数已经成功研制了多款定制化 SoC 芯片，包括 DBF 芯片，

多协议交换芯片，定制化数字芯片等。公司将继续在通信、电子、

电力、交通、工业、医疗等多个领域，和国内企业展开合作，用

中国“芯”助力于中国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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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科新达加速器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浦滨路 150 号 

联系人：代良生 

电话：18012920102 

传真：025-58537777 

邮箱：554511786@qq.com 

企业概况  中科创新广场是浦口经济开发区、中国科技开发院联合苏州

新康投资集团共同打造、运营管理的江北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是

中国科技开发院在全国产业园布局中重点打造的“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科技企业孵化的全产业链建设项目；同时也是浦口经济

开发区重点打造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园区地处江北新区的核心区域，总占地面积 10 万方，总建筑面

积 35 万方，总投入超过 18 亿元，分三期开发。目前园区一期建

设 7.2 万方全面建成，并已全部投入使用。 

园区紧紧围绕江北新区的产业发展导向，重点引入电子信息、集

成电路、智能终端应用及科技服务业类企业，重点引入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与江北新区内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晶圆制造共同形

成区内的产业集聚。 

2015 年 5 月园区被授予江苏省集成电路产业基地设计创新产业

园后，国家级众创空间蒲公英、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以及南京市

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也相继已落入到园区内。 

园区同时已重点引入一批科技服务类企业，共同打造科技服务平

台，实现科技服务资源的集聚。已联合搭建科技服务平台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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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科技服务机构 10 多家，涉及孵化、投资、知识产权、财

务、人力资源、技术等多个方面。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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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德睿智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浦滨路 150 号中科创新广场 

联系人：滕蓉 

电话：58101765 

传真：025-58101765 

邮箱：tengrong@deruicore.com 

企业概况 
 南京德睿智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公司位于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创新设计产业园，是一家

集研发、制造、服务、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核心产

品包括高端射频/模拟/数模混合信号芯片、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

模块、数字 TR 组件及相关微波模块，具备系统信号链路一体化

解决方案的能力，产品主要服务于无线通信、工业控制、国防装

备、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公司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核心团

队成员主要来自于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名校毕业生，再加上拥

有多年高科技产品定向设计和规划经验的业界领军人物加盟，使

得公司拥有国内一流的高新技术产品研发能力。现阶段公司正积

极筹备相关资质建设，以保证产品能够顺利的面向市场——民品

方面：ISO90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

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贯彻执行；军工方面：武器装备科研生

产单位保密资质认证、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军工四证”。 

南京德睿智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凭借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丰富的设计经验、高素质的研发团队以及至诚的服务取信于客

户，为用户提供性能更高、价格更低、品质更优的高新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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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公司致力于数模混合信号芯片（ADC/DAC/DDS）、数据采

集与信号处理模块、微波模块、数字 TR 组件等产品的研制与销

售，产品主要服务于无线通信、工业控制、国防装备、航空航天

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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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星宇芯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金港科创园综合楼 12 楼 1201 室 

联系人：夏今红 

电话：13851772836 

传真：025-85319487 

邮箱：hr@xyxlinc.com 

企业概况 
 江苏星宇芯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卫星定位领

域的专家型企业，从事芯片模块系列、终端系列、平台系列产品

研制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4 年，位于六朝古都

南京，享有国家重要创新基地和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地理优势。

公司现有员工 43 人，平均年龄 35 岁，本科以上学历员工占公司

总人数的 88%。2016 年实现销售收入 2200 万元，利税 400 万元。 

公司专注为客户提供卫星定位导航通信的系统解决方案，拥有在

卫星通讯领域 具影响力的研发团队和模块终端研制方面的领

军人才，在射频研发和系统集成领域拥有资深的专业工程师团队

和一流的开发测试平台。 

公司目前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芯片、模块、

终端和平台服务方向的研发和投入，拥有一系列北斗卫星导航产

品。其主营业务涵盖北斗导航通信系统解决方案，毫米波雷达射

频组件解决方案，无线蓝牙系统解决方案等。 

同时公司与诸多跨国企业合作共赢；在相关领域快速拓展，产品

主要应用于国防装备、铁路系统、海洋渔业、车辆导航、测绘测

控、数字港口、变形监测、智能交通、精准农业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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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及产品介绍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

射频组件的设计、开发、销售；集成电路的设计、销售；软件、

信息系统的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产品介绍：北斗系列模块、芯片及终端产品。 2017 年新产品 
 1、GNZ8A10 北斗指挥型用户机 

2、ZX2121  天应北斗 N3 

3、ZX2130  北斗救生示位标 

 

历年科技成果 
 目前拥有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16 篇，申请发明专利 6 篇，软

件著作权 3 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在申请 3 篇等。 

获得的知识产权名称 
 一种新型可变增益放大器 

 一种应用于锁相环中的基于采样技术的鉴相器和电荷泵电路 

 一种带有补偿偏置电路的低噪声放大器 

 基于北斗系统的火险监测站 

 复数滤波器及其 Q 值补偿电路 

 基于北斗系统的自动气象站 

 小数分频频率综合器的时钟加抖电路 

 一种微型表贴型北斗 RDSS 模块 

 一种无线接收机电路 

 一种基于北斗 RDSS 和蓝牙技术的应急通信救援终端 

 一种单片集成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收发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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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无线充电功能的北斗便携式终端 

 北斗蓝牙通信终端外壳 

网络控制红外遥控的智能转接插座 

一种多模有源天线 

一种北斗四频点多工器 

一种兼容内外置天线的北斗手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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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龙渊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江宁区胜太路 58 号人才中心 503-523 室  

电话：025-52124290 

传真：025-52124787 

联系人：陈勇 

邮箱：andychenyin@163.com 

网址：http://www.lysoc.cn/ 

企业概况 
  南京龙渊是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人才企业、江苏省双创计划

人才和南京市科技创业家企业，致力于国产龙芯 SoC（系统）芯

片的产业化及物联网、云计算应用，已获软件企业等 21 项资质。

公司拥有专利 48 项，软件著作权 156 项；龙芯 SOC 芯片两款、

物联网应用产品 21 项。产品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水平。公司先后获 11 项人才计划和 40 多项科技计划支

持，以及科技进步奖 30 项、工信部“中国芯”及年度物联网解

决方案奖 15 项，是科技部首届和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

企业。公司拥有国家级的博士后工作站和省级研究生工作站、南

京市专家服务基地。与龙芯中科等 50 多家公司和南邮、南航、

河海、南大、东大、南工、南信、浙大、重大等 20 多所高校进

行产学研合作。公司致力于打造国产技术的物联网、云计算应用

产业链和生态圈，已孵化出 2 个南京市科技创业家企业，5 个南

京市 321 科技领军人才创业企业。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授权的龙芯 SoC 芯片产业化的承接者，

曾和中科院研发了第一代龙芯 SoC芯片 3210并实现量产销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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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片 。 

  新一代龙芯 SoC 芯片 3251、3252（龙芯 1B/1C），性能大

幅提升，几乎涵盖所有电子产品应用，已在中芯国际量产并产业

化销售。 

  为推广龙芯 SoC 芯片，开发的物联网应用系统平台涵盖物

联网从感知层、网络层到应用层的关键技术，包括无线云基站/

网关、先进传感器、移动管理终端、应用平台软件等 3 大层次、

10 大类、21 个产品。 

远景规划 
  > 成为全球领先的核心 SOC 芯片和物联网企业。 

  > 建设核心软硬件全国产化的芯片和物联网联盟。 

  > 参与芯片和物联网国家标准和产业政策的制定。 

  2018 年，申请上市。 

主要业务与产品 
  经营业务：集成电路芯片，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及

销售；软件开发及销售；建筑智能化工程、安防工程的设计和施

工；投资咨询 

  主要产品：智能家居，智能农业，实验箱，智慧城市，智慧

交通，大数据平台等等 

相关主要成果项目 
  （1）自主物联网通信与组网协议 C-MAC 及超远距离无线

模块 

  （2）新一代龙芯 SOC 芯片 3252 

  （3）基于国产龙芯的工信部 NITE 项目指定物联网实验箱 

   （4）龙芯物联网网关、远距离无线基站 

  （5）基于龙芯和自主协议的智能家居 

  （6）基于龙芯和自主协议的智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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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面向行业应用的物联网系统平台 

 （8）27 个项目先后入选南京市物联网产业重点项目计划

（占全市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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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泽延微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胜利路 89 号紫金研创中心 

联系人：沈晓亮 

电话：13851790803 

邮箱：sxl@super-ic.com 

网址：www.super-ic.com 

企业概况 
 南京泽延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坐落于素有“六

朝古都”美誉的南京，依托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和经济优势，并以

此辐射到全国。公司专注于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基于先进亚

微米 CMOS、BIPOLAR、BICMOS 等工艺技术的模拟及数字模

拟混合集成电路产品，相关产品广泛应用于 LED 照明、智能家

居、安防监控、通讯传输和网络计算机等领域.泽延微电子以集

成电路产品以及系统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开发为主，坚持自主创

新，所有产品均为公司自行研发生产，拥有多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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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贝科森微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高新区惠达路 9 号 A 座 

联系人：卢静 

电话：15195774260 

传真：025-66686263 

邮箱：1042455357@qq.com 

企业概况  南京贝科森微电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针对生物医疗器械

产品的芯片设计,研发与销售。公司 2014 年入选南京”321 引进

计划”, 总部设立在江苏南京高新开发区，并在江苏省集成电路

产业研究院及海外设有研发中心。目前公司已获得 26 项集成电

路版图专利和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正在申请 8 项发明、2 项软件

著作和 8 项集成电路版图专利。 

 核心团队曾在海外（美国硅谷，韩国，新加坡）世界 500

强公司工作多年，拥有丰富的芯片设计经验，掌握行业领先技术，

涵盖半导体工艺，电路设计，版图，测试及客户支持的完整服务。 

 与国内知名企业（华为，新芯，上海集成电路研究中心等）

有业务合作关系。目前已累计申请和拥有 10 多项国际专利，30

多项国内专利以及一百多篇国际学术论文。 

重点产品 
传感器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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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联台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雨合路 20 号 2 号楼 403 室 

联系人：凌华峰 

电话：15989988508 

邮箱：15989988508@139.com 

企业概况 
 南京联台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主要核心为图像软硬件整体

解决方案的提供者，举凡芯片开发与软硬件系统方案业务，藉由

替客户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希望藉由开发自主性核心

芯片与系统方案以扩大公司规模，朝向上市柜之路一步一步迈

进。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OIS 光学防斗及对焦芯片、车用后视动态控制芯片、车用 360

全景方案及其相关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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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浦口区步月路 29 号紫峰研创中心 5 号楼 306 室 

联系人：陆延磊 

电话：13951086031 

邮箱：luyl@edri.cn 

企业概况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十一科技”，英文缩写 EDRI）是一家专业从事工程咨询，

工程设计和工程总承包业务的大型综合性工程技术服务公司，

2011 年建设部大型设计院排名 31 名，主要服务于电子高科技与

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与保健，市政与路桥，物流与民用建筑，电

力，综合业务等 6 大业务领域。 

 十一科技是国内率先整体改制的大型设计院。由 1964 年成

立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十一设计院整体改制成立。具有“工程设计

综合资质甲级证书”，“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和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十一科技成立以来，承担的咨询，设计，监理，总承包工程

近万项，对半导体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光伏新能源等高新

技术产品生产环境所需要的净化空调系统，工业气体系统，纯水

系统，化学品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的工程设计与建造具有良好的

经验。 

 十一科技总部设在成都，为了贴近客户提供更好的工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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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南京等地设有分公司。南京地区的客户包括台积电、中电

熊猫、中电科技 55 所等。 

 十一科技拥有国家设计大师 4 名，四川省设计大师 7 名，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3 人，研究员级高工 13 名领衔的由 300

多名注册工程师为主体的 2800 余人的技术队伍。十一科技主编

和参编国家及行业规范 40 项，获优秀设计，优秀咨询，总承包，

科技进步等各类奖项 242 项，其中国家级奖励 38 项，部省级奖

励 171 项。十一科技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建设工程设计业务、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

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工程施工总承包，以及

工程咨询等。 

 公司近年来主要成果包括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2 吋晶

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工程、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第八代线 G108 项目、江苏长电科技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工厂

等的工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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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浦滨大道 88 号紫金创业特别社区 

联系人：杨红 

电话：18012921393 

邮箱：yhong98@qq.com 

企业概况 
 江苏天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行业软件开发、应用

软件开发和软件服务外包的高科技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南京，在

上海、深圳、广西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主要从事物联网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电子政务云平台建设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以及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 2013 年入选南京 321，已是江苏省标准化协

会的编委单位，2014 年获得省经信委的物联网示范专项，以及

市农委的重点园区技术支撑项目，并荣获工信部“2014 年度中国

软件和信息服务农业信息化领域杰出企业奖” ，所开发的质量追

溯系统荣获“ 佳产品奖”，2015 年获得双软企业、高新企业资

质已经省物联网专项等荣誉。目前已拥有 3 项专利、21 项软著

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江苏天穗的管理团队由国内知名上市公司高管、中科院院

士、中科大教授等组成。公司已建成伍小平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工作站，天穗-龙芯联合技术研发中心、展示中心、企业孵化器

以及天穗企业各职能部门。目前，江苏天穗正在积极推进浦口区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协同创新中心平台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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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水产养殖物联网管理系统、智

能农业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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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国宇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扬州市开发区吴州东路 188 号 

联系人：解燕 

电话：15050712059 

邮箱：xy@guoyusemi.com 

企业概况 
 公司为股份制合资企业，位于扬州国家半导体照明产业化基

地，注册资金 14848 万元，2015 年公司总资产 20114 万元税后

销售收入 13764 万元，研发投入 620 万元,现有员工 280 人，研

发人员占 22%。公司从事半导体功率芯片的研发和生产，主要

产品有功率肖特基芯片、功率快恢复芯片、功率 VDMOS 芯片、

射频 LDMOS 芯片等，技术水平处国内功率分立器件领域先进水

平，年产能为 5 英寸硅晶圆 40 万片，处国内功率分立器件行业

前 5 位。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大功率电子器件制造

技术研究中心”、“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科技创新

性企业”、“劳资和谐型企业”，银行信用等级为 AA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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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科技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 99 号 

联系人：张鹏展 

电话：15195913173 

邮箱：pzzhang@jit.edu.cn 

网址：www.jit.edu.cn 

企业概况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是金陵科技学院直属二级学院。学院设有

电子信息工程和信息工程两个专业，在校学生 557 人。学院现有

教师 35 人，包含专任教师 25 人，专任教师中博士 15 人、在读

博士 3 人、硕士 7 人；高级职称 9 人，其中正教授 1 人、副教授

6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双师型教师 7 人。学院拥有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和“333 工程”培养对象等一批优秀人才。教师获得江苏省

科技进步奖、省级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省级教学成果奖等

多项科研和教学成果奖励。目前，学院正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等教科研项目 10 余项。 
 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为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拥有传感

技术与应用市级重点实验室、智能信号处理研究所等科研平台。

学院电工电子实验中心为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有电工技

术实验室、模拟电子技术实验室、数字电子技术实验室、嵌入式

系统基础实验室、电磁场与电磁波实验室、信号与信息处理实验

室、虚拟仪器实验室和学生创新类实验室等 13 个实验室，实用

面积达 1700 平方米，资产总值近 800 万元。实验中心可开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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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门实验课程，每年承担实验教学任务达 30 万人机时数。学院

还拥有嘉环通信、南京普天、中软、南京牧信等十余家实习实训

基地。 

 学院坚持“需求导向，能力为本，知行合一，重在创新”的

人才培养理念，切实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基础

扎实、职业素养好、实践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本院学生除接受学历教育外，还有机会参加辅修专业、职业岗位

技能证书课程的学习以及丰富多彩的各类学术活动。两年来，学

生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省级以上各类竞赛和表彰活动

中获奖达 30 余人次；学生还申报和授权了多项专利。学院为学

生的个性发展和多途径、多渠道成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保证毕

业生工程实践能力强、就业渠道畅通、岗位适应性好，毕业生协

议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6%以上，受到用人单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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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彤天路 101 号 

联系人：陈雪军 

企业概况 
 南京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02 月 14 日在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登记成立。公司经

营范围包括射频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相关产品技

术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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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天矽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天骄路 100 号华清园 7 栋 3 楼 

联系人：李艳艳 

电话：15715172045 

邮箱：959523383@qq.com 

企业概况 
 南京天矽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

是专业从事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以及半导体微电子相关产品生产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一批专业半导体设计和系统应用的资

深专家组成的核心技术团队，具有在民用微波、毫米波传感器领

域多款成功产品的开发经验。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公司专注于研发以及销售基于先进 GaAs、GaN、CMOS 等

工艺技术的微波及射频 MMIC 集成电路，以无线通信、无线传

感、智能交通、物联网为市场目标。 

 主要产品涵盖：卫星通信、交通防撞、民用通信、汽车电子、

气象雷达、渔业通讯、食品安全、家用多媒体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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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经济技术开发区汇智科技园 B2 栋 1009 室 

联系人：徐蓉 

电话：18963616942 

邮箱：xurong@linkosemi.com 

企业概况 
 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8 月，是一家专

注于运动控制领域的集成电路设计与生产并提供总体解决方案

的高科技企业。主流产品是电机控制核心芯片，目标市场为电动

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汽车、空调风机、伺服控制、机器人、

电动工具、无人机等。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公司第一代产品 LKS32MC061 于 2017 年正式销售，目前国

内有多家客户正在小批量投产。LKS32MC061 芯片为自主研发，

采用全 SOC（System On a Chip）方案，即用一颗芯片集成微处

理器、运放、电源管理芯片，解决了市场上多芯片方案成本高、

产品体积大、可靠性低的问题；采用正弦波方案，比目前电机控

制市场主流的方波驱动方案节能 8%-15%，噪声下降 10 分贝以

上，电池寿命提高 10%以上，降低了系统成本，提高了控制系

统可靠性。 

 超低功耗芯片 LKS32MC081 已于 2017 年 8 月流片，主要针

对电池供电水表、气表、IOT 行业。公司将继续开发高速 14 位

SAR ADC 芯片 MC32F912、HV MOSFET 700V 高压驱动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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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2011、替代进口的高端电机驱动模块和 20 万转高速电主轴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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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禅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经济开发区兴智路 6 号兴智科技园 C 栋 805 室 

联系人：刘加美 

电话： 13814006081 

企业概况 
 南京禅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上海 ICC 在南京地区的商

务合作伙伴，共同联合代理 TSMC 流片业务！同时为各类设计

公司提供：物流、清关、付汇、退税、投融资等商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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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扬贺扬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雨合路 20 号芯浦科创中心 905 

联系人：范曾轶 

电话：13524693015 

网址：http://www.heyangtek.cn/ 

企业概况 
 南京扬贺扬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5 日，

是一家国内领先的 IC 设计公司，并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公司主要致力于各型闪存控制芯片的设计研发及提供各

类快闪型存储器（NAND Flash）产品的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总

部位于中国南京市浦口经济开发区，研发中心位于中国台湾台北

市，同时在中国深圳和韩国京畿道设有销售中心为我们的客户提

供优质便捷的本地化服务。 

  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来自中国上海、南京和台湾。董事长和总
经理曾先后担任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等国际知名晶圆代工厂的
工艺制程整合处长和质量总监等职务，首席技术官曾担任中国台
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和力旺科技 IC设计副处长等职务，
在各自领域都有超过 20年的行业经验。研发团队成员在闪存控
制芯片领域有超过十年的设计经验。 

 2017 年 1～11 月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717,977 元人民币，

利润为 8,673,343 元人民币，预计全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3400 万余

元，毛利率可达到 34%。 

 公司第一代SPI NAND Flash控制芯片APOLLO各项电性能

到行业标准要求，搭配日本 T 公司 SLC NAND 闪存，推出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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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1Gb/2Gb/4Gb 等三种 SPI NAND Flash 产品，并通过了包括海

思、联发科等 SoC 主芯片的认证。2017 年 2 月开始，中国移动

启动了家庭网关盒子的更新项目，我公司 HYF2GQ4UAACAE

产品凭借出色的产品质量、稳定的供货能力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成功打入供应链，至今出货量达到 126 万颗，销售收入达到约

250 万美元。 

 公司在积极推广 SPI NAND Flash 产品的同时，基于 eMMC 

5.1 标准的公司第二代 NAND Flash 控制芯片 Mars 1 已在国内知
名代工企业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完成了第一轮流片，有 70%

的参数性能指标达到了要求，已针对测试结果进行修正设计并已
完成仿真作业，计划在 2018 年第一季完成第二轮流片，并实现
100%参数性能达标，为第二季公司打开中低端手机存储市场奠
定基础。  

 基于 USF2.0 标准的公司第三代 NAND Flash 芯片 Jupiter 1

已在 2017 年 11 月正式开始进入模拟电路设计阶段，预计 2018

年 6 月完成 GDS 版图并在中芯国际进行第一轮的 MPW 流片。 

获得专利情况 

 2017 年度，公司共提交了 5 份发明专利（已受理），2 份实
用新型（已授权）和 3 份集成电路布图（已授权）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消费类 SD 卡、MCP 和 eMMC 等各型

NAND 闪存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高端机顶盒、

可穿戴设备及直播星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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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绿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浦滨路 150 号中科创新广场 1 号楼 110 室 

联系人：雍婷婷 

电话：13851992193 

邮箱：tingyoung@grenergy-ic.com 

企业概况 
 南京绿芯集成电路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台湾绿达

光电 10 年来的研发累积与品质坚持，为了能满足大中华地区与

全世界的客户群，决定深耕大陆，成立于 2016 年 8 月，总部设

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分别在台湾、深圳等地区设有研发与业

务营销办公室。专业从事能源节约电源管理芯片研发与销售，产

品设计符合能源效能，特殊电磁干扰抑制电路设计，无需额外设

计增加多的负担，不论是系统成本还是制造成本，都可大幅降低。 

作为一家行业内具有稳定出货经验的芯片研发公司，公司专注于

开关电源、LED 照明灯相关市场，致力于提供客户 理想的解

决方案与 优质的服务。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公司产品包含 AC/DC PWM 控制 IC、功率因素控制（PFC）

IC、整合型 PWM+PFC 控制 IC、PWM+MOS 驱动 IC、同步整

流 IC、原边回馈隔离 IC、高功因 LED 照明控制驱动 IC 等；产

品应用在笔记本计算机、移动电话、个人计算器、小家电、LED

照明、电动车、电视机、DVD、MP3 及音响的电源供应和电池

充电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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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团队亦将秉持“创新、高效、共享”经营模式，提出符合市

场期望具低功耗、高效能性与高客制化的产品，更新电能产业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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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卓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步月路 29 号 12 幢-39 

联系人：王春丽 

电话：13951933145 

企业概况 
 南京卓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物联网、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RFID 读写设备与 RFID 电子标签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核心的 UHF RFID 技术，占

地面积 3000 ㎡。同时构建了 RFID 技术应用展示厅，让客户真

正了解 RFID 技术并亲身体验其应用。引进顶级多功能自动检测

机以确保关键工艺的质量，并运用自己的专有技术为客户提供高

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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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陆加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薛玉兵 

电话：13584094153 

企业概况 
陆加壹智能专业从事物联网、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RFID

读写设备与 RFID 电子标签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核心的 UHF RFID 技术，占地面积 3000 ㎡。

同时构建了 RFID 技术应用展示厅，让客户真正了解 RFID 技术

并亲身体验其应用。引进顶级多功能自动检测机以确保关键工艺

的质量，并运用自己的专有技术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

产品。 

陆加壹智能拥有以下四大优势： 一、国内 早、 专业的

RFID 读写器与电子标签研发团队 二、独一无二的 RFID 一站式

产品和服务 三、业界性价比 高的 RFID 系列产品 四、 大规

模， 高产能和 优交期。 

公司已取得 RFID 专利 20 多项。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

能力强的研发、生产及管理团队，其中研发工程师 70 余名。并

与中科院 RFID 技术研发中心合作研究，为客户提供产品设计、

开发、制造服务以及应用解决方案等。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公司拥有完整的 RFID 产品线，主要批量生产超高频（UHF）

天线和高频（HF)、inlay、标签、服装吊牌、票据、2.4G 有源标

签读写器等 RFID 产品，其应用涵盖物流仓储、零售业、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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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身份识别、防伪、交通、溯源、图书馆和煤矿等行业领域。       

公司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RFID 铝蚀刻天线、检测设备、数

据自动化写入机器，以及高频、超高频 Inlay、电子标签、服装

吊牌及票据的生产设备（德国纽豹 TAL15K 和 CL60K）。其中，

RFID 天线年产量可达 6 亿只；公司依据 ISO/18000-6C 标准自主

研发的自动化写码设备单台日写码速度 10 万 PCS，公司自主研

发的 RFID 纸标签批量写入设备单台日写入速度 20 万 PCS；在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领域，尤其是服装门店管理系统、ESL 电子货

架标签系统、物流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资产管理、溯源系

统均已得到广泛应用。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0、ISO14001:2004

等管理体系认证 RFID 智能标签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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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芯元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天浦路 28 号 1 号楼 

联系人：杨永亮 

电话：18912990888 

邮箱：ylyang@dspsemi.com 

企业概况 
 南京芯元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09 月 30 日在南京

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服务等。主营业务、

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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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27 号 F 幢 B 座 302 室 

联系人：王宇 

电话：13951624083 

邮箱：yu.wang@silergycorp.com 

企业概况 
 南京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成立，注册

资本 3100 万元人民币，是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坐落于紫金山东北角徐庄软件园，是一家致力于

高效率、高可靠性、绿色节能电源管理芯片研发的集成电路设计

企业。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2017 年共申请发明专利 6 项，获

得了 15 项发明专利授权，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 50 项，累计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 22 项,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公司销售首次突破

亿元关口达到 11337 万元，预计全年销售突破 1.3 亿元。 2017 年公司获得的资质认定 
 2016 年 “创业玄武”玄梧金凤奖  

 第十一届（2016 年度）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奖 

 南京市绿色节能电源管理芯片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管理创新优秀企业  

 南京市管理创新优秀企业  

 2016 年度江苏省成长性中小企业 

 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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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公司主营产品是：LED 驱动芯片、锂电管理芯片与无线充

电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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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汇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 6 号 8 号楼 110 室 

联系人：陈德华 

电话：18951951230 

邮箱：andy.chen@htesting.com 

企业概况 
南京汇测电子主要代理经销品牌有 YAMAICHI，ENPLAS，

3M，SENSATA(WELLS-CTI)，PLASTRONICS，LORANGER，

ARIES 等测试/老化座；提供各种 

封装形式的烧录座，转接座，转接板等，封装包括

CSP,WLCSP,BGA,LGA,DFN,TDFN,QFN,LCC，SOT,SOP…。标

准型号的产品均备有库存，品种丰富， 

我们愿以 诚恳的态度，提供 专业的服务，是您 值得信

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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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电子（南京）有限公司 GUC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 6 号 8 号楼 110 室 

联系人：徐雅慧 

电话： 17826089760 

邮箱： yahui.hsu@guc-asic.com 

企业概况 
 创意电子(南京)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成立于南京市江北

新区研创园，母公司为创意电子成立于 1998 年，已在台湾证券

交易所公开上市，股票代号为 3443。2003 年，全球晶圆代工服

务的领导厂商——台湾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台积电，TSMC) 始参与投资创意电子，且成为目前 大之投资

股东。创意电子为全球通讯、计算机和消费性电子公司所仰赖的

首屈一指的 ASIC 设计服务公司，拥有全球 先进 65nm、40nm、 

28nm、 16nm 和 7nm 的纳米系统单芯片(SoC)设计经验和提供全

方位解决方案，包括各类数字、模拟及 CPU 核等 IP，系统开发

及验证平台，封装测试设计与服务，是您迈向低功耗和高效能纳

米系统单芯片(SoC)及系统级封装(SiP)项目成功的 佳途径。 

 创意电子与台积电(TSMC) 策略联盟，可提供更先进、更完

整及更优质的 IC 设计服务及解决方案，服务的客户群及合作伙

伴遍布全球，包括大中华区、日本、韩国、北美及欧洲等地。 

主营业务、重点产品或主要成果 
 1、SoC 设计服务：Spec-in to GDS、RTL-in to GDS、Netlist-in 

to G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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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设计至芯片成品一条龙(Turnkey)代工服务：封装工程、

测试工程、产品工程、失效分析能力及 WIP 在线监控 

 3、多项目晶圆(MPW)服务： 

 7nm/16nm/28nm/40nm/65nm/90nm/0.13um/0.18um/0.25um/0.

35um 

 4、IP 服务：IP 采购、授权、及定制化 IO 

未来应用：车用电子/无人机/5G/人工智能/AR&VR/ 云服务数据

中心/超級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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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异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雨花台区宁双路 18 号 

电话：025-89692312 

传真：025-84730778 

联系人：陈玉航 

邮箱：cyh@exclor.com 

企业概况 
   南京异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核心业务是通

讯接口类集成电路设计及嵌入式软件的研发，拥有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专有权、软件著作权、专利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公司主要

产品 PCI/PCIE 接口和转接类芯片、USB 转接和接口控制类芯片，

在国内市场有较高占有率，产品主要应用金融设备、智能家居、

工业控制等领域。公司非常注重自主创新，2017 年研发投入占

销售收入的 10%以上。南京异或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 

获得的知识产权名称 

发明专利，ZL200710191760.5，用于连接串口或通用串行总

线架构接口装置等 2 项。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YH2051，BS.17500644X 等 1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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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权，异或 TCP/IP 协议栈芯片固件软件 V3.8，

2015SR063824 等 1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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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须知 

一、入会申请步骤： 
  1、填写《入会申请表》一份，申请表可以在协会网站上

（www.njicia.com）下载； 

  2、提供单位注册登记证件复印。 

二、 会员须知：	

  1、遵守本会章程，担任本会所制定的职务或指派之任务，

协助推广本会义务。 

  2、入会时随申请表格一起交纳会费，以后在每年的 4 月份

交纳当年会费。 

  3、在网上申请入会，必须在 1 个月内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

件寄到协会秘书处。 

  4、每个季度登陆协会网站统计平台，上报该季度的相关数

据，每年 1 月向协会提供企业上一年的基本情况，包括经济指标、

主要产品产量。 

 三、 会员管理中心联系方式： 
  协会秘书处 ： 李萍 

  办公电话：025-68558295 

  手机：15861828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