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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2022-2029
年）》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
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
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
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
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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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集成电路封测包含封装和测试两个环节。其中封装是将通过测试的晶圆加工得到独立芯片的
过程，使电路芯片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起着保护芯片、增强导热（散热）性能、实现电气
和物理连接、功率分配、信号分配，以沟通芯片内部与外部电路的作用，它是集成电路和系
统级板如印制板（PCB）互连实现电子产品功能的桥梁，主要有电气特性的保持、芯片保护
、应力缓和及尺寸调整配合四大功能。测试主要是对芯片产品的性能和功能进行测试，并挑
选出功能、性能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主要有直流参数测试、交流参数测试
、功能项目测试、混合信号模块测试、模拟模块测试 、射频模块测试、
集成电路封装实现的四大功能 集成电路封装的功能 描述 芯片电气特性保持功能 通过封装技
术的进步，满足不断发展的高性能、小型化、高频化等方面的要求，确保芯片的功能性
芯片保护功能
保护芯片表面以及连接引线等，使其在电气或物理方面免受外力损害及外部环境的影响。
应力缓和功能 受外部环境影响或芯片自身发热都会产生应力，封装可以缓解应力，防止芯
片发生损坏失效，保证可靠性。 尺寸调整配合功能
由芯片的微细引线间距调整到实装基板的尺寸间距调整，从而便于实装操作。
资料来源：甬矽电子招股说明书，观研天下整理
集成电路测试的主要内容 测试项目 测试内容 直流参数测试 直流参数主要测试芯片的电压、
电流的规格指标，常见直流参数测试项目有静态电流、动态电流、端口驱动能力等。
交流参数测试 交流参数测试目的是确保芯片的所有时序符合规格，常见交流参数测试项目
有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端到端延时等。 功能项目测试
芯片功能项目测试主要是验证芯片的逻辑功能是否正常，常见芯片功能测试项目有
ATPG、SCAN、BIST 等。 混合信号模块测试 测试芯片的音视频信号相关的数字转模拟模
块、模拟转数字模块的性能指标，常见混合信号测试项目有信噪比、谐波失真率、噪声系数
等。 模拟模块测试 测试芯片的模拟信号的性能指标，常见模拟模块测试项目有阀值电压、
关断漏电流、导通电阻值等。 射频模块测试 测试芯片的射频信号是否符合芯片的设计规格
，常见的射频模块测试项目有噪声系数、隔离度、接收灵敏度等。
资料来源：利扬芯片招股说明书，观研天下整理
集成电路封测是集成电路产品制造的后道工序。据了解，集成电路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又
称 IC、芯片，是将晶体管、电阻、电容等电子元器件全部集 成在微型基板上并形成电路互
联，成为能执行特定电路或系统功能的一种微型结构，是半导体中的一种。由于集成电路在
消费电子、高端制造、网络通讯、家用电器、物联网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已成为
了衡量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近年来随着集成电路的结构越发复杂，产业结构趋向高度专业化，分工模式进一步 细化，
因而从产业链的上游到下游依次形成了集成电路的设计、晶圆制造以及封装测试三个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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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我国集成电路行业发展相对较晚，于 1965 年研制出第一块硅基数字集成电路，并且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真正形成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进入重点建设期。
尤其是自全球集成电路行业开始第三次产业转移（即向中国大陆转移）以来，我国凭借其巨
大的消费电子市场、庞大的电子制造业基础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了全球集成电路公司
在国内投资。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终端产品消费市场和制造基地。
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10458.3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设计
业销售额为4519亿元，同比增长19.6%；制造业销售额为3176.3亿元，同比增长24.1%；封
装测试业销售额2763亿元，同比增长10.1%。预计2022年我国集成电路销售额将达11386亿
元。

数据来源：CSIA，观研天下整理
制造方面，近年来受益于集成电路产业加速向中国大陆转移，集成电路进口替代也将加快步
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1 年我国集成电路总生产量从 2011 年的 761.80
亿块增长至的 3,594.30 亿块，年复合增长率为 16.78%；2022年1-2月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
573.3亿块。而作为对照，2021年国内集成电路进口金额从 2011 年的 1,701.99
亿美元增长4,325.54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4.42%。可见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生产速度
快于集成电路进口增长速度，表明我国集成电路行业国产替代速度加快，集成电路生产量不
断提高，已部分实现国产替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整理
将充分受益于全球晶圆产能转移带来的封测市场需求传导。受益集成电路产业加速向大陆转
移的趋势，全球晶圆制造产能也不断向中国大陆转移，诸如台积电、 中芯国际、长江存储
等企业在中国大陆大力投资建厂。有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大陆地区晶圆产能已从
2011 年的 9%提升至 18%。预计2025年，我国大陆地区晶圆产能占全球的比例将提高至22
%。而集成电路封测业作为晶圆制造产业链的下游环节，将充分受益于全球晶圆产能转移带
来的封测市场需求传导。
数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市场规模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17年
我国封装测试行业销售收入增长率达到20.77%，为5年来的最高水平，随后因部分集成电路
封测企业开始转型到技术含量更高的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领域导致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的市场
规模增长率开始下降。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封测业市场规模为2510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
长6.8%。2021年封装测试业销售额2763亿元，同比增长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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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先进封装成封测行业成长驱动力。在集成电路制程方面，“摩尔定律”认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
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 18-24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长期以来，“摩尔
定律”一直引领着集成电路制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自 1987 年的 1um 制程至 2015 年的
14nm 制程，集成电路制程迭代一直符合“摩尔定律”的规律。但 2015
年以后，集成电路制程的发展进入了瓶颈，7nm、5nm、3nm
制程的量产进度均落后于预期。随着台积电宣布 2nm 制程工艺实现突破，集成电路制程工
艺已接近物理尺寸的极限，行业进入了“后摩尔时代”。而“后摩尔时代”制程技术突破难度较
大，工艺制程受成本大幅增长和技术壁垒等因素上升改进速度放缓。
与此同时，随着 5G 通信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视觉识别、自动驾驶等下游应
用场景的快速兴起，应用市场对芯片功能多样化的需求程度越来越高。在芯片制程技术进入
“后摩尔时代”后，先进封装技术能在不单纯依靠芯片制程工艺实现突破的情况下，通过晶圆
级封装和系统级封装，提高产品集成度功能多样化，满足终端应用对芯片轻薄、低功耗、高
性能的需求，同时大幅降低芯片成本。因此，先进封装在高端逻辑芯片、存储器、射频芯片
、图像处理芯片、触控芯片等领域均得到了广泛应用。
以系统级封装为例，目前系统级封装最大的下游应用市场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消费电
子领域，占比达到70%。而根据预测分析，未来系统级封装增长最快的应用市场将是可穿戴
设备、Wi-Fi 路由器、IoT 物联网设施以及电信基础设施。尤其随着 5G
通讯的推广和普及，5G 基站对倒装球栅阵列（FC-
BGA）系统级封装芯片的需求将大幅上升。

数据来源：Yole，观研天下整理
自2015年以来，国内厂商通过兼并收购，快速积累先进封装技术，目前封测厂商技术平台
基本做到与海外同步，大陆先进封装产值占全球比例也在逐渐提升。数据显示，2020年中
国大陆先进封装产值占全球比例从 2015 年的10.3%提升至 14.8%。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
体消费国，在“下游需求高景气度+集成电路高端领域国产替代加速”的双轮驱动下，我国先
进封装产值占全球比重有望进一步提高。

数据来源：Yole，观研天下整理
目前封装测试业是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中发展最为成熟的细分行业，在世界上拥有较强竞争力
。有相关资料显示，2016-2020年期间，中国大陆封测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2.54%，远高于全球封测市场 3.89%的增长速度。
目前全球封装测试行业已形成了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美国三足鼎立的局面。2019
年我国封装测试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有率高达 64.00%，其中中国台湾企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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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0%，中国大陆企业占 20.10%，均高于美国的 14.60%。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另外在2021 年全球营收前十大封测厂商排名中，有八家企业是属于中国企业，分别是日月
光、长电科技、力成、通富微电、华天科技、京元电子、南茂 、顾邦。其中有三家企业位
于中国大陆，分别为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和华天科技，分别占比10.82%、5.08%、4.18%；
2021 年全球前十大封装测试企业
排名
公司
总部
2021 年营收预估（百万人民币）
营收增速（%）
市占率（%）
1
日月光
中国台湾
77240
20.07
27
2
安靠
美国
38606
23.59
13.5
3
江苏长电
江苏
30953
16.96
10.82
4
力成
中国台湾
1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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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6.61
5
通富微电
江苏南通
14537
34.99
5.08
6
天水华天
甘肃
11967
42.77
4.18
7
智路封测
新加坡
9146
67.63
3.2
8
京元电子
中国台湾
7788
17.18
2.72
9
南茂
中国台湾
6321
19.69
2.21
10
顾邦
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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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7
22.2
2.18
合计
221721
/
77.5
资料来源：TrendForce，观研天下整理（WW）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2022-2029
年）》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
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
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
的权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
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目录大纲】

第一章 2018-2022年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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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一、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相关定义
二、集成电路封测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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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一、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二、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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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集成电路封测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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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全球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全球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与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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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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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美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北美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欧洲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欧洲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欧洲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欧洲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 2022-2029年世界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分布走势预测
第七节 2022-2029年全球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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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对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监管体制现状
二、行业主要政策法规
三、主要行业标准
第四节政策环境对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五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章 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的因素
二、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
三、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解析
第三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一、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供应规模
二、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供应特点
第四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一、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需求规模
二、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需求特点
第五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五章 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产业链和细分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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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产业链综述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二、产业链运行机制
三、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产业链图解
第二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产业链环节分析
一、上游产业发展现状
二、上游产业对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的影响分析
三、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四、下游产业对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我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一、细分市场一
二、细分市场二

第六章 2018-2022年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二、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竞争特征分析
一、企业区域分布特征
二、企业规模分布特征
三、企业所有制分布特征

第七章 2018-2022年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模型分析
第一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波特五力模型原理
二、供应商议价能力
三、购买者议价能力
四、新进入者威胁
五、替代品威胁
六、同业竞争程度
七、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结论
第二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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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OWT模型概述
二、行业优势分析
三、行业劣势
四、行业机会
五、行业威胁
六、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SWOT分析结论
第三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PEST模型概述
二、政策因素
三、经济因素
四、社会因素
五、技术因素
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第八章 2018-2022年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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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8-2022年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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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十一章 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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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

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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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集成电路封测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集成电路封测行业风险分析
一、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技术风险
三、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竞争风险
四、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集成电路封测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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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集成电路封测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产品策略
二、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定价策略
三、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渠道策略
四、集成电路封测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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