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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模拟/混合信号IC评选颁奖暨产业沙龙举办

作者：文蕴蕴、崔澎    时间：2008-03-24  来源:  电子产品世界   浏览评论

        3月20日，“2007模拟/混合信号IC编辑推荐奖”颁奖典礼暨产业沙龙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学

术活动中心演讲大厅隆重举行。作为业内具有影响力的IC评选活动，《电子产品世界》杂志社主办

的“模拟/混合信号IC编辑推荐奖”评选活动已经步入第三个年头。会议由《电子产品世界》杂志主编

王莹女士主持，《电子产品世界》杂志社社长陈秋娜、上海交大电子工程系徐国治教授、上海大学电

子信息学院副院长陈泉林教授、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副系主任胡波教授，分别向获得“2007模拟/混

合信号IC编辑推荐奖”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应用”2个奖项的16家公司代表颁奖。  

       今年评选的最大特色是中国本土模拟IC企业彰显了一定的设计实力，在入围的16家公司中，除

了传统的国外著名模拟/混合信号IC设计公司外，还有包括硅谷数模、澜起科技、昂宝电子、BCD 和

鼎芯通讯在内的5家中国本土企业分别入选市场应用和技术创新2大奖项（具体内容请参看“模拟/混

合信号IC编辑推荐奖”评选结果）。 

       作为颁奖活动的延伸，本次产业沙龙除了邀请行业专家、高校教授和公司代表以座谈形式参加

讨论外，还首次采用开放的形式，面向上海交大的师生，集体解答他们的问题。半导体产业分析家、

  

 

 互动社区 进入社区

 

·[原创] H-JTAG V

·vxWorks 6.2 中

·关于 PowerPC 汇编

·学习linux/unix编

·Linux系统清除Grub

 培训快递 进入培训

·新一代电源系统分析与测试方案 

·手机的发展趋势：移动计算

·AVS标准与系统芯片研发进展

·瑞萨学习工具包讲座_M16C族 

·瑞萨学习工具包讲座_R8C/Tiny系列MC

·Vision-based Handy Use

·台湾单晶片的发展与技能考核

http://www.eepw.com.cn/article/80522.htm（第 1／5 页）2008-4-8 14:32:15

http://www.eepw.com.cn/
http://www.eepw.com.cn/news
http://ec.eepw.com.cn/
http://share.eepw.com.cn/
http://forum.eepw.com.cn/
http://spaces.eepw.com.cn/
http://www.eepw.com.cn/meeting
http://seminar.eepw.com.cn/
http://college.eepw.com.cn/
http://emag.eepw.com.cn/
http://component.eepw.com.cn/
http://consume.eepw.com.cn/
http://control.eepw.com.cn/
http://embedded.eepw.com.cn/
http://analog.eepw.com.cn/
http://wireless.eepw.com.cn/
http://www.eepw.com.cn/article/80893.htm
http://www.eepw.com.cn/article/80906.htm
http://www.eepw.com.cn/article/80887.htm
http://www.eepw.com.cn/news
http://analog.eepw.com.cn/
http://analog.eepw.com.cn/info/articlelist/type/3
http://www.eepw.com.cn/comments/list/id/80522
http://ad.idg-istic.cn/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00__zoneid=105__cb=96ba7968e5__maxdest=http://www.eepw.com.cn/murata/index.htm
http://forum.eepw.com.cn/
http://ad.idg-istic.cn/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188__zoneid=159__cb=8cff6bc30f__maxdest=http://forum.eepw.com.cn/forum/225/1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131189/1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131186/1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131151/1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131139/1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130948/1
http://seminar.eepw.com.cn/
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video/id/49
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video/id/47
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video/id/34
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video/id/44
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video/id/45
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video/id/43
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video/id/42


2007模拟/混合信号IC评选颁奖暨产业沙龙举办

《电子产品世界》编委莫大康首先提纲携领地介绍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状况及中国半导体前途”。从电

子技术的三次突破，讲到半导体工业的推动力，指出发展半导体工业，一定与技术、资金、人才相

关。莫编委还分析了半导体的技术发展趋势及前景，并特别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现状及未来进行了

分析，同时指出了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目前存在的问题。他提到中国集成电路的目标，08年预测将达

到1510亿，增长20.5%。 

        其后，上海交大电子工程系副系主任周玲玲教授指出了模拟电路教学方面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

题。周教授多年来一直在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从事制订培养计划的工作，同时承担着学院、系的

模拟电路的教学工作。周教授讲到，我国模拟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教材内容和实际应用差距比较

大；学时少；重数字，轻模拟；理论与实践脱节。周教授希望通过产、学、研的合作，使模拟教学工

作得到产业界的帮助，从而解决上述问题。 

        上海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陈泉林教授指出，模电比较难教，也比较难学。在上海大学，模

电一直被学生称为“魔电”。模拟电路的分析设计，一直是学生所厌恶的。上海交大存在的教学问题在

上海大学也存在。陈教授指出教模拟电路的三个重要环节：第一，要教学生识图。现在很多学生，根

本看不懂电原理图，甚至变一个位置就看不懂了；第二，在教学过程中要教会学生估算。有些模拟电

路的性能大多是估算的，不需要很精确。比如增益、带宽、殊荣输出阻抗、抗干扰能力等等；第三，

要重视实践教学，让学生通过实践学会电路的设计及应用。他同时提到，《电子产品世界》内容丰

富，有很多性能优良的芯片介绍和应用电路，是老师和学生的良师。而且上海大学经常在电子设计竞

赛中，把杂志翻出来，借鉴杂志里面的产品电路。同时，上海大学还在学校里开展竞赛培训，参考

《电子产品世界》中的电路芯片介绍和应用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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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副系主任胡波教授讲到，现在的模拟信号处理的需求方面，大概有几个趋

势。第一是高频；第二是功率，包括电源的管理；第三，在干扰非常强的情况下，监测微弱信号。有

很多医学信号处理，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模拟教学内容改革上，胡讲授强调，应注意理论体系与实

验相结合，增强学生的理论体系建设和电路设计和分析能力的培养。 

        在一个下午能听到来自三所著名学府的专家对模拟教学的意见，对同学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

会。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电路系统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张易知同学，作为学生代表，讲出了他在

自己学习中的体会。他讲到，通过参加竞赛和实验，还包括一些学校内部组织的实验、公司的培训，

很容易结合课堂上接收的知识，加强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其实模拟电路并不是那么难，通过自己设计

一个系统，可以发现里面很多有趣的东西。 

         获奖公司代表的发言对参加沙龙的师生更具实际和指导意义。 

       Cypress公司全球市场及应用部亚太区总监邹治雄先生指出，过去两年Cypress做出了不错的

成绩。第一年的销售不到1亿美元，而去年的销售已经达到10亿美元，被评为全球半导体公司增长最

快的公司之一。Cypress对上海的投入很大，在上海的办公室有超过100个员工。Cypress今年要招

聘更多新员工，如果老师、同学们对半导体有兴趣，可以考虑加入Cypress！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中国区业务发展经理胡觉新先生在国半的工作之一，就是跟大学合作，胡

经理讲到，中国大学刚毕业的工程师的确在设计能力和表达能力上比美国、欧洲的学生差一些，我们

应该改善这个情况。国半跟浙大一起搞了三个实验室，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把产、学、研合

作从研究生扩展到了大学生的普通模拟电子教学。胡经理建议，第一，高校教学不要太看重考试，要

看重实验；第二，不要太看重一般化的分数，要注重论文；第三，不要学非常先进的器件、非常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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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路，这是没有意义的，学不完。高校应教学生方法，怎么测一个电路、怎么考核一个电路；第

四，建议在大学教学里增加ESD、EMI、EMC，这些内容可以解决高频、低频的根本问题。如果把

这些问题搞好了，对器件运用这一节，非常有帮助。  

        ADI 公司代表满光华先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同学们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模拟电子技术属于工

科，一切的根本离不了两样：一个是数学，一个是英语。 

       北京昆腾微电子公司运营副总裁段哲民先生表示，我这次来，非常希望跟交大建立密切的联

系，也欢迎交大校友可以到北京加盟我们公司！ 

        BCD公司代表朱士海先生建议，现在大学应该搞开放式的教学，学生应该多参加实践，包括一

些高校与企业间的合作计划。同时，可以请一些工程师到学校来做教学，周末晚上可以拿来进行教

学。另外，可以让学生到企业参加实践、实习。 

       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业内、高校专家、厂商代表、同学们，都有一有未尽的感

觉。还有很多没来得及表达，还有很多想要探讨、交流、请教……《电子产品世界》社长陈秋娜女士

总结说：“模拟/混合信号IC编辑推荐奖评选活动是《电子产品世界》杂志社每年举办的一项重要评选

活动。我们的目的，就要是在新的一年里与业界研发设计、制造商、用户、读者朋友们一起，回顾上

一年度模拟/混合信号IC产品市场，选择出具有出色市场价值的产品，一起见证该领域的进步。希望

通过本次活动，可以促进高校教学与企业间的合作，从而推动模拟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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