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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0 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

       1—10 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稳定增长，出口规模增速呈下降趋势，企业效益逐步恢复，投资增速

保持高位。

一、生产稳定增长

       1—10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增速分别超出工业、高技术制造业 5.5 和

0.8 个百分点。10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较 9 月份下降 1.2 个百分点。

图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

       1—10 月份，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 13 亿台，同比下降 3.5%，其中智能手机产量 9.88 亿台，同比下降

2.2%；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3.51 亿台，同比下降 8.8%；集成电路产量 2675 亿块，同比下降 12.3%。

二、出口增速呈下降趋势

       1—10 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6%，增速较前三季度下降 0.4 个百分点。10 月份，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7%，较 9 月份下降 5.1 个百分点。

1—10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9.5%，我国

集成电路产量2675亿块

图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工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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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海关统计，1—10 月份，我国出口笔记本电脑 1.43 亿台，同比下降 20.8%；出口手机 6.9 亿台，同比下

降 10.2%；出口集成电路 2304 亿个，同比下降 10.8%。

三、企业效益逐步恢复

       1—10 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2.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较前三季度上升 0.4 个百分点；

营业成本 10.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实现利润总额 6046 亿元，同比下降 2.9%，较 1—9 月份、1—8 月份

降幅分别收窄 2.5、2.7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9%，较前三季度上升 0.1 个百分点。

图 3 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累计增速

四、投资增速保持高位

       1—10 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0.8%，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10 个百分点，但比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低 2.8 个百分点。

图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

注：

1. 文中统计数据除注明外，其余均为国家统计局数据或据此测算。

2. 文中“电子信息制造业”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同一口径。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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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6 日，以“数字引领 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浙江省汽车产业链整零协同创新大会暨汽车整零协

同对接会在杭州市拱墅区举办。本次活动由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指导，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浙江省汽车

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省经信厅、拱墅区政府相关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省内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代表，知

名高校、行业协会代表，以及各设区市、县（市、区）经信局负责人共 150 余人参加活动。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叶健松出席活动并致辞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叶健松在致辞中强调，要以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为目标，坚持创新引

领、系统谋划、市场主导，进一步加强产业集群培育、提升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实施企业梯度培育、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力争到 2025 年，全省汽车产业产值突破 1 万亿，新能源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达 10%，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综合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第三届浙江省汽车产业链整零
协同创新大会暨汽车整零
协同对接会在杭州举办

第三届浙江省汽车产业链整零协同创新大会暨汽车整零协同对接会现场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制造强省建设，赋能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活

动以“线下活动 + 线上直播”的形式同步举办，聚焦汽车产业发展新形势和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背景下整车

和零部件企业发展需求，以主题演讲、主题研讨会、创新产品发布、展览展示等多样化形式，搭建政、产、学、研对

接交流平台，着力加快我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融合，探索我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活动现场，杭州市拱墅区委副书记、区长冯晶致欢迎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浙江省汽车工

程学会理事长俞小莉、浙江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总经理杨爱喜等分别作交流演讲，省内 4 家整车企业代表

开展圆桌对话，5 家零部件企业进行了首台（套）装备等创新产品发布。

（来源：浙江省经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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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 年 10 月，与上月相比，汽车商品进口金额有所下降，

出口金额呈小幅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汽车商品进、出口金额均呈较快增长。

       2022 年 10 月，汽车商品进出口总额为 217.6 亿美元，环比下降 0.8%，同比增长 26.5%。其中进口金额

66.2 亿美元，环比下降 8.8%，同比增长 17.2%；出口金额 151.4 亿美元，环比增长 3.1%，同比增长 31.1%。

       2022 年 1-10 月，全国汽车商品累计进出口总额为 205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 增速略高于 1-9 月。

其中进口金额 750.7 亿美元，同比下降 5.8%, 降幅比 1-9 月有所收窄；出口金额 129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2%，增速比 1-9 月略有提升。

（来源：中汽协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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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海关进出口
情况简析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2 年 10 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轿车品牌依次为五菱宏光 mini、轩逸、

秦 PLUS、汉、朗逸、Model3、卡罗拉、海豚、帝豪和雅阁。

       与上月相比，朗逸销量呈较快下降，轩逸和卡罗拉销量快速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朗逸销量呈较快下降，

雅阁销量小幅下降，其它品牌均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海豚和汉呈迅猛增长。

       2022 年 10 月，上述十个品牌共销售 31.1 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 29.8%。

（来源：中汽协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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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前十位轿车品牌
销量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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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哪吒汽车公布了 11 月份销量数据。数据显示，2022 年 11 月，哪吒汽车共交付新车 15,072 台，

同比增长 51%；今年 1-11 月，累计交付达 144,278 辆，同比增长 142%。

       值得一提的是，除哪吒 U 和哪吒 V 两款车型以外，哪吒 S 也于 11 月 30 日开始正式交付首批用户。

（来源：哪吒汽车、盖世汽车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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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汽车11月交付量15,072台，
同比增长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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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零跑汽车公布 11 月交付量，当月共交付新车达 8047 台。2022 年 1-11 月，零跑汽车累计交付

新车 102675 台，累计交付同比增长超 185%。

（来源：零跑汽车、北方车市）

零跑汽车1-11月累计交付超
10万台，同比增长超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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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Strategy Analytics 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 Q3 台积电代工（不包括三星）营业利润份额为 82%，高于

Q2 的 80%，这是该公司自 1996 年以来最高的营业利润率。另外，格芯（GlobalFoundries）的营业利润份额

增幅最大。

       报告表示，大多数代工厂似乎追求更高的 ASP（平均销售价格）而非数量，这推动了稳定的利润增长。

       据台积电财报显示，Q3 营收 202.3 亿美元，毛利率为 60.4%，营业净利率 50.6%。报告期内，台积电 5 纳

米的出货量占总晶圆收入的 28%；7 纳米的出货量占 26%；7 纳米及更先进制程占晶圆总收入的 54%。台积

电财务长黄仁昭曾表示，为了应对 2023 年的成本上升压力，将持续推动价值的销售，长期毛利率 53% 以上仍

可实现。

（来源：集微网）

台积电Q3代工营业利润
份额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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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市场调研机构 IC Insights 最新发布的报告，全球半导体销售额预计在 2022 年增长 3%，并创下 6360

亿美元的销售额新纪录。然而需求疲软，库存高企等因素阻碍，预计 2023 年半导体总销售额将减少 5%。

       但在经历了 2023 年的周期性下滑后，IC Insights 预测半导体销售额将出现反弹，并在未来三年实现更强

劲的增长。到 2026 年，半导体销售额预计攀升至 8436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6.5%。

       回顾这一轮半导体周期，疫情带来了居家办公需求，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智能家居设备出货量分别为

8.54 亿台和 8.96 亿台；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分别 3.04 亿台和 3.49 亿台，分别同比增长 13.1％和 14.8％；

全球 PC 显示器出货量达到 1.37 亿台和 1.44 亿台，成为 2012 年以来出货量的高位。随着动力电池技术的成

熟，电动汽车的渗透率提高，全球电动汽车 2020 年和 2021 年的销量分别达 312 万辆和 650 万辆，同比增长

41％和 109％。

       半导体产业的需求侧强劲增长，而供给侧产能紧张，8 英寸产线主要用于生产模拟芯片、功率器件、传感器

芯片等，下游面向汽车、工业、智能手机等，而 8 英寸晶圆线扩产力度较小，2016-2019 年均复合增速在 3.7％，

作为上一代产线的 6 英寸及更小尺寸的晶圆厂逐渐关闭或改建，导致 8 英寸晶圆线产能利用率偏高，维持在

90％以上。

       需求平缓时期尚能达到平衡，需求集中释放时期，平衡立即被打破。具有代表性的是 MCU 芯片，2021 年，

车用 MCU 紧缺，MCU 平均售价上涨 10％，创 25 年来最大涨幅，销售额达到 1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

2022 年第二季度起价格回归常态。

       2022 年前三季度，消费电子市场低迷，据预测，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约为 12.6 亿部，降幅为 6.8％，

PC 出货量将同比下滑 12.8％至 3.05 亿台，随着电子产业下游的阶段性饱和，芯片库存渐渐攀升。

（来源：集微网）

IC Insights：2023年半导体
销售额将下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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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StrategyAnalytics 数据显示，截止 2022 年 10 月，苹果在全球市场的出货量居首位，三星在全球市场

的 销 量 仍 居 首 位，小 米 紧 随 其 后。小 米 在 出 货 量 和 销 量 上 都 保 持 在 第 三 位。榜 单 前 十 名 的 其 他 厂 商 包 括

OPPO、vivo、传音、荣耀、realme、联想 - 摩托罗拉和华为。

       据此前报道，苹果要求供应商生产约 2.2 亿部 iPhone，这与 2021 年的产量大致持平。相比之下，一些分

析师预测苹果今年需要比去年多生产约 2000 万部手机。今年受疫情及全球整体经济下滑影响，消费类电子产

品需求疲软，苹果公司预计 2022 年 iPhone 的销量不会超过去年。

       SA 的另外一份报告指出，2022 年 Q3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9%，至 2.97 亿部。三星在 2022 年

Q3 以 22% 的市场份额登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苹果以 16%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这是其过去 12 年来 Q3 的

最高水平。

（来源：集微网）

截止10月手机销量与出货量
Top10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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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深圳市英锐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IDCHIP）是一家专业从事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以及半导体微电子相

关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总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北彩田

路东交汇处联合广场 A 栋（塔楼）1308，IDCHIP 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战略，努力吸纳和培养适合企业发展

的优秀人才，集聚了一批来自硅谷精英和国内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多年的专家学者。现有员工近 100 人，80% 以

上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成立了 20 余人的研发中心，人员以硕士、博士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为

主，是目前中国集成电路行业最具竞争力的技术力量。主要是根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市场的需要，结合俄

罗斯技术的工程团队和中国地区充沛的后勤支援力量，为客户提供从芯片开发设计到投片，封装，测试，销售，

以及售后技术支持的全方位优质、及时的专业化服务。

       IDCHIP 自成立以来，就勇敢地承担起振兴民族集成电路产业的重任，始终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贯

彻技术及品质领先的发展战略。目前已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多项版图版权设计登记 . 在过去 4 年来已成功向

国内晶圆厂转移 Trench ßpolar、HVBCD、BCD、Trench MOSFET、IGBT、FRD 等先进工艺，并在此基础上设

计和研发出了一系列优质的 LED 驱动，音频功放及 LED 照明芯片。   

       IDCHP 持之以恒地专注于技术的提升、团队的建设、管理的完善、市场的开拓、运作模式的创新，得益于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IDCHIP 在国内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产品介绍

一、EEPROM 存储 24C 系列

产品介绍

       24C02/04/08/16/32/64 是电可擦除 PROM，分别采用 256/512/1024/2048/4096/8192×8-bit 的组

织 结 构 以 及 两 线 串 行 接 口。电 压 可 允 许 低 至 1.8V，待 机 电 流 和 工 作 电 流 分 别 为 1μA 和 1mA。

24C02/04/08/16/32/64 具有页写能力，每页分别为 8/16/16/16/32/32 字节。24C02/04/08/16/32/64 具

有 8-pin PDIP 和 8-pin SOP 和 5-pin SOT 23-5 三种封装形式。

产品特点

·宽范围的工作电压 1.8V~5.5V

·低电压技术

     -1mA 典型工作电流

     -1pA 典型待机电流存储器组织结构

深圳市英锐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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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组织结构

     -24C02,256×8(2K bits)

     -24C04,512×8(4K bits)

     -24C08,1024×8(8K bits)

     -24C16,2048×8(16K bits)

     -24C32,4096×8(32K bits)

     -24C64,8192×8(64Kbits)

· 2 线串行接口，完全兼容 I2C 总线

· I2C 时 钟 频 率 为 1MHz（5V），400kHz

（1.8V,2.5V,2.7V）

·施密特触发输入噪声抑制

·硬件数据写

·保护内部写周期（最大 5ms）

·可按字节写

· 页 写：8 字 节 页（24C02），16 字 节 页

（24C04/08/16），32 字节页（24C32/64）

·可按字节，随机和序列读

·自动递增地址

·ESD 保护大于 2.5kV

·高可靠性

     - 擦写寿命：100 万次

     - 擦写寿命：100 年

·  8-pin DIP 和 8-pin SOP 封装

·无铅工艺，符合 RoHS 标准

应用领域

·智能仪器仪表

·工业控制

·家用电器

·计算机 笔记本电脑

·汽车电子

·通信设备

二、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 AD4054

产品介绍

       AD4054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

恒定电流 / 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它采用极小的

SOT-23-5 封装，只需外接极少的外部元件，使得

AD4054 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AD4054 可

以适合 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

所以不需要外部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

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

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固定与 4.2V，

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

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1/10

时，AD4054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被拿掉

时，AD4054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

电流降至 2uA 以下。AD4054 在有电源时也可至

于停机模式，已而将供电电流降至 25uA。AD4054

的其他特点包括电池温度检测、欠压闭锁、自动再

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的 LED 状态引脚。

产品特点

·高达 6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无需 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 SOP 封装的完成线

性充电器 

·恒定电流 / 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

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精度达到 ±1% 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自动再充电 

· C/10 充电终止，灯灭

· 2.9V 涓流充电器件版本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电池温度检测功能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25uA 

·无过压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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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移动电话 PDA 

· MP3、MP4 播放器、蓝牙耳机、蓝牙音箱 

·数码相机 

·电子词典 

· GPS 

·便携式设备、各种充电器

三、音频功率放大器 LM4890

芯片功能说明

       该 LM4890 的音频功率放大器主要设计为要

求苛刻的移动电话和其他便携式通信设备的应用

程序。它能够提供 0.5W 的连续平均功率一个 8Ω

BTL 负载从一个 5V 小于 1％的失真（THD + N）

DC 电源。 

       Boomer 音频功率放大器是专为提供高品质

的输出功率与最小量的外部元件。该 LM4890 不需

要输出耦合电容或自举电容，因此就是非常适用于

移动电话和其他低电压应用程序的阳离子，其中最

小的功率消耗是一个主要的要求。 

       该 LM4890 设有低功耗的停机模式，它是通过

驱动关断引脚与实现逻辑低。

       该 LM4890 包含高级弹出 & 点击电路，消除

了将在否则会出现噪音导通和关断的过渡。 

       该 LM4890 是单位增益稳定，可以通过配置外

部增益设置电阻。

芯片功能主要特性

·提供节省空间的封装：微型 MSOP8 

·超低电流关断模式 

· BTL 输出可以驱动容性负载 

· 改进弹出 & 点击电路中消除噪音导通和关断的

过渡 

· 2.2 - 5.5V 工作电压 

·无输出耦合电容，缓冲网络或所需的自举电容 

·掉电模式下电流 0.1uA 

·外部增益配置能力

芯片基本应用

·手机

·掌上电脑

·便携式电子设备

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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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01）成立于 2003 年，并于 2010 年成功上市，专注于“元器

件 - 终端 - 系统应用”的一体化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运营服务。

       公司是北斗导航器件及方案供应商，是通讯类产品芯片及整体方案供应商，是视频处理套片及方案供应

商。公司每年基于 IC 的在研项目数和投产产品数在整个行业中位于前列。公司具备深亚微米数模混合 IC 设计

及量产能力，且北斗射频、频率合成、转换器等多项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获得四百多项发明专利。公司

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微电子技术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单位等荣誉，并于 2021 年获得“中国 IC 设计

100 家排行榜”中通信 IC 设计公司 TOP10。公司设立有经国家人事部批准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现有员

工 900 余人，以专业技术人才和高学历人才居多，聚集了一批在北斗卫星导航、IC 设计、卫星通信、卫星遥感等

领域的顶尖技术人才。

       目前公司在集成电路行业已经沉淀有 20 余年，且已上市 12 年，一直深耕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相比初创公

司，公司发展稳健，积淀深厚，运营成熟，多款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相关领域。

产品介绍

一、DC 平衡双向控制串行器 GM8913

产品描述

       GM8913 型 DC 平衡双向控制串行器主要用于视频 / 图像传输中的发送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将 10 位并

行控制信号和一路时钟信号串行成一路 2.1Gbps 高速串行 CML 差分信号；同时接收低速通道信号实现模

式配对的功能。

       芯片内部集成终端电阻，可通过外部 I/0 或 I2C 总线进行配置，支持 power down 模式。芯片 core 电源

VDDn 为 1.8V，I/O 电源 VDDIO 可支持 3.3V 和 1.8V 两种电压。输入时钟频率为 25MHz~150MHz，支持

10bit、12bit 高频和 12bit 低频三种模式，总数据率最高可达 2.1Gbps。

       本器件封装及 pin 排布与 DS90UB913 兼容，与 GM8914 配对使用时，可成对替换 DS90UB913 和

DS90UB914。

性能特点

·输入信号：LVTTL/LVCMOS 信号；

·输出信号：CML 信号；

·参考时钟频率：25MHz ～ 150MHz（10bit 模式）；

·输入时钟采样模式为上升 / 下降沿可选；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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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数据率 2.1Gbps；

· 28：1 的数据压缩；

·全集成锁相环，无需外部元件；

·应用方式：交流耦合；

·封装形式：QFN32；

·工作温度范围：－40℃~85℃；

典型应用

       车载前置或后置摄像显示设备；

       车载环视停车辅助显示设备；

二、北斗关键元器件 GM4622

产品简介

       GM4622 是一款高度集成的 BD2-B1、B2、B3、GPS L1 以及 GLONASS L1 双通道多模全频点射频接收机，

支持双通道同时或独立工作。两个通道完全相同，通过调节输入匹配和 SPI 配置，单通道可以实现任意导航频

点的射频接收。

       芯片实现了全集成，内部包括低噪放、镜频抑制混频器、可调谐滤波器、可变增益放大器、锁相环以及低压

差线性稳压器等模块。采用单端射频输入，模拟和数字中频输出，仅需很少的外围元器件即可工作，具有集成度

高、体积小等特点。此外芯片的高低本振可选；62MHz 时钟可内部输出，也可由外部提供输入。

       芯片供电电压 1.8V~3.3V，内核电压 1.2V，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电压，降低功耗；芯片的窄带抗干扰

干信比达到 65dB 以上；芯片内部集成 FUSE 模块，可实现芯片内部寄存器配置，省去外部单片机。

性能特点

·功耗低：3.3V 工作电压，三温测试下；

·双通道同时工作电流小于 80mA；

·单接收通道工作电流小于 45mA；

·体积小：QFN48L 塑料封装，6mm（长）×6mm（宽）；

·芯片可双通道同时工作，也可单通道工作；

典型应用

·该产品可广泛应用在带北斗 RNSS 功能的各类整机终端。

三、惯性传感器 GS1609

产品简介

       GS1609 型 MEMS 陀螺仪是一款检测外界角速度信息的惯性传感器，它由信号处理电路和微机械陀螺仪

传感器构成。其中，微机械陀螺仪传感器作为敏感单元将外界角速度转换为与其成正比的电信号，信号处理电

路将该电信号处理并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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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特点

·振动敏感性：＜0.0005°/s/grms2；

·零偏稳定性：＜20°/h（1σ，10s 平均）；

·零偏重复性：＜15°/h；

·刻度因子线性度：＜100ppm；

·刻度因子重复性：＜100ppm；

·抗冲击特性：10,000g；

·检测轴：Z 轴；

·单芯片陶瓷封装，超小体积；

典型应用

·惯性测量

·平台稳定

·辅助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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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山东华科半导体研究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济南市高新区，是一家依托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和山东高速集

团的人才、技术、资源等优势成立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主要从事智能传感与信息处理芯片的设计、标定、封测，

为客户提供智能传感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探测、小信号放大、模拟数字转换、校准算法等多项核心技术，产品拥有多项发明专利、集成电路

布图保护及软件著作权，研发的高精度数字智能传感器技术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打破国外垄断。产品

广泛应用于信息通讯、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白色家电、医疗健康、仪器仪表等领域，以及物联网、人工智能、5G、

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农业等新型市场。未来将研发更多产品，扩展更多应用，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产品介绍

一、HK1020 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产品概述

       HK1020 是一款可提供 9~12 位温度测量精度、用户可配置高低温报警门限的数字温度传感器。通过单总

线接口与微控制器进行通讯。其测温范围为 -55℃~+125℃，在 -10℃~+85℃范围内的测温精度为 ±0.5℃。

       HK1020 可以通过外部供电和寄生供电两种模式工作，其中寄生供电指通过单总线获取能量，消除对外部

电源的需求。

       每个 HK1020 都具有一个唯一的 64 位序列号，可实现一根单总线上挂载多个 HK1020，同时使用一个微

控制器控制多个来实现大空间区域的温度检测。由于工作电压范围宽、功耗低及单总线接口等特点，HK1020

非常适合用于各类温度控制系统中。

产品特点

·工作电压范围：2.7V~5.5V

·测温范围：-55℃~125℃

·测温精度：

山东华科半导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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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范围测温精度 ±0.5℃

     -55℃~125℃测温精度 ±2℃

·测温分辨率：9~12 位 ADC 可选择，最高分辨率 0.0625℃

·接口形式：单总线

·待机电流：<1μA

·每个器件具有唯一的 64 位序列号

·简单的多点分布式测温应用

·集成感温单元和 EEPROM 存储，仅需 DQ 外部上拉电阻即可正常工作

·可通过数据总线供电

·选择 12 位分辨率时温度转换耗时小于 750ms

·具有用户自定义的非易失性温度报警设置

·具有 TO-92 和 MSOP8 两种封装形式

产品应用

·恒温控制系统

·工业系统

·消费类产品

·测温仪系统

封装形式

二、HK3035 I C 接口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产品概述

2



20

ENTERPRISE
芯企业

       HK3035 是一款将温度、湿度检测集成于一体的传感器。内含感温单元和感湿单元用来感知环境温度和湿

度，然后通过模数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再经过校准补偿后，通过 I²C 端口输出。

       I²C 串行接口提供 1 个可选的逻辑地址管脚，支持同一总线上同时连接 2 个设备。通信速度可高达 1MHz。

       当超过设定的温度、湿度阈值后，HK3035 会通过 ALERT 管脚输出报警信号。另外，通过拉低 nRESET 管脚

可以对 HK3035 进行复位操作。

       HK3035 可以工作在单次测量以及周期测量两种模式下。单次测量模式时，一条测量指令可以得到一组温

度、湿度数据；周期测量模式时，一条测量指令会得到一连串的温度、湿度数据。

       HK3035 具有 2.15V 到 5.5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测温范围为 -40℃~125℃，典型测温精度 ±0.1℃，测湿

范围为 0%RH~100%RH，测湿精度为 ±3%RH。

产品特点

·工作电压范围：2.15V~5.5V

·测量范围：

     - 测温范围：-40℃~125℃

     - 测湿范围：0%RH~100%RH

·测温精度：典型值 ±0.1℃

·测湿精度：±3%RH

·分辨率：16 位 ADC

·接口形式：兼容 I²C 接口，可以提供高达 1MHz 的通信速度，拥有 2 个用户可选择的地址

·输出是经过充分校准和温度补偿的、高线性度的数字输出信号

·非常短的启动时间和测量时间

·具有小型 DFN 8 封装形式

产品应用

·智能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 (HVAC) 系统

·环境监测系统

·可穿戴设备

·智能手机设备

封装形式

· DF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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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2 位定点 DSP——ADP32F04

产品描述

       HK6501 一款开漏输出的温度开关，内部包含一个带隙温度传感器用来感知本地温度和 11 位 ADC 用于

数据转换。当温度超过设置的温度触发点时，逻辑输出就会被激活。

       HK6501 的逻辑输出是低有效的漏极开路输出。温度以 0.125℃的分辨率进行数字化。出厂设置的温度跳

变点以 10℃为步进，当温度高于所选的跳变点时，它们的逻辑输出变为有效。无需外部补偿，用引脚来选择迟

滞量是 2℃还是 10℃。

产品特点

·工作电压范围：2.7V~5.5V

·工作温度范围：-55℃~125℃

·温度阈值：典型值 105℃

·阈值精度：±5℃

·出厂设置翻转点：以 10℃为间隔

·温度分辨率为 0.125℃

·无需外部元器件

·开漏输出

·可选引脚迟滞量：2℃或 10℃

·工作电流：常温典型值 110μA

·封装形式：SOT23-5、DFN

产品应用

·医疗设备

·汽车电子

·移动电话

·硬盘驱动器

·个人电脑

·电子测量设备

·家用电器

·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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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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