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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芯源半导体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成立，为上市公司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专业负责自研芯片的研
发、设计、推广、销售及技术服务相关业务。目前已推出微处理器MCU、小容量存储芯片EEPROM、功率器件SJ-MOSFET三大系列
产品，公司致力于成为国产芯片产业的领航者。

2018年成立
为加大自研芯片研发力度，

2018年升为独立的芯片设计公司

10年+
团队成员平均从业时间超10年，

理论扎实、技术过硬

背靠上市公司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力源信息，股票代码：300184）

成功转型
前身为头部技术型分销企业力源信息的IC业务部，

转型为拥有经验丰富的芯片设计团队

业务范畴
专注芯片的设计、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

拥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市场及销售团队

基本情况         
Basic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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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力源IC事业部成立
研发销售自有产品

IC事业部改组为全资子公司
专注设计开发自主知识产权
半导体器件

256K/512K位EEPROM升级迭代
实现行业最高擦写次数500万次

M0+ MCU产品家族
通用系列CW32F003量产
低功耗系列CW32L083/031量产

荣获2022年度硬核中国芯
“最佳MCU芯片奖”和“卓越成长表现企业奖”

首款基于Cortex-M0+内核
微控制器CW32F030C8量产

SJ-MOSFET升级迭代
基于2.5代深槽超结工艺

SJ-MOSFET量产
CW24Cxx串行EEPROM量产

力源信息上市
股票代码：300184

M0+MCU产品家族
无线射频系列
CW32R030/W031发布
超低功耗系列CW32L052发布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history

         



致力于成为国产芯片产业
的领航者

品牌愿景

提供本土化的、工业标准、高品质、
低成本的集成电路产品，为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服务

产品定位

开放创新 与客户共赢

经营理念

CQTS( Cost-成本领先；Quality-品质保证; 
Technology-技术创新；Service-可靠服务）

服务宗旨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客户需求分析 芯片设计评估 晶圆厂代工 封测厂代工 可靠性测试 产品应用评估 终端应用

产品可靠性验证

导入高配产品

汇集下游客户

市 场 导 向 型 研 发

搜集工程师需求

完善自主芯片设计

产品运营模式          
Product operation mode

         



华虹宏力的110纳米工艺制程，是国内最可靠的技

术，已经过大量实践验证;

华虹有完善的质量体系，对设计质量有严格的把控

流程，从芯片制造端对产品质量做了良好的控制

专业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已具备基于5nm芯

片的封测能力

长电科技将运营效率与其成熟的能力和竞争力结

合，大幅降低测试成本 (COT)，提供最高的产量,

从而实现可预测的快速顺利量产

华虹宏力

华天科技

长电科技

武汉芯源
半导体

Design

Channel

Brand

Wafer

Assembly

Testing

产业链合作伙伴         
Industry chain partners
         





质量管理体系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体系认证      

已通过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已通过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已通过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System certification
         



正在推进AEC-Q100车规级

可靠性测试认证

预计2023年上半年完成

专业机构认证

车规级认证        

车规级认证      
Certification of Automotive ICs         





Cor tex-M0+CW32系列家族选型表

      CW32家族 主频
(MHz)

FLASH
（KB）

RAM
(KB) GPIO DMA 定时器 RTC UART SPI I2C 安全功能 LCD 工作温度(℃) 封装

u 1.65V~5.5V 宽电压

u HBM ESD 8KV

u 12位高速ADC 

1Mbits/s

u 双路电压比较器

u 低电压检测器

u Vref ±60ppm/℃

u Temp Sensor ±3℃

u OTP存储器

u 丰富的定时器资源

u 多路内置时钟

u 独立、窗口看门狗

u IR

CW32F030C8 64 64 8 39 5 8 1 3 2 2 CRC16/
CRC32 - -40 ~ +105 LQFP48

CW32F030K8 64 64 8 25/27 5 8 1 3 2 2 CRC16/
CRC32 - -40 ~ +105 LQFP32/

QFN32

CW32F030Fx 64 64/32 8/6 15 5 8 1 3 2 2 CRC16/
CRC32 - -40 ~ +105 QFN20/

TSSOP20

CW32F003E4 48 20 3 21 - 5 - 2 1 1 CRC16 - -40 ~ +105 TSSOP24

CW32F003F4 48 20 3 17 - 5 - 2 1 1 CRC16 - -40 ~ +105 TSSOP20/
QFN20

CW32L083VC 64 256 24 87 5 9
(含LPTIM) 1 6 2 2 CRC16/

TRNG/AES ✔ -40 ~ +85 LQFP100

CW32L083MC 64 256 24 71 5 9
(含LPTIM) 1 6 2 2 CRC16/

TRNG/AES ✔ -40 ~ +85 LQFP80

CW32L083Rx 64 256/128 24 55 5 9
(含LPTIM) 1 6 2 2 CRC16/

TRNG/AES ✔ -40 ~ +85 LQFP64

CW32L052R8 48 64 8 55 4 8
(含LPTIM) 1 3 2 2 CRC16 ✔ -40 ~ +85 LQFP64

CW32L052C8 48 64 8 39 4 8
(含LPTIM) 1 3 2 2 CRC16 ✔ -40 ~ +85 LQFP48

CW32L031C8 48 64 8 39 4 6 1 3 1 1 CRC16 - -40 ~ +85 LQFP48/
QFN48

CW32L031K8 48 64 8 25 4 6 1 3 1 1 CRC16 - -40 ~ +85 QFN32

CW32L031F8 48 64 8 14 4 6 1 3 1 1 CRC16 - -40 ~ +85 QFN20/
TSSOP20

Cortex-M0+CW32 Series family selection table
         



MCU单片机Cor tex-M0+CW32系列家族
          MCU Cortex-M0+CW32 series family
         



通用高性能CW32F系列MCU优势
         

通用高性能
功能覆盖全

加密安全防护

Advantages of universal high-performance CW32F series MCU
         

宽工作电压：1.65V-5.5V
  宽工作温度：-40℃-105℃

HBM ESD 8KV，
全部ESD可靠性达到国际标准最高等级

12位高速ADC，可达到±1.0 LSB INL，
11.3 ENOB(有效位数)；

稳定可靠的eFLASH制造
确保工业高可靠应用

采用Prefetch+Cache架构
同频CoreMark 计算力/功耗比超越同类产品



安全低功耗CW32L系列MCU优势
         

CW32L083/052系列突出功能

01 具备LCD段码液晶驱动器

02 TRNG真随机数发生器

03 AES高级加密标准模块

CW32L031系列功耗典型值

深度休眠模式0.45uA ,4us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Advantages of the safe and low-power CW32L series MCU



无线射频MCU产品         

CW32射频系列 内
核

调制
方式

协议
类别

工作频段

(MHz)

输出功率

(dBm)

灵敏度

(dBm)

工作电流
（射频部分）

主频

(MHz)

FLASH

(KB)

RAM

(KB)
GPIO 通信

接口
工作电压

(V)
工作温度

(℃) 封装

u 12位高速ADC

     1Mbits/s

u 双路电压比较器

u 低电压检测器

u Vref±60ppm/℃

u Temp 

Sensor±3℃

u OTP存储器

u 丰富的定时器资源

u 多路内置时钟

u 独立、窗口看门狗

u 实时时钟和日历

u DMA

u CRC

u IR

CW32R030C8 M0
+ GFSK 2.4G私有,

蓝牙Beacon 2400~2483 -40~+10 -88@1Mbps
Sleep：100nA

RX：20mA
TX：25mA@0dBm

64 64 8 33
2xIIC
1xSPI

3xUART
2.2~3.6 -40~+85 QFN48

CW32W031R8 M0
+ ChirpIoTTM 私有协议 370 ~590

740~1180 -7~+22 -140@62.5kHz

Sleep：400nA
RX：12.5mA@DCDC

模式
TX：25mA@0dBm

48 64 8 33
1xIIC
1xSPI

3xUART

LDO模式1.8~3.6
DCDC模式2.0~3.6 -40~+85 QFN64

Radio frequency MCU products



无线射频蓝牙系列MCU优势
         

01 支持2400MHz~2483MHz通信频段

02 兼容BLE及XN297L数据包

03 可编程输出功率高达+10dBm

04 拥有 -88dBm良好的接收灵敏度

05 支持自动应答及自动重传功能

Advantages of wireless RF Bluetooth series

适合各种无线产品应用领域

比如：遥控器、电子烟、无人机、玩具、电子围栏、
电子标签、照明、门锁、键盘鼠标等产品。



无线射频ChirpIoT系列MCU优势
      

01 支持工作频段 370MHz ~ 590MHz，740MHz ~ 1180MHz

02 工作电流  深度休眠电流：850nA 接收电流：12.5mA@DCDC模式
发射电流：135mA@22dBm，25mA@0dBm

03 输出功率高达22dBm

04 支持带宽 ：62.5kHz、125kHz、250kHz、500kHz，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05 拥有-140dBm高灵敏度

06 SF因子7~12，支持扩频因子自动识别

通信距离比传统的无线射频通信距离扩大
3 ~ 5 倍。适合窄带物联网产品应用领域。

比 如 ： 无 线 自 动 抄 表 、 远 距 离 数 据 通 信 、 智 能 家 居 、 工 业 物 联
网 、 智 慧 农 业 、 供 应 链 物 流 等 。

Advantages of radio frequency ChirpIoT series MCU



小容量存储芯片EEPROM产品优势
      

01

02

03

04

05

Small capacity memory chip EEPROM product advantages



功率器件SJ-MOSFET产品优势         

晶圆工艺:  采用2.5代深槽（ Deep-Trench  ）超结工艺 ，更少的光罩层数，生

产周期更短，更具成本优势

低内阻：特殊的超结结构让高压超结MOS内阻在同样面积情况下降低到VDMOS的
1/3-1/5

应用范围广：适宜于对系统效率有更高要求的照明应用、各类电源、适配器及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充电器中，以及大功率充 电桩， LED电源、通讯、服务器电源等

更高效率：较高的轻载，满载效率，超低的导通内阻，有效的降低导通、开关损耗

低温升：较低的功耗，有效的降低电源整体的工作温度，延长电源的使用寿命

易用性：使用过程中简单易用，驱动电流需求小，对新一代高速开关电源提供有力

的支持

Power device SJ-MOSFET product advantages





MCU典型应用
         

智 能 家 居 工 业 控 制 汽 车 电 子

电动窗帘

温控器

气体监测模块

智能升降桌

智能马桶

智能门锁

24GHz无线微波

感应模组

电动车仪表盘

舵机（无刷电机）

两轮车控制器

太阳能伞

电动工具

灯光照明

数字电源

光伏逆变器

智能断路器

便携式充电枪

车载无线充电器

倒车雷达

尾门电控

消 费 电 子

电子烟

无线充

筋膜枪

云台控制

宠物遥控

浴霸

Typical applications of MCU

医 疗 电 子

血氧仪 

呼吸机

血糖仪

注射泵

胎心监护仪

电子体温计

电子血压计



CW32F030系列MCU典型应用         
CW32F030 series MCU typical application         

两轮车控制器

产品特点
安全要求高，对芯片耐高温有
严格指标控制，这种应用对
MCU有项严苛的测试，30分钟
密封，爬坡测试，要求高温下
MCU可控，不能停机，一旦停
机，可能造成溜坡等安全事故。

产品优势
工作温度-40℃-105℃，已通
过两轮车控制器在高温下的严
苛测试。

便携式充电枪

产品特点
操作简单，安全易携带

产品优势
3路uart，一路充电指示，一
路BLE，一路调试打印，串口
资源丰富。

产品特点
主要应用于舞台灯光、KTV氛
围灯光、建筑装饰灯光。通用
定时器PWM输出，通过调节
占空比与频率，控制红（R）
绿（G）蓝（B）白（W）混合
光源，对MCU的需求主要是主
频48MHZ/64MHZ通用定时
器数量多 、每个定时器4路
PWM 、各通道独立。

产品优势
多达16路PWM

PWM调光

产品特点
应用场景主要是运动健身去乳
酸、个人健康护理，高功率直
流无刷电机、超强动力输出，
冲程可达10mm，可输出
130N的瞬时打击力，档位可
选1000rpm---3000rpm

产品优势
主频64MHZ ，高级定时器，
12位ADC ，DMA

筋膜枪



CW32F003系列MCU典型应用
         CW32F003 series MCU typical applicat

指夹式血氧仪
市场前景

2022年底疫情放开以及中国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不少家庭都开始着手购置家用血氧仪，其中指
夹式血氧仪小巧方便携带，更适合家用。

产品优势

12位SAR ADC可实现ENOB 11.3位；内置电压参考；宽电压工作范围。属于高性价比32位MCU，
内置FLASH容量仅20KByte。

无线充
市场前景

无线充电场景越来越丰富。各大厂商纷纷开始在中高端手机中将无线充电作为手机标配功能，同
时 TWS 耳机、智能手表、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开始配备无线充电。

产品优势

一芯双充，两路线圈同时充电且频率独立可控，还支持死区时间调节



CW32L083系列MCU典型应用         
CW32L083 series MCUs are typical applications   

市场前景
随着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工业
机器人、智慧医疗、5G网联等市场
的增长，预计全球温控器市场规模
仍将保持小幅增长。根据数据显示，
预计2024年将达到69.08亿元。

产品优势
内置高达8x52段LCD驱动；VLCD
电荷泵，供电电压下降不影响显示
对比度；低功耗模式  支持Deep 
Sleep，实现超低功耗；内置独立
校准的RTC，可在Deep Sleep模
式下运行；最多256K Flash，24K 
SRAM，应用支持较强。

欧标温控器 智能燃气表
产品特点
采用NB-IoT 技术，满足物联网燃
气表对小数据流、低通讯频率、低
功耗的需求；优异的低功耗技术平
台，实现超低的运行功耗和待机功
耗，保证燃气表系统实现长效、稳
定的运行。

产品优势
VLCD电荷泵，供电电压下降不影
响显示对比度；支持低功耗模式
Deep Sleep，含六路低功耗UART；
内置独立校准的RTC，允许独立关
断各外设时钟；内部集成IR调制器，
最高数据速率 115.2kbps。     

智能电表
产品特点
更准确的计量可以更为便
利的使电力单位管理智能
电表统计出来的电力资源
的数据，节约工作人员的
工作量。增强智能电表的
抗干扰能力对电力统计师
爷单位的安全、快速发展
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产品优势
强抗干扰



CW32L031系列MCU典型应用         
CW32L031 series MCU typical applicatione
   

智能水表

产品特点
随着城市供水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水表工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各种智能型水表、水表抄表系统等产品也开
始兴起。智能化水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可以节省人工，提高抄表的准确度，更可以实现阶梯化收费，有效
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水表的电源一般由水表自行供给，这就对水表的功耗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产品优势

超低功耗，电池使用寿命长；时钟精度高，通讯准确率高提高抄表的准确度；高低温温飘小，功能稳定。

产品特点
采用蜂鸣、振动、蜂鸣+振动、蜂鸣+振动+静止冲击 4 种模式；智能触发器和 1-5 级灵敏度；全新彩色屏
幕和可充电。

产品优势

超低功耗，电池使用寿命长；丰富的定时器资源；独立的RTC；三分频；自唤醒功能。

宠物止吠器



小容量存储芯片EEPROM 典型应用
         

电脑周边 家庭电器 通信 工业控制 医疗设备

内存条 CRT TV MODEM 电表 血糖仪

U盘 电冰箱 无线终端 电池组 血压计

摄像头 DVD 无绳电话机 仪器仪表 电子秤

遥控器 闹钟 对讲机 密码锁 3D眼睛

无线鼠标 洗衣机 VOIP 空调 脂肪秤

有线网卡 STB/DTV 固定电话 服务器 医疗设备

数码相框 液晶面板 短信机 游戏杠杆 耳机

DVD RW 微波炉 功能机 售卡机 耳温计

安防监控 汽车电子 蓝牙 玩具 自拍神器 产品系列涵盖2K-512K容量

Typical applications for EEPROM on small memory chipse
   

其中 512K EE做到业界最高的擦写次数，
满足工业市场等应用，已在国网、南网等
电表市场量产。

采用95nm平台



小容量存储芯片EEPROM 典型应用         
Typical application of EEPROM with small capacity storage chip
   

智能计量市场
主要使256K/512K/1M
容量，智能电表年产量接
近 1 亿台/年，智能燃气
表年需求量大约 2000 万
台

家电/物联网领域
包括传统小家电/白电控制
板，医疗/通信/工业控制
等领域，以及蓝牙相关产
品如耳机/音响等

摄像头模组
智能手机对分辨率传感
器、双摄/三摄像头、自
动对焦等技术参数存储
要求增强；车载摄像头
模组，安防摄像头模组
也会有需求

液晶显示面板
用于存储液晶显示面板参
数和配置文件，市场容量
约 2.5 亿片/年，国产面
板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
30%,国内市场容量大约
为 7500 万颗/年



功率器件SJ-MOSFET 典型应用         

由华虹2代工艺逐步升级到2.5
代平台01

具有超低的导通、开关损耗02

03 具有高效率低温升及高性价比

Typical applications for power device SJ-MOSFETs   

   

l 功率因数校正（PFC）

l 开关式电源（SMPS）

l 不间断电源（UPS）

l PC电源 (PC Power)

l 服务器电源(Server Power)

l 通讯设备电源(Telecom Power)

l LED照明(LED Lighting Power)

l 太阳能逆变器(PV Inverter)

l 平板电视/显示器(LED TV)

l 适配器（Adapter）

由华虹2代工艺逐步升级到2.5
代平台

典型应用



功率器件SJ-MOSFET典型应用         
Typical applications for power device SJ-MOSFET
   

   

典型终端品牌：
Xiaomi(小米), ZMI(紫米),VIVO,MEIZU(魅族) LE(乐视), Huawei(华为), 
MOTO,Lenovo(联想),Samsung, BULL(公牛)...

50W  TV电源MOSFET驱动电路举例:
系统名称: LED电视机电源

额定功率:50W

拓扑结构: Flyback

工作模式：连续，断续（CCM,DCM）

应用芯片：CWS5N65AF 替代同RDSon VDMOS，效率较大提升 

终端应用：TCL，长虹，DELL, 冠捷显示器





研发资料
         

提供官方统一的外设库和例程 官方网站和配套资料

www.whxy.com
为满足IEC 60730/IEC 60335 B类规范要求我们提供CPU 寄存器和程序计数器、
模拟I/O、.数字I/O、时钟、WDT、FLASH、RAM、CPU堆栈等测试项的示例代码

R&D data
   

   



开发工具         

StartKit多种型号开发板支持 调试器
提供基于DAP的调试器（免驱）

JLINK等常见SWD调试器也均
可直连

编程器

支持在线和脱机编程

支持和烧录机台连接

创芯工坊轩微等

多家第三方烧录器兼容支持

Development tools

   

   



开发环境与技术论坛
         

支持主流开发环境 专业技术交流论坛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Forum
   

   



谢谢收看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