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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成斌教授于 1970 年 10 月 1 日生于上海，祖籍广东南海。中学毕业于澳门，1991 年

以“优秀毕业生”和“广东省侨联优秀大学生”的最高荣誉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电子工程

系，他于 1997 年获得澳门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硕士(最高荣誉级)、2002 年获澳门大学

和葡萄牙里斯本大学高级技术学院双博士学位。 

余教授从事集成电路设计近 30 年，是国际上跨学界和业界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及

企业家。45 岁以引领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杰出贡献当选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Fellow 会士。他也是推动和带领澳门高科技微电子技术同时在学术科研和产业研发由

零起步至今达国际一流水平的带头人及其发展的中坚力量。他在 2003 年联合创建了澳

门大学模拟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研究实验室，后于 2010 年获批升级为国家重点实验

室，作为联合创始人，他一直担任了副主任超过 10 年。他曾任武汉大学名誉客座教授

和国际软件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他于 2021 年任暨南大学微电子学院名誉院长。 

余教授曾获 2011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0 年度何梁何利科技创新奖和科学中国人 2012 年度人物

奖、于五届（2012-2020）澳门科技奖获最多奖项（9 项）和唯一同时带领学术和业界科研团队获发明和进步奖

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他也获首届澳门商务大奖两项-科研成就金獎及企業創新優異獎、2021 年粤港澳大湾区杰出

青年企业家最佳科技创新奖 

余教授也于 2019 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他也获

澳门特区政府颁发 2021 年工商功绩勋章及 2010 年功绩奖状表彰他在推动学术科研和产业工商科技发展的杰出贡

献。 

余教授亦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专业评审委员（13/18/19 年度）、IEEE 国

际固态电路学会(SSCS)IEEE Fellow 评审委员(17-19)、IEEE 电路与系统(CAS)产业先驱奖评审委员（16/20 年度）

等。他也受邀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期刊（IEEE JSSC， TCAS， TVLSI 等）及国际会议的评委: IEEE 芯片奥林匹克

ISSCC 峰会评委和中国区代表（15-19）、亚太固态电路会议(A-SSCC) 评委分组主席（16-18）、国际超大规模集

成电路设计，自动化和测试研讨会(VLSI-DAT) 模拟与混合信号小组评委主席（16-18）、Springer 模拟集成电路

和信号处理期刊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余教授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粤港澳大湾区澳门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科技委委员（2016-2021）、澳门

特区政府科技委员会、人才发展委员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澳珠人才发展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中国科协海峡

两岸暨港澳协同创新联盟副理事长、中国科协十大特邀代表、澳门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及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

学会监事长等。余教授也现担任在行业领导如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副理事长、粤港澳大湾区半

导体产业联盟联席理事长、广东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副会长、澳门微电子协会创会理事长、珠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高端智库）专家、广州市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余教授长期致力于推动高科技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为了让他在澳大培育的集成电路专业学生在澳门有对口的

就业机会，他在 2001 年联合创办了 Chipidea 微电子澳门有限公司，并独立肩负起了企业技术总监/澳门总经理/

集团副总裁的责任，领导年轻的应届毕业学生设计团队从事尖端的仿真和混合信号半导体 IP（知识产权）的产品

研发，为澳门在尖端微电子应用研发和工业产品设计领域填补空白和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建立起特殊的本地产

业生态圈，促进了澳门高新科技产业多元化。Chipidea 微电子集团于自 2004 年在模似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知识

产权(IP) 设计和供应国际排名第一（Gartner 市场分析），2009 年并购于 Synopsys 新思科技（Synopsys, Inc.，纳

斯达克股票市场代码：SNPS），全球排名第一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排名第一的芯片接

口 IP 供货商，同时也是信息安全和软件质量的全球领导者。 

余教授在新思科技担任了集团研发总监兼澳门总经理，负责了亚太及中国区混合信号半导体 IP 研发团队，参

与创立建设及管理了武汉、韩国、越南及马来西亚等 IP 研发团队。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半导体 IP 产品运用最新的

纳米工艺（如 28/14/10/7/5 纳米 FinFET）的 AD/DA、无线仿真前端、音讯及视频仿真前端、USB PHY 等国际排

名第一（Gartner 市场研究）。他亦带领亚太的团队共同参与实现了新思 USB IP 产品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累计 10 亿

美元销售。应用单位包括了国内外前十的主流顶级芯片设计企业，如 Apple、Intel、AMD、高通、三星，华为、

中兴等，并广泛应用在市场上最灸手可热的品牌电子产品，从而大力提升了我国和澳门在高端半导体 IP 产业研发

的国际形象。因此，他带领了团队成为澳门唯一连续 5 届（2012，2014，2016，2018，2020）取得澳门科技进

步奖的科技企业团队。 



近年来的中美贸易的科技战不断升级，2020 年余教授再度担当使命和创始团队联合创建了芯耀辉科技，并

担任联席 CEO 兼澳门董事总经理，由零开始从事国产先进半导体接口 IP 的研发和服务，致力解决我国芯片产业

被外商垄断卡脖子的上游核心半导体 IP 技术，为中国「芯」贡献力量。作为澳门微电子 IP 产业的创始人和领军

人，他整合了澳门集成电路产业的全部企业团队和资源全心投入芯耀辉的发展，和创始团队共同打造了名副其实

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标杆科企，从 900 多家参赛企业中脱颖而出获得 2020 年第二届中国横琴科技创业大赛「特

等奖」并被授予一亿元奖金；亦荣获中国 IC 风云榜「2021 年度最具成长潜力奖」及「2022 年度 IC 独角兽

奖」，并被评为年度最具创新力和成长力的新经济锐公司之一而荣登“2021 投中榜･锐公司 100”榜单。 

余教授也牵头在 2021 年珠海市和澳门特区政府领导们的见证下，在澳珠人才发展促进会成立大会暨澳珠人

才项目签约仪式上成功促进了芯耀辉和澳门大学发展基金会和澳门科技大学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从投资合

作及支持企业和大学在产业创新科研和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同年三月底，国家科技部黄卫副部长一行

在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代表陪同下对芯耀辉实地调研考察，对芯耀辉在澳门微电子产业作出的积极贡献以及与

琴澳深度合作产生的创新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并勉励企业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集成创新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为推动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余教授致力于芯耀辉在产品研发和技术战略上的制定、实施与发展，提高芯耀辉的产品前沿性研发及市场

化，以及加强团队以技术和才能为中心的人才库建设，并推动半导体 IP 技术的持续创新、实现公司高效益的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芯耀辉在一年内集聚了近 250 位国内外优秀的精英团队，研发团队在国产 FinFET 先进工艺上快速

完成了 USB, MIPI，PCIe, DDR/LPDDR，HDMI, SATA SD/eMMC 等最新协议标准的接口 IP 的研发和商用。企业也

在一年内成功实现了过亿的销售额。创始团队也循序渐进按发展规划成功于成立不到一年内融资累积近十亿，得

到众多一线和著名投资基金青睐和投资，包括真格基金、高瓴创投、红杉中国、云晖资本、高榕资本、松禾资

本、五源资本、国策投资、经纬中国、澳大发展基金会和澳科大基金会及大横琴集团等。 

余教授是少数从事企业管理及产业研发并同时带领学术科研并都取得斐然成就的企业家/专家学者。余教授

发表论文超过 220 篇 （SCI 190 多篇）, 专著 5 部，美国授权专利十多项。他和学术科研团队获 2018 年第 65 届

芯片奥林匹克 IEEE 国际固态电路峰会 ISSCC 菅野卓雄远东杰出论文奖和 2014 年第 40 届欧洲固态电路峰会最佳

论文奖，是该两项奖项自成立来我国首次获奖。 他亦指导学生获得 30 多项国际著名学术科研奖项。他曾任 IEEE 

SSCS 杰出讲师(DL 14-15)、2013 年度 IEEE 亚洲固态电路 A-SSCC 会议课程导师等。于 2018 年，他再任 ISSCC 峰

会课程导师和 IEEE 电路与系统 ISCAS 会议课程导师（同时在两 IEEE 旗舰会议和在数据转换器领域的首位来自亚

洲大学的授课专家学者）。2017 年度清华大学和 IEEE 举办的“先进 CMOS 技术暑期大师班”第一届的专家导师。 

余教授和他澳大科研团队在当今先进数模混合芯片的瓶颈模块-数据转换器研究上以低功耗高能效达国际领

先。在 IEEE 固态电路协会的期刊 JSSC 和 ISSCC 峰会（集成电路领域影响因子最高, 电路专利引用最多）被录用论

文总量在国际学术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一大学）并领先于亚太地区。近十年内地和港澳地区被 ISSCC 共录用

的成果大多是澳大团队的。余教授指导的博士生也赢得了国际 ISSCC 丝绸之路奖和 IEEE SSCS 预博士成就奖，欧

洲 ESSCIRC 最佳论文奖、亚太 A-SSCC 设计大赛奖等。 因此，ISSCC 峰会 2017 年会议主席和数据转换组评审委

员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 Boris Murmann 教授评价该团队是国际顶尖的数据转换器的创新枢纽之一。 余教授也被邀

担任 ISSCC 峰会数据转换器评委(2014-2018)， A-SSCC 数据转换器组评委主席(2016-2018)。团队近年也致力于

成果转化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做贡献，如国内特别大湾区最领先的企业建立合作并成功共同开发产品等。 

余教授也积极致力于领导主办/承办/协办具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专业国际会议和论坛协并担任委员会主席/领导

等，如 2019 IEEE 亚太区固态电路会议（A-SSCC）、2016 IEEE 亚洲及南太平洋设计自动化会议（ASP-DAC）、

2011 IEEE 亚太区微电子和电子研究生会议(PrimeAsia)、2008 IEEE 亚太区电路与系统会议 （APCCAS）等。 

余教授也不断受邀国内外著名大学、企业和协会论坛主旨演讲，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奥斯汀得克萨斯州大学、国内清华、北大、中科院、复旦、浙大、华南理工、华中科技、

武大、成电、东南大学、深大、厦大、港科大、台湾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等；产业界如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年会

世界半导体大会 ，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中国通信集成电路技术应用研讨会暨青岛微电子产业发展大会（CCIC 

2021）、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 2021 年会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ICCAD 2021）等高峰论坛。 

余教授亦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合作等发展议题并多次受邀担任主讲或论坛嘉宾，如

2017 年度的腾讯大粤网和南方都市报的广东影响力网络盛典－「跨界 · 无界－智能湾区 融合生长」、2017 年济

南的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论坛－湾区创新、2018 年度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科技创新政

策伙伴关系大会、2018 年度「中山人才节 -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人才高地高峰论坛」 、2018 年度第 11 届佛

港澳青年经济论坛、2018 天下为公中华情-澳粤港台青年企业家峰会、2019 粤港澳大湾区日本推介会-创新科技

论坛、2019 中国科技峰会－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中澳门的机遇和挑战、2019 广东粤商大会、2020 年博鳌



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创新动力 5G 引领科技变革、2020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科研转化研讨会、 

2020 珠澳企业家峰会－「琴澳合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营商环境创新」、2021 澳门创科论坛 - 企业如何配合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战略发展、MIF 国际贸易投资论坛 2021 等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