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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盘点】 
盘点 2016 年中国 MEMS 领域的重要投融资事件 

2016年 1月，微流控/生物芯片研发公司微点生物（835054）在

新三板挂牌上市。该公司致力于以 MEMS技术为基础的 Lab on a Chip

系列产品的研发、制造和产品销售。在全球范围为关系人类健康的多

个领域，如医学、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科学研究等应用领域的客户

量身定制所需的产品及服务。 

2016年 3月，盾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获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增

资，增资金额为 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年产 1000万只 MEMS智能传

感器及物联网传感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建设。国开发展基金对盾安传

感的投资期限为自增资款缴付完成之日起 8年，国开发展基金的平均

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 1.2%。 

2016年 6月，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LFoundry Europe 

GmbH与 Marsica Innovation S.p.A.共同宣布，三方签订协议，中芯

国际将出资 4900万欧元，收购由 LFoundry Europe以及 Marsica 

Innovation 控股的意大利集成电路晶圆代工厂 LFoundry 70%的股份。

此次收购将使中芯国际和 LFoundry双方都受益，不仅能够提高联合产

能，扩大整体技术组合，更能帮助双方拓展市场机会，在新的市场领

域站稳脚跟。LFoundry代工产品包括 CMOS图像传感器、MEMS传感器、

光学传感器、嵌入式存储器等。 

2016年 8月，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挂牌申请获得批准，

成功登陆新三板。纳芯微主要从事 MEMS传感器的 ASIC芯片设计、开

发和销售。目前，纳芯微主要产品包括三轴加速度计 ASIC芯片

（NSC2512）、高度计 ASIC芯片（NSA2200）、压力传感器 ASIC芯片

（NSA2300）以及磁传感器 ASIC芯片（NSA5311）等。 

2016年 10月，华灿光电公告，公司拟发行 2.37亿股股份，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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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亿元收购 NSL、和谐芯光所持有的和谐光电 100%股权；同时，公

司将向和谐芯光、公司董事长周福云非公开发行 2877.7万股，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 2亿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募资的发行股份价格

均为 6.95 元/股。通过本次交易，华灿光电将涉足 MEMS 传感器领域，

加强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布局。根据公告，和谐光电本身

无实际经营业务，主要资产为通过其香港子公司所持目标公司美新半

导体（MEMSIC）的 100%股权。 

2016年 10月，罕王微电子（辽宁）有限公司宣布收购 Maxim公司

旗下 MEMS传感器业务部门。通过本次收购，罕王微电子将获得 Maxim

该部门的所有工艺、技术、专利、客户及全球市场资源。据麦姆斯咨

询资料显示，Maxim公司旗下 MEMS传感器业务部门由 Maxim公司原有

传感器开发团队结合 Maxim之前收购的 SensorDynamics公司组成。

2011年，Maxim公司斥资 1.65亿美元收购了提供专用传感器及 MEMS

解决方案的私人控股公司 SensorDynamics。 

2016年 11月，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集成电路国家队深度

合作，将依托募投项目布局中国 MEMS产业平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除

认购 14亿元参与此次非公开发行外，还出资 6亿元增资纳微矽磊（国

产 8英寸 MEMS线实施主体），公司与国家队深度合作，已成为中国 MEMS

产业中坚力量。公司计划到 2023年累计投资 20亿元打造国内首条 MEMS

体硅加工工艺 8英寸代工生产线。预计 2019年第一期投产（1万片/

月），到 2023年完全达产（3万片/月），达产后年产值不低于 20亿元。

耐威科技将围绕 MEMS芯片构建产业平台，抢占高景气的国内 MEMS市

场，同时将与原有导航和航电业务协同共进。 

12月 13日晚，士兰微公布《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

以不低于 6.13元/股的价格向不超过十名符合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年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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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亿只 MEMS传感器扩产项目。其中 MEMS传感器芯片制造扩产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3.7647亿元，MEMS 传感器封装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2.2362亿元，MEMS传感器测试能力提升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9991

亿元。 

此外，麦姆斯咨询（天使轮）、深迪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C+

轮）、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B轮）、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A

轮）、无锡康森斯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6年获得新一轮融资。华

登国际也在 2016年投资了 MEMS Drive（MEMS OIS）、沛喆科技（MEMS

压力传感器）等公司。 

关于上海市通信制造业行业协会 

上海市通信制造业行业协会成立于 2002年 3月 26日，是由上海

市大型国有、外资、民营等通信制造企业及科研院所组成的社团组织；

在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指导下开展相

关工作；协会组成 了通信各领域的专家组；并与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中科院、社科院、本市 IT行业的兄弟协会、资深中介机构和国家认定

的检测机构等进行合作；与香港、台湾、美 国、欧洲、日本、韩国等

相关行业组织、政府、著名企业互动交流；协会建立了成立了 IPv6、

移动终端等专业委员会。为会员单位及本市行业企业提供政策咨 询、

项目推介、产品展示、合作交流等专业的服务。 

关于麦姆斯咨询 

中国首家 MEMS咨询服务公司——麦姆斯咨询（MEMS Consulting）

成立于 2012年 9月，在上海、无锡和苏州设有办公室，致力于推动物

联网产业发展，打造全方位 MEMS服务平台，成为全球知名行业调研机

构。 

麦姆斯咨询通过建设核心数据库，开拓国际产业合作，把握 MEMS

发展趋势，为客户提供科技报告、市场服务、行业会议、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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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等，业务遍及全球，客户来自中国、台湾、

加拿大、美国、埃及、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家。 

 

盘点全球有趣的传感器公司：未来医疗领域应用广阔 
随着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无线传感器网络产品开

始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始逐步替代传统有线传感器产品，并渗入

到智能家居领域的各个环节。那么海外有哪些可应用于医疗领域的传

感器厂商呢？本网为您精心盘点全球那些有趣的传感器公司。 

Mc10 

MC10由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 JohnRogers教授创办，MC10成立

的技术基础是“可伸缩电路”。该公司的目标是：重新定义人体与电

子电路的接口，将人尽可能武装成超人。 

结合传统电路和新技术来开发出新一代更薄、自适应形状的设备，

MC10的“生物印章”是能够自适应穿戴者拉伸、弯曲和移动的传感标

签设计。生物印章应用薄膜电池技术开发了可充电电池，从而可以测

量多项生理机能，测量可以反映大脑、肌肉、心跳以及体温的神经系

统数据，并且可以测量应用于人体健康和医疗设备的水化水平。 

 

 

Mc10“生物印章”传感器 

该公司在 2010年底和 Reebok合作，并于去年底推出一款旗舰产

品 Reebok CHECKLIGHT。该产品可以方便的测量运动员的运动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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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10还联合消费电子及医疗领域的巨头，发布了首款贴合皮肤的传感

器。 

CAMBRIDGE CMOS SENSORS 

该公司创立于 2008年，来自于世界著名的剑桥大学。他们的主要

产品是微型气体传感器。 

 

CAMBRIDGE CMOS SENSORS 

该公司目前已有的三款产品应用的技术有：MOX（金属氧化物）技

术、micro－hotplate（微加热板）技术以及 MEMS micro－hotplates

技术，并且他们还在积极开发红外探测器。这些产品计划应用于汽车、

呼气测醉器、瓦斯监测设备以及医疗保健设备。该公司制作的 CMOS传

感器拥有低功耗（＜10mW）小型化（0．99mm＊2＊3mm）的特点。该公

司最近宣布与 ASE合作开发世界上最小的气体传感器。金属氧化物气

体传感器将用来监测乙醇、一氧化碳以及其它挥发性化合物。未来这

些小型化的传感器或许可以应用到对大小要求很高的设备，比如手机、

平板电脑、智能家居等。 

VALENCELL 

公司主要研发生物数据传感器，2006年成立于美国北卡莱纳州，

产品包括三个新元素：传感器模块设计、单一的提取技术、生理评估。

其主要产品是 PerformTek。PerformTek的功能涵盖：心率监测和心率

恢复，摄卡路里／能量消耗、距离、速度、节奏、步伐以及锻炼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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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选择锻炼计划和指导。该公司确信他们的产品不只局限于健身，

将来还会涉足医疗甚至军工领域。Valencell的传感器目前应用于 LG

心率耳机，iriverON的个人培训耳机，Rhythm＋一个可穿戴的心率检

测仪等。 

 

Apple Watch上的 Valencell传感器 

OPTOI                                                                   

OPTOI是拥有 20年历史的意大利公司，他们最初专注于电子包装，

现在他们设计和研发应用于工业、环境、生物医学、电信和航空航天

领域的硅传感器。OPTOI目前有四种类型的传感器：光学、反射、化学

MEMS以及磁传感器。许多光传感器被用在条形码扫描和运动控制系统，

他们的发射传感器有应用于自动交易系统和医疗条形码扫描仪。他的

合作伙伴 Bellini花费一年的时间检测冰山的变化，检测冰如何变成

冰山，冰山又如何变成水。OPTOI将为 Bellini提供传感器以检测环境

变化和生物识别。 

 

OPTOI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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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SALA 

Vaisala现在是全球公认的环境与工业检测技术的领导者。他们的

业务包括二氧化碳测量、光亮度测量、油中水份的含量、压力传感以

及路面状况测量，此外他们还有多功能天气传感器，主要测试风、雨

以及湿度。他们为各种公司提供应用于生命科学、能量管理、智能家

居以及工业测量的传感器。研发出了先进的总闪电传感器（Total 

Lightning Sensor）LS7002。第一个 non－VHG传感器用来探测总闪电，

结合发生在一次雷暴中的云和云到地的闪电来监测，并且可以区分云

和云到地。他们计划在网络上为那些担心雷电会给他们的地面或航空

资产带来威胁的人们提供实时数据。目前，该公司正与 NASA合作，试

图从太空监测地球的空气质量。 

 

Vaisala温湿度传感器 

Kionix 

Kionix成立于 1993年，2009年被日本罗姆收购。他们制造的加

速器（accelerometer）被广泛应用于工业、保健以及汽车应用。加速

器可以内置入震动检测、屏幕旋转、手势识别以及活动检测算法。传

感器也可以被用作加速计的一部分，该公司还是第一家发明磁陀螺解

决方案的公司，该磁陀螺已经被证明可以被 Windows8．1系统所兼容。

Kionix新发布了一款基于 ARM的传感器—KX23H，该传感器将用于消费

健康类产品。该产品可以计步、计算卡路里并且区分使用者的停止、

步行、跑步、坐车、坐火车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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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cerestlabs 

Hillcrest Labs是全球著名的运动控制软件硬件供应商。该公司

和 LG、三星、博通等是战略伙伴合作关系。Hillcrest Labs生产传感

器内核和传感器模块。他们的自由空间（Freespace）传感器模块可以

用在头顶显示器和虚拟现实程序，同样也可以使用在车辆和机器人的

工业监控。 

 

Hillcerestlabs BNO070传感器 

Hillcrest Labs现在和联想合作，把他们的运动和姿势控制设备

应用在联想最先的智能电视中。联想最新的终结者（Terminator）S9，

就应用了他们的解决方案。 

BOSCH 

BOSCH至今已经出售了超过 40亿个 MEMS传感器。BOSCH的传感器

应用包括：3轴式加速（3－axisacceleration）、陀螺仪和地磁传感器。

BOSCH还开发了 6轴式（6－axis）传感器用在电子罗盘，同时 9轴传

感器用在绝对定向传感器。他们的产品广泛应用在手机、平板等设备

中。 

 

博世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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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日前推出了第一款功耗在 1mA以下的惯性测量单元（IMU），应用

于手机、平板、穿戴设备中高度精确，实时监测的应用。 

attocube 

attocube的各式系统被用在实验室。他们为工业应用提供科学的

测量工具，attocube开发和制作的光纤位移传感器可以在极端环境下

工作。他们的 FPS传感器可以实时测量精确到皮米（picometer）的位

移和振动。也就是说他们的检测工艺以从超精密加工检测到极端严酷

的辐射环境下都可以应用应用。今年年初 attocube接管了 Neaspec的

大部分业务，该公司专门从事近场光学显微镜研究。 

XCO 

XCO是一家美国公司，专门研究新型温度传感器。该公司的连续热

电偶（Continuous Thermocouples）是线性温度传感器的重要组成部

分。CT2C和 FTLD使该公司拥有专利的产品，它们被应用在气化炉、电

力变电站、危险品仓库以及油库。XCO的产品可以承受恶劣的自然环境

以及极强的外界压力以保证尽可能早的预警火灾从而保证财产不收损

失。 

 

XCO温度传感器 

Leti 

Leti是一个致力于小型化技术应用的研究实验室，他们于 1980

年代开始发展 MEMS。该公司有超过 150人的研发团队来研发和升级新

产品，包括：加速传感器、SOI压力传感器、重量传感器以及湿度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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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Leti还积极地通过它的分拆转让自己的技术给其它公司。目前为

止 37家公司通过这个计划与其合作。Leti的负重传感（loadsensor）

被家庭用品生产商 Terraillon使用，他们的夜视传感器曾被诺基亚使

用。他们更多的精力现在放在了外部环境检测上面了，与 CORIMA合作

开发开发应用于公路和场地自行车赛的压力传感器，测量运动员在脚

踏板上的蹬踏力。 

 

Sensonor 

Sensonor创立于 1985年，2003年被英飞凌收购，2009年从英飞

凌分离出来。从 1987年开始，该公司总共出售了 2．5亿压力传感器。

该公司目前拥有两个陀螺传感器和一系列压力传感器的模具。他们的

陀螺传感器拥有 SPI接口并且是刚性陶瓷 LLC封装。可以应用于救援、

宇航以及水下应用。他们的 SW380硅 MEMS传感器芯片应用于好奇号火

星探测器。 

 

Sensonor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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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cean 

德国 EnOcean 公司 2001 年从西门子分离出来，总部位于慕尼黑。

该公司在 2008年推动成立了 EnOcean联盟。其联盟成员包括德州仪器、

ABB以及霍尼韦尔等 350家成员公司 EnOcean致力于能量采集技术，使

得无线传感器所需要的能量来源于周围环境中采集的能量，其中包括：

机械能、光能以及温差能。他们的技术包括微能量转换器、微功耗电

路以及可靠地无线链路。目前主要应用在建筑自动化系统，产品主要

有无线无源门卡、无线无源门窗磁以及无线无源人体存在传感器。

EnOcean开关模块被应用于飞利浦的 Hue智能灯控，并且 EnOcean公司

还有自己的智能家居系统，涵盖无源无线传感器和开关等一系列产品。

EnOcean智能家居解决方案，被安装在了德国预装制房屋品牌

WeberHaus第 5代超过 2000栋住宅中，并开放展示，以庆祝 WeberHaus

成立 50周年。     

KNOWLES 

KNOWLES成立于 1946年，目前在全球 37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Knoeles致力于通信和音频市场，计划开发在噪声很大的环境中提高声

音分辨率的产品，同时还有应用于动物监测、 

机械设备状态监测、非接触式位置测量以及的枪击三角（gunshot 

triangulation）的超声波设备。应用在 Zeri－HeightSiSonic麦克风

（一个小型的低功耗麦克风）中的声传感器很适合应用于小型手提宽

音频电子设备，同时 RF抗干扰性能也符合要求。截至去年，该公司总

共出品了 50亿个 SiSonic麦克风。2014年六月，该公司工程师开发出

全球第一款支持超声波宽带的麦克风，这就允许麦克风支持手势识别，

该产品预计在年底前开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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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S 传感器 

VISUALANT 

VISUALANT公司主要研发有彩色标示功能的化学扫描仪。他们目前

销售彩色 ID （ChromaID），该传感器模块是由结构光、LED以及光电

二极管组成。房间里安置一个手持扫描仪，该扫描仪是一个低价的分

光光度计，它可以检测 LED发出光的反射光。该设备可以用来检测药

品、识别假冒商品、做医疗检测，以及污染监控。 

 
VISUALANT 传感器扫描仪 

freescale 

Freescale是传统的模拟＆传感器件生产商，他们开发设生产了六

轴（6－Axis）传感器、加速计、陀螺仪、压力传感器以及触摸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被应用在汽车、消费、工业、医药等行业。飞思卡尔的运

动加速传感器为《吉他英雄》游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的数字加

速器在很多手机中都有应用。2014年 7月，飞思卡尔与 6家公司共同

组建 Thread联盟，旨在促进 Thread无线标准在智能家居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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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cale 传感器 

KISTLER 

Kistler的传感器主要用于测量力－力矩、力－位移、力－时间信

息。他们的压电传感器时动态应用的理想选择，并且在内燃机发展的

50年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该压电传感器在 400摄氏度的情况下依然

能够测量压力变化。他们的传感器广泛应用在国际武器测试委员会

Commission for Firearms Testing （the C．I．P．）。 

 
Kistler 力矩传感器 

KWJ 

KWJ成立于 1993，并于 2007年与 TransducerTechnology公司合作，

将纳米技术应用于气体检测仪器。一年以后，KWJ在其 Eco传感器中添

加了臭氧检测功能，该传感器被应用于工业检测。KWJ致力于研发气体

检测传感器。MEMS纳米传感器是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免维护的低功耗

解决方案，并且可以选测检测甲烷、氢气、二氧化碳或者其他可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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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KWJ还生产了丝网印刷电化学传感器（SPEC）。这些传感器通过

氧化被测气体来产生电流，并且它们的 3mm厚的尺寸使得它们很容易

被集成到移动消费设备中。 

 

Proteus Digital Health 

Proteus Digital Health开发用来收集和汇总各种行为、生理和

治疗指标的数码产品。他们目前产品中有一个可吸收的传感器

（ingestible sensor）可以用在处方药中。这种将传感器放入药囊中

的设计可以让医生更好地了解病人对治疗的反应。随后这个传感器会

激活胃酸，类似土豆电池的工作原理，胃酸作为电解质，通过胶囊两

端的导体材料产生电流，来供给传感器工作。 

 

Proteus Digital Health 健康传感器 

PYREOS 

Pyreos开发的被动红外技术，被应用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同时

该公司的传感器还经常被应用于工业气体、火焰检测以及手持光谱等

市场。其专利技术是在公司成立之初，从西门子获得的，经过一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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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和生产，现在他们想要将产品应用于手机和平板电脑。其非接

触式的姿势控制传感器可以在距离手 2米的范围内检测到用户的热量。

在获得 400万美元投资后，Pyreos将开发两款不同的感知人类行为和

近距离识别的传感器，其中一款测量范围是 500px，另一款是 1m。它

们可以检测上下左右以及输入功能。这种红外传感器是移动设备的理

想选择，因为他们的耗电量是毫瓦级的，功耗比 LED运行时的 500分

之一还要少。 

 

PYREOS 传感器       

 

盘点全球 MEMS 领域十二大风云人物：中国一人入选 
On the following pages you will find the names and brief biographies of 12 

individuals who have, or who are, doing much to drive MEMS components forward 

both technically and commercially. 

It's a personal list,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 shakers and movers in MEMS. 

Robert Andosca, co-founder, president and CEO of MicroGen Systems Inc. 

(Rochester, New York), has been a pioneer of the applications of vibrational MEMS 

and piezoelectric effect to energy harvesting. Prior to the formation of MicroGen, 

Andosca spent 20 years developing and introducing a variety of MEMS and integrated 

circuit devices in executive positions he held with STC MEMS, Lilliputian Systems, 

Umicore, Corning IntelliSense, Clare Corporation, Lockheed Martin and Irvine Sensors. 

Janusz Bryzek, vice president of MEMS and sensing solutions at Fair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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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ductor Inc., received his MSc and PhD degrees from Warsaw Technical 

University, and has been a serial entrepreneur in the field of MEMS. Bryzek co-founded 

SenSym, IC Sensors and NovaSensors in the 1980s. He founded Jyve Inc. in March 

2009 which operated without bringing products to market and was acquired by 

Fairchild in November 2010. 

Bryzek has also been a visionary in attempting to prepare the worlds of MEMS 

and sensors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era with initiatives to stage the first Trillion 

Sensor Summit held in October 2013 and to prepare a trillion sensor roadmap for the 

industry. 

Kaigham (Ken) Gabriel is vice president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Projects (ATAP) group at Google Inc. a position he came to via 

Google's acquisition of Motorola Mobility. Immediately prior to joining Motorola 

Gabriel was acting director of 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which he had rejoined in 2009. 

In his previous role Gabriel was the founder, chairman and CTO of Akustica, a 

semiconductor company that pioneered digital silicon microphones. The company 

shipped more than 5 million units before being acquired by Robert Bosch in August 

2009. During his time with Akustica Gabriel was also the co-foundi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MEMS Industry Group, the principal trade organization representing the 

MEMS industry globally. 

Gabriel had also worked at DARPA from 1992 to 1997 having been recruited to 

start the Agency's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 program. 

Larry Hornbeck, is a TI Fellow and was the inventor and lead developer of an 

optical based MEMS applications at Texas Instrument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 (DMD). Hornbeck's combination of digitally addressible 

CMOS overlaid with an array of micromirrors that could be deflected rapidly to ac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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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y-scale shutter has revolutionized projection displays from cinema screens down to 

conference room and home entertainment systems. 

Hornbeck has received numerous honors including an Emmy from the Academy of 

Television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David Sarnoff Medal Aware from the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Andrea Urban (nee Schilp) and Franz Laermer 

Bosch researchers Franz Laermer and Andrea Schilp are the names on the earliest 

patents from back in 1992 that describe a highly anisotropic plasma etching process that 

became known as the Bosch process. The process, also known as deep reactive ion 

etching (DRIE), is now an indespensible part of all MEMS technology. The Bosch 

process allows the creation of deep structures with vertical walls in silicon, suitable for 

cantilever beams, moving structures for inertial sensors and cavities and channels for 

microfluidic MEMS. Importantly the process allows these highly complex structures to 

be made at high speed making MEMS production comparatively simple and 

cost-effective. 

The process alternates between standard plasma etch that preferentially attacks the 

wafer from a vertical direction and a second process that deposits a chemically inert 

passivation layer. This passivation layer protects the entire wafer but during the etch 

phase the vertical ions tend to sputter off the layer at the bottom of the etched region 

rather than at the sides, thereby exposing the substrate to another round of etching. 

Karen Lightman becam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MEMS Industry Group (MIG) 

trade body in 2007 and was promoted to Executive Director in 2013. Formerly director 

of special projects, Lightma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IG since its launch in January 2001. 

Lightman manages MIG operations includ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selecting and 

managing content for multiple MEMS-related conferences each year, oversees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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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elations, marketing and outreach. Lightman joined MIG from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s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re she was a senior policy analyst. 

Steve Nasiri, founder, investor and mentor at Nasiri Ventures LLC has been a 

serial entrepreneur in Silicon Valle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However, his biggest 

success has been InvenSense Inc. (San Jose, Calif.) which he led from its founding in 

2003 until he left the company in October 2012. 

InvenSense was the first fabless chip company to breakthrough in MEMS – with 

multi-axis motion processing components for consumer electronics – and Nasiri created 

the so-called Nasiri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delivered it to foundries TSMC and 

Global foundries. This not only allows them to be dual-source suppliers of InvenSense 

CMOS MEMS components but also opens the process up to other would-be fabless 

MEMS companies. Nasiri took InvenSense public in 2011. 

Prior to founding InvenSense, Nasiri was involved with several MEMS startups 

including SenSym (acquired by Honeywell), NovaSensor (acquired by General 

Electric), Integrated Sensor Solutions (acquired by Texas Instruments), ISS-Nagano 

GmbH, Intelligent Sensing Solutions (acquired by Maxim Integrated), and Transparent 

Optical Networks. 

Harvey Nathanson, speaking in 1984 at a IEEE Centennial briefing for the media. 

Harvey C. Nathanson, is a retired electrical engineer and emeritus member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 of the MEMS Industry Group trade body who is credited as being the 

inventor of the first micro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 (MEMS) component 

Nathanson patented the first MEMS device in 1965 while working for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 in the R&D Labs. This was a mechanically resonant tuner 

for microelectronic radios and it was followed within a couple of years by a more 

refined device, the resonant gate transistor. 

Kurt Petersen is a serial entrepreneur who has helped build the MEM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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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82 he has co-founded six MEMS companies: Transensory Devices in 1982, 

NovaSensor in 1985 (now owned by GE), Cepheid in 1996 (now a public company), 

SiTime in 2004, Profusa in 2008, and Verreon in 2009 (acquired by Qualcomm). He has 

his own consulting company KP-MEMS. 

Between 1975 and 1982 Petersen established a micromachining research group at 

IBM and wrote an important review paper that was published by the IEEE in 

1982:Silicon as a Mechanical Material. In April 2013 Petersen join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Innovative Micro Technology Inc. (Santa Barbara, Calif.) a foundry 

manufacturer of MEMS components. 

Benedetto Vigna, general manager of the analog, MEMS and sensors group at 

STMicroelectronics NV, joined the company's R&D labs in 1995 and launched the 

company's efforts in MEMS. Vigna has risen up through the ranks of the company 

along with its success in selling MEMS components, particularly into the consumer 

sector. 

In 2001 he became director of the MEMS business unit working on accelerometers 

and gyroscopes as ST made a commitment to the MEMS market. And in 2007 Vigna's 

responsibilities were increased to include sensors, RF, analog, mixed-signal, interface 

and audio ICs. 

ST's MEMS accelerometers and gyroscopes have been adopted in motion activated 

user interfaces used in game consoles, smart phones and tablet computers. In 2012 the 

company was estimated to be the world's largest vendor of MEMS components with 

about $1 billion in annual sales. 

Yang Zhao founder, chairman, president and CEO of Memsic Inc. (Andover, 

Mass.) Zhao is a physics graduate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M.Sc and PhD. 

degrees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before going to work for Analog Devices Inc. In the 

1990s Zhao served ADI for seven years in a variety of roles developing the company's 

19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2017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 

MEMS product lines. 

In 1999 Zhao founded Memsic to bring to market a novel form of heated-gas 

accelerometer and use of a CMOS-compatibl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company 

operates its own back-end manufacturing facility in Wuxi, China, where it works with 

wafers previously processed at CMOS foundries. 

 

全球主流可穿戴传感器分类及主要方案盘点—生物传
感器 

IHS 预期，消费者对各类可穿戴设备的强劲需求，将让应用在可穿

戴设备中的传感器出货量激增，预计在 2013至 2019年间将成长七倍；

可穿戴传感器出货量在 2013年为 6，700万颗，2014年估计约 8，500

万颗，明年可成长一倍达 1.75一颗，2019年出货量则估计为 4.66亿

颗。而由于每款可穿戴式设备中的传感器数量不只一颗，传感器的种

类、功能用途多种多样，所以可穿戴传感器的成长速度将会远高于可

穿戴设备。 

  可穿戴传感器分类 

  1、MEMS运动传感器 

   

  从 2008年开始，MEMS传感器陆续嵌入到手机、车载、穿戴、智

慧家庭等各种电子设备，技术进步的同时当前面临的问题是 MEMS缺应

用，即 MEMS能够做什么。本帖对 MEMS器件的基本原理以及 MEMS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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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各样的产品当中的应用做个简单的整理。 

   

  加速传感器及应用 

加速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用弹簧比喻很容易理解，震动情况弹簧有

缩有伸距离会有转变，两端相当于电容的两级，距离转变电容输出就

是不一样。当然我们在看加速传感器的时候，它的参数第一个就是

RAGE，相当于量程是多少，手机上基本是 2g，现在 MEMS的器件当中最

大可以扩到 8g，用在类似游戏手柄上，打网球的时候即使甩动轻一点

也可以检测到，但如果 2g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识别打的近还是远。另

外一个参数就是分辨率，手机当中更多应用到的 12bit，再简单的可能

是 6bit，比如横竖屏的切换。 

   

  加速传感器的主要应用有哪些？ 

  第一个是简单的横竖屏； 

  第二个是翻转应用，最初翻转应用是跟甩歌甩屏一起，但体

验不好很多手机里面就没有这个功能 了； 

  第三个是计步器应用，2010年的时候日本很多手机也已经采

用，技术很成熟，比如说走 500步，测 下来就是 499或者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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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是双击功能，设一个中间格的时间点，对两次中断的

数据作对比，所以对双击是非常精确 的，比如说手环或者手表操作空

间有限，可以用双击启动某一应用； 

  第五个是手势识别，检测左右倾斜及倾斜角度，例如在家庭

室内装潢的时候，以前就是拿一个墨 线在墙生弹，现在有激光水平仪，

但无法确摆放的器件水平面是平的，如果用量程是 4g分辨率是 12bit

加速传感器精确度就非常高。 

  第六个应用是防盗，当装有传感器的设备被拿起时，警报就

会响； 

  第七个是 FREEFALLDETECTION，例如现在用的笔记本如果摔下

去，可能外表坏掉，但是硬盘不会 坏，因为里面有加速传感器，瞬间

会检测到，它会让磁头离开磁盘。 

  第八个是检测震动，当洗衣机摆的不正的时候，振动的时候

声音很大，传感器可以检测出震动频 率，避免整个东西跟外部东西产

生共振；最后游戏应用最典型的就是手柄，对的体感有更大的提高。 

   

  磁力计原理及应用 

  磁力计检测的是地球磁场，地球磁场在所有磁场当中是比较微弱

的一环，任何带铁工艺的东西，包括手机当中的一些屏蔽罩，一些连

接键包括一些卡槽都会产生磁场，这些磁场有可能是比地球磁场要大

很多的。关于磁力器的应用最多的是地图方向指示，GPS只能判断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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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度，有磁力器就可以知道东西南北。它还有在家庭中的应用，比

如在门上加一个磁力器，它可以检测门开关的过程当中角度，从而判

断门有没有锁。当然磁力器也可以定位，因为每个点的地球分布是不

一样的。 

  还有应用就是室内定位导航，根据设定的位置目标，通过磁力器

判断你到底在哪个方向走，走路可以判断你在室内走来算距离，但是

现在还没得到规模使用，第一因为精确算法是到什么程度，第二是室

内地图谁来提供。 

   

   

  气压计原理及应用 

  气压计内部集成了一些高度算法可以做高度计算。最典型的应用

是在三维 GPS导航里面。现在很多城市都有高架，那你在高架上还是

高架下，气压计精度在 30cm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高架桥高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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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气压计还可以做天气预报。其实基本上天气预报基本上是通过累

计变化来预测的，可以知道更长时间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 

  触控传感器 

   

飞思卡尔 MPR121的产品，可以用于按键直接开锁。比如说手机屏

幕大做一个手机套，套子上有不同按键，可以通过按键跟手机连通，

这个应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可以做一些感知的应用，这样的话就

相当于在光线不好或者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键盘的时候，会直接点开

键盘。 

  传感器广泛应用 

   

  飞思卡尔在穿戴式上的方案有个相当于 BLESOC加上计步器算法的

应用，比如 MMA9555集成所有的计步器的算法（包括像手势识别的算

法）。它的好处是这个计步器可以进一步识别你的走路、快跑、慢跑，

可以计算出你的卡路里是多少。而任何时候东西有交互才会有快乐，

比如朋友圈手环的 PK运动里程。飞思卡尔通过各种 SENSOR的融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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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 SENSOR的一些算法可以开发出来更多的应用，接下来手环产品

更多会带来更多的显示的东西，这样飞思卡尔会有一些很多的产品。 

  传感器技术在手机、穿戴及各种电子设备中的应用越来越多，随

之而来的是长待机和功耗问题。如手机整个 CPU做 SENSOR计算的话，

它的运行是非常大的，需要独立的协处理器 SensorHub。而飞思卡尔了

解处理器，也做 MCU这是最大的优势。 

  主要功能：运动监测、导航、娱乐、人机交互 

  国内传感器公司：美新半导体、明皜传感、矽睿科技、深迪半导

体、士兰微电子、敏芯微电子等 

  典型设备：Nike+ FuelBand、Jawbone Up、Fitbit Flex、咕咚手

环、Pebble、Geak Watch、InWatch、Galaxy Gear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通过运动传感器随时随地测量、记录和分析人体的活动情况具有重大

价值：用户可以知道跑步步数、游泳圈数、骑车距离、能量消耗和睡

眠时间等。图 2为基于运动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发展历程，从简单的

计步器到复杂的智能手表，传感器用量“与日俱增”，运动监测“精

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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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动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发展历程 

2．生物传感器 

  生物传感器：血糖传感器、血压传感器、心电传感器、肌电传感

器、体温传感器、脑电波传感器等 

  功能：健康和医疗监控、娱乐 

  国内传感器公司：神念科技、敏芯微电子、芯敏微系统、纳芯微

电子等 

  典型设备：CardioNet MCOT™ 、康康血压、中卫莱康-腕式心电监

测仪、iHolter（心安宝）、秘密意念猫耳朵 

  健康预警、病情监控——借助可穿戴技术，医生可以提高诊断水

平，家人也可以与患者进行更好的沟通。以康康血压为代表的可穿戴

医疗设备，与专业医疗机构合作，长期对数以千万的用户身体数据进

行追踪和监测，分析提炼出医学诊断模型，预测和塑造用户的健康发

展状况，为用户提供个体化心血管专项贴身医疗及健康管理方案，同

时也帮助家人关怀亲人的健康状况。 

  此外，以秘密意念猫耳朵为代表的可穿戴设备，通过脑电、心电

等传感器感知人类情绪变化从而实现娱乐互动。例如，在电视相亲活

动中，当女嘉宾看到中意的对象，大脑处于高度感兴趣的状态时，猫

耳朵就会高高竖起并来回转动，表达爱慕之情。 

3、环境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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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pH传感器、紫外线传感

器、环境光传感器、颗粒物传感器、气压传感器、麦克风等 

  功能：环境监测、天气预报、健康提醒 

  国内传感器公司：康森斯克电子、炜盛电子、艾谱科微电子、芯

晨科技、敏芯微电子、芯奥微传感等 

  典型设备：PM2.5便携式检测仪、AirWaves口罩、便携式个人综

合环境监测终端 

  环境监控，守护健康。马斯洛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

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

需要、感情上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现在生理上的

需要一般都可以满足，接下来就是安全上的需要，也就是保证身心健

康不受威胁的需要。事实上，人们经常会处于一些对健康有威胁的环

境中，比如空气/水污染、噪音/光污染、电磁辐射、极端气候等。更

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处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却浑然不知，如 PM2.5

污染，从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借此市场机遇，初创公司羽承科技利

用颗粒物传感器推出了目前市场上最小、最轻便的空气质量检测装置

——PM2.5便携式检测仪。该检测仪可佩戴在人体上，既可单独显示，

也可结合手机使用并分享给好友。 

   

  PM2.5便携式检测仪 

  健康 = 基因 + 生活习惯 + 环境 

  可穿戴设备在中国健康医疗领域的需求基础：（1）中国不断加剧

的老龄化趋势（如图 6所示），独居老人增多，人力成本上升是可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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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增长的基础。（2）慢性病年轻化，患病时间长，需求大。（3）

中国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医生与患者比例失调，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

个性化健康管理，减少就医次数。图 7和图 8为中国男性和女的主要

健康问题，数据来源于《第二届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 

   

  图 老年人增长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 

   

  图 男性健康主要问题构成 

   

  图 女性主要健康问题构成 

  人类的健康主要有三个影响因素：基因、生活习惯和环境，即公式：

“健康 = 基因 + 生活习惯 + 环境”。通常基因是“命中注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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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变的，即常量；而健康、生活习惯是可以改变的，环境也是可以

“逃避”的，均为变量。针对可“变”的健康、生活习惯和环境，可

穿戴设备可分别通过生物传感器、运动传感器和环境传感器来监测和

提醒用户，以改善人体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并且大量的用户临床数

据存在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然而，现在市场上的可穿戴设备往往仅采用一类传感器实现一种

变量监测功能，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健康反馈体系。所以，多种传

感器的融合创新应用深受市场期待。例如：生物传感器“监测”到人

体血压、血脂过高时，警告用户应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加强体育锻炼；

然后，运动传感器负责“监督”人体每天的锻炼情况，环境传感器负

责“监控”人体周围环境状况（如有无吸烟和环境污染）；最终，通过

三类传感器的有效配合很好地控制了心血管疾病。合理的慢性疾病管

理，能够避免看急诊和住院治疗，减少就医次数，节约费用和人力成

本。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移动医疗服务效果的临床研究显示，出院后的

远程监护可将病人的医疗费用降低、看医生的间隔时间延长、住院时

间降低等，如表 1所示。 

  

 

  通过可穿戴设备实现个性化医疗 

  全球范围内针对移动医疗服务效果的临床研究 

  研究疾病研究地区研究主题研究结果：成本降低 

  糖尿病美国出院后的远程监护每个病人的全部医疗费用可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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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血压美国通过无线远程设备将主要生命体征信息传送到电子病

历中看医生的间隔时间延长了 71% 

  心力衰竭欧盟远程监护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的病人降低住院

时间 35%；降低出院后看医生次数 10% 

现在，如果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戴着 Google Glass或 Pebble智能

手表，人们都会多看一眼，以为这是新鲜玩意儿。但是在科研领域，

研究者们早已开始准备开发下一代可穿戴设备，其中令我们感到惊讶

的有“电子皮肤、智能隐形眼镜、pH胶囊”。 

 

全球主流可穿戴传感器分类及主要方案盘点--主要厂
商及解决方案 
  物联网社会的到来，检测和输出无限接近人类的感觉和动作的信息

的技术将愈发重要，在手表和眼镜中嵌入传感器及摄像元件等 MEMS器

件的可穿戴产品、组合使用多个传感器的传感器融合用途、通过互联

网连接传感器检测到的各种信息等用途在未来会有很大发展空间。从

运动检测、环境感知、压力测试，MEMS解决方案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随着可穿戴设备的发展，未来传感器要致力于更加小型

化，也需加快集成，MEMS技术会越来越主导局面，比如地磁传感器就

需要和加速度传感器集成。 

  传感器解决方案主要厂商 

   

  1、德州仪器（TI） 

  在便携式消费电子产品应用中实现非接触式温度测量。TMP006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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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TI 在 MEMS 技术方面的专业经验开发获得，是首款新型超小尺寸、

低功耗且低成本的被动红外温度传感器与现有解决方案相比，其功耗

要低 90%，而尺寸却要小超过 95%， 实现了全新市场及应用中的非接

触式温度测量。 

   

  2、亚德诺半导体（ADI） 

  作为微机械 IC行业的先锋，Analog Devices， Inc.（简称 ADI）

推出首款全集成 iMEMS（集成微机电系统）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这类产

品已通过 TS-16949和 QS9000认证，ADI公司将继续改进产品和工艺，

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 

  20多年来，ADI公司一直是 MEMS创新产品的领导者，不仅提供全

面的惯性检测解决方案，包括备受赞誉的 iMEMS加速度 计和陀螺仪、 

iSensor™  智能传感器以及惯性测量单元（IMU）；同时 MEMS技术还简

化了运动检测在工业、医疗、消费电子、通信和汽车等众多领域中的

应用，深受全球的市场领先公 司欢迎。 

   

  3、美信（Maxim） 

  美信就推出新型体征监测服（Fit），使专业医护人员能够以低成

本频繁监测患者体质，提供更加有效的预防性医疗保健。该新型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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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服集成了干电极 ECG 测量技术、复杂的信号处理技术、温度传感

器、运动传感器、超低功耗微控制器及无线通信单元，有鉴于穿戴式

设备对低功耗的要求，美信在此款设计中采用了超低 功耗的 MAXQ622、

MAX6656并搭载了电源管理 IC MAX8671。 

   

  4、飞思卡尔（Freescale） 

  飞思卡尔采用微机电系统（MEMS）支持传感技术。基于 MEMS的传

感器产品提供感应、处理、甚至控制周围环境的接口。飞思卡尔基于

MEMS的传感器将非 常小的机械和电子元件组合在单一芯片上。飞思卡

尔 MEMS器件出货量已突破十亿大关，是传感器技术的领导者，专门提

供经济高效、地功效、小型化、高性能、 集成式传感解决方案。 

   

  5、意法半导体（ST） 

  意法半导体的传感器产品包括 MEMS（微机电传感器，包括加速度

计、陀螺仪、数字罗盘、惯性模块、压力传感器和麦克风）、温度传感

器和触摸传感器。到 2013年初，意法半导体已销售了 30多亿件微型

机电传感器，引领着消费类和移动 MEMS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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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Silicon Labs 

  Silicon Labs2月份推出业界首款单芯片数字紫外线（UV）指数传

感器 IC，设计旨在检测 UV光照强度、心脏/脉搏速率、血氧饱和度，

以及提供接近/手势控制等，特别适用于智能手机和可穿戴式产品。单

芯片 Si1132/4x光学传感器为智能手机和可穿戴式产品提供紫外线强

度、环境光和生物识别的检测。 

   

  7 博世（Bosch） 

  2014年，博世（Bosch Sensortec）开发出最新的 BMI160 惯性量

测单（IMU），将最先进的 16位元 3轴低重力加速度计和超低功耗 3轴

陀螺仪整合于单一封装，专为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装置、

遥控器、游戏控制器、头戴式装置及玩具等市场的高精度 6轴、9轴永

不断讯（always-on）应用而设计。主推：加速度传感器 BMA250E、

BMA250 、BMA222E、BMA222、BMA22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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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尤政院士谈中国制造与传感器/MEMS 的发展前景 
摘要：2016年 12月 2日，“全球传感器与智能化发展高峰论坛”在北

京亦庄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部科技委国防

学部主任尤政院士做了“中国制造与传感器技术”的报告，包括三部

分：中国制造 2025与传感器紧密相连，传感器/MEMS技术带来的发展

前景，对传感器发展的思考与建议。本文根据报告整理而成。 

1 我国制造业的特点 

1.1 中国制造的新环境和新使命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我国非常重视制造业

的发展，从习近平总书记到李克强总理的很多论述中，讲了工业化的

重要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以及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李克强总理也讲了打造实体经济的这

一根本基础。 

1.2 我国制造业的三个历史阶段 

  我国制造业曾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如图 1)，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

期到 1978年，即改革开放前，我们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形成了

较为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这还是很重要的，因近年来东欧经济崩溃

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我国有一套独立完整的体系，

例如从材料、加工一直到装备是齐全的，我们什么都不缺，而东欧一

些国家当时受前苏联影响，只能生产某个中间部分，因此经济受到制

约，所以当时老一辈革命家还是非常英明的，我们才发展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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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到 1990 年，我们告别了工业产品短缺时代，

即买东西再不需要券了，而俄罗斯有些地方至今还是凭券供应。 

  第三是 1990年以后到 2010年，此时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1.3 目前制造业大而不强，不可持续发展 

  2010年以后，我国在世界制造业的比重占第一位，成为工业制造

的第一大国。但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制造业大而不强、不可持续发

展这一问题。 

  原因之一是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基础比较薄弱。尤政院士是

搞卫星的，曾听总装部长介绍，我们卫星 85%实现了国产化，但是还有

15%没有国产化的部分，花费了 80%的钱。 

  第二，我们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去年尤政院士陪院长去了郑州富

士康，郑州富士康有 30万人，一年生产 1.5亿部手机，但利润只占到

整个利润价值的 5%多一点，可见几十万人创造的利润很低。 

  第三是生产经营效率不高。201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只有 21.5%，

而世界发达国家往往在 35%以上，可见差距比较大。 

  第四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们基本上是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

型企业，而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密集型的企业太少了。最近一项调查显

示，美国波音公司的产值中，服务型制造业的产值占实体型制造业的

产值比例约为 6：4，可见波音服务型比例很高，超过实体制造经济。 

  第五是产品质量问题突出。中国制造和低质量可能是划等号的。

所以习总书记讲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量转变很重要，其他国家可能

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我们国家制造业的的战线拉得比较长，从 20世纪的 50年

代到 21世纪初都有。一位领导人曾说，外国人到中国来访问，去看什

么经济，看你到什么地方，到了好地方，像欧洲;差地方像非洲。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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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我国地域差距特别大，很难用“工业 4.0”还是“工业 3.0”，就能

把中国的经济全部能够拖动，这还是要跟中国的国情来结合。 

1.4 面临三个新的国际问题 

  第一是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回归本土。去年美国公布了美国制造

业振兴的计划，很多高新技术的研究机构不再像以前公布规划了，实

际上我们很多的研究以前是跟踪型，现在美国在前面走着却把灯关了，

就等于我们前面看不到美国在干什么，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摸

索、探索新技术。 

第二，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成本竞争的优势特别明显。所以近来在

东莞的很多企业，设备刚到就封上了门，又转移到越南和印度去了。

因为以前这些高端制造业对于劳动力的依赖性还是比较强的，我国是

中等水平的制造业者特别多，因为我们的大学毕业生特别多，而之前

的制造业对人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在中国社会比较适合，而现在机器

人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对人的依赖性在下降，那么更低一点层次的

人也可以从事制造业。因此有些制造业往东南亚/越南转移，相当于釜

底抽薪。 

 另外我们国家的发展最后还要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以前发

达国家的重要发展期里，也是以资源和环境作为代价的，但是在现在

的条件下，中国要发展是不可能去走这样的路的，这也是面临的新问

题。 

  所以我国制造面临着内忧外患。 

1.5 中国经济的利好因素 

  但是我们也非常有信心中国的经济能够发展好，主要也有三条理

由。 

  第一，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机会窗口期”。第

一次工业革命是动力革命，第二次革命是电子革命，这两次革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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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处在很贫困的时期，是一个看客，我们在慢慢跟。那么第三次工业

革命，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而且尽管中国的机械制造业还是比

较落后的，但是我们的信息业比较发达，所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进行融

合的过程中，中国客观上还是完全有成为强国的机遇。 

  第二，我们的城镇化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我们现

在有 2亿城市人口与 2亿城镇之间的人口，其他就是农民了，城镇人/

城市人和农民最大的区别在于消费结构，农民主要是消费自留地，稍

微有一点点消费就够了;而城镇/城市人要消费工业品。预计到 2020年，

我们的城镇人口可能会翻一倍，将来达到 8亿，因此比现在的市场要

翻一倍。这么巨大的市场为我们工业的发展会带来重要机遇。例如，

在上一次经济危机时，德国之所以能挺过去，主要是通过汽车工业救

了德国经济，所以很多国家和中国形成战略合作，看中的是中国巨大

的市场，如果我国巨大的市场对我国的经济没有推动，我们就失败了。

所以内在发展是我们把握机会的一个重要砝码，马凯副总理听取尤政

院士的“中国制造 2025”汇报时指出，你们有那么多指标，我最关心

的一个指标是到 2025年时，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能不能用上中国 60%的

机床?因我们现在的机床对我国的最大制造业——汽车业贡献率不到

5%。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车床无故障工作时间是 700~800小时，国外是

9000小时，所以别人的车床一年修一次，我们的每个月都得修。假设

一分钟一辆车的过程是不太可能的，从经济角度不可能用你的。那么，

为什么中国的机床只有 800小时?因为关键的核心基础件——电机、轴

承等是别人的，别人的技术数据我们没有，你怎么有信任呢?所以这是

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市场的角度来带动我们的实体经济，包括物

联网等。所以在传感器行业，传感器的同仁要团结起来，把中国制造

的传感器搞上去，才能真正借助于物联网的成功，使我们的市场走到

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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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加速了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例如

清华在一些政策出台后的 2016年 1月到 8月间，技术转移的收入大概

有 6亿元，而以前高校的技术和工业界没法合作，因为不能卖，不能

有产权，因此互相都是提防着，现在已经可以技术出售和竞价了，老

师可以拿 70%(笔者注：最近一些政策是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收益的 70%

可划归个人)，所以大家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以前偷偷出去办公司的老

师发现自己的公司上不了市，现在又回来拿钱把专利买回来了。因此

有序的机制转移促进了经济发展。诸多国家的改革政策都会为我们的

经济护驾保航，所以现在中国制造业担负着最新的使命，也是我们伟

大中华复兴梦一个具体的体现，我们要成为制造业大国，要成为世界

制造业的中心，我们的强国梦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1.6 各国制造业的发展动态 

  当然不光是中国，美国也在强调制造业回归，德国、日本也有计

划(如表 1)。美国人已经明确表态，2017年要夺回制造大国和强国的

地位。所以我们面临的环境还是很恶劣的。2015年 3月 25日，我们颁

布了《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实际上中国的整个工业从“工业 2.0”

补课，“工业 3.0”普及，到“工业 4.0”的示范已经全面地铺开(如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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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感器内涵及特点 

  中国制造是和传感器紧密相关。例如智能制造里有传感器九条龙，

诸如轨道交通传感器一条龙，新能源汽车传感器一条龙等。 

  传感器属于基础零部件的一部分，传感器非常重要，王大珩先生

有个著名的论断：传感器是工业的基石、性能的关键和发展的瓶颈。

我们由大变强的主要瓶颈实际上是传感器，它本身也有些特点，例如

量大面广，我们产值很高，但是面很宽，具体到每家企业来说并不是

特别大。第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下游产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第三是三化程度高，适于专业化大批量生产，这给通用化、标准

化、系列化生产提供了前提。传感器也兼有材料密集型、劳动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但低端基础件耗材、耗能、技术含量较低，竞

争激烈;而高端基础件则是技术密集型。例如普通的水表电表可能更多

的时候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另外，在世界上也有个趋势，发达国家的

低附加值零部件产业逐渐往外转移，实行全球采购，例如我国的水表

电表是世界第一大国，约占世界产量 70%~80%以上。 

我国的传感器产业和我国制造业的状况几乎是一样的特点：1.产

业规模进入了世界前列。我们有很多是世界排在第一的，但大都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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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产品。2.我们的产业布局基本形成，什么传感器都有。3.中低档

产品基本满足市场需求，通过合资和自己研制，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

严格地说还存在供给过剩的问题。4.通过多年的研发，我们的研发能

力显著进步，有一些高端传感器已经做到了样机阶段。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eepw.com.cn/article/201612/342178.htm  

  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一样。首先，产业集中度低，中低档产能

过剩，原因是我们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没有在产品聚集、地区聚集上

做好，产品很分散，提到一个产品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在国外，

很可能一类传感器相对集中在一座城市或者一家大公司里，就比较容

易形成规模效应。 

  其次，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比较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们

的很多传感器是买国外的传感器元件，拿来组成一个系统，并没有自

己去研发传感部分。 

  第三是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缺位。在国外甚至现在的美国也有一些

高端战略技术是国家出钱研究的，有国家研究院和一些公共的实验条

件是国家承担的，我们国家以前也有，不过在 1995年以后基本上由于

体制改革，这些企业都不承担国家的责任，跑到市场经济的前沿去了，

这对我国传感器行业的进步还是影响很大的，特别是高端传感器，比

如高温压力传感器，你用国产的，出了问题，你要担当责任，买国外

的出了问题没事。如果我们有国家的机构，能够去按照客观的测试办

法来进行测试，由测试机构来担当使用的责任，那么我们的大企业就

会愿意去用，这样才能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最后是政策缺位。我们国家的建设重点主要是在整机上面，补贴

整机较多，对元器件的补贴很少。因为有首台战略，但没有首个传感

器战略。建议传感器方面，如果你要去购买国外的，你要拿出 1/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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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建立传感器基金，如果你的产品能够替代国外产品，那么用户买

一件国货国家可补贴 1/3，所以两个 1/3可从经济和市场角度能起很大

的作用。 

 

2.1 传感器技术发展趋势 

  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也有几条。第一，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技术相互

融合的水平相结合，数据的处理、无线信号的传输、自校准技术已经

很普遍了。 

  另外，传感器变成模块化、组合化、集成化得到高度重视。以前

一个传感器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多个传感器的模块化组合可以来解

决了。过去我们看一个物体的特性是靠单一化的指标，现在通过多指

标来确认你的环境特征。 

  第三，高性能和环保成为行业的主题，因为我们是后来者，不可

能按照以前的老路再走一遍，所以我们要重视性能和环保问题。 

  最后，新材料、新工艺的使用是传感器革命性的进步。比较典型

的是 MEMS传感器，如果用硅来做，通常做到 400~600℃就到极限了，

但是碳化硅把性能可提高到 1200~1800℃，因此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

对我们行业技术的发展可能是颠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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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感器的智能化、无线化等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微型化 MEMS技术

集成化怎么去做产量的融合?最后还有多样化等等，需要各种各样的先

进技术的使用。 

  所以从传感器的发展技术路线图看，从分立式的传感器到机械式的

集成传感器、MEMS传感器，将来可以做到单片集成传感器、无线传感

器，一直到最后的 iSensor(智能传感器)(如图 2)。 

  以上是从传感器维度来看。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信息技

术的维度看(图 3)，摩尔定律预言集成电路(IC)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

每 18个月就翻番，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近特征尺寸的极限，在进行

“超越摩尔定律”的探索，即从系统的角度走，把传感器、电源、信

号传输等等一起集成，我们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增长的速度会很高，

这可能是行业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从需求和信息获取的技术

进步来看，传感器和微系统技术都是革命性的和颠覆性的技术。 

 

2.2 MEMS传感器 

  MEMS传感器和 IC芯片最大的区别，MEMS是可动结构，利用微纳

加工技术同时加工出机械结构和电路系统。我们最早做 MEMS时，总以

为 MEMS结构像制造业是由零件组成的，实际上不是，它是通过工艺--

很复杂的转动和平动，都是用一个零件，所以与以往是根本不同的。

当然我们还有自校准等工艺和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从 MEMS技术出现

了以后，整个世界都在小型化，从微能源到生物、射频等领域都在 MEMS

化、小型化的改造。例如 1995年时听说智能灰尘，大家觉得这个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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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但是到了前年(2014年)，美国已经应用了智能灰尘，只有 5毫

克重，1.2立方毫米，上面有厚膜电池、超级电容器、太阳能电池、陀

螺仪、红外传感器、振动传感器，还有激光通讯等，这么小小一个东

西，有这么多功能，反映了微系统或传感器发展的未来前景很大。 

 

  当然 MEMS传感器技术的特点也有几条。首先是微型化、低成本、

功耗低、高可靠。像我们现在做的 MEMS陀螺仪，最高可以做到每小时

1°，稍微差一点的，每小时 10°，成本大概不到一千元。但是我们现

在有的国内厂子在做，每小时 30°的陀螺仪现在还卖到五万元一支，

一年也就生产两三百只，所以一个硅圆片上的 MEMS产品数量就接近该

企业一年的产量。这是颠覆性技术的特点。 

  第二点是高精度。陀螺仪现在国外可以做到每小时 0.01°，如果

它能够实现的话，基本上光纤陀螺也没了，如果现在的加速器可以做

到 3×10-8g，这不仅仅是高精度。另外还有芯片级原子钟，现在欧洲

已经可以买了，一千欧元就可以买到 1小时内阿伦方差 10-13的芯片

原子钟，使 GPS的导航精度大大提高。我们现在的时钟大概是 10-6、

10-9到 10-13，半年校准一次，也有每周校准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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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是高集成。国外有 2公斤的卫星就可以把姿态回归轨道全部

解决，还有相控阵雷达的阵列可以做到导弹里。所以 MEMS技术精准度

可以很高。 

  MEMS还有一个技术特点——高性能，例如微硅惯性器件(陀螺/加

速度计)可以承受 20万 g的过载，而我们有些武器系统能打得很远，

但是过载很大，10万 g时传感器不能用了，但 MEMS传感器可以用，为

什么?从物理上，根据牛顿第二定律：F=ma，m(物体质量)变小了，所

以它的破坏力变小了。另外，硅的机械常数等特性要比铁、钢高得多，

也会提升性能。 

  最近一家美国公司介绍其智能片，使所有的发动机片厂都有传感

和无线信号的布局，所以发动机一开，所有发动机的参数都可以传出

来，它可以抗恶劣环境，温度最高耐 1800℃，压力超过 300个标准大

气压，冲击接近 5万 g都能工作，反映了现在传感器和智能化的水平

之高超。 

  在武器装备方面，美国称 90%的 MEMS器件可对武器制造改进，最

新资料显示火箭弹已经可以改造了，每小时 5°的陀螺仪可以做进去了;

世界上最小的导弹——长矛已经出现，只有 771克，长 42.7厘米，直

径 40毫米，射程 2公里，杀伤半径 10米，放在枪上就可以射击，把

复杂的导弹已经微缩到变成枪流弹的水平。当然更多打法还是在制导

子弹，子弹可以转弯了。这些都源于传感器，特别是 MEMS技术带来的

进步。 

在汽车行业，需要约三百多个传感器，高档车约有 80%可以用 MEMS技

术来做。 

物联网更是依赖于传感器，物联网最底层的技术就是信息传感采集技

术，比如智能停车场，生产的智能管理，还有环境的监测，医疗资源

的调配等，这些都是和 MEMS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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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S传感器应用非常广泛，医疗方面，从拍摄、便携式、可穿戴

式到植入式大概有 45亿美元的市场，治疗糖尿病需要测眼压，可以做

在博士伦等隐形眼镜上，像美国的智能鞋可以扫雷，走过之后地雷就

出来了，还有很多编织物，例如衣服可以传感人的信息，还有各种各

样的可穿戴电池、能发电的鞋子、脑信号/脑控服务机械设备，还有芯

片上的器官/肺/肾等会出现。最新颖的是通过电脑阵列可以读人——

把这个人的存储器读了。另外是消费电子，消费电子大概有 30亿美元

的市场规模，各种各样。 

2.3 我国传感器发展 

  传感器的发展还是从两个维度解决：技术的推动和市场的需求。

国内的 MEMS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表 3)，真正完全的单片层的

MEMS传感器技术中国还没有。原因是这涉及到一系列的研究突破。好

在最近我们还是有所进步，我们已有一批中试线、生产线、代工线和

产业公司(表 4)。经过 20年的奋斗，我们的 MEMS传感器已处于曙光阶

段。 

  尤政院士也是淄博高新区 MEMS研究院院长，介绍了在淄博投资 3

亿元建立的 6英寸与 8英寸兼容的生产线[2]，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产品

已下线。微纳制造、器件与系统协同创新中心是由教育部的清华、北

大、上交大、东南大学等六所高校，以及航空、航天、兵器等部委的

研究所共同在淄博开展项目的研发。 

3 对“核心传感器技术”上升为国家“制造强国”、“工业强基”战

略的建议 

1.传感器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因为传感器不是靠市场规律就可

以做的，需要国家行为和市场行为结合起来，这是传感器行业的特点。                       

2.把重点突破和行业整体水平提升相结合，既需要世界知名的百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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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同时为提高我国整体传感器的水平，也需要有若干专精特小企业

共同支撑。 

  3.进行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在国内若干地区建立若干基

地，进行人才培养等。 

  传感器不好做，需要联合。欧洲有欧盟 MEMS系统联盟，提供微系

统加工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工艺、测试、应用是一体的。欧洲

是分布式的，不是一家独干的。欧盟有很多小国可以做好，咱们社会

主义制度，也一定能做好。 

 

2017 年伊始：五大传感器研发突破汇总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环境保护、生物

医疗、资源探测等领域，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2017年伊始，就传来各类有关传感器获得新突破的讯息，

其中有新型生物传感器实现即时检测，智能手机搭载小型化分子光谱

传感器以及芬兰成功研发世界首款高光谱移动传感器等喜讯，本网特

此对近期五大传感器发展突破进行收集整理，让大家能对最新的技术

有更全面的了解。 

  突破一：芬兰成功研发世界首款高光谱移动传感器 

  芬兰 VTT国家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将 iPhone摄像机转换为新型光学

传感器，成功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高光谱移动设备，这将为低成本高

光谱成像的消费应用带来新的前景，例如消费者将能够使用移动电话

进行食品质量检测或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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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谱成像广泛用于各种物体感测和材料属性分析。高光谱成像对图

像中每个像素点进行光谱分析，可实现宽范围测量。高光谱相机已经

用于苛刻环境条件下的医疗、工业、空间和环境感测，但价格昂贵。

VTT开发的高光谱移动设备，通过将可调节的微小 MEMS（微光机电系

统）滤波器与 iPhone的摄像机镜头集成，并令其调节功能与摄像机的

图像捕获系统同步，将智能传感器与互联网结合，使得利用具有成本

效益的光学 MEMS光谱技术开发新的移动应用成为可能，如利用车辆和

无人机进行环境观测、健康监测和食品分析等消费应用。 

  突破二：世界首个搭载小型化分子光谱传感器智能手机发布 

  近日，长虹公司发布全球首款分子识别手机—长虹 H2，这是世界

上第一个搭载小型化分子光谱传感器的智能手机，可实现果蔬糖分、

水分，药品真伪，皮肤年龄，酒类品质等检测，成为随身携带的个性

化健康管理集成终端。 

  据了解，长虹将实验室级别光谱仪的能力和精度整合进可供人们

日常携带和使用的手机中，有效提高用户的日常生活质量。例如在检

测食品是否安全方面也有很大帮助，H2手机向所搭载的小型化高分辨

率近红外光谱传感器发出指令对被测物体进行“近红外吸收光谱”的

数据采集，并将光谱数据传输至云平台进行分析、计算、处理，得出

定性、定量分析结果，手机将数据化和图形化的结果呈现给用户，并

向用户给出相应建议及推荐，H2手机即可直接识别到物质的分子属性。

这样就能对食物的安全性能做出鉴别，起到保障安全的作用。 

  突破三：纳米传感器把原子级别药物输入细胞 

  纳米传感器操作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可以在极微小尺度下完成传

统机器人无法实现的各种观测、表征和操控作业，堪称“无微不至”。

通过改纳米技术，可将原子级别的药物输入细胞中，观察这些药物对

细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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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操作机器人具备位置检测传感器，可实现自动可编程运动，

并具备多种功能强大的附加模块。与传统机器人相比，纳米操作机器

人具有超级灵敏、超高精确等特点，可以在极微小尺度下完成传统机

器人无法实现的各种观测、表征和操控作业，堪称“无微不至”。 

  突破四：新型光学生物传感器可在几秒钟内识别感染性疾病 

  近期，俄罗斯科学家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激光技术，用于制造新颖

的光学生物传感器，这种传感器能够在几秒钟内识别感染性疾病。该

装置通过红外光来显示有害的细菌和病毒，可以在大型的交通枢纽，

如机场等需要不断监测大量的客流的环境下得到广泛应用。 

  这种快速分析可能被广泛应用于大型交通枢纽，如机场这种需要

不断对流通乘客进行健康监测的环境下。目前，这种还是通过热成像

摄像机跟踪体温来实现。一个发烧的乘客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感染源。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清晰的分析是必要的，要辨别出来该人是否实际

上是生病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利用现有的方法调查生物材料，如

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要需要几天。与之相反的是，这种新技术可以立

即提供出检测的结果。 

  突破五：全球首款晶圆级传感器芯片或掀起光谱仪应用革命 

  2017年 1月 17日，领先的高性能传感器解决方案和模拟 IC供应

商艾迈斯半导体公司（amsAG）宣布推出全球首款高性价比的多通道光

谱片上传感器解决方案，为消费和工业应用实现新一代光谱分析仪开

辟了道路。 

多光谱传感器采用新的制造技术，使纳米光干涉滤波器极其精确地

直接附着在 CMOS硅晶圆上。该传感器使用的干涉滤波器技术具有极高

的精确性和稳定性，不受使用时间及温度的影响，比如今常用于各类

光谱分析仪器的组件尺寸更小、更具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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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电子设备中基于 MEMS 显示的三项预测 
从汽车到厨房,甚至是更多的场景，装有数百万个闪闪发光的微镜

的芯片正在改变我们与新一代消费类电子产品之间的互动。 

而这样的转变来自于光学 MEMS的技术进步——它们正变得更小、更灵

活、质量更佳且更高效。先进 MEMS正在将全新且创新型解决方案推进

到一些应用领域，比如可穿戴技术、智能住宅和家用电器、汽车平视

显示（HUD）、自适应大灯、红外传感器，甚至是全息图像。 

在 DLP产品部门工作的过去八年间，我经常亲眼见证这些创新，

我也相信 DLP技术可以在更加广阔的消费类市场有所作为，在刚刚过

去的美国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CES）上，我看到，这项技术已经越

来越受欢迎。 

市场分析师同样认为 DLP技术还有巨大的、未被开发的潜能。根

据 Yole Development 公司和 Grand View Research公司的预测，MEMS

市场在 2015年至 2021年之间将增长 8.9%，单单在消费类和汽车应用

领域它就有着 260亿美元的市场商机。 

 

但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以下是我个人的三项预测，用以推

测基于 MEMS的技术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最大影响。 

第一，车内显示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宽视域和增强现实（AR）

显示屏的出现让驾驶员得以在随时了解路面情况的同时获取他们所需

的有用信息。例如，开发人员正在新车辆中大量使用集成型 HUD，而对

于那些在出厂时未安装显示系统的车辆，开发人员正在研究紧凑型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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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售后市场 HUD解决方案。在我们 DLP投影技术的支持下，这两类 HUD

系统都可实现小型、免提导航、通信和娱乐控制。 

第二，可穿戴技术出现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可穿戴产品在过

去数年间一直是 CES的热门话题，但是 MEMS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消费者

将能够在口袋大小的设备中随时随地体验浸入式 AR 特有的色彩丰富、

锐利和明亮的显示。我们已经见证了诸如 Poké mon Go等视频游戏的

早期 AR应用如何赢得消费者的芳心。而这只是开始，因为市场中将会

出现更多能够提供更加强烈的 AR体验的先进可穿戴显示。 

第三，智能住宅和家用电器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房主、商业部

门和零售商们正在用交互式投影显示屏取代传统触摸板，以提供更加

智能、自适应性能更佳的控制和面板，同时尽可能地保持美观。下一

代语音激活个人助手可按照你的指令显示搜索结果、路况报导或新闻

报道视频。通过与物联网（IoT）组合在一起，消费者可以享受到包括

更强的连通性和更高的直观智能性在内的众多优势和益处。   

可以确信的是，基于 MEMS的、更智能、更小的电子器件的持续发

展将以我们还无法想象到的方式在消费者的生活中变得无所不在。我

非常期待看到 DLP产品用户和 MEMS工程师们如何不断推动消费类电子

产品市场内的创新。 

 

物联网给 MEMS 带来新机遇  
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是指尺寸在几

毫米乃至更小的传感器装置，其内部结构一般在微米甚至纳米量级，

是一个独立的智能系统。简单理解， MEMS 就是将传统传感器的机械

部件微型化后，通过三维堆叠技术，例如三维硅穿孔 TSV 等技术把器

件固定在硅晶元（wafer）上，最后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采用特殊定制

的封装形式， 最终切割组装而成的硅基传感器。 受益于普通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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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企及的 IC 硅片加工批量化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 MEMS 同时又

具备普通传感器无法具备的微型化和高集成度。 

 

传统 ECM 驻极体电容麦克风/Apple Watch 楼氏 MEMS 硅麦克风 

MEMS 是替代传统传感器的唯一选择 

诸如最典型的半导体发展历史： 从 20 世纪初在英国物理学家弗

莱明手下发明的第一个电子管，到 1943 年拥有 17468 个电子三极管

的 ENIAC 和 1954 年诞生装有 800 个晶体管的计算机 TRADIC， 到 

1954 年飞兆半导体发明了平面工艺使得集成电路可以量产， 从而诞

生了 1964 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款使用集成电路的计算机 IBM 360。 

模拟量到数字化、 大体积到小型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集成化，是所

有近现代化产业发展前进的永恒追求。MEMS也不例外.正因为 MEMS 拥

有如此众多跨世代的优势， 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其是替代传统传感器的

唯一可能选择，也可能是未来构筑物联网感知层传感器最主要的选择

之一。 

1）微型化： MEMS 器件体积小， 一般单个 MEMS 传感器的尺寸

以毫米甚至微米为计量单位， 重量轻、耗能低。 同时微型化以后的

机械部件具有惯性小、谐振频率高、响应时间短等优点。 MEMS 更高

的表面体积比（表面积比体积） 可以提高表面传感器的敏感程度。 

2）硅基加工工艺，可兼容传统 IC 生产工艺：硅的强度、硬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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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模量与铁相当，密度类似铝，热传导率接近钼和钨，同时可以很

大程度上兼容硅基加工工艺。 

3）批量生产： 以单个 5mm*5mm 尺寸的 MEMS 传感器为例， 用

硅微加工工艺在一片 8 英寸的硅片晶元上可同时切割出大约 1000 

个 MEMS 芯片， 批量生产可大大降低单个 MEMS 的生产成本。 

4）集成化： 一般来说，单颗 MEMS 往往在封装机械传感器的同

时， 还会集成 ASIC 芯片，控制 MEMS 芯片以及转换模拟量为数字量

输出。 

同时不同的封装工艺可以把不同功能、不同敏感方向或致动方向

的多个传感器或执行器集成于一体，或形成微传感器阵列、微执行器

阵列，甚至把多种功能的器件集成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微系统。 

微传感器、微执行器和微电子器件的集成可制造出可靠性、稳定

性很高的 MEMS。 随着 MEMS 的工艺的发展，现在倾向于单个 MEMS 芯

片中整合更多的功能， 实现更高的集成度。 

例如惯性传感器 IMU（Inertialmeasurement unit） 中， 从最

早的分立惯性传感器，到 ADI 推出的一个封装内中集成了三轴陀螺仪、

加速度计、磁力计和一个压力传感器以及 ADSP-BF512Blackfin 处理

器的 10 自由度高精度 MEMS 惯性测量单元。 

5）多学科交叉： MEMS 涉及电子、机械、材料、制造、信息与自

动控制、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多种学科，并集约了当今科学技术发展

的许多尖端成果。MEMS 是构筑物联网的基础物理感知层传感器的最主

要选择之一。 

由于物联网特别是无线传感器网络对器件的物理尺寸、功耗、成

本等十分敏感，传感器的微型化对物联网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MEMS 

微机电系统结合兼容传统的半导体工艺， 采用微米技术在芯片上制造

微型机械，并将其与对应电路集成为一个整体的技术，它是以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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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批量化生产能满足物联网对传感器的巨

大需求量和低成本要求。 

物联网给 MEMS带来新机遇 

未来可以预见未来大规模下游应用主要会以新的消费电子例如 

AR/VR， 以及物联网例如智能驾驶、 智慧物流、 智能家居等。 而传

感器做为感知层，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物理层部分，物联网的快速

发展，将会给 MEMS 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 

物联网的系统架构主要包括三部分：感知层、传输层和应用层。 

感知层的作用主要是获取环境信息和物与物的交互， 主要由传感

器、 微处理器和 RF 无线收发器等组成； 

传输层主要用于感知层之间的信息传递，由包括 NB IOT、Zig Bee、

Thread、蓝牙等通讯协议组成； 

应用层主要包括云计算、云存储、 大数据和数据挖掘以及人机交

互等软件应用层面构成。 感知层传感器处于整个物联网的最底层，是

数据采集的入口，物联网的“心脏”， 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物联网的三层架构 

随着国内设计、制造、封测等多个环节的技术和工艺正在逐步成

熟， MEMS 作为物理量连接半导体的产物，将恰逢其时的受益于物联

网产业的发展， MEMS 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军工、智

能家居、智慧城市等领域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根据 Yole 

developpement 的预测， 2016-2020 年 MEMS 传感器市场将以 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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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成长率增长， 2020 年 MEMS 传感器市场将达到 300 亿美元，前

景无限。 

 

MEMS 全球市场产值预测（亿美元） 

2015 年中国 MEMS 器件市场规模为 308 亿元人民币，占据全球

市场的三分之一。从发展速度而言，中国 MEMS 市场增速一直快于全

球市场增速。中国 MEMS 器件市场平均增速约 15 - 20%，中国集成电

路市场增速约为 7 - 10%，横向对比而言，MEMS 器件市场的增速两倍

于集成电路市场。 

 

中国近年 MEMS 传感器市场规模（亿元） 

MEMS 产业链 

MEMS 没有一个固定成型的标准化的生产工艺流程， 每一款 MEMS 

都针对下游特定的应用场合， 因而有独特的设计和对应的封装形式，

千差万别。 

MEMS 和传统的半导体产业有着巨大的不同， 她是微型机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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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半导体工艺的结合。 MEMS 传感器本身一般是个比较复杂的微

型物理机械结构，并没有 PN 结。但同时单个 MEMS 一般都会集成 

ASIC 芯片并植在硅晶圆片上， 再封装测试和切割，后道工艺流程又

类似传统 COMS 工艺流程。 

因此 MEMS 性能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不会过分依赖于硅晶圆制程工

艺的升级， 而更倾向于根据下游应用需求定制设计、对微型机械结构

的优化、对不同材料的选择，实现每一款传感器的独特功能，因此也

不存在传统半导体工艺晶圆厂不同世代的制程工艺升级路线图（ROAD 

MAP）。 

IC 

制程工艺更接近于 2D 平面 VS MEMS3 维立体堆叠 

  典型的 MEMS 系统如图所示，由传感器、信息处理单元、执行器和

通讯/接口单元等组成。其输入是物理信号，通过传感器转换为电信号，

经过信号处理（模拟的和/或数字的）后，由执行器与外界作用。 

  每一个微系统可以采用数字或模拟信号（电、光、磁等物理量）

与其它微系统进行通信。 MEMS 将电子系统与周围环境有机结合在一

起，微传感器接收运动、光、热、声、磁等自然界信号，信号再被转

换成电子系统能够识别、处理的电信号，部分 MEMS 器件可通过微执

行器实现对外部介质的操作功能。 

 

传感器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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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产业链类似于传统半导体产业，主要包括了四大部分：前端 

fabless 设计环节、 ODM 代工晶圆厂生产环节、 封装测试到下游最

终应用的四大环节。 

MEMS 产业链划分 

全球前十名 MEMS 厂商主要包括博世、意法半导体、惠普、德州仪

器、佳能、InvenSense、 Avago 和 Qorvo、 楼氏电子、松下等等。 其

中 BOSCH 因为其在汽车电子和消费电子的双重布局，牢牢占据着行业

的第一的位置，其营收约占五大公司合计营收的三分之一。 

大部分 MEMS 行业的主要厂商是以 Fabless 为主， 例如楼氏、 HP、

佳能等。同时，平行的也有 IDM 厂商垂直参与到整条产业链的各个环

节，比如 Bosch、 ST等都建有自己的晶元代工生产线。  

 

全球主要 MEMS 厂商的生产模式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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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之前阐述的 MEMS 本身区别于传统 IC 产业特征， 我们认为

行业的核心门槛在于两点：设计理念和封测工艺。 

  前者不仅仅包括对传统 IC 设计的理解，更需要包括多学科的综

和，例如微观材料学、力学、 化学等等。 原因是因为内部涉及机械

结构，空腔，和不同的应用场景，如导航，光学，物理传感等。可以

展开细说。 

  后者， 因为单个 MEMS 被设计出来的使用用途、使用环境、 实

现目的不同，对封装有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要求。 比如对硅麦有防水和

不防水区分，光学血氧浓度传感器需要穿孔和空腔安装透镜，气压传

感器需要向外界敞开不能密封等等。 在整个 MEMS 生产中，封测的成

本占比达到 35%-60%以上。 

MEMS 成本结构拆分 

MEMS 封装和测试 

MEMS 产品种类丰富、功能各异，工艺开发过程中呈现出“一类产

品一种制造工艺”的特点。 MEMS 芯片或器件的种类多达上万、个性

特征明显，除了采用相同的硅材料外，不同的 MEMS 产品之间没有完

全标准的工艺，产品参量较多，每类产品品种实现量产都需要从前端

研发重新投入，工艺开发周期长，且量产率较传统半导体生产行业相

比更低，依靠单一种类的 MEMS 产品很难支撑一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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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种类的 MEMS 从用途来说截然不同，封装形式也是天壤之

别。但是从封装结构上来说，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3 类： 封闭式封装

（Closed Package）、开放空腔式封装（Open Cavity Package）、眼式

封装（Open Eyed Package）。 

 

MEMS 封装形式 

  中国 MEMS 产业在 2009 年后才逐渐起步，目前尚未形成规模，

产业整体处于从实验室研发向商用量产转型阶段。国内 MEMS 厂家在

营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结构、产业环境上与国外有明显差距， 

60%-70%的设计产品依旧集中在加速度计、压力传感器等传统领域，对

新产品（例如生物传感器、化学传感器、陀螺仪）的涉足不多。工艺

水平与经验缺失制约代工厂发展，制造环节亟需填补空白。 

微机电系统的生产制造涵盖设计、制造和封测。由于系统器件具有

高度定制化、制程控制与材质特殊的特点，封装与测试环节至少占到

整个成本的 60%。因此，为了能够在日益严峻的产品价格下跌趋势下

有效降低成本，多数无晶圆或轻晶圆 MEMS 供应商将封装与测试环节外

包给专业封测厂商，这也将为 MEMS 器件封装及测试厂商带来机遇。 

随着国家政策扶持，近两年中国 MEMS 产线投资兴起， 2014 年国

内 MEMS 代工厂建设投资超过 1.5 亿美元，但是技术的匮乏和人才的

缺失依然是产业短板。MEMS 技术与 IC 技术有本质差异，技术核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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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于工艺和制造， MEMS 制造结构复杂、高度定制化、依赖于专用

设备，且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目前，本土 MEMS产业明显落后国际水

平，国内市场严重依赖进口，市场份额基本被 Bosch、ST、 ADI、 

Honeywell、 Infineon、 AKM 等国际大公司寡头垄断，中高端 MEMS

传感器进口比例达 80%，传感器芯片进口比例高达 90%。        MEMS 

制造目前主要分为三类，纯 MEMS 代工、 IDM 企业代工和传统集成电

路 MEMS 代工。与其将 MEMS 看做一种产品倒不如把它看成一种工艺， 

MEMS器件依赖各种工艺和许多变量。只有经过多年的工艺改进及测试， 

MEMS 器件才能真正被商品化。研发团队一般需要大量时间来搜索有关

工艺及材料物理特性方面的资料。利用单一一种材料(如多晶硅)制得

的器件可能需要根据多晶硅的来源及沉积方法来标记工艺中的变化。

因此每一种工艺都需要长期、大量的数据来稳定一个工艺。 

国内 MEMS 代工厂华润上华、中芯国际、上海先进等，硬件条件虽

与国际水平相近，但开发能力远不及海外代工厂；中国 MEMS 代工企

业还未积累起足够的工艺技术储备和大规模市场验证反馈的经验，加

工工艺的一致性、可重复性都不能满足设计需要，产品的良率和可靠

性也无法达到规模生产要求。因此商业化阶段的本土设计公司更愿意

同 TSMC、 X-Fab、 Silex 等海外成熟代工厂合作。 

代工环节薄弱导致好的设计无法迅速产品化并推向市场，极大地制

约了中国 MEMS 产业的发展，产业中游迫切需要有工艺经验和高端技术

的厂商填补洼地。虽然大部分 MEMS 业务仍然掌握在 IDM 企业中，随

着制造工艺逐渐标准化，MEMS 产业未来会沿着传统集成电路行业发展

趋势，将逐步走向设计与制造分离的模式。纯 MEMS 代工厂与 MEMS 设

计公司合作开发的商业模式将成为未来业务模式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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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代工企业类型比较 

 MEMS 技术自八十年代末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对比传

统集成电路，该系统拥有诸多优点，体积小、重量轻，最大不超过一

个厘米，甚至仅仅为几个微米，其厚度更加微小。 MEMS 的原材料以

硅为主，价格低廉，产量充足批量生产，良率高。同时使用寿命长，

耗能低，但由于 MEMS 的工艺难度高，其良率仍然与传统 IC 制造相

比有一定的差距。 

就工艺方面，目前全球主要的技术途径有三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

的以集成电路加工技术为基础的硅基微加工技术；二是以德国为代表

发展起来的利用 X 射线深度光刻、微电铸、微铸塑的 LIGA 技术；三

是以日本为代表发展的精密加工技术，如微细电火花 EDM、超声波加

工。 

尽管 MEMS 和 IC 在封装和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实质上 MEMS 在

芯片设计和制造工艺方面与 IC 不同。 IC 一般是平面器件，通过数

百道工艺步骤，在若干个特定平面层上使用图案化模板制造而来，表

现出特定的电学或电磁学功能来实现模拟、数字、计算或储存等特定

任务。理想状态下， IC 基本元件（晶体管）是一种纯粹的电学器件，

几乎所有的 IC 应用和功能方面具有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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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MEMS 是一种 3D 微机械结构。基于硅工艺技术， MEMS 相

比于传统的“大型器件”，微米级别的 MEMS 器件能够更广泛、灵活

地应用在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领域。 

中国 MEMS产业 

国内 MEMS 行业的 fabless 规模相对较小， 但市场规模来说具备

很大的发展空间。 面对国内巨大的消费电子市场， 自产自销满足国

内部分中低端市场需求，也是国内 Fabless 司的一个捷径。 

例如苏州敏芯最近宣布 MEMS 传感器出货量超一亿颗， 他的微硅

麦克风传感器产品已经渗透至以消费类电子产品为主的各个细分应用

中，成功应用在 MOTOROLA， SONY， ASUS，联想，魅族，小米，乐视

等品牌客户的产品上。 

中国 MEMS 设计企业主要集中于华东地区，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55%，其中，以上海、苏州、无锡三地为产业集中地： 

上海： 深迪，矽睿，丽恒，芯敏，微联，铭动，文襄，天英，巨

哥 

苏州：明皜，敏芯，双桥，多维，能斯达，汶灏，圣赛诺尔，希美 

无锡：美新，乐尔，康森斯克，微奥，杰德，必创，微纳，芯奥微，

沃浦 

其他：深圳瑞声，山东歌尔，河北美泰，山西科泰，郑州炜盛，北

京水木智芯，浙江大立，武汉高德，成都国腾，西安励德，天津微纳

芯等。  

 

国内 MEMS 企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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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产品使用领域结构来看， 国内 MEMS 公司在营业规模、技术水

平、产品结构、与国外有明显差距， 60%-70%的设计产品集中在加速

度计、压力传感器等传统领域。工艺开发是我国 MEMS 行业目前面临

最主要的问题， 产品在本身技术实力和生产工艺还有待于进步。 

 

中国传感器产品结构 

  虽然国内主要集中在初级阶段，中低端应用。 但从近几年的发展

来看， 中国地区已经成为过去五年全球 MEMS 市场发展最快的地区。 

2015 年，我国 MEMS 市场规模接近 300 亿元，且连续两年增幅高达 

15%以上；而且从中长期来看，国内 MEMS 行业的发展增速会快于国外， 

到 2020 年，我国传感器市场增幅将进一步提升，年平均增长率将达

到 20%以上，继续保持全球前列。 

  从国内市场来看，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苹果、

三星、小米、华为、中兴等手机品牌在中国设厂生产，加之汽车电子、

物联网、无人机、智能家庭等概念产品的逐步兴起，以及可穿戴设备

的蓬勃发展，国内市场对硅麦克风、加速度计、陀螺仪、电子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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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仪器、高精度压力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 MEMS 器件的需求快速增

长。 

  根据 SEMI的估计，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将从 2010年的 9.2%

增长到 2015年占比 15.10%。 

  MEMS 行业发展趋势 

  1） MEMS 封装将向标准化演进， 模块平台标准化意味着更快的

反应速度。根据 Amkor 公司的观点， MEMS 的整合正在向标准化、 平

台化演进。 从之前众多分散复杂的封装形式（Discrete Packaging）

逐渐演化到以密封模压封装（Overmolded）、集成电路便面裸露封装

（Exposed Die Surface）、空腔封装（Cavity Package） 这三种载体

为主的封装形式。 

 

MEMS 封装向标准化演进 

  2） SIP（System In Package） 系统级的高度集成化会是 MEMS 未

来在互联网应用场合的主要承载形式。随着下游最重要的应用场景物

联网的快速发展， MEMS 在 IOT 平台的产品未来会逐渐演化到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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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就显得尤为重要。往往单个 MEMS 模块会集成包括 MCU

（Microcontroller Unit）、 RF 模块（Radio Frequenc，例如蓝牙， 

NB IOT 发射模块） 和 MEMS 传感器等多个功能部分。 系统级的封装

带来的同样是快速响应速度和及时的产品更新换代，这对于消费电子

产品来说极端重要。目前很多代工厂或者封装厂例如 Amkor 都在推广

标准化的 IOT MEMS 平台产品。 

 

MEMS 在 IOT 应用领域的 SIP 封装 

  而采用的封装形式主要会以空腔封装 （Cavity Package）和混合

空腔封装 （HybirdCavity Package）。 

  3）未来 MEMS 产品可能会逐渐演变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类。低

端 MEMS 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类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中端 

MEMS 主要应用于 GPS 辅 助导 航 系 统 、工 业 自 动 化 、 工 程 

机械 等 工 业 领 域 。 根据 Yole Developpment 报告，作为智能

感知时代的重要硬件基础， 2014 年中低端 MEMS 传感器市场规模达到 

130 亿美元，预计到 2018 年，中低端 MEMS 市场产值将以 12%～13%

的复合增长率增长至 225 亿美元。 

64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2017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 

  在今后 5 到 10 年内随着 MEMS 技术的成熟，以智能手机以及平

板电脑为主要应用对象的低端 MEMS 市场利润将逐渐下降，但未来在可

穿戴设备、物联网领域还有一定机遇；以工业、医疗及汽车为应用对

象的中端 MEMS 还将持续提供增长和盈利；未来以工业 4.0 和国防军

工市场也应用对象的高端 MEMS 将为带来显著的超额收益。 

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高端 MEMS 市场在 2016 年~2021 年的其年

复合增长达到 13.4%，而同期全球 MEMS 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仅为 

8.9%，其中军事航天、高端医疗电子和工业 4.0 应用四个领域将会占

未来高端 MEMS 市场营收的 80%。 

 

弗劳恩霍夫光子微系统研究所开发出新型纳米级静电
驱动 MEMS 弯曲执行器 

 
据麦姆斯咨询报道，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Photonic 

Microsystems（德国弗劳恩霍夫光子微系统研究所，以下简称 IPMS）

开发出一款新型静电微执行器，仅需很低的功耗和驱动电压就可以实

现大幅度垂直或侧向偏转。该技术可用于扩展现有微系统解决方案，

还可以通过创新设计开发新的应用领域。在 Photonics West 2017（2017

美国西部光电展）上，IPMS将在其中一场商品贸易展上首次展示这款

新型静电驱动弯曲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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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驱动微执行器在智能手机、可穿戴产品、汽车、植入注射泵

或微型投影仪中均有应用。如今，具有可动部件的高度微型化电子机

械系统（MEMS），为光学、通讯、生物技术以及测量和医疗技术领域的

无数应用提供了技术基础。静电场通常被用于驱动执行器。IPMS开发

的纳米级静电驱动（NED）执行器将产生静电力的电极间距降低至仅数

百纳米，但同时还能获得超过 100微米的大幅偏转运动。 

“通常更大的电极间距才能产生大幅的偏转运动，因此，通常都

需要较大的驱动电压，”IPMS负责人及该项研究团队带头人 Harald 

Schenk教授解释道，“不过，对于我们的纳米级静电驱动执行器，静

电力被转为侧向力，这些侧向力在弯曲梁中会产生准静态偏转，这种

偏转实质上要大于电极间距。” 

该纳米级静电驱动执行器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Harald Schenk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目前正为微型光学变焦镜头系统、微泵、微阀、

听觉可穿戴及助听器应用的微型扬声器设计定位驱动。在此研究过程

中，该项技术可以证明其具备规模量产的潜力。该纳米级静电驱动执

行器采用传统 MEMS表面微加工和体微加工制造工艺，可以很方便的集

成进入半导体组件和 CMOS电路。 

 

仿生传感器：纳米技术成为最热选择 
人类能否发明某种装置，像鱼儿一样敏锐感知水中的细微扰动？

或者学习蝴蝶，随着空气中化学成分的变化更改翅膀的色彩？ 

历经几十亿年的进化，生物界与自然的融合趋于完美。而模仿生物的

特殊结构和功能，一直是人类技术思想、发明创造的源泉。作为仿生

科技的重要一员，仿生传感器是基于生物学原理设计的可以感受规定

待测物并按照一定规律转换及输出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它是一种

66 
 

http://www.mems.me/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2017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 

采用新的检测原理的新型传感器，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另外

辅之以信号调整电路或电源等。 

敏感机制的仿生 

仿生传感器的设计理念主要涵盖两大方面：一是敏感机制的仿生，

包括敏感材料与敏感原理的仿生设计；二是传感器功能的仿生。仿生

敏感材料（也被称为仿生智能材料）与仿生原理是发展仿生传感器的

基石与核心，直接决定了仿生传感器技术的应用价值，该领域研究极

为活跃。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江雷等通过改变碳纳米管阵列

的形貌以及对碳纳米管进行修饰，可以实现对其亲水性能的调控，甚

至达到如荷叶般的超疏水性。另外，他们基于仿生学原理，以高分子

聚合物为温度敏感材料，通过热诱导结合表面化学修饰，实现了超双

亲/超双疏功能的可逆开关。2010年，他们又在《自然》（Nature）杂

志上报道了基于蜘蛛丝的内部结构及吸湿原理，设计出具有纳米孔结

构的纤维，甚至实现了对湿气中水滴的直接采集。 

中科院合肥智能机械所的研究人员基于珊瑚的结构特点，通过分

子化学组装方法，设计纳米颗粒组装的仿珊瑚结构半导体材料，其气

体敏感性能、光电转换性能等与传统块体材料甚至常规结构纳米材料

相比均获得大幅提高，可广泛应用于化学/生物传感器等诸多领域；基

于人工抗体原理的分子印记仿生传感器，在爆炸物、环境污染物的检

测方面也极具价值；通过对壁虎脚中吸盘微结构的分析，采用半导体

微纳加工技术，制作了仿壁虎脚功能的传感器，结合相应驱动装置，

可以在各种复杂表面上自由攀爬。 

另外，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的一批

成果走在了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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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功能的仿生 

另一方面，模仿生物的功能，研制具有与其功能相似的传感器为

人类所用，也是极具吸引力的领域。 

基于人手皮肤的触觉感应以及肌肉的伸缩原理，意大利与瑞典科

学家联合研制了基于传感器阵列的仿生感应系统和由反馈信号控制的

机械联动装置，可以模拟人手实现对各种复杂形貌物体的抓与放，并

进行搬动。 

合肥智能机械所则采用气体传感器阵列，开发了可任意组合、结

构形状不限的电子鼻探测器，可以实现易制毒化学品的现场快速检测，

能检出并判定 12种易制毒化学品，检测时间小于两分钟，特别适用于

车站、边检口岸等场所的安检。 

近年来，模仿鱼类的仿生传感器研究成为新的热点。韩国建国大

学的研究人员采用压阻执行器模拟鱼尾鳍，并通过调节执行器频率控

制尾鳍的摆动速率，获得了直行速度 2.5厘米/秒的机器鱼。我国哈尔

滨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则采用具有形态存储功能的合金材料作为鱼鳍，

研制了一种微型机器鱼，其可直行亦可绕行，直行的最大速度达到 11.2

厘米/秒，最小拐弯半径 13.6厘米。此外，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

以及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也正在开展此方向的研究。目前，

机器鱼无论是直行速度还是游动灵活性方面，都日益贴近真实。 

众所周知，鱼类赖以生存的感应器官在于其侧线，探测障碍物、

感应水中扰动乃至追踪定位猎物，无不依靠其侧线感应器官。侧线就

像是从头到尾排列了多个传感器，探测来自不同方向的刺激，鱼类利

用不同部位感受器报警的强度与时间差测定刺激的大小和方位。许多

陆生生物也具有结构与功能相似的器官，比如昆虫的触角。这样看来，

若能对鱼侧线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模仿，获得相似的感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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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于水下物体的灵敏感知与精确定位、潜艇舰船的航行与水下机

器人的精确控制、动态环境的实时监控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方面，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走在了前列，他们开发出

一种基于绒毛触觉敏感的仿鱼侧线传感器，在模拟水体环境下进行测

试，发现绒毛对流体扰动信号响应十分灵敏。这种新型仿生传感器甚

至被美国军方寄予厚望，有望发展成为超越声呐的超灵敏、抗干扰能

力强的新一代水下探测器。 

利用相似的仿生原理，荷兰科学家模仿蟋蟀的触角结构，制作了

基于纳米柱阵列的仿生流体传感器，对细微扰动也表现出高的灵敏度。 

未来：更微观，更小型化 

仿生传感器技术发展至今，从智能材料到传感器件构筑与应用，

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当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应用领域的逐步

拓展，对仿生传感器也提出了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一方面，仿生传感器日益朝着基于生物组织本身的微观结构及其

作用机制模仿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基于某些整体装置的小型化、

便携化、低碳节能化考虑，仿生传感器的微型化也成为一大挑战。 

由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使得纳米技术这一迅速发展起来的高新技

术成为最佳选择。比如美国 GE公司全球研发中心即将投入开发的仿生

光敏纳米传感器，即是纳米技术与仿生结合的典型例子，通过模仿蝴

蝶翅膀鳞片中独特的纳米结构，以实现环境中的化学物质高灵敏光学

探测。又如基于纳米压印技术发展的高分子聚合物纳米透镜阵列，可

以实现昆虫复眼的多角度观察功能。 

纳米技术将是未来发展新型结构与功能仿生传感器的研究重点与

热点。可以预见，基于纳米技术与仿生学原理开发的新一代纳米仿生

传感器，将大大丰富人类的物质世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舒适

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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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盛科技亮相 2016 中国电子展，最新地磁传感器解决
方案引关注 

据麦姆斯咨询报道，2016年 11 月 8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电子技术促进产业升级”为主题，由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主办，中电

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88届中国电子展联手 IC China 

2016及 2016上海亚洲电子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开幕。爱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Sentek Inc.） 董事长暨执行长赖孟煌率爱盛科

技展团盛大亮相。 

    爱盛科技创立于 2011年 6月，为位于台湾新北市的运动传感器无

晶圆厂（Fabless）半导体设计公司。主要核心技术为微机电传感器芯

片设计与销售，该公司也进行相关算法的开发及客户应用的支持，为

客户提供完整和实时的运动传感器解决方案。 

此次展会，爱盛科技展示了其最新的地磁传感器产品线、电流传

感模组产品、磁扫描仪以及磁屏蔽材料与解决方案，吸引了众多对无

人机、智能手机、可穿戴产品、VR/AR及物联网应用感兴趣的厂商及客

户的关注。 

爱盛科技董事长暨执行长赖孟煌介绍：“爱盛科技目前主打的产

品是地磁传感器产品线，具有超低磁滞、极强的抗干扰能力、低噪声

及高可靠性，历经无人机厂商的的严格验证。我们 3 x 3 mm LGA封装

的地磁传感器 IST8310在无人机市场的市占率超过 80%。目前市场上能

够看到的大厂的无人机产品，都采用了我们的地磁传感器，成为现今

主流无人机使用地磁传感器的标杆产品。” 

随着 Pokemon游戏、室内导航等应用对智能手机地磁传感器需求

的不断上涨，爱盛科技针对消费类电子产品应用开发了超小型地磁传

感器 IST8305，该地磁传感器外形尺寸仅为 1.2 x 0.8 mm，采用 WLCSP 

BGA封装，是目前全球尺寸最小的地磁传感器。“目前全球能够提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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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尺寸地磁传感器的厂商仅有我们爱盛科技和 AKM、Yamaha，” 爱盛

科技董事长暨执行长赖孟煌补充道，“这款地磁传感器体积虽然更小，

但是爱盛科技一贯的低磁滞、低噪声及高可靠度性能仍然不变。目前，

该款产品也已通过高通及联发科平台的相关验证。” 

 

爱盛科技 IST8305 地磁传感器 

除了中端精度产品，爱盛科技还在本次展会中展示了其超高精度

及数据传输速率的 IST8308地磁传感器。这款产品延续了 3 x 3 mm LGA

封装，具有更低的噪声及更高速的数据输出速率 ODR(Output date 

rate)，小于 1mg的噪声可支持下一代精确导航的需求，而高达 800Hz

的 ODR，对于 VR及 AR产品应用时，更可改善久看晕眩的情况。 

  “环境及系统内磁干扰源会影响地磁传感器的运行，从而造成无人

机炸机、VR/AR导航指向不准，这是产品设计人员最常碰到的问题。因

此，除了提供不同精度的地磁传感器外，我们还为客户提供产品设计

阶段、验证阶段的软硬件服务。” 赖孟煌指出。 

 

爱盛科技推出的磁扫描仪服务，能够清晰的看出四翼无人机在运

行时和静态下的磁场分布。磁扫瞄仪可实际侦测平面电路板不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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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磁场大小，可视化呈现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磁场情况，帮助设计者找

出适合放置磁传感器的位置。 

 

爱盛科技推出的软磁校正算法，优化地磁传感器在主板上的性能 

根据多年来的客户服务经验总结，爱盛科技总结了一套方法支持

客户实现穿戴式装置上的地磁指向方案。在产品方面，一般性的指向

要求使用 IST8305在较小体积下实现精确指向误差，较精密的要求使

用 IST8310可实现超精确指向误差。另外，配合磁扫描服务可协助找

出在不上电及上电时的系统内干扰情况，并找出较不受影响的位置，

可科学化地找出较不受磁扣影响的位置，让设计者放置磁传感器。再

有，针对客户的主板设计，提供硬磁及软磁校正算法的参数，优化传

感器在主板上的性能。若是对于指向性能还需提升，则考虑加上磁屏

敝材料再优化指向性能。以上四个步骤基本上可协助穿戴式装置设计

者达成地磁传感器设计目标。 

 

看生物传感器如何玩转可穿戴设备 
根据市调机构 IDC预测，在未来几年，智能手表、手环等手戴产

品将一直领跑整个可穿戴市场。IDC称，2015年手戴设备出货量将达

到 4070万部，占据可穿戴设备出货量的九成。由于手戴产品能帮助人

们分析日常行为活动，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与之相关

的可穿戴技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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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个典型的可穿戴设备通过一个外部设备整合用户数

据和外部数据分析并显示用户信息。可穿戴设备的结构包括一个或多

个传感器、存储器件、连接器件（射频控制器）、显示屏及电池。目前

市场上最有名的的可穿戴电子设备当属智能手表、健身手环及活动检

测器，这些设备通过一个或者多个传感器测量和捕获用户信息。因此，

手戴产品对传感器有着高应用需求，促使整个传感器迅猛增长。据世

强产品经理罗光川表示：“可穿戴设备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这种趋

势在中国尤为明显。作为可穿戴设备重要组成部分的传感器因此变得

炙手可热。” 

他表示，目前一些较新的可穿戴设备利用光学传感器来追踪生命

指标。Silicon labs拥有的高性能、低功耗的传感器产品，如紫外线

传感器、红外光/环境光传感器等等，可感应出 UV指数、环境光、心

率/脉搏血氧饱和度以及 2D或者 3D手势应移动等。世强凭借广泛的目

标客户群使得传感器业务获得大幅增长。罗光川介绍到：“针对可穿

戴设备，Silicon labs开发的生物传感器 Si1132/4X系列，主要用于

测量人们的心跳、血压，追踪阳光紫外线强度等，并且这些传感器致

力于小尺寸以应对可穿戴领域的挑战。” 

 
图 1：Si1132/4X 接近/环境光/UV 检测器 

Si1132是 Silicon labs推出的全球首款单芯片数字紫外线指数传

感器，支持 UV指数检测，可作为智能可穿戴和保健应用的首选。由于

集成了光传感器，因此 Si1132可自动调整显示来优化功耗并使人眼更

为舒适，并且与加速度计配合能实现睡眠追踪。人体接收适度的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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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是可取的，但是过度的照射则会引起致命的皮肤癌。罗光川表示：

“在紫外线检测应用中，Si1132可提供实时的累积的紫外线指数照射，

从而能帮助人们降低患皮肤癌的风险，轻松愉快享受健康的户外生活，

因此 Si1132已成功地应用于健康手环和健康戒指上。在接近/环境光

检测应用中，Si1132具有强大的长距离接近检测，在室内可达到 2米。

世强看好 Si1132在物联网、工业和消费中的显示接口应用，接近功能

可用于唤醒设备。比如物联网控制面板检测到人唤醒、远程控制检测

到人唤醒、可视门铃检测到人唤醒以及非接触式干手器等。此外，环

境光传感器自动调节显示器亮度，从而提高可阅读性，减少眼睛负担，

并降低电量消耗。” 

 

图 2：Si1132 的 UV 检测功能 

具体到产品技术，Si1132的电池寿命超长，在 1Hz采样频率下的

功耗仅为 1.2uA，采用 2×2×0.65毫米 QFN封装，并且在出厂前校准

提高了产品的一致性。Si1132配备 I2C接口此外，Si1132牢靠的传感

架构内包含一个高达 128klux感应能力的光传感器，因此在宽动态范

围光源内 Si1132依旧保持性能不便。罗光川指出，Si1132单芯片方案

集成了光敏二极管、ADC和信号处理功能，从而简化产品设计和具有高

灵敏度,可在包括深色玻璃在内的各种材料覆盖下工作。 

另外，Silicon labs推出的 Si114X系列 UV和 IR接近/环境光传

感器在紫外线和光环境功能上和 Si1132一样。两者不同的是 Si114X

根据型号提供单、双和三个 LED驱动器集成选项，并且能为为手势识

别提供 15级可选择的驱动等级。据罗光川介绍：“Si114X系列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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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心率和血氧测量和生物计量、最长距离可达 1.5m的长距离接近检测

以及先进的 2D和 3D手势检测等。如 LG心率耳塞就使用了 Si114X。” 

值得一提的是，Si114X还是革新的超低功耗单脉冲传感器，最小化 IR 

LED导通时间为 25.6us。罗光川特别强调，Si114X具有多个 LED无触

摸 2D和 3D手势感应，即使是在阳光照射下，也有非常高的动态范围。 

 

图 3：Si114X 集成了 3 个 LED 驱动器 

从上图可以看出，Si114X最多能集成 3个 LED驱动器。LED驱动

器的作用是为健康和健身跟踪器通过反射式心率和血饱和度测量功能，

非接触式接口能支持终端用户远距离控制。SI114X系列内部带有一个

或多个红外发光二极管驱动器，驱动电流可以通过寄存器进行设置，

驱动器驱动外接的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出红外光(波长范围一般在 750到

950之间。850nm最好)，当有人或其他物体接近时，发出的红外光被

反射回到接近传感器的红外光接收窗口，经过内部的 ADC转换，再通

过 I2C接口电路发送给 MCU，就可以根据计算出的光强大小，得出有人

或物体在接近。Si1146和 Si1147支持高级运动和手势感应，Si1146

可以实现 Z轴和 X轴运动感应和非接触式控制，而 Si1147添加了第三

轴，可以实现三维运动感应。两个传感器提供的反射测量能够进行后

处理，以进一步判别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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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i114x 在手势应用中的优势 

在手戴产品系统中，若是离散组件较多，不仅会增加电兼容和测

试方面的复杂性，还会增加功耗、BOM成本以及 PCB尺寸等。Silicon 

labs的 UV指数传感器 IC单芯片解决方案可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

罗光川表示，该方案的优势体现在 2mm×2mm封装的单芯片 IC中集成

了 UV指数传感器和数字处理电路，直观来说，在 8.5英寸宽的页面中

可防治 655颗 UV指数传感器 IC。由于具有超低功耗架构，用户使用

Silicon labs UV指数传感器帮助用户采用小电池实现可穿戴薄设计，

同时在每秒一次的 UV测量速率下平均电路低至 1.2uA，从而延长了电

池寿命。罗光川表示：“世强不但提供功能丰富的各类传感器产品，

而且我们将不断深化与原厂的合作，凭借世强广泛的分销网络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现场应用支持。” 

 

中国 MEMS 产业发展有望跻身世界前列 
从中国科技大学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领导的中科院量子

信息重点实验室在基于碳纳米管的纳米机电系统（NEMS）方面取得系

列重要进展。该实验室固态量子芯片组郭国平研究组与清华大学姜开

利研究组等合作并成功实现了两个串联碳纳米管谐振器的强耦合、碳

纳米管谐振器中两个模式的强耦合，并利用这种耦合实现了声子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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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操控。相关成果分别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纳米快报》和《纳米尺

度》上。 

碳纳米管由于其良好的电学性能、优异的力学性能，近年来被广

泛应用于纳米机电系统的相关研究中，其在质量、微力、气体、位移

等物理量的测量方面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地，碳纳米管谐振

器的机械模式和单分子磁体、单电子电荷以及自旋等物理量具有较强

的耦合，可以用来探索纳米尺度下的物理现象，是一种品质优良的量

子传感器件。 

 

在量子信息领域，纳米谐振器中的声子可以保持较长的相干时间，

可以保持相干进行远距离的传输，是一种良好的飞行量子比特，被认

为是量子数据总线的候选者之一。围绕探索声子作为量子数据总线这

一目标，郭国平研究组开展了多机械振子长程耦合方面的研究，并在

碳纳米管机械振子上首次实现了两个串联机械振子的强耦合，同时也

观测到了两个机械振子分别和量子点的强耦合。该新型耦合机械振子

器件为研究电子-声子相干相互作用、电子长程耦合以及电子纠缠态提

供了新的平台。利用声子作为飞行量子比特也为量子数据总线研究提

供了新思路。在实现了声子的长程耦合、长程传递的基础上，量子数

据总线的研究还需要实现对声子的相干操控。机械振动高阶模式的研

究对超灵敏传感器、声子的相干操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际上的多

机械模式耦合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百千赫兹的低频谐振器，而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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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灵敏的传感器，实现更快的声子操控，需要进一步提高谐振器的

谐振频率。 

针对高频声子操控的难题，郭国平研究组发现单根碳纳米管中不

同方向的振动模式都可以工作在百兆赫兹量级，这两个模式可以通过

额外加入一个参量驱动来进行耦合，且通过调节驱动功率可以实现从

弱耦合到强耦合的线性调控，这与理论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研究组

通过控制驱动微波的波形实现了机械振动中声子的相干拉比操作，观

测到 10 次以上的拉比震荡，是目前实验上声子操作次数的最大纪录，

此外拉比操作的频率大于 500千赫兹，比此前的相关报道高出两个数

量级。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纳米快报》上。 

该系列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和教育

部的资助。 “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将机械振动冷却到量子基态之后，对

声子的相干操控将在量子传感、量子信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郭国平说。 

 

【MEMS 技术】 
 

气体传感器分类及原理详解 
所谓气体传感器，是指用于探测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是否存在特定

气体和/或能连续测量气体成分浓度的传感器。在煤矿、石油、化工、

市政、医疗、交通运输、家庭等安全防护方面，气体传感器常用于探

测可燃、易燃、有毒气体的浓度或其存在与否，或氧气的消耗量等。 

酒精测试仪的核心部件正是一种可以精确测定酒精成份和浓度的

气体传感器，执法人员正是通过它测出驾驶都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

酒精成份以及含有酒精的多少，作为判断对方是否涉嫌酒驾或醉驾的

依据。 

气体传感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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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气体传感器，是指用于探测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是否存在特定

气体和/或能连续测量气体成分浓度的传感器。在煤矿、石油、化工、

市政、医疗、交通运输、家庭等安全防护方面，气体传感器常用于探

测可燃、易燃、有毒气体的浓度或其存在与否，或氧气的消耗量等。 

 

在电力工业等生产制造领域，也常用气体传感器定量测量烟气中

各组分的浓度， 以判断燃烧情况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量等。在大气环境

监测领域，采用气体传感器判定环境污染状况，更是十分普遍。 

气体传感器的相关历史 

20世纪初第一只半导体传感器诞生于英国，并一直在欧洲发展和

应用，直到 20世纪 50年代半导体传感技术才流传到日本，费加罗技

研的创始人田口尚义在 1968 年 5 月率先发明了半导体式气体传感器。 

它可以用简单的回路检测出低浓度的可燃性气体和还原性气体，

同时将这个半导体式气体传感器命名为 TGS（Taguchi Gas Sensor）内

置在气体泄漏报警器中，日本和海外的许多家庭和工厂都设置了这些

报警器，用于检测液化气等气体的泄漏，进而把这项技术推进到了顶

峰。 

而欧洲人在发现了半导体传感器的种种不足后开始研究催化传感

器和电化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的理论直到 70年代才传入到我们国家，

80年代我国才开始研制气体传感器，整个生产技术主要继承于德国。 

气体传感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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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测气体种类上，通常分为可燃气体传感器（常采用催化燃烧

式、红外、热导、半导体式）、有毒气体传感器（一般采用电化学、金

属半导 体、光离子化、火焰离子化式）、有害气体传感器（常采用红

外、紫外等）、氧气（常采用顺磁式、氧化锆式）等其它类传感器。 

从使用方法上，通常分为便携式气体传感器和固定式气体传感器。 

从获得气体样品的方式上，通常分为扩散式气体传感器（即传感

器直接安装在被测对象环境中，实测气体通过自然扩散与传感器检测

元件直接接触）、吸入式气体传感器（是指通过使 用吸气泵等手段，

将待测气体引入传感器检测元件中进行检测。根据对被测气体是否稀

释，又可细分为完全吸入式和稀释式等）。 

从分析气体组成上，通常分为单一式气体传感器（仅对特定气体

进行检测）和复合式气体传感器（对多种气体成分进行同时检测）。按

传感器检测原理，通常分为热学式气体传感器、电化学式气体传感器、

磁学式气体传感器、光学式气体传感器、半导体式气体传感器、气相

色谱式气体传感器等。 

不同气体传感器的检测原理、特点和用途 

热学式气体传感器 

热学式气体传感器主要有热导式和热化学式两大类。热导式是利用气

体的热导率，通过对其中热敏元件电阻的变化来测量一种或几种气体

组分浓度的。其在工业界的应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其仪表类型较多，

能分析的气体也较广泛。 

热化学式是基于被分析气体化学反应的热效应，其中广泛应用的是气

体的氧化反应（即燃烧），其典型为催化燃烧式气体传感器，其主要工

作原理是在一定温度下，一些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材料的电导率会跟随

环境气体的成份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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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键部件为涂有燃烧催化剂的惠斯通电桥，主要用于检测可燃气体，

如煤气发生站、制气厂用来分析空气中的 CO、H2 、C2H2等可燃气体，

采煤矿井用于分析坑道中的 CH4含量，石油开采船只分析现场漏泄的

甲烷含量，燃料及化工原料保管仓库或原料车间分析空气中的石油蒸 

气、酒精乙醚蒸气等。 

 

左图：催化元件示意图（1-催化剂；2-载体；3-Pt电热丝）；右图：催

化元件测试电路 

主要优点：对所有可燃气体的响应有广谱性，对环境温度、湿度影响

不敏感，输出信号近线性，且其结构简单，成本低，计量准确，响应

快速，寿命较长。 

主要不足：精度低，工作温度高 （内部温度可达 700～800℃），有引

燃爆炸的危险。电流功耗大，易受硫化物、卤素化合物等中毒的不利

影响等。 

电化学式气体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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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式气体传感器是利用被测气体的电化学活性，将其电化学氧化

或还原，从而分辨气体成分，检测气体浓度的。 

 

电化学型气体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分很多子类： 

1、原电池型气体传感器（也称：加伏尼电池型气体传感器，也有称燃

料电池型气体传感器，也有称自发电池型气体传感器），他们的原理行

同我们用的干电池，只是，电池的碳锰电极被气体电极替代了。以氧

气传感器为例，氧在阴极被还原，电子通过电流表流到阳极，在那里

铅金属被氧化。电流的大小与氧气的浓度直接相关。这种传感器可以

有效地检测氧气、二氧化硫、氯气等。 

2、恒定电位电解池型气体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用于检测还原性气体非

常有效，它的原理与原电池型传感器不一样，它的电化学反应是在电

流强制下发生的，是一种真正的库仑分析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已经

成功地用于：一氧化碳、硫化氢、氢气、氨气、肼、等气体的检测之

中，是目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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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浓差电池型气体传感器，具有电化学活性的气体在电化学电池的两

侧，会自发形成浓差电动势，电动势的大小与气体的浓度有关，这种

传感器的成功实例就是汽车用氧气传感器、固体电解质型二氧化碳传

感器。 

4、极限电流型气体传感器，有一种测量氧气浓度的传感器利用电化池

中的极限电流与载流子浓度相关的原理制备氧（气）浓度传感器，用

于汽车的氧气检测，和钢水中氧浓度检测。 

主要优点：体积小，功耗小，线性和重复性较好，分辨率一般可以达

到 0.1ppm，寿命较长。 

主要不足：易受干扰，灵敏度受温度变化影响较大。 

 

氧化锆氧量传感器是电化学式成分分析传感器中发展比较晚的一

种，开始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其工作基理是 根据浓差电池原理，

通过测量待分析气体和参比气体因氧气浓度差异而导致的浓差电动势，

来测量待分析气体中的含氧量。 

由于它具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灵敏度 高、稳定性好、响应速度快、

安装使用方便等优点，因此发展较快。常应用于硫酸、空气分离、锅

炉燃烧等多组分气体的氧量分析以及熔融金属的含氧测定等。 

磁学式气体分析传感器 

在磁学式气体分析传感器中，最常见的是利用氧气的高磁化特性

来测量氧气浓度的磁性氧量分析传感器，利用的是空气中的氧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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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磁场吸引的原理。其氧量的测量范围最宽，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氧

量测量传感器。 

 

常用的有热磁对流式氧量分析传感器（按构成方式不同，又可细分为

测速热磁式、压力平衡热磁式）和磁力机械式氧量分析传感器。 

主要用途：用于氧气的检测，选择性极好，是磁性氧气分析仪的核心。

其典型应用场合有化肥生 产、深冷空气分离、火电站燃烧系统、天然

气制乙炔等工业生产中氧的控制和连锁，废气、尾气、烟气等排放的

环保监测等。 

光学式气体传感器 

光学式气体传感技术是起步较晚，但发展最快的技术之一。工业中常

用的类型有红外线气体分析仪、紫外线分析仪、光电比色式分析仪、

化学发光式分析仪、光散射式分析仪等。 

 

各种气体吸收红外线光谱图 

红外线式的工作原理是利用被测气体的红外吸收光谱特征或热效应而

实现气体浓度测量的。常用光谱范围 1～25μm，常用的类型有 DIR色

散红外线式和 NDIR非色散红外线式。红外线气体传感器可以有效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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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气体的种类，准确测定气体浓度，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的检测。红

外探测器使用无需调制光源，完全没有机械运动部件，完全实现免维

护化。 

 

常用的紫外线分析仪有不分光紫外线分析仪和紫外荧光式分析仪，

前者与红外线吸收原理类似，也是基于实测气体对紫外线选择性地吸

收，其吸收特性也遵守比 尔定律，所使用的紫外波长范围是 200～

400nm。 

后者如紫外荧光式 SO2分析仪，是一种干法式分析仪，工作原理

是基于 SO2分子接受紫外线能量成为激 发态的 SO2分子，在返回稳态

时产生特征荧光，其发出的荧光强度与 SO2浓度成正比。 

紫外荧光式可做到不破坏样品而连续自动测量大气中的 SO2含量。

其灵敏度可达测量范围的 0～2&TImes;10 -7 ，稳定性可做到在 24h

的漂移为满刻度的±2%，重复性达±2%满刻度，且共存的背景气体对

测量的影响较小，具有寿命长，维修工作量小的显着优点。 

光电比色式是基于比尔定律实现自动光电比色测量的，其适用的

分析对象有 SO2、NO、碳氢化合物、卤素化合物等。 

化学发光式分析仪是利用化学氧化反应伴有的光热生成原理而工

作，常用的化学发光式分析仪有臭氧分析仪（利用 O3-C2H4产生化学

发光反应所放出的光子来测定臭氧）和化学发光式 NO X 分析仪（利用

O3的强氧化作用，使 NO与 O3发生化学发光反应来实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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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散射式分析仪是利用光束与气体中的颗粒相互作用产生散射（前散

射、边散射、后散射）来进行气体浊度或不透明度测量的，是环境排

放监测中最常用的分析仪表之一。 

半导体式气体传感器 

半导体式气体传感器是根据由金属氧化物或金属半导体氧化物材

料制成的检测元件，与气体相互作用时产生表面吸附或反应，引起载

流子运动为特征的电导率或 伏安特性或表面电位变化而进行气体浓

度测量的。 

 

表面电荷层模型工作示意图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在空气中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时，氧原子被吸附

在带负电荷的半导体表面，半导体表面的电子会被转移到吸附氧上，

氧原子就变成了氧负离子，同时在半导体表面形成一个正的空间电荷

层，导致表面势垒升高，从而阻碍电子流动。 

在敏感材料内部，自由电子必须穿过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微晶粒的

结合部位（晶界）才能形成电流，由氧吸附产生的势垒同样存在于晶

界而阻碍电子的自由流动，传感器的电阻即缘于这种势垒，在工作条

件下当传感器遇到还原性气体时，氧负离子因与还原性气体发生氧化

还原反应而导致其表面浓度降低，势垒随之降低，导致传感器的组织

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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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用机理上可分为表面控制型（采用气体吸附于半导体表面而

产生电导率变化的敏感元件）、表面电位型（采用 半导体吸附气体后

产生表面电位或界面电位变化的气体敏感元件）、体积控制型（基于半

导体与气体发生反应时体积发生变化，从而产生电导率变化的工作原

理） 等。可以检测百分比浓度的可燃气体，也可检测 ppm级的有毒有

害气体。 

主要优点：结构简单、价格低廉、检测灵敏度高、反应速度快等。 

主要不足：测量线性 范围较小，受背景气体干扰较大，易受环境

温度影响等。 

气相色谱式分析仪 

气相色谱式分析仪是基于色谱分离技术和检测技术，分离并测定

气样中各组分浓度，因此是全分析传感器。在发电厂锅炉试验中，已

有应用。 

工作时，从进样装置 定期采取一定容积的气样，在流量一定的纯

净载气（即流动相）携带下，流经色谱柱，色谱柱中装有称为固定相

的固体或液体，利用固定相对气样各组分的吸收或溶 解能力的不同，

使各组分在两相中反复进行分配，从而使各组分分离，并按时间先后

流出色谱柱进入检测器进行定量测定。 

根据检测原理，气相色谱式分析仪又细分为浓度型检测器和质量

型检测器两种。 

浓度型检测器测量的是气体中某组分浓度瞬间的变化，即检测器

的响应值和组分的浓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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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型检测器测量的是气体中某组分进入检测器的速度变化，即

检测器的响应值和单位时间进入检测器某组分的量成正比。最常用的

检测器有 TCD热导检测 器、FLD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HCD电子捕获

检测器、FPD火焰光度检测器等。 

主要优点：灵敏度高，适合于微量和痕量分析，能分析复杂的多

相分气体。 

主要不足：定期取样不能实现连续进样分析，系统较为复杂，多

用于 试验室分析用，不太适合工业现场气体监测。 

目前已有采用计算机控制仪表系统的操作和进行数据运算的气相

色谱仪，并可进行组分越限报警，还具有自动检查仪表 故障等功能。

随着健康问题越来越得到关注，大气质量、室内空气质量、车内空气

质量监控数据则成为人们随时随地想看到的数据，气体传感器在这一

过程中无疑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种将某种气体体积分数转化成对应电信号的转换器，气体

传感器的用途十分广泛。现实生活中，实际上不论是在民用、工业还

是环境检测等方面，气体传感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Oryx Vision 公司采用纳米天线技术实现创新的深度
视觉解决方案 

Oryx 的激光器使用的是长波太赫兹红外激光，因为这种红外光人

眼不可见，所以 Oryx可以在其相干光雷达系统上使用比激光雷达更高

的功率。而这种红外光还很难被水吸收，这意味着 Oryx的相干光雷达

不会像激光雷达和摄像机那样被云雾、强烈的阳光直射所干扰。 

公司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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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的深度传感技术，Oryx Vision为自动驾驶汽车开发了一种创

新的深度视觉解决方案，它是目前满足自动驾驶汽车对感知范围和灵

敏度要求的唯一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极高的视觉感知能

力。Oryx的深度传感器可以检测到 150米远的微小物体，它既可以在

暗夜里工作，也不会受直射的阳光影响，而即使在雨雾等极端天气条

件下也可以稳定工作。Oryx传感器可以无缝集成到车辆的四周，一组

这样的传感器不但可以提供 360°范围的高性能的景深探测覆盖，而且

价格低廉。 

解决需求 

为了实现自动驾驶，车辆的视觉感知能力必须达到很高的水平，

譬如必须能够识别 80米外沥青路面上的轮胎碎片，或者前方 150米处

正横穿马路的摩托车，除此之外，还必须能够在漆黑的午夜或正午耀

目的阳光直射等极端的环境下正常工作。 

 

目前的车载雷达技术的感知范围可以达到 150到 200米，但分辨

率十分有限。激光雷达是目前自动驾驶汽车正在采用的技术，其利用

在车顶上安装的光电感应器建立其周围世界的 3D图像。激光雷达的分

辨率虽然很高，但感知范围有限，只有约 60米，而在阳光直射下只有

30米。此外，激光雷达非常昂贵，譬如 Google早期自动驾驶车辆上安

装的高性能的激光雷达价格高达 7万美元；而性能差一些的譬如

Velodyne，价格仍然高达数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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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公司选择不使用激光雷达，譬如特斯拉，它使用的是便

宜的普通雷达、视频和超声波传感器。但近期的一些碰撞事故显示，

特斯拉的方案并不可靠。 

而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商真正想要的是一种廉价和可靠的传感器，

使之与车载雷达和摄像机相结合，以提高自动驾驶的安全性。 

Oryx的相干光雷达系统使用一种被称为“纳米天线”的技术，不

像激光雷达那样通过光电传感器来侦测光线粒子，而是根据光的“波

粒二象性”以波的形式使用纳米天线来感知反射回来的信号（光）。 

 

借助 Oryx卓越的视觉感知能力，自动驾驶汽车可以精确而有效地

感知周围的环境，更加容易地做出正确和安全的自动驾驶决策。由于

有了更加丰富的深度感测数据，因此对算法的要求更低、系统响应的

速度更快，对计算能力的要求更低。在对机器错误非常敏感的自动驾

驶环境中，这种额外的性能和精度水平成为了决定安全与危险之间那

决定性的 1％差别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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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yx的纳米天线可以接收波长为 10微米的电磁波，这种波长能有

效穿透烟雾，而且不会像激光雷达那样受强光影响。Oryx的技术大大

提高了自动驾驶汽车的感知范围和灵敏度，其相干光雷达可以精确定

位 60米内路面上的碎片、100米内的行人和 150米内的摩托车，明显

优于现有系统的性能。 

 

技术特点 

1、Oryx的激光器使用的是长波太赫兹红外激光，因为这种红外光

人眼不可见，所以 Oryx可以在其相干光雷达系统上使用比激光雷达更

高的功率。而这种红外光还很难被水吸收，这意味着 Oryx的相干光雷

达不会像激光雷达和摄像机那样被云雾、强烈的阳光直射所干扰。 

2、Oryx的激光器不需要使用机械反射镜或相控阵来转向以捕获场

景，无转向控制、旋转部件以及带来的光反射过程，其使用的是简单

的光学元件传播激光束以照射车辆前方，其成像系统的成本与手机上

的摄像头成本相当，因此其价格比激光雷达便宜地多。 

3、当发射出的激光反射会传感器时，Oryx使用了第二组光学器件

将反射回的入射光引导到大量极小的整流纳米天线上。入射光在被整

流的天线中产生 AC响应，换句话说，被转换成 DC信号。该系统的灵

敏度是传统激光雷达的上百倍。因为天线将入射光处理为波，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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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可以检测到多普勒效应 - 由于其反弹的相对运动而引起的频率

变化，并且由此还可以确定在道路中或附近的其他物体的速度。 

4、每个纳米天线只有 5平方微米；它们将最终使用薄膜芯片制造

工艺直接制造在集成电路上。这将使得信号被馈送到机器学习系统相

当简单，而这个机器学习系统可以对场景中的对象进行分类，从而使

得对场景的感知更加智能化。 

 

竞争优势 

1、全天候：Oryx Vision系统以 10微米的波长发送对肉眼安全的不可

见光，这种波长的光能有效穿透烟雾，既可以在黑夜工作，也不会受

强光影响。 

2、精度高：用纳米天线阵列接收返回的信号（波）并对其进行完全相

干处理，具有多普勒探测能力，其深度分辨率不仅远优于雷达，还大

大优于激光雷达。 

3、探测距离远：以波的形式接收光，探测距离高于激光雷达。 

4、成本低：使用简单的光学器件，无转向控制、旋转部件，而且整个

系统都封装在没有移动部件的固态系统中，工作可靠、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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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力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自动驾驶汽车技术越来越成熟，但如何在探

测距离、精度和成本之间找到平衡一直是困扰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的

一个主要问题，Oryx找到了一条能够实现三者完美平衡的路径，为自

动驾驶汽车最终迈向市场化铺平了道路。 

 

因此中国经济可能高端没了，底下也没了，只剩中间这段。 

接近传感器的经典应用详解 
目前，接近传感器在航空航天、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消费电子

等各行各业的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下面介绍几种典型的应用场景，

以便能为你在接近传感器的应用设计中打开一些思路。 

接近传感器在触摸屏手机中的应用 

接近传感器运用 MEMS技术，在智能手机中得到了普及。 

触摸屏手机流行之初，用户们就发现了触摸屏的一个缺陷：当我

们用最常见的姿势接起电话时，往往脸部会碰到触摸屏幕上，无意中

点击到了挂机键或者免提键，造成不必要的尴尬。于是，手机厂商利

用 MEMS技术，将 MEMS接近传感器设计进了触摸屏手机，在接电话的

时候自动锁屏，避免误触发。另外，锁屏的同时还可以关掉背光，可

以有效节能，延长待机时间。 

智能手机就是运用了 MEMS环境光感器和接近传感器：即环境光检

测（根据传感器的照度用受光部检测的光量来判断周围的明暗）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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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检测（从具备传感器的发光源放射的光线照射到测量对象上，根据

反射到传感器的接近用受光部的光量来判断距离测量对象的远近）。环

境光传感器可以优化调节 LED背景灯的照明，这样不管是在昏暗的电

影院还是光照充足的室外，在任何环境下我们的手机都能自我调节到

适合的亮度。接近传感器可以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关掉触屏，这样我们

就不会触到屏幕上的按键导致突然挂断电话或者点开其他功能了。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在汽车电子中的应用 

汽车电子应用领域对接近检测传感器的需求一直在稳步攀升，接

近检测在汽车电子行业的可能应用是无限的，例如： 

汽车门禁控制：检测手靠近门把，进而启动开锁程序 

当手掌靠近屏幕表面时，就能照亮和唤醒触摸屏 

在手掌靠近传感器时，就能打开/关闭车内照明灯 

通过检测手掌在空中的简单动作来打开/关闭设备 

在停车过程中检测汽车周围的大障碍物 

针对各种不同的汽车电子应用需求，有多种接近检测方法，如电

容感测、红外、超声波、光学等。对从 5mm到 300mm范围的接近检测，

电容式感测技术相对其它技术而言有许多优势：出色的可靠性、简单

的机械设计、低功耗和低成本。 

电容式接近检测的一个示例是在汽车门禁系统中的应用（见下图）。

检测人手靠近的接近传感器位于车门把手（1）内。一旦检测到有物体

靠近，主控单元（2）通过低频天线（3）发送一个唤醒信号；该信号

激活汽车钥匙发送器（4）。汽车钥匙发送器于是与 RFID接收器（5）

交换信息；如果编码信息与主控单元（2）匹配，汽车门锁就打开。接

近检测和 ID 识别的整个过程约几分之一秒。这意味着当手拉门把时，

门锁已经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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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触摸检测，在汽车门禁系统中使用接近检测的优势在于它能够

在识别车主的时间上抢先，其结果是拉门之前，门锁就已经处于打开

状态。 

 

检测空间手势用于打开或关闭设备，也是汽车电子中常见应用。

同时使用两个或多个电容式接近传感器，就可以通过检测手掌在空中

的简单动作（如在被检设备前挥手）来打开或关闭设备。下图所示为

使用这样的系统来开/关汽车内照明的简单例子。对着灯向某一个方向

挥手是打开灯，向反方向挥手则是关灯。该系统能够分析接近传感器

的信号，确定手势指示开灯，还是关灯。 

在电灯内设计传感电极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从使用细铜线到采用

可直接附着在塑料上的导电聚合物都有。 

接近传感器在飞机起落架系统中的应用 

航空动力装置、起落架系统、导航系统是航空公司上报的航空器

使用困难报告数据中位列前三的系统。其中，起落架系统故障易造成

飞机返航、备降等不正常事件，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给航空安全带

来隐患。在一般的空客飞机起落架控制系统中，通常采用的是数字电

传控制系统。其基本原理便是将传感器信号送给控制盒（控制计算机），

经过综合运算比较后发出指令给执行机构，控制环节为余度控制。 

现代民用飞机起落架收放包括正常收放和应急释放两套系统。起

落架控制系统在操纵方式上使用电传操纵，且与其他系统实现交联，

广泛采用感应式接近传感器用于检测起落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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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起落架起主要作用的传感器有两个，即收上锁传感器和放下

锁传感器，分别用于收上和放下锁好时接通传输位置信号。该类型传

感器为磁阻型接近传感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传感器主体和传感器

激励片。 

传感器主体将电能转换成磁场，激励片主要起到增大导磁率的作

用。当起落架与激励片接近到一定距离时导磁率增加，传感器发出信

号警告组件指示起落架位置。它们之间的距离直接影响到指示的准确

程度，一般调节要求也比较严格。此外，不同机型略有差别，调节时

还需参看该机型的 AMM手册。 

用感应式接近传感器检测起落架的位置，提高了传感器寿命。此

外，通过控制计算机方便地实现了与航空电子系统的信息传输与信息

共享。 

接近传感器在铁轨道口监测中的应用 

在所有的铁路事故中，列车相撞占到很大一部分，且常常后果严

重。利用接近传感器对交叉道口过往列车监测，成为提高铁路安全性

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实际应用中利用接近传感器非接触式位置测量的特点，可以将

它们分别对称地安装在交叉口铁轨的两端。当有列车经过时，铁轨两

端的接近传感器能够检测到各自端车轮经过时引起的变化。通过道口

监测微处理系统对各传感器信号进行分析，可以判断车辆行驶的方向

及穿越时的状态（通过与否、是否停留）。最终，以线缆或者无线通信

的方式，将信息发送到交管控制中心，以便对列车进行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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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传感器在自动包装机械中的应用 

机械化生产制造催生了对自动包装技术的需求，人工包装的方式

已远远不能满足批量生产作业。自动包装机械能够在控制系统的引导

下完成一系列物品的包装工艺流程，提高了产品包装效率，降低了包

装成本，但仍然免不了会出现纰漏。为此，自动包装检测成为保证包

装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中对于包装过程中含铁磁类物质的情况，

利用接近传感器进行非接触检测是常采用的一种方式。 

接近传感器内部的能产生交变磁场的线圈，当被检测铁磁物处于

该环境下时，便会因电磁感应原理作用而在内部形成涡电流。当涡电

流所产生的磁场足够大时便会反过来改变接近传感器原有电路参数，

从而产生信号输出。因此，利用接近传感器能识别附近一定范围是否

存在含磁性或者易磁化的物质。在一些自动包装过程中，如巧克力金

属箔纸包装，通过接近传感器对磁性物质存在性的检测，可以判断是

否出现包装错误或工序遗漏的不合格产品，

进而提高包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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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开关传感器在屏蔽门上的应用 

为了安全，地铁屏蔽门越来越多地被地铁站台所使用。接近开关

传感器将会大量投入屏蔽门的技术应用中，地铁事故将会在传感器的

应用中降到最低。 

目前屏蔽门系统用来检测开门与关门的常用方案，一般是通过两

个接近开关来检测门的开启和关闭。由于接近传感器能以非接触方式

进行检测，所以不会磨损和损伤检测对象物。这也是它适合在地铁上

安装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接近传感器性能进一步提高，它将应用于

更多的场合，未来不仅仅是地铁门，在公交等其它屏蔽门上都会有广

泛的应用。 

人体接近传感器在 ATM 取款机监控中的应用 

人体接近传感器是一种用于检测人体接近的控制器件， 可准确探

知附近人物的靠近，是目前作为报警和状态检测的最佳选择。它的传

感部分对附近人物移动有很高的检测灵敏度，且对周围环境的声音信

号抑制，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内部采用微电路芯片作程控处理，

具有较高探测灵敏度和触发可靠性，探测与控制两部分合二为一，守

候功耗低，开关信号输出，直接触发报警录像。 

由于对人体感应的灵敏度是连续可调的，这使得人体接近传感器

可以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场合。在安全防盗方面，如资料档案、财会、

金融、博物馆、金库等重地，通常都装有由各种接近传感器组成的防

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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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MEMS 器件应用的非硅材料 

 

硅作为机械材料，使微传感器和执行器系统在航空领域有着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但随着对航空飞行器智能控制的迫切需求，硅基 MEMS

传感器和执行器已难以满足恶劣运行环境的巨大挑战。在超过 150℃时，

硅基电子元器件中的 PN结能开始改变；在超过 600℃时，硅基微机械

结构的杨氏模量会降低。 

因此，即使将传感器和变化器分离，硅基 MEMS器件也难以在超过

400℃的恶劣环境（例如发动机内部）中正常工作。幸运的是，以碳化

硅（SiC）为代表的多种先进耐高温功能材料被相继开发和应用，使高

温 MEMS技术得以不断改进和提升，进而能应用于具有腐蚀和侵蚀等特

点的恶劣工作环境。 

航空领域恶劣环境常用的传感器和执行器有温度传感器、压力传

感器、谐振器、雾化器和应力传感器等。据文献分析可知，目前航空

MEMS传感器和执行器核心器件的制备主要涉及碳化硅、金刚石、氮化

铝（AlN）、蓝宝石、低温共烧陶瓷、高温共烧陶瓷和聚合物前驱体陶

瓷等多种先进功能材料的加工成型技术，尤其是微纳结构的加工技术。 

在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材料的 MEMS工艺兼容性越好，被应用的

可能性自然就越高。但是这些功能材料的可加工性却远不如单晶硅材

料，因为对恶劣环境的抗蚀性和加工难度往往来源于材料的同一特点。 

碳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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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被研究，此材料有极好的机械和化

学稳定性，能够对抗大多数酸碱环境，还有适合用于高温电子的宽能

带间隙，因而常被用作高温和侵蚀环境下的压阻或电容性的结构材料。 

 

全球碳化硅产业链主要厂商 

据 Yole Developpement估计，2013～2022年间 SiC功率半导体市

场规模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38%。面对 120亿美元晶体市场，300

亿美元电源管理元件市场，400亿美元模拟芯片市场，SiC半导体未来

发展和替代空间巨大。然而，普通的各项同性或异性湿法腐蚀工艺难

以进行碳化硅材料的图案化处理。 

氮化铝 

氮化铝是一种高温条件下仍有压电特性的特殊材料，单晶的本征

氮化铝压电薄膜通过沉积工艺即可获得，因而不需要特殊基底，也不

存在真实的居里点，它的工作温度仅受限于氮-铝化学键的高温断裂，

已有测试结果表明，氮化铝在 1150℃下仍有压电效应。有了氮化铝薄

膜，能敏锐感知温度和压力变化的传感器会像肥皂泡一样薄，但制备

氮化铝是个难题，世界顶级厂商设立了技术壁垒。北京埃德万斯利用

双离子束，一束将铝原子轰击出来，一束辅助铝原子沉积为薄膜，精

确控制氮化铝薄膜的晶体结构生成，开辟出一条攻克难题的新路。 

PDC（聚合前驱体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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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材料有良好的硬度、抗氧化和抗热冲击等机械特性，由 PDC

制备的 SiCN 材料强度和热冲击稳定性比碳化硅等材料具有明显优势，

其低的密度和热膨胀系数为材料兼容性打下了良好基础；材料经掺杂

还可形成电导、磁导和压阻等电学特性，这样的机电特性为 PDC基传

感器近高温场的直接测量提供了可能。 

蓝宝石 

蓝宝石的高温潜在应用得益于高的熔点、化学惰性和众所周知的

材料光学特点和强度，但是现有的 MEMS加工技术难以实现蓝宝石基微

纳器件的制备，超快脉冲激光切削技术有望实现此材料的初步加工，

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金刚石 

金刚石有与碳化硅相似的高温兼容性，它的高温应用依赖于钝化层的

防氧化保护，一般通过硅基底沉积的方法获得，但是高昂的材料成本

是限制此类材料应用的重要原因。 

高/低温共烧陶瓷 

高/低温共烧陶瓷主要用作传感器的结构支撑材料，有较好的高频

和高速传输特性，共烧温度决定了陶瓷使用温度的上限，适合用于高

温无线无源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框架制作。 

在上述材料中，兼具机械和电学两方面应用的主要有碳化硅、氮

化铝和 PDC，而碳化硅是移植硅基微纳加工技术最为成熟的一种，圆片

级材料已较为成熟，可批量制备。相比其它只有机械性能的材料而言，

这 3种材料在普遍使用电信号的传感器和执行器领域有更为广泛的应

用可能。从结构和工艺层面出发，满足机电功能的器件结构形式自然

相对复杂，因而对微纳加工工艺的多样性要求要比其它材料更多。 

北京埃德万斯自主研发的离子束技术应用设备以及多年积累的成

熟工艺技术对于非硅 MEMS未来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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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万斯正在北京中关村环保科技园建设非硅微纳制造工艺技术中心。

工艺技术中心瞄准 MEMS、集成电路分立器件、第三代半导体以及新材

料开发领域，可对客户提供各种基于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的工艺

开发与技术转让，芯片的生产、代工，以及人员培训、技术咨询等各

方面的综合服务。 

 

医疗保健领域的 MEMS 和微系统 
   随着消费类应用和医疗保健应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医

疗保健应用使用 MEMS器件，并由此带来市场强劲增长！ 

 

医疗保健领域的 MEMS 和微系统 

  大趋势将推动生物 MEMS市场在未来五年持续增长 

麦姆斯咨询认为，随着“婴儿潮”一代人群的老龄化，人们的医疗保

健问题变的空前重要。体外诊断、药物研究、病患监测、给药方式以

及植入式医疗器械等领域都在不断发展，系统集成商们需要创新的技

术来迅速提高产品性能、降低产品成本、缩小产品尺寸。生物 MEMS技

术为所有这些领域带来改进的传感和执行功能的微型器件，如加速度

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以及微泵。生物 MEMS技术在医疗保

健领域的应用很多，市场也很分散。Yole Dé velopp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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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Yole）最新出版的生物 MEMS报告提供多种生物 MEMS器件

及其相关应用介绍，以及不同应用所使用的生物 MEMS器件供需两端情

况。 

 

医疗保健领域的六大细分市场：病人监测、体外诊断、医疗成像、

病人护理、给药和药物研究. 

通过对上述应用市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应用对相似系列的

MEMS器件技术要求也是非常多样化的。生物 MEMS技术已经被应用多年，

有些技术应用于稳定、成熟、增长缓慢的产业，另一些则应用于那些

蓬勃发展的朝阳应用，这些应用也为生物 MEMS市场带来了新活力，预

计到 2021年，生物 MEMS市场将从 2015年的 27亿美元增长至 76亿美

元。在 Yole最新出版的生物 MEMS报告中，针对所有生物 MEMS应用领

域，给出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营收增长预测，以及每种 MEMS器件的出

货量预测。例如，报告中突显了某种应用的传感器从可重复利用转变

为一次性使用，这将推动市场容量大幅增长。 

 

2015~2021 年生物 MEMS 市场中各种器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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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骨骼到视网膜植入物和气体传感器，这些新兴的朝阳应用因为

生物 MEMS技术得以实现 

尽管某些 MEMS器件已经被使用多年，Yole还是发现了一些使用现

有传感器的新兴医疗应用，这为生物 MEMS 技术创造了新的市场机遇。

其中一个案例便是集成了惯性传感器的外骨骼。同时，Yole也跟踪到

生物 MEMS 市场涌现出的全新传感器，这些新型传感器具有新的功能，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这个例子便是气体传感器，Yole分析师们

用了一整个章节来详细介绍这些新型 MEMS器件，以及它们的医疗应用。

Yole分析师们也在跟踪其它基于生物 MEMS技术的创新系统，这些系统

已经开发多年，归功于那些成功解决技术难题的公司，是它们使这些

新系统通过临床试验和法规认证得以进入市场。这些公司有 Pixium  

Vision、Retina Implant AG、Ekso Bionics以及 Aerocrine，它

们都在朝着市场准入和病患接受度方面而努力。 

 

新兴生物 MEMS 应用 

  市场转变：消费类医疗保健市场兴起 

  生物 MEMS市场已达数十亿美元，许多生物 MEMS技术应用对相同

系列的器件也会有各自不同的需求。这一市场是极其分散的，伴随着

众多分散的利基市场，许多初创公司需要不断努力去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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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使用的高价值设备包含了很昂贵的特殊 MEMS器件。因此，典型

生物 MEMS器件市场销售量很少能突破 100万颗，从而无法通过大规模

生产来降低成本。但是，Yole认为生物 MEMS产业已经临近拐点。事实

上，我们关注到最近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应用于移动设备和可穿戴设备

的生物 MEMS器件，这些集成生物 MEMS的传感器模块可应用于健康监

测，如糖尿病监测、血压监测等，这使得消费类应用和医疗保健应用

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能够进行远程诊断和监测的家庭医疗

器械也越来越被消费者认可和接受，相关法律法规也为适应这些新兴

器械而正在调整和完善。Yole预测，可穿戴设备和移动设备集成生物

MEMS模块的趋势将保持增长。 

  这一趋势将帮助生物 MEMS产业从中等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生产过渡，

使产品成本能够显著降低。尽管广泛接受这些集成生物 MEMS器件的移

动设备，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我们已经发现主流半导体和电子厂

商正在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 

 

消费类医疗保健市场兴起 

传感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及五大设计技巧 
传感器的数量在整个地球表面和人们生活周遭空间激增，提供世

界各种数据讯息。这些价格亲民的传感器是物联网发展和我们的社会

正面临数字化革命背后的驱动力，然而连接和获取来自传感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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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总是直线前进或那么容易。本文将介绍传感器技术指标、5大设计

技巧及代工企业。 

首先技术指标是表征一个产品性能优劣的客观依据。看懂技术指

标，有助于正确选型和使用该产品。 

传感器的技术指标分为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两类：静态指标主要

考核被测静止不变条件下传感器的性能，具体包括分辨力、重复性、

灵敏度、线性度、回程误差、阈值、蠕变、稳定性等；动态指标主要

考察被测量在快速变化条件下传感器的性能，主要包括频率响应和阶

跃响应等。 

由于传感器的技术指标众多，各种资料文献叙述角度不同，使得不同

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产生误解和歧义。 

为此，以下针对传感器的几个主要技术指标进行解读： 

 

1、分辨力与分辨率： 

定义：分辨力（ResoluTIon）是指传感器能够检测出的被测量的

最小变化量。分辨率（ResoluTIon） 是指分辨力与满量程值之比。 

解读 1：分辨力是传感器的最基本的指标，它表征了传感器对被测

量的分辨能力。传感器的其他技术指标都是以分辨力作为最小单位来

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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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数显功能的传感器以及仪器仪表，分辨力决定了测量结

果显示的最小位数。例如：电子数显卡尺的分辨力是 0.01mm，其示指

误差为±0.02mm。 

解读 2：分辨力是一个具有单位的绝对数值。例如，某温度传感器

的分辨力为 0.1℃，某加速度传感器的分辨力是 0.1g等。 

解读 3：分辨率是与分辨力相关而且极为相似的概念，都表征了传

感器对被测量的分辨能力。 

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分辨率是以百分数的形式表示传感器的分辨

能力，它是相对数，没有量纲。例如上述温度传感器的分辨力为 0.1℃，

满量程为 500℃，则其分辨率为 0.1/500=0.02%。 

2、重复性： 

定义：传感器的重复性（Repeatability）是指在同一条件下、对

同一被测量、沿着同一方向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测量结果之间的差

异程度。也称重复误差、再现误差等。 

解读 1：传感器的重复性必须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的多次测量结

果之间的差异程度。如果测量条件发生变化，测量结果之间的可比性

消失，不能作为考核重复性的依据。 

解读 2：传感器的重复性表征了传感器测量结果的分散性和随机性。

而产生这种分散性和随机性的原因，是因为传感器内部和外部不可避

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随机干扰，导致传感器的最终测量结果表现为随

机变量的特性。 

解读 3：重复性的定量表述方法，可以采用随机变量的标准差。 

解读 4：对于多次重复测量情形而言，如果以全部测量结果的平均

值作为最终测量结果，则可以得到更高的测量精度。因为平均值的标

准差显著小于每个测量结果的标准差。 

3、线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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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线性度（Linearity）是指传感器输入输出曲线与理想直线

的偏离程度。 

解读 1：理想的传感器输入输出关系应该是线性，其输入输出曲线

应该是一条直线（如下图中的红色直线）。 

但是，实际上的传感器或多或少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差，导致实

际的输入输出曲线并非是理想的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如下图中绿色

曲线）。 

线性度就是表征了传感器实际特性曲线与离线直线之间的差异程

度，也称非线性度或非线性误差。 

解读 2：由于在不同大小的被测量情况下传感器实际特性曲线与理

想直线之间的差异是不同的，因此常常以全量程范围内二者差异的最

大值与满量程值之比。显然，线性度也是一个相对量。 

解读 3：由于对于一般测量场合而言，传感器的理想直线是未知的，

无从获取。为此，常常采用折中的办法，即直接利用传感器的测量结

果计算出与理想直线较为接近的拟合直线。具体计算方法包括端点连

线法、最佳直线法、最小二乘法等。 

4、稳定性： 

定义：稳定性（Stability）是指传感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性能

的能力。 

解读 1：稳定性是考察传感器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是否稳定工作的主

要指标。而导致传感器不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温度漂移和内部应力

释放等因素。因此，增加温度补偿、增加时效处理等措施，对提高稳

定性是有帮助的。 

解读 2：根据时间段的长短不同，稳定性可以分为短期稳定性和长

期稳定性。当考察时间过短时，稳定性与重复性相接近。因此，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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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标主要考察长期稳定性。具体时间的长短，依据使用环境和要求

来确定。 

解读 3：稳定性指标的定量表示方法，既可以采用绝对误差，也可

以使用相对误差。例如，某应变式力传感器的稳定性为 0.02%/12h。 

5、采样频率： 

定义：采样频率（Sample Rate）是指传感器在单位时间内可以采

样的测量结果的多少。 

解读 1：采样频率反映了该传感器的快速反应能力，是动态特性指

标中最重要的一个。对于被测量快速变化的场合，采样频率是必须要

充分考虑的技术指标之一。依据香农采样定律，传感器的采样频率应

不低于被测量变化频率的 2倍。 

解读 2：随着采用频率的不同，传感器的精度指标也相应有所变化。

一般而言，采样频率越高，测量精度越低。 

而传感器给出的最高精度往往是在最低采样速度下甚至是在静态

条件下得到的测量结果。因此，在传感器选型时必须兼顾精度与速度

两个指标。 

下面再谈传感器五大设计技巧 

技巧 1—先从总线工具开始 

第一步，工程师应当采取首次介接到传感器时，是透过一个总线

工具的方式以限制未知。一个总线工具连接一台个人计算机（PC），然

后到传感器的 I2C、 SPI或其他可让传感器可以“说话”的协议。与

总线工具相关的 PC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已知与工作来源用以发送和

接收数据，且不是未知、未经认证的嵌入式微控制器（MCU）驱动程序。

在总线工具的工作环境下，开发人员可以传送和接收讯息以得到该部

分如何运作的理解，在试图于嵌入式等级操作之前。 

技巧 2—在 Python编写传输接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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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开发者已尝试使用总线工具的传感器，下一步就是为传感器

编写应用程序代码。并非直接跳到微控制器的代码，而是在 Python编

写应用程序代码。许多总线 工具在编写脚本（wriTIng s）配置了插

件（plug-in）和范例码，Python通常是随着.NET中可用的语言之一。

在 Python编写应用程序是快速且容易的， 其并提供一个方法已在应

用程序中测试传感器，这个方式并未如同在嵌入式环境测试的复杂。

拥有高层级的代码，将使非嵌入式工程师易于挖掘传感器的脚本及测 

试，而不需要一个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的照看。 

技巧 3—以 Micro Python测试传感器 

在 Python写下第一段应用程序代码的其中一个优势是，透过调用

Micro Python，应用程序调用到总线工具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可

易于进行更换。Micro Python运作在实时嵌入式软件内，其中有许多

传感器可供工程师来了解其价值，Micro Python运作在一个 Cortex-M4

处理器，且其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以从中为应用程序代码除错。不仅

是简单的，这里也不需要去写 I2C 或 SPI驱动程序，因为它们已被涵

盖在 Micro Python的函式库中。 

技巧 4—利用传感器供货商代码 

任何可以从传感器制造商“搜括”到的范例码，工程师需要

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了解传感器如何工作的原理。不幸的是，许

多传感器供货商并非嵌入式软件设计的专家，因此不要期待可以

发现一个可投入生产的漂亮架构和优雅的例子。 

就使用供货商代码，学习这部分如何运作，之后重构的挫折感将出现，

直到它可以被干净利索地整合到嵌入式软件。它可能如“意大利面条

般（spaghetTI）”开始，但利用制造商对其传感器如何运作的理解，

在产品推出之前，将有助于减少许多得 被毁掉的周末时间。 

技巧 5—使用一个传感器融合函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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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是，传感器的传输接口并不是太新，且先前没有人这么做过。

已知的所有函式库，如由许多芯片制造商提供的“传感器融合函式

库”，以协助开发人员快速掌握、 甚至更好，更可避免他们陷入重新

开发或大幅修改产品架构的轮回。 

许多传感器可以被整合至一般类型或类别，而这些类型或类别将

使驱动程序顺利被开发，若处理得当，几乎是普遍或是少可重复使用。

寻找这些传感器融合函式库，并学习它们的优点和短处。 

感测器被整合至嵌入式系统时，有许多方式可以帮助提高设计时

程和易用性。开发者在开始设计时，透过一个高层次抽象概念，以及

在把传感器整合进一个较低等级的 系统之前，学习传感器如何运作，

就绝对不会“走错路”。今天存在的众多资源将可协助开发人员“旗

开得胜”，而无须从头开始。 

【微访谈】 
 

SEMI 与 MSIG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对 MEMS 和传感
器产业意味什么？ 

据麦姆斯咨询报道，国际半导体行业协会 SEMI于 2016年 9月宣

布，MEMS和传感器产业联盟（MEMS & Sensors Industry Group，以下

简称 MSIG）将于 2017年 1月 1日成为 SEMI战略联盟合作伙伴。SEMI

拥有约 2000家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推进先进科学和电子制造的会员公

司，MSIG有近 200家专注于 MEMS和传感器公司和行业合作伙伴。这次

合作对全球 MEMS和传感器行业意味着什么？我们为此采访了 SEMI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 Denny McGuirk以及 MSIG执行总监 Karen Lightman。 

MEMS Journal：目前 MEMS和传感器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你如何看待这些挑战在未来几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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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Lightman：主要挑战是 MEMS和传感器的新应用是否能

跟上客户的需求，比如增加与用户的互动性，通过遥感收集智能

数据，以及 RF MEMS开关与 MEMS微镜等执行器。MEMS供应商需要

在产量、成本、功耗的大小和功能方面做努力才能充分满足市场

需求。他们还需要在算法开发和机器学习方面跟上脚步，才有能

力处理所有生成的数据。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软件功能是超过硬

件的。充分利用软件算法和机器学习将有助于 MEMS供应商进一步

实现产品差异化，从而提高其竞争地位。 

MEMS Journal：MEMS 产业的标准制定进展如何？ 

Karen Lightman：MEMS产业标准化是另一个重大挑战。我们

需要标准来帮助形成生态系统规模，而不会因为个别公司陷入单

一的专有解决方案。 

MEMS Journal：MSIG 还将会继续制定 MEMS 和传感器标准吗？

如果是，具体涉及哪些技术和应用？ 

Karen Lightman：MSIG将继续努力解决 MEMS和传感器供应链

面临的挑战，标准则是合适的解决方案，我们将继续推动标准的

制定。更具体地讲，我们正在为现有的和新出现的传感器的 IEEE 

2700规范做更新。基于 MSIG和 SEMI一年多合作领导的联合合作

小组成果，也正在制定对于基板参数和深反应离子刻蚀（DRIE）

测试图像的新规范。我们会继续解决 MSIG的这些问题，并与 SEMI

和 SEMI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Program密切合作。此外，我

们将继续与 MIPI联盟和 IEEE SA合作。 

MEMS Journal：你可以对电子元器件及系统的考量做些评论

吗？ 

Karen Lightman：在 MEMS行业，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卖的是

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芯片”。对于系统解决方案，如何应对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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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的挑战也是至关重要的。MEMS和传感器供应商已经认识到，将硬件

和软件算法集成是降低功耗的有效策略，特别是对电池供电的移动设

备。能量收集技术对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从遥感

设备和移动设备开始应用。 

MEMS Journal：MSIG 明年战略路线图的主要规划有哪些？ 

Karen Lightman：MSIG在 2020年的规划图有四大核心要素：（1）

继续增加会员；（2）扩大 MSIG的全球业务；（3）为成员新增服务，比

如为我们的 MEMS和传感器市场进行更多的宣传，并给予更多的项目；

（4）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机构来满足实施上述三点的需要。这些都是在

2015年 MEMS Executive Congress上，也就是我们和 SEMI结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之前对外宣布的。基于这次公布的伙伴关系，我们意识到

通过与 SEMI合作是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的最佳方式——这也是我们正

在做的事情。SEMI战略联盟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四大核心要素的执

行。 

MEMS Journal：在过去几年的传感器研发技术中，最令你兴奋的

新型传感技术是什么？ 

Karen Lightman：有许多。无人驾驶车辆采用激光雷达、雷达和

其它传感器，这是令人兴奋的。MEMS和传感器是所有类型的智能家居、

智能城市和物联网应用的基石。MEMS麦克风明确进军的新市场不仅仅

是语音采集和音频记录，还包括在安防应用的唤醒功能和电视遥控器，

以及超声波。MEMS和传感器正在以惊人的方式渗透到医学领域。基于

光学 MEMS（微镜）和环境传感器的新型传感器开始出现。微型光谱仪

对农业和食品安全也有促进作用。我们也看到 RF MEMS作为执行器的

开关（例如关掉正在飞行的无人机）。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传感器在印

刷等交叉领域也有涉及。MEMS、传感器和执行器集成在一个系统解决

方案中，将节省电源和电路板空间，使增加新功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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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Journal：MEMS 和传感器在最终用户设备如消费类电子

产品有差异化功能，但大多数的传感器制造商利润微薄。如何解

读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需要做什么来解决行业的这个问

题？ 

Karen Lightman：成功的行业，曾出现爆炸性的增长，但价

格最终下降，利润可能受到挤压。对于 MEMS 和传感器行业而言，

也是如此。在其它行业，关键是要持续提供客户需要的产品（专

注于用户！）并不断创新。我们已经做到了，如组合传感器、传感

器中枢和集成算法，传感器公司以及少数的算法供应商正提供越

来越多的产品。我们也看到传统的惯性传感器公司开始增加新型

传感器，如压力、环境、心率、睡眠分析功能。其它公司也正在

进入光学和气体传感器。除了硬件，这些公司也真正认识到机器

学习和传感器生成数据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从中得到收入可以投

入到新型传感器的研发中。MEMS和传感器最终追求不是量，而是

价值和净利润。我们在传感器集成上做了很多有创造性的举措来

增强其功能并降低功耗：利用软件算法和机器学习，使用能量收

集技术进行生产能源，开发相关合作范围更广的生态系统，同时

更要注重安全和隐私，相信我们的行业将继续蓬勃发展。 

Denny McGuirk：MEMS和传感器应用广泛，但在某种意义上说，

市场是非常分散的。开发出性价比高的完整解决方案，利用新兴

市场的机会，可获得最初的盈利能力。然而，随着 MEMS和传感器

在消费类电子产品、智能汽车和物联网快速应用，产量越来越大、

应用变得越来越规范，这两个因素将为制造商带来丰厚的回报。 

MEMS Journal：SEMI 目前的会员数量是多少？在地理和公司

规模上的分布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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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y McGuirk：目前 SEMI全球有超过 2000家会员。具体请参阅

以下关于地理和公司规模的分布图。 

 

SEMI 会员公司分布按主要业务销售收入细分 

 

SEMI 会员公司分布按地区细分 

MEMS Journal：SEMI 明年战略路线图的主要规划有哪些？ 

Denny McGuirk：我们的重点是通过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全球市场提

升全球电子供应链的利益。我们的主要措施之一是通过合作和整合方

式来发展成员社区。我们的 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生态系统

为集中在一个社区的成员提供特定话题的讨论和联合行动。 

MEMS Journal：在未来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半导体产业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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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y McGuirk：半导体供应链的不同环节都面临着有多重挑战。封装

正在经历一个颠覆性的创新阶段，包括不同技术集成的解决方案。设

备供应商在已经出台的 SEMI标准的帮助下，进军前道和后道的智能制

造领域，帮助其获得额外的效率增益和数据采集。物联网为我们的会

员提出了自己的挑战。明确的“杀手级应用”没有出现，行业利益相

关者正在寻找利用新产品开发的技术协同作用的新合作形式。例如，

将 MEMS、传感器和集成电路（IC）灵活集成在一块基板上应用于物联

网，对相当多会员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机会。我们相信，通

过过去与 FlexTech Alliance 合作，现在又增加了 MSIG，形成了战略

合作伙伴，我们的会员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价值的机会。 

 

蛋白质芯片-未来临床诊断的缩影 
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蛋白质组学重要研究工具、

以高通量着称的蛋白质芯片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底蛋白质芯

片包含哪些内容，其发展趋势如何呢？ 

广州博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阳长期从事生物芯片、蛋

白质芯片的研发和应用开发工作。日前，生物谷有幸采访到了李总，

请他分享了对蛋白质芯片领域未来前景的看法。 

生物谷：李阳博士您好！据了解您从 08 年开始从事生物芯片的研究工

作，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经历吗？为何会选择蛋白质芯片这一领

域？ 

李阳：对，我 08年到上海交通大学陶生策教授读书，开始接触蛋

白质芯片。陶老师应该是中国蛋白质芯片领域做得最好的专家。我开

始做了一个多重 PCR的芯片，可以在一个反应中同时进行 100个 PCR 反

应，后来参与了一部分结核分枝杆菌蛋白质组芯片的构建，该芯片是

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基于重组蛋白的结核杆菌的芯片，包含 4000个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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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影响很大。后来我到艾比玛特公司做抗体芯片，建立了超高通

量的抗体芯片平台，还做了一些疾病样本的检测的应用开发。蛋白质

芯片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领域，当时觉得这个技术很酷，就来学了，

后来是因为兴趣，它的优势很明显，将来在蛋白质组学和疾病检测方

面一定有很广泛的应用。 

生物谷：我们知道博翀生物主要从事蛋白质芯片的产品和技术服务，

那么什么是蛋白质芯片？包含哪些类别？又有哪些应用？蛋白质芯片

目前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李阳：蛋白质芯片，更确切是叫法是蛋白质微阵列，它的概念其

实非常简单，就是把多个蛋白质以阵列的形式固定在基片上。它的核

心还是蛋白质本身，只是实现了多个蛋白质同时检测（高通量），因此，

效率调高了，工作减少了，用得样本也减少了，一次实验获得的数据

增多了。我的导师陶生策教授曾经总结蛋白质芯片，最关键的就一个

词就是“addressable”，可寻址，即对每个蛋白质打上一个位置标签，

这样就能相互之间分辨，我想这就是理解蛋白质芯片最核心的一点。

既然蛋白质芯片的本质还是蛋白，所以它的种类也是按照蛋白分类的，

常见的有这几种：第一种是抗体芯片，用来检测样本中的抗原，现在

市面上常见的细胞因子抗体芯片、磷酸化抗体芯片；第二种是重组蛋

白质芯片，这是我们公司主要的产品。我们有一款结核分枝杆菌的蛋

白质芯片，一张芯片上涵盖了所有的结核杆菌的蛋白质，一共 4000多

个，这是陶老师实验室开发的。我们还有一款人类蛋白质组芯片，

HuProt， 包含了近 20000个人的蛋白质，这是世界上最高通量的蛋白

质芯片，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朱衡教授开发的。这类芯片用途很广

泛，就相当于你有 20000 个蛋白质，想象一下，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应

用，举个例子，你可以通过一张芯片，检测这 20，000 个蛋白质中哪

些可以和你感兴趣的目标蛋白有相互作用，做机制研究，也就是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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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互作，还可以用于 DNA/RNA-蛋白互作，小分子靶标发现等。去年

陈竺院士和陶老师合作在 PNAS上发了篇文章，主要研究砷剂的抗肿瘤

作用，用的就是这款芯片；它还可以用来发现肿瘤的血清标志物，还

可以用来评价单克隆抗体的特异性，等等；第三种就是凝集素芯片，

它是研究糖生物学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们的凝集素芯片经过优化，

包含 56个凝集素，可以检测糖蛋白或者体液，比如血清，唾液中蛋白

的糖修饰，最酷的是，我们可以做活细胞表面糖修饰的研究。 

对于蛋白质组芯片，主要在于蛋白质库本身，做得最高通量的就

是我刚才讲的约翰霍普金斯朱衡教授的人类蛋白质组芯片，国内我们

有结核分枝杆菌的蛋白质组芯片，技术上没有多大的差距。从商业化

角度，国外，尤其是美国已经形成了产业，比我们要走得靠前。我们

主要立足国内的科研市场，汇总国内外比较好的蛋白质芯片产品，万

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相信将来会迎来一个爆发期。 

生物谷：您刚才讲到人类蛋白质芯片可以用来做肿瘤标志物研究，具

体是什么样的标志物？是做诊断用的吗？ 

李阳：是的。我们知道，肿瘤的早期诊断是非常重要，而目前的

早期诊断标志物大多数其实非常不好用，AFP和 PSA算是很好的，所以，

整体来讲，肿瘤早期诊断标志物还处于发现阶段。另外，血清里的信

息非常丰富，而且血清是临床检验中最好的样本，因此很多标志物的

寻找都基于血清，比如 CTC，CTDNA，microRNA，外泌体等等，除此之

外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分子，就是抗体。肿瘤发生过程中，人体会产

生免疫响应，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在血液种产生了针对肿瘤异常变化的

抗体，这个作为肿瘤诊断的价值已经被阐述的非常清楚了，尤其是可

以作为早期诊断，可提前临床症状 1-5 年被发现。目前，它的诊断价

值逐渐被开发，比如用于肺癌诊断的商业化产品 EarlyCDT在欧美广泛

使用，还有我国上海肺科医院的周彩存教授团队开发的 7 个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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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已经获得 CFDA 批准；乳腺癌诊断也有一个产品，Videssa 

Breast，也已经在美国上市。自身抗体作为早期诊断指标优点是特异

性比较好，但是灵敏度偏低，主要是由于个体差异和肿瘤的异质性造

成的，所以普遍采取的方式是做一个 Panel，多个自身抗体联合诊断，

这样灵敏度就上去了。实际上，检测抗体比较难，质谱和测序都不适

用，主要的方法有 SEREX，SERPA等，但是由于技术本身的限制，难以

涵盖所有的潜在的标志物，而我们的人类蛋白质芯片天生可以作为最

高通量的抗原芯片来系统性检测血清的自身抗体，这个优势是不言而

喻的，因此，它在肿瘤早期诊断、预后评估标志物的发现方面有很广

泛的应用，当然，除了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具有自身免疫性疾

病特征的其它疾病，比如糖尿病，老年痴呆症等疾病，都是一个很有

效的标志物筛选的工具。还有一点很重要但会被很多人忽视，在进行

标志物筛选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样本的统计学评价，才能建立有效的

Panel，而这需要非常标准的操作平台，这个工作只能放在公司做，在

实验室小规模做一做很难获得确切的结论。 

生物谷：这个还是停留在研发阶段，蛋白质芯片是否可以应用到临床？

您对蛋白质芯片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怎么看的？ 

李阳：我认为蛋白质芯片将来一定会在临床检验中大有可为。随

着生物技术的进步，各种复杂的疾病可以得到诊断，精准医学的发展

也促使个体化医疗，因此，多个参数联合诊断是发展趋势，这正是芯

片技术的优势。当然，这里面面临很多的挑战。一个是需要根据疾病

或疾病细分亚型建立多参数诊断指标以及联合分析的方法；二是需要

基于蛋白质芯片的自动化设备，博奥生物在基因芯片领域做出了很好

的榜样。我想将来会有一天，可以实现直接把血液丢进仪器，所有涉

及蛋白质的指标的检测全部在一张芯片上完成，自动生成各种具有诊

断和体质评估结论的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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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谷：您认为蛋白质芯片和其他检测技术相比有什么主要优势呢？ 

李阳：蛋白质芯片有很多的优势，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高通量，在

一个反应中可以检测成千上百的指标，而且每个指标之间基本上没有

相互干扰，这是其它检测技术很难做到的。第二，微型化，所以样本

消耗量很少，对于比较珍贵的临床样本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第三，

灵敏度很高。蛋白质芯片上固定的蛋白，虽然量少，但是局部浓度很

高，检测样本时有一个浓缩的效应，并且通过级联放大和荧光检测，

可以现实高灵敏度检测。第四，可以实现定量。在检测时可设定标准

曲线，这样的可以做定量检测，当然，这个需要标准品可获得的前提

下。 

生物谷：博翀生物的定位如何？将来发展方向如何？ 

李阳：我们公司的核心是蛋白质芯片，我们的核心团队在蛋白质

芯片领域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建立了完善的蛋白质芯片平台，我们在

蛋白质芯片领域已经建立了技术壁垒，因此，我们会围绕蛋白质芯片

开展一系列的产品研发和产业转化。一方面，基于我们目前的产品体

系，比如 HuProt人类蛋白质组芯片、结核杆菌蛋白质组芯片、大肠杆

菌蛋白质组芯片和酵母的蛋白质组芯片，还有凝集素芯片和抗体芯片，

提供专业的平台和技术服务，主要是针对科研院校和临床医生；另一

方面，针对任何物种，比如病毒、细菌等，我们目前建立了一套方法，

可以快速地制备蛋白质组芯片，这个主要是与特定需求的科学家合作

开发。还有，面向临床检验，我们也和医院、研究所合作，开展项目

合作和产业转化。同时，我们也在拓展海外市场，比如结核杆菌蛋白

质芯片通过美国 CDI公司，韩国 GeneOn生物已经在北美、欧洲和日韩

等地建立了营销网络，在国际市场上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博翀，作

为高新技术企业，在蛋白质芯片的临床转化和产业化方面有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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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承担一分职责，希望同各合作伙伴、客户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中

国生物技术的发展。 

 

射频无源系统小型化的革命--美泰科技引领 RF 
MEMS 潮流 

采访背景：近日，美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泰科技）

RF MEMS产品累计销售额超过 2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雷达、通信和航天

航空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为此，麦姆斯咨询采访了美泰科技副总经

理、市场总监吝海锋先生，为大家揭开 RF MEMS的神秘面纱。 

麦姆斯咨询：请问美泰科技何时开始研发 RF MEMS 产品？能否简

述 RF MEMS产品发展历程？ 

吝海锋：美泰科技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 MEMS 器件与系统的研发，

继 2005年国内定型 MEMS加速度计之后；在 2007年，美泰科技推出了

全球首款 MEMS硅腔滤波器，频率覆盖 2~40GHz，具有小体积、高性能

的特点。2010年，在硅腔滤波器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 MEMS集成波导

IWG滤波器、集成 LC滤波器，频率覆盖 0.2~100GHz，大幅拓展了型号

谱系。2012年，实现硅基磁性材料的集成，研制出 MEMS环形器、MEMS

隔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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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姆斯咨询：美泰科技 RF MEMS 产品包括 MEMS环形器、MEMS 隔

离器、MEMS硅腔滤波器、MEMS集成波导 IWG滤波器、集成 LC滤波器，

请问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吝海锋：美泰科技致力于 MEMS产品和系统的研发和生产，所推出

的 RF MEMS产品都是基于 MEMS制造技术，与微波无源器件的设计思想

充分结合研制出的新一代无源器件，他们的制造手段基本相同。他们

的主要区别在于微波电路结构不同。 

麦姆斯咨询：美泰科技 RF MEMS 产品的技术核心和优势是什么？国内

外有哪些竞争对手？ 

吝海锋：多年微波设计经验、高精度的制造能力、6英寸批量化加

工能力及批量产品供货经验。研制的射频 MEMS产品属于国际首创，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麦姆斯咨询：美泰科技 RF MEMS 产品的应用领域有哪些？是否可以介

绍一些典型客户？ 

吝海锋：作为微波系统中的核心无源器件，美泰科技 RF MEMS产

品广泛用于雷达、制导、通信、航空航天等微波各个系统中。比如我

们 MEMS滤波器已经用于华为和中兴的 5G通讯试验系统中，下一步将

有更多的器件用于通讯的各个产业链中。 

 

MEMS 硅腔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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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环形器 

 

MEMS 隔离器 

微集成 LC 滤波器 

麦姆斯咨询：美泰科技 RF MEMS 产品在实际应用中，客户是否熟悉？

是否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吝海锋：我们的 RF MEMS产品已经在雷达、通信、航空航天多个

领域，一百余家单位成功应用，已经有成熟的产品应用支持方案指导

用户使用，但作为射频系统无源器件，属于传统技术的升级换代产品，

应用直接替换即可，但性价比、体积重量效果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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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姆斯咨询：去年，美泰科技 RF MEMS 产品的销售额有多少？预计今

年情况又如何？ 

吝海锋：2015年美泰科技 RF MEMS产品的销售额超过 5000万人民

币，在原有的基础上跟踪了 5G 通讯和几个重要项目，市场稳步增长，

预计今年将突破 8000万人民币。 

麦姆斯咨询：美泰科技拥有自己的 6英寸代工线，是否对外提供 RF MEMS

产品代工服务？国内是否有其它代工厂也能提供 RF MEMS 产品代工服

务？ 

吝海锋：微波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产业链的各个

细节，我们拥有 6英寸代工线将以开放的心态和各个用户开展共赢的

合作，“强强联手、合作共赢”一直是美泰发展的理念和成功的法宝。

更希望与我们目前开发产品不冲突，系统集成商优质客户开展合作，

RF MEMS是比较专业的领域，国内潜在的代工服务厂还有几家。 

麦姆斯咨询：您认为未来哪些 RF MEMS 产品将有较大的市场机遇？比

如智能手机，5G通信中的滤波器、双工器等。 

吝海锋：MEMS滤波器，环行器作为新一代的无源器件，具有体积

小，性能好的特点，并且是微波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器件，随着 5G通信

的发展，频率向高端拓展，MEMS滤波器，环行器将体现出极大优势，

具有广阔的市场机遇，同时射频系统中基本的收发单元 T/R模块中，

RF MEMS的优势得到充分的体现。 

麦姆斯咨询：消费类 RF MEMS 产品与美泰科技的高端 RF MEMS 产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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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何差异及联系？ 

吝海锋：消费类 RF MEMS产品为单一性能大量生产，技术指标相

对较低。美泰科技的高端 RF MEMS产品根据用户要求定制，指标相对

较高。 

麦姆斯咨询：美泰科技今后五年的 RF MEMS布局是如何规划的？ 

吝海锋：围绕无源器件芯片化这一主题，布局大影响力的技术突

破，进一步提升现有产品的指标性能，缩小现有产品体积，同时布局

其余无源器件的芯片化工作，向微波整机小型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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