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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里约奥运会传感器技术应用大盘点 

2016年里约夏季奥运会如期于北京时间 8 月 6 日 7 点开幕，高科技的

应用一直是奥运会的亮点所在。可以说，包括传感器技术在内，本届奥运

会的科技看点不少。在本届奥运会上，VR 技术将首次用于奥运会转播，智

能机器人拍摄技术也将参与到视频转播过程，针对寨卡病毒的抗微生物队

服，用于比赛、训练的大数据分析……这些都会是本届奥运会的科技看点。

此外，各类传感器、可穿戴技术的应用也是一大亮点。下面介绍一些传感

器技术在此次奥运会项目比赛及训练中的应用。 

游泳起跳台 

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游泳比赛中，欧米茄使用了一套全新的泳池起跳

台。目前，该起跳台被沿用至今年的奥运会赛场。与之前的起跳台相比，

该起跳台配置了全新的传感系统。这套传感系统可确保运动员在相同时间

内，听到比赛开始的哨音，有效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失误。 

射箭计分器 

在射箭赛场，本届奥运会将为箭靶安装高科技传感器系统，代替传统

的电子计分器。当箭射出击中目标时，系统会第一时间在大屏幕上显示分

数，新系统可以将箭的落点精确在 0.2毫米以内，非常精准并且反应迅速。 

在独木舟皮划艇项目上，通用电气一直采用大数据技术帮助运动员提

高他们的技术。训练期间，该公司在皮划艇上安装了传感器；运动员身上 

则安装了心脏监测仪，以便测试运动员和独木舟两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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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独木舟和皮划艇中，系统主要特点是安装了加速度传感器、

回转仪、磁力计和 GPS 模块。所有这些传感器，都被用于测量赛艇的频率

与强度，以及检测赛艇位置、速度和方向。另外，运动员会采用一个心率

监测器，以便通过蓝牙，将信息传输到安装在船上的传感器中。 

拳击智能手套 

在拳击项目中，一套名为 Hykso 的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也被用于美国、

加拿大拳击运动员拳击训练手套上。该手套包括两个三轴加速传感器、一

个三轴陀螺仪。该系统能测量拳击速度、数目及打击强度。传感器数据，

可用于 3D 运动数据模型分析中，进而提高有效击打水平。 

自行车赛场 

在本届奥运会上，美国女子自行车场地团队借助智能眼镜和传感器所

收集的心率、行进速度、消耗热量及乳酸阈值等数据，描绘运动员消耗体

力曲线图，进而帮运动员进行更好的体力分配。 

此外，在棒球、田径、柔道等多个项目中，观众届时都可以发现传感

器技术的运用。                    （来源：http://sensor.ofweek.com） 

 

传感器将获工信部重点关注 

近日，在工信部召开的“智能制造发展对策研究”重大软课题部长专

题会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下一步将重点关注传感器、工业软件、

工控系统以及系统集成等智能制造发展的“短板”，系统推进智能制造工

作。 

  传感器作为万物互联的基础，在工业制造、智能汽车、通信电子和消

费电子等多个领域应用广泛。目前，我国高端传感器芯片主要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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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的大力推进下，我国传感器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另外，NB-IOT、

LTE-V 等相关标准的制定也给传感器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据 Gartner

公司预测，到 2020 年，全球将有 260 亿联网对象（不包括 PC、智能手机

和平板），大量未联网的物品、设备、系统的连通将为物联网市场带来广

阔空间。 

  在物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感器产业有望率先受益。从网络结构

来看，物联网可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感知层位于物联网三层结

构中的最底层，是构成物联网的核心基础。在物联网运行中，传感器将感

知获取到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信息，转化为易识别的数字信息，并传输

至后端平台处理、分析和应用。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传感器被广泛应

用于消费电子、汽车工业、生物医疗等领域，需求量与日俱增。 

  数据显示，2011 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为 828 亿美元，2015 年全球

传感器市场规模达到了 1587 亿美元。我国传感器市场也呈现快速上升趋

势。从 2009 年到 2013 年，我国传感器市场年均增速超过 20%，2014 年

超过 860 亿元，2015 年市场规模达到 1100 亿元以上。机构预计，未来 5 

年，我国传感器市场将加速发展，平均销售增长率将达到 30%以上。 

另外，物联网标准的逐步统一完善，也将助推传感器产业发展。其中，

NB-IoT（窄带蜂窝物联网）标准已获得国际组织 3GPP 通过，国内 NB-IoT

的行业标准将于今年底发布，2017 年初有望规模商用。近期，华为正式发

布 NB-IoT 解决方案，将于今年 9月正式上市，计划于第四季度开展规模商

用试验。三大运营商也都认为，物联网将是运营商转型发力的重中之重。 

物与物的连接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比互联网的空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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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华为、大唐等公司主导的车联网标准无线通信技术标准 LTE-V，

预计将分别在今年下半年和 2017 年上半年冻结。届时，随着试点城市的增

加，有望在 2018 年实现商用推广，未来将彻底打开车联网万亿市场空间，

有望给传感器市场带来新增需求。目前，我国传感器产业高端产品严重依

赖进口，传感器芯片进口占比较高，自主创新较小。在需求增加和国产化

的推动下，传感器行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机遇。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 

 

 

 

大数据+京津冀峰会圆满成功 

2016年 8 月 4 日，备受瞩目的“2016中国大数据大会暨大数据中国行

系列活动——大数据+京津冀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幕。 

大数据+“十三五” 迎来大数据创新高峰 

此次会议备受瞩目，国务院发展中心局长、国家信息化办公室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国家软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邓寿鹏、赛迪网总裁、《互联

网经济》杂志总编刘兴波、浪潮集团数据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徐宏伟、IBM

中国开发中心大数据与分析业务拓展总经理顾世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所长安晖及众多大数据专家、学者和行业领

军企业代表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 

开幕式上，邓寿鹏做了以“大数据产业与京津冀发展”为主题的精彩

演讲，强调京津冀未来会成为区域发展的协同体。主办方代表刘兴波先生

进行了“京津冀大数据十大热词发布”，十大热词包括：雾霾、楼市、智慧

城市、互联网金融广告、公交、医疗、食药安全、工业、旅游、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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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会议聚焦在“互联网+智慧城市”主题上，多位专家分别从不同

角度解读了大数据如何全面助力京津冀产业升级。 

大数据发展至今，已经慢慢融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从概念到技

术热炒，到务实落地，基于大数据技术、产品创新的企业、代表为产业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次大会作为 2016 中国大数据大会暨大数据中国行系列活动的首站，

圆满举办之后，将在接下来的 9 月 28 日，举办大数据+长江经济带峰会（成

都）；10 月 28日举办大数据+一带一路峰会（西安），最终在 11 月 30 日以

2016中国大数据年度盛典（北京）完美收官。 

（来源：http://www.iresearch.cn） 

 

 

 

罗姆子公司推出消耗电流减半的 6 轴 MEMS 传感器 

罗姆子公司美国Kionix，开发出了消耗电流较以往减少50%的6轴MEMS

传感器模块“KXG07”、“KXG08”，并已开始样品供货。该产品集 3 轴加

速度传感器和 3轴角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于一个封装，特点在于传感器

信号的检测方法上，据该公司介绍，普通产品都是采用振幅检测法，而该

产品采用了相位检测法。结果使得放大电路得以小型化，消耗电流比以往

产品减少 50%，降到了 0.6mA。这是业内最小的消耗电流。并且，如果使用

间歇工作模式，还可使消耗电流减少至 0.2mA。适用于智能手机、便携游

戏机及 IoT 支持设备等。 

传感器信号的检测分辨率为 16bit。加速度传感器的满刻度范围为±2g、

±4g、±8g、±16g（g 为重力加速度）。灵敏度方面，满刻度范围为±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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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 16384count/g、±4g 时为 8192count/g、±8g 时为 4096count/g、±16g

时为 2048count/g。角速度传感器的满刻度范围为±2048 度/s、±1024 度

/s、±512 度/s、±256 度/s、±128 度/s、±64 度/s。具有与外置 MPU 同

步、4096KB缓存，以及从外置传感器获取数据等功能。 

电源电压为＋1.35～3.3V。上市的两款产品的不同在封装上：KXG07的

封装为外形尺寸为 3mm×3mm×0.9mm 的 16 端子 LGA；而 KXG08 为外形尺寸

为 2.5mm×3mm×0.9mm 的 14端子 LGA。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样

品价格为 500 日元（不含税）。预定 2016 年 10 月开始以月产 100万个的 

规模量产。                             （来源：http://qoofan.com） 

 

矽睿科技推出高精度室内定位导航系统 

随着技术和需求的日渐成熟，室内定位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展现出了极

大的发展前景。针对特殊应用场景，矽睿科技量身开发了基于专有模块的

高精度室内定位系统，通过自主研发的惯性导航算法和位置融合引擎，实

现了精确、可靠、无死角的室内定位。矽睿科技室内定位系统将为广大用

户的日常使用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矽睿科技室内定位解决方案结合使用惯性导航和无线定位技术，有效

解决了无线定位系统中信号覆盖范围的问题，并在大幅提高定位精度的同

时保持较低的系统成本和功耗。 

惯性导航是指利用多种传感器组成多轴惯性测量单元（IMU），通过行

人航迹推算（PDR）来实现室内以及室外惯性导航。具体原理为利用人员行

走过程中加速度的周期性变化，进行步频检测；之后使用运动模型进行步

长估计得出前进距离。航向角则有陀螺仪和电子罗盘给出。惯性导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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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从某一时刻开始的相对运动信息，并可辅以气压计以修正目标高度信

息。 

矽睿科技首席技术官万虹博士表示：“矽睿科技作为传感器企业对于

传感器数据融合及后续处理有着深度的理解，采用业界领先的算法架构和

IAF 融合引擎确保了矽睿科技室内定位系统相对于其他类似系统的技术优

势。并借助姿态判断的结果（例如对步行和跑动适用不同的系数）进行更

加准确的步长估计。通过多人进行的实际测试表明，矽睿科技自主研发算

法完全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距离估计误差的典型值小于行进路程的 5%。” 

矽睿科技室内定位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 高精度：典型值 1-3 米 

2. 高可靠性：不受建筑环境环境影响，抗电磁辐射干扰能力强 

3. 高可靠性：模块整体防溅水，抗摔落 

4. 低功耗：典型连续工作时间>8 小时,最长可达 12小时 

5. 便携：典型重量 400g（具体型号重量与电池容量有关） 

6. 用户友好：初始布置简易，硬件成本低，后续维护简单 

7. 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高度定制化 

8. 矽睿科技持续提供后续技术支持 

（来源：http://www.eepw.com.cn） 

 

张杰院士团队在强太赫兹辐射源研究获重要进展 

近日从上海交通大学获悉，该校物理与天文系张杰院士研究团队基于

相对论激光等离子体的强太赫兹辐射源研究获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日

前发表于《物理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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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THz）辐射位于中红外和微波辐射之间，具有单光子能量低和

谱“指纹性”等独特优势，在材料科学、生物医疗和国防安全等领域具有

重要应用。然而大能量太赫兹辐射源的缺乏是限制其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

之一。 

上海交大张杰、盛政明等人与中科院物理所李玉同组成的团队对相对

论激光—固体靶相互作用产生太赫兹辐射的新途径进行了十余年的探索。

最近，该团队廖国前、远晓辉等利用上海交大激光等离子体教育部实验室

200TW 激光装置，在靶后产生了单发能量近 400微焦的太赫兹脉冲,这与大

型加速器产生的太赫兹脉冲能量相当。太赫兹辐射产生的物理图像为：相

对论激光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产生了大量前向超热电子，这些电子从靶后

表面逃逸到真空中时，会激发渡越辐射。由于电子束的脉冲时长为几十飞

秒到皮秒量级，所以相干辐射波长在太赫兹波段。实验还发现，离子束与

太赫兹辐射呈现非同步的变化规律，表明太赫兹辐射与离子加速的产生机

制并不一样，这与目前国际主流的认识不同。 

专家认为，该成果不仅为实现小型化、大能量、宽谱太赫兹辐射源开

辟了新途径，而且有望发展成一种在线诊断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新方

法。                                 （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 

 

 

 

一种 MEMS 多晶硅纳米膜压力传感器芯片 

授权公告号：CN 205449349 U               授权公告日：2016.08.10 

申  请  号：201620001545.9               申  请  日：201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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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沈阳化工大学  

发明人：王健、揣荣岩 

摘要：一种 MEMS多晶硅纳米膜压力传感器芯片，涉及一种传感器芯片，本

实用新型传感器芯片包括单晶硅衬底,在硅衬底上设置剖面为平坦型多晶

硅的感压膜,以二氧化硅为牺牲层在感压膜和衬底之间形成的密闭空腔，在

感压膜上表面设有四个多晶硅纳米膜力敏电阻，力敏电阻、感压膜与金属

导线之间为绝缘层，隔离四个力敏电阻，通过金属导线连接成惠斯通电桥

将压力转换成电压输出感压膜边缘外设置有密封的腐蚀孔。本实用新型具

有线性度和灵敏度高、工作温度范围宽、过载能力强、工艺简单和成本低

等特点。 

 

 

 

消费类应用 MEMS 市场出现下滑，中国 MEMS 厂商表现稳定 

根据咨询公司 IHS 的数据，2015 年，消费类和手机应用的 MEMS 传感

器的市场营收下降了 3.4%，该领域的市场营收预计会在 2017 年恢复小幅

增长。 

2015年，MEMS 麦克风等器件的市场营收获得了增长，中国厂商歌尔股

份和瑞声科技分列 MEMS 麦克风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但其它的 MEMS 器件

则呈下滑趋势，其中跌幅最大的是运动传感器，但是中国厂商美新半导体

营收仍持平。 

根据 2015 年的市场营收数据，全球消费类和手机应用的 MEMS 传感器

供应商前三甲分别为：ST（意法半导体）占 17.85%、Knowles（楼氏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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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7.32%以及 InvenSense（应美盛）占 17.26%。2015 年全球消费类和手

机应用的 MEMS 传感器供应商 TOP10还包括 Bosch（博世）、歌尔股份（中

国）、瑞声科技（中国）、AKM 和 Rohm（罗姆）、美新半导体（中国）、

BSE（详见 P16 图 1）。 

传感器厂商已经面临 MEMS 市场放缓的现实，它们已经开始积极地拓展

自己的产品线并寻求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如歌尔股份积极开拓环境类传

感器，研发出 MEMS 麦克风+压力传感器的组合传感器；歌尔股份与英飞凌

合作研发光学传感器解决方案，助力心率监测应用。 

由于终端产品市场的增长放缓，MEMS市场缺乏有机增长的潜力，因此，

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将成为 2016年的市场主旋律。 

MEMS 供应商们将因此更多的专注于传感器的提升（如功耗和性能）、

产品线的扩展及创新（新型传感器的开发）、并购（快速地整合资源和产

能）、新商业模式（基于传感器的软件服务）以及进入新的产品应用领域

（如无人机、智能家居等）。 

尽管运动传感器和其它一些传统 MEMS器件的市场有所下滑，但还是有

新的增长机遇出现，包括： 

- 应用运动传感器和 MEMS 麦克风的 VR（虚拟现实）头戴设备，是游

戏产业的新增长点，HTC、Facebook和 Sony 都推出相应的产品。 

- 应用运动传感器的无人机产品也在 2015 年开始爆发。虽然该领域市

场潜力巨大，但是，法规问题使无人机的未来市场还不够明朗。不过，亚

马逊已经开始考虑使用无人机来运送快递，并在近期获准在英国试验无人

机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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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气体、湿度和温度等传感器的家居环境监测应用显示了很好的

市场前景。该领域的产品以 Nest 和霍尼韦尔的智能家居产品为代表，还包

括一氧化碳探测和日益增长的消费类空气净化产品等。 

1、意法半导体 

意法半导体仍能保持其消费类 MEMS 市场营收的领导地位，主要得益于

其广泛的传感器产品组合。不过，随着竞争对手对市场份额的持续蚕食，

其市场营收的领先幅度正逐年下滑。2014 年，意法半导体的市场营收领先

第二位 1亿美元，到了 2015 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约 1000 万美元。2015

年，意法半导体的运动传感器市场营收继续下滑，但是，其 6 轴惯性测量

单元则继续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这方面贡献主要来自中国的厂商。 

意法半导体这两年受到了沉重打击，是因为苹果公司在 2014 年将其陀

螺仪订单转给了应美盛。不过，2015年，意法半导体的 6 轴惯性测量单元

（IMU）获得了苹果手表业务。2016 年，得益于三星的订单，其运动传感

器市场份额也获得了增长。 

2、楼氏电子 

楼氏电子仍是 MEMS麦克风领域的绝对领导者，其出货量和市场营收达

到了该领域第二位供应商（中国厂商歌尔股份）的四倍。楼氏电子不仅能

够提供广泛的模拟和数字输出的 MEMS 麦克风，2016 年，其具有自我处理

功能的 VoicelQ麦克风也已经开始出货，楼氏电子希望其 MEMS 麦克风产品

不仅能够覆盖手机应用，还能满足未来的物联网应用。 

尽管因为 MEMS 麦克风的价格下跌导致了楼氏电子的营收下降，但是得

益于 MEMS 麦克风的大量应用，楼市电子仍紧随意法半导体占据营收榜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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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且，楼氏电子大幅缩小了与第一名意法半导体的差距，从 2014 年的

1 亿美元，缩小到了 2015 年的 1000 万美元。楼氏电子为苹果公司的产品

提供了大量的 MEMS传感器，当然也为其它制造商的大部分手持设备、平板

电脑以及可穿戴设备提供相关 MEMS 传感器。 

3、应美盛 

应美盛在去年取代了博世，位列消费类 MEMS 市场营收第三位。应美盛

在消费类运动传感器领域的市场营收处于领先地位，得益于其 6 轴惯性测

量单元的爆发性增长，以及其光学防抖应用的陀螺仪产品。应美盛是运动

传感器领域的杰出供应商，在该领域，正当其它传感器领导者都遭遇市场

下滑时，其市场营收年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26%。 

苹果公司是应美盛营收增长的关键也是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 2016 年，

意法半导体拿走了其三星的订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应美盛正持续的

推广其 MEMS 麦克风产品，并希望在 2017 年推出一款超声波指纹识别传感

器，以抓住这一快速增长的细分领域。     （来源：http://wwwbuild.net） 

 

传感器在工业领域将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国物联网技术已经融入到了纺织、冶金、机械、石化、制药等工业

制造领域。目前，在工业领域已经可以做到用互联网监控并管理生产链、

物资供应链。其中，传感器在工业自动化过程中极为重要，扮演着为物理

世界和控制系统提供信息连接的重要角色（详见 P16 图 2）。 

在工业过程控制中，计算机技术已经相对成熟，需要采集的信息正在

不断增加，生产过程要求大量的各类传感器，如压力传感器、热敏传感器、

http://wwwbui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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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敏传感器、气体传感器、湿敏传感器和磁敏传感器等，把大量非电量的

物化参数转化成电信号控制信息，以满足各个工业过程中的自动化和智能

化的发展需求。如今，使用数量较多的有压力、位移、加速度、角速度、

温度、湿度和气体传感器。 

随着我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领域的持续带动，传感器在

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汽车电子、环保检测与治理、

医疗器械、智能家电等整机产品中的应用更为广泛，不断拉升了我国传感

器产品的市场规模。其中，2015 年，带有芯片的传感器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规模达到 160.7亿元，约占传感器市场规模的 14%。 

未来几年，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全面应用将会促进工业传感器市场

规模的迅速增长。 

中国制造 2025 的提出会促进企业全面智能化改造，加快产品更新换代，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逐渐缩短国内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生产设备、

工业环境和流程管理等部分中融入传感器、微处理器、PLC 和数字通信接

口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产品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程度，进而提

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以及

整体工业水平的提高。 

（来源：http://www.aiweibang.com） 

 

 

 

Design,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resonant magnetic field sensor 

based on mechanically coupled dual-microresonator 

http://www.aiwei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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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design,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resonant 

magnetic field sensor is presented. The proposed magnetic field sensor consists 

of a dual-resonator with an induction coil laid on the resonant plate. The 

dual-resonator array is mechanically coupled together through the λ/2 coupling 

beam. The dual-resonator design not only increases the induced electromotive 

force output through summing up the output from individual resonator, but also 

has a quality factor (Q) boosting effect for the resonator with lower Q in the 

array. The sensor exploits the principle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to detect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through the electromotive force in the induction coil. 

The fabricated sensor is vacuum encapsulated in a ceramic chip carrie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Brownian noise floor for achieving a better performanc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ice offers a sensitivity of 35.92 μV/mT 

and 47.74 μV/mT, a scale factor nonlinearity of 0.65% and 1.19% with 30 V dc 

bias and 40 V dc bias, respectively.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630335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630335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630335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9244247/248/su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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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年-2015 年全球消费类和手机应用的 MEMS传感器供应商 TOP10（详见 P11文字） 

 

 

图 2 2011-2020年中国工业传感器市场规模与增长预测（详见 P14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