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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MEMS 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全球 MEMS 市场规模已经逼近 150 亿美元，随着 MEMS 在可穿戴设

备、VR/AR 等消费类产品中应用渗透率高速增长的影响，美国 MEMS 市场实

现平稳增长；欧洲 MEMS 市场也在汽车工业的带动下保持活力；亚太 MEMS

市场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电子产品产量大幅提高的带动

下，规模进一步扩大。相比之下，中国 MEMS 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连续

三年高增长的市场不相匹配。旺盛的市场需求与相对薄弱的产业形成反差，

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出货量的本土 MEMS企业仍然屈指可数，逐鹿中国市场的

主要竞争者仍以跨国企业为主。 

物联网热潮为 MEMS 市场创造巨大需求 

物联网产业蓬勃发展，传感器成为发展核心。目前，我国物联网发展

与全球同处于起步阶段，初步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产业和应用基础，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16 年我国整体物联网的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9000 亿

元。近几年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综合增长率达到了 30%以上，充分体现

了其强劲的发展势头。物联网产业中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传感器技术，MEMS

传感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物联网中的各个领域。随着物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

各类终端产品的数量将达到 100 亿以上的规模，对 MEMS传感器的市场需求

也将迅速增加。 

2016 年，中国 MEMS 市场规模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有望突破 350 亿

元。中国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 MEMS 应用整机产品产量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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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增长，带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硅麦克风等产品需求的增长。与

此同时，上述整机产品中，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硅麦克风等的渗透率

进一步提高对 MEMS市场规模的扩大也起到重要作用。另外，中国汽车工业

的增长也推动了压力传感器、微机械陀螺仪等 MEMS 主力产品市场的增长。 

消费领域全面普及，MEMS 持续高速增长。现在，越来越多的 MEMS 传

感器被应用到手机中来提高手机的用户体验。高端手机普遍已经装配有加

速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陀螺仪、硅麦克风、指纹传感器、距离传感器，

环境光传感器、磁传感器等数种 MEMS 产品。在可穿戴产品中 MEMS 器件的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测量运动记录步数的加速度传感器、进行心率监控

的心率监控传感器、测量血氧值的血氧传感器、感知海拔高度变化的气压

传感器等等。可以说，惯性传感器已经成为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可穿

戴设备的标配，并且其他各种类型的 MEMS 传感器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应用正

在逐步普及。 

目前，仍在研发的新产品也都在手机等消费电子领域试水，而在数码

相机中使用 MEMS 器件加强防抖功能，在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中使用硅麦

克风已经成为常态，未来将有更多的 MEMS 器件进驻消费电子产品，而原来

只在高端产品出现的地磁场传感器、射频器件等将扩散到中低端产品中去。 

多传感集成技术成熟，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随着人们生活应用的

不断丰富，传感器感测多个物理信号的功能需求也变的越来越多，多种传

感集成的 MEMS 器件也应运而生。如今，惯性传感器已经出现了三轴、六轴、

九轴甚至十轴的集成模块，将 MEMS 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磁传感器等

MEMS器件集成在一起，以满足生产厂商更小体积、更低成本的要求，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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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用户更加丰富的用户体验。法国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Yole 

Développement 于 2016 年 3月份提出了未来三大传感器集成方向：密闭封

装集成传感器、开放腔体集成传感器和光学窗口集成传感器。这三大集成

方向无论从生产端还是用户端都在逐渐满足越来越多新出现的需求，由此

可见，多传感集成已经成为未来 MEMS产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我国 MEMS 产业发展面临多方面挑战 

关键技术需要突破，产品结构有待改善。目前我国 MEMS传感器产品在

精度和敏感度等性能指标上与国外存在巨大差距，应用范围也多局限于传

统领域。高档传感器产品几乎 100%从国外进口，90%的芯片依赖国外。从

MEMS 产业的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环节来看，国内缺乏对 MEMS 相关关键

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能力。我国尚无一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传感器设

计软件，国产传感器可靠性也远不如国外同类产品；MEMS 制造能力更为薄

弱，国内具备一定规模的设计企业基本选择国外代工厂，而多数小型设计

企业选择与科研院所的中试线绑定，这就导致产业化进程相对缓慢；我国

的 MEMS 封装尚未形成系列、标准和统一接口。 

由于我国 MEMS 产业起步较晚，国内 MEMS 传感器产品多处于技术相对

成熟、市场格局相对稳定的传统 MEMS 应用领域，而新兴领域的 MEMS 产品

在测量精度、温度特性、响应时间、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与国外差距较

大，尚未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较为完善的产品系列，产品结构略显单薄。 

缺少代工服务平台，初创企业发展艰难。随着物联网时代的逐步到来，

传感器现正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各类智能终端、智能汽车、生物医疗等在内

的众多新兴领域，需求量与日俱增。但新兴领域的 MEMS创新应用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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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现在仍然处于市场前景不明朗的初期阶段，存在产品量产风险

大等问题。因此，小批量的中试生产现在已经成为 MEMS 产业界推出新产品

的必由之路。 

此外，由于 MEMS产品具有“一种产品，一种工艺”的特点，新产品的

开发必须与配套工艺紧密结合，这就要求代工厂的设备和工艺具有定制化

特性。MEMS 产品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种类多、总量小，因此小批量的订单使

得大型代工企业不愿投入过多精力进行技术的升级改造，以至于不愿接受

MEMS 初创企业的中试需求。然而，我国的 MEMS 设计环节现在尚处于起步

阶段，相关企业正呈现出“小、散、弱”的局面，企业的发展也在受到技

术、资金、客户等诸多因素影响，企业研发的新型产品更是被国内 MEMS 代

工服务平台的缺乏所制约，导致产品的迭代周期延长，错过应用市场需求

强烈的最佳时期。 

结合发展要素加速 MEMS 产业发展进程 

MEMS 创新技术孵化器将推动 MEMS 产品加速开拓新兴市场。孵化器作

为一种有效促进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工具，已经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的部分

城市和区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推广，其重要作用也愈发突出。一方面孵化

器可以孵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初创企业，特别是为具备科技创新能力的

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帮助他们将其研究和技术往商品化、市场化

方向进行转化；同时孵化器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保障技术创新研发、激

发企业发展活力，加速新兴产业集聚等新兴产业发展要素的重任。 

产业投资基金成为资本助力 MEMS 产业实现跨越的重要途径。产业投资

基金的成立有利于促进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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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是支持科技发展事业，提高产业领域的科技

含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的有效途径。2014年 6 月，1388 亿元规模的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用于促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大基

金成立 2 年来已经有效决策项目 35 个，涉及 26 家集成电路企业，完成有

效承诺投资额超过 600 亿元，成功带动起全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我国 MEMS 产业的发展应当借鉴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相关经验，强

化政府引导，积极联合各界社会资本，设立 MEMS产业投资基金。 

一方面，与大基金略有区别的是，鉴于 MEMS 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的发展

特点，MEMS产业投资基金应该瞄准初创型项目，扶持培育中小型企业健康

发展，帮助他们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进而推动 MEMS 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鼓励国内领先的 MEMS 本土企业并购国际上在 MEMS 新兴领

域具有优势技术的龙头企业，帮助我国本土企业通过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

来提升在 MEMS 新兴领域的相关技术水平，从而提高我国本土 MEMS 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实现我国 MEMS 产业在新兴领域的龙头地位。 

（来源：中国电子报 2017 年 5 月 5 日） 

 

 

 

重大装备智能制造暨物联网产业高端峰会在德阳举行 

2017年 5 月 18日，物联网产业高端峰会在德阳市召开，中国科学院

微电子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叶甜春，德阳市

政府的相关领导以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专家、企业家出席了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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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工信部电子元器件行业发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郭源生等专家、

企业家分别做了《打造“双生态”产业环境•促进传感器“集群化”发展》、

《从德国工业 4.0看传统机械装备智能化转型升级》等专题演讲。 

当天下午，峰会还举行了“装备制造与传感器•集成电路研讨会”、

“航空燃机发动机新材料研讨会”、“工业数字化仿真技术•机器人•智能

制造研讨会”、“ 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车联网研讨会”、“ 投融资洽

谈会”等分论坛会。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是大会的协办单位之

一，郭猛秘书长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主持了分论坛——“装备制造与传感

器•集成电路研讨会”。               

会议还组织参观了世界闻名的装备制造企业、中国重大技术装备龙头

企业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 

（来源：http://news.china.com.cn） 

 

第三届 MEMS 传感器创新技术应用对接会在深圳召开 

2017年 5 月 18-20日，中国智慧家庭博览会（CSHE2017）联合深圳(国

际)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与应用展（CICE2017）于深圳会展中心拉开帷幕。由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思锐达传媒等七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三届 MEMS传感

器创新技术应用对接会暨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MEMS 分会市场年会同期召

开。 

本次活动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MEMS 分会的市场年会首次登陆深圳，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陈贤为本次活动致开幕词。会上，各企业家

与专家就当前形势与市场态势等问题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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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 MEMS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黄庆安等做了有关“微纳传感器

技术发展及应用”、“智能传感器在智能家居、智慧城市上的应用”、“家电

制造业对智慧家庭与传感器之间关系的思考”等主题报告。 

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来源：http://news.hqew.com） 

 

 

 

美空军研究实验室研发智能“发丝”传感器 

受蝙蝠和蟋蟀的启发，美空军研究实验室材料与制造局的研究人员研

制出一种新型的人造发丝传感器，可帮助调整高灵敏飞行器的飞行路线。 

1.系统需求 

随着飞行器的逐步轻型化及高灵敏飞行器的加入，美空军越来越需要

了解周围空中的数据及其对飞机性能、导航等方面的影响，为飞行系统配

置智能的传感器来评估外部环境并改变飞行姿态。 

美空军研究实验室材料与制造局结构材料部首席工程师杰夫·鲍尔表

示，蝙蝠和蟋蟀拥有纤细的毛发，可以察觉明显的气流扰动，从而感知环

境变化。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在飞机表面设计出类似的“发丝”，有助于

形成一套能够检测空气变化、“凭感觉飞行”的高灵敏飞行系统。因此，

美空军科研办公室资助了一个多部门“人造发丝传感器”团队，开发具有

创新性、适应性和多功能的仿生结构。从实验室的“概念验证”试验开始，

这种传感器便已引起了国际关注，航空航天公司和研究人员欲图将其集成

至风洞模型和飞行系统。 

该研究已催生三项专利申请。目前进入制造和实验室风洞评估阶段， 

http://news.hq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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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分配给全球合作者在不同的概念中进行试验。 

2.技术细节 

传统飞行系统一般通过螺栓固定的传感器获取数据，存在某些点测量

的传感数据延时的情况。在研发这种新型人造发丝传感器时，研发团队运

用了一种在玻璃纤维毛细管内培植的碳纳米管簇。具有高强重度及导电能

力的碳纳米管为研制这种发丝传感器奠定了基础，它在两端配有电极的玻

璃毛细管内培育而成。这种发丝的直径不足人体头发的十分之一。空气经

过纤维时会压缩碳纳米管，导致电极之间的电阻发生变化，此时传感器便

会发挥作用。传感信息由一套类似人脑的神经网络进行分析，其算法能够

处理信息并指示飞行器做出响应。 

3.应用领域 

航空航天系统局格雷格·赖希博士表示，这些人造发丝传感器有助于

更好地了解城市环境中的空气动力学或阵风情况。例如，飞机在建筑物拐

角处转弯时，风向可能会改变，如果有系统可以检测到阵风的到来，飞行

器可以立即做出调整。 

虽然传感器的大部分开发和小规模实验室测试都在怀特·帕特森基地

的材料与制造局进行，但研发团队也利用了弹药局开发的压力波管和航空

航天系统局的风洞，以验证传感器的耐久性和对速度的灵敏性。鲍尔称，

通过改变毛细管的直径，研究人员能够检测不同的风速，甚至在高达 100

英里/小时的风速条件下也可以成功进行检测。团队目前仍在评估传感器的

耐久性，但已完成超过 316小时的测试。 

鲍尔表示，人造发丝传感器的另一个潜在应用方向是粘结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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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感器置于粘结材料，研究人员可检测材料的内部情况，可能会提前发

现裂缝。                           （来源：http://mini.eastday.com） 

 

国内新型核电站传感器研发成功 填补相关领域空白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核电站的安全隐患引起了国内高度重视。日 

前，重庆材料研究院发布消息称，该研究院成功研发核电站严重事故测温

传感器，有效解决了核电站的安全隐患问题。 

当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后，安全壳内会产生一定的氢气，当氢气浓度

达到一定的比例后，就会发生安全壳爆炸的危险。针对这样的安全隐患，

国内的大量在建的，或者已建的核电站就需要增加一个这样的安全预防措

施。 

据了解，这一研究项目也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据重庆材料研究

院传感器部工程师冯邻江介绍，核电站通过这一新型传感器对安全壳内的

温度进行实时监测，一旦氢气浓度超标，温度就会上升，系统立即报警，

以便及时处置。相对于普通传感器来说，它的寿命更长、可靠性也更好。 

（来源：http://bb.cq.gov.cn/） 

 

日本东北大学开发出硅基紫外光传感器量产技术 

日本东北大学和 SII 半导体公司合作开发出硅基紫外光传感器量产技

术，可用于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有助于推动物联网的发展。  

新型紫外光传感器技术由东北大学工学系菅谷真二教授和黑田隆副教

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利用硅半导体选择性探测并测量紫外

-A(315~400nm)和紫外-B(280~315nm)光波段的光强。这是造成晒伤和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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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斑的光波段。多功能硅半导体传感器更适用于电路集成，并且与化合物

半导体紫外传感器相比，增加了更多功能。  

传统上，硅光电二极管紫外光传感器采用光滤波器隔断不需要的可见

光波段。通过利用具有高和低紫外线光敏度的硅光电二极管的差分光谱响

应，研究人员开发出可选择紫外光波段的传感器，这样就省去了光滤波器。

这种无滤光结构可防止传感器入射紫外光强度降低，因而具有较高的灵敏

度。  

目前，该硅光电二极管技术已用于紫外光传感器量产技术，它利用新

引入的差分光谱响应方法。然后，将所开发的紫外光传感器加载到小型透

明树脂封装包，对于组装几乎没有限制，这使其适用于智能手机和可穿戴

设备，可用于紫外光探测和测量。          （来源：国防科技信息网） 

 

 

 

工业物联网推动工业传感器市场发展 

中国乃至全球工业领域去年最热门的话题是“工业 4.0”、“中国制

造 2025”。2013年 4 月，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提出“工业

4.0”战略，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

领先机。2015 年，作为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 2025》正式发布。“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最终实现

的目标都是智能化，而实现智能化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以信息通讯系统与

物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智能制造网络——这就是工业物联网。 

工业物联网发展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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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万物互联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联网被称

之为互联网大脑的感觉神经系统。作为制造业智能化的核心部分，工业物

联网也同样被称之为智能制造的神经系统。 

全球生产厂家正通过工业物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IoT），即贯穿整条生产价值链的实时信息流的获取来优化生产流程和效率。

根据产业调研公司赛迪顾问的数据，至 2020 年，中国工业物联网规模将突

破 4500 亿元，在整体物联网产业中的占比将达到 25%，市场空间巨大（详

见 P15 图 1）。 

工业物联网推动工业传感器市场发展 

工业物联网是全球工业传感器市场的主要驱动力。实现智能制造的关

键是海量信息的采集，这对数据采集末端的传感器应用无疑将带来大量的

机会和挑战。工业物联网依靠连接的传感器来收集可靠准确的数据，从而

监控工艺控制的各个方面。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MarketsandMarkets 的调研

数据，2015 年全球工业传感器市场规模为 322.6 亿美元，至 2020 年有望

达到 521.7 亿美元，未来五年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 10.09%。 

在新的产业经济环境下，工业领域的结构演变和调整正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动力，特别是在德国提出“工业 4.0”的概念之后，“智能工业”与

“智能生产”正成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而信息技术与传感

技术，则是工业智能化的重要支点。可以预见，未来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

重要支柱之一的工业传感器技术，已成为工业领域在高新技术发展方面争

夺的一个制高点。 

未来几年，信息技术与传感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全面应用将会促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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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市场规模的迅速增长。《中国制造 2025》的提出促进企业全面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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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制造企业竞争力以及整体工业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传感器在工业领

域将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据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工业传感器市场规模达到 160.7亿元人民币。

随着智能工业的进一步实现，工业传感器的应用将逐步加大，预计至 2020

年，全国工业传感器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308 亿元人民币。这预示着工业传

感器行业迎来发展的春天。与此同时，巨大的市场规模催生我国工业传感

器厂家数量不断增长（详见 P16 图 2）。 

压力传感器是目前发展最为迅速的工业传感器 

工业级传感器相对于普通传感器来说，需要更强大的稳定性和更高的

灵敏度，因为很多工业级传感器需要在更恶劣环境下运行，比如生产车间

相比普通环境，工业噪声会大很多，比如电力、铁路沿线的监测，需要在

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监测。在工业过程控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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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湿敏和磁敏传

感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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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传感器中，压力传感器是目前发展最为迅速、需求最多的一类

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控环境、水利水电、铁路交通、智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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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军工、电力、船舶等众多行业。据调查，2015 年我国压力传感

器行业销量约 1.9 亿只，销售市场规模约 194 亿元，占比传感器规模 995

亿元比重的 19.5%。基于微机电系统（MEMS）和纳机电系统（NEMS）的技

术一直以来广受大众欢迎，采用量大增，促进了压力传感器市场的增长。

MEMS技术为压力传感器提供了可扩展、性能可靠、灵敏度高且成本可控的

解决方案，在工业自动化行业有着大量的应用机会（详见 P16 图 3）。 

当工业传感器应用在不同的工业领域时，客户对其能耐受的温度、湿

度、酸碱度也有不同的个性化要求，功耗和尺寸也会有着严格的限制。国

内工业传感器的设计研发与应用水平虽在逐步提高，仍存在不少问题，例

如核心技术尚未真正突破，设计、制造、封装等工艺技术与国外存在较大

差距，研发与创新能力较弱等。近年来，国内工业传感器企业通过努力发

展，取得一定进展，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但在工艺、测试校准、产业

化推进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来源：http://www.sohu.com） 

 

 

 

Linear bi-layer humidity sensor with tunable response using 

combinations of molybdenum carbide with polymers 

 

Memoon Sajid,Hyun Bum Kim, Ghayas Uddin Siddiqui，etc. Journal of Sensors 

and Actuators A: Physical. Volume 262, 1 August 2017, Pages 68–77.  

 

Abstract：A high performance humidity sensor for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monitoring has been fabricated using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molybdenu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730353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730353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730353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730353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730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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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ide (Mo2C) with polyacrylamide (PAM) and polyvinyl alcohol (PVA). The 

humidity sensing properties of pure Mo2C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its 

composites with PAM and PVA. The response curves and working principle 

were investigated and novel bi-layered sensors were then fabricated to achieve 

highly linear and stable response for a wide range of humidity sensing (0% RH 

to 90% RH). The sensors having a bi-layer combination of Mo2C with PAM 

give a linear response with a sensitivity of 775 Ω/%RH and excellent 

repeatability.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sensors allow them to be used 

with frequency response conversion read-out circuits and the results ascertain 

their linear and stable behavior. The response-time and recovery-time of the 

sensors were measured that gave average values of ∼1 s and ∼2.5 s respectively 

for the composites and ∼1.8 s and 2.3 s for the bi-layer configuration. The 

sensors are aimed to replace low performance complex and expensive sensors in 

the market for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monitoring applications. 

 

图 1 2010-2020年中国工业物联网规模及增速（详见 P12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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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2017年中国工业传感器市场规模与增长预测（详见 P13 文字） 

 

 

 

 图 3 2016-2022 年中国压力传感器行业供给总量预测（详见 P14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