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参阅  
 

 

 

 

 

 

 

 专业评析：……………………………………………………………………………1-5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解读 

 行业新闻：……………………………………………………………………………5-7 

《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2017年版)发布 

 技术动态：……………………………………………………………………………7-9 

纳米能源所研制出可拉伸扩展的多功能集成电子皮肤 

日立新型 MEMS加速度计：灵敏度提升，功耗减半 

 专利信息：……………………………………………………………………………9-10 

一种陶瓷电容压力传感器 

 市场资讯：…………………………………………………………………………10-14 

2016-2017 年度全球 MEMS市场总结 

 英文文摘：…………………………………………………………………………14-15 

Wearable Sweat Rate Sensors for Human Thermal Comfort Monitoring 

 

 

第  1  期 



   •    2018  1  

 - 2 -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解读 

2017年 12 月 1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以信息

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和集成

应用为重点，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强国和网络强

国建设。《行动计划》的发布引发各界广泛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

技司负责人就《行动计划》内容进行了解读。 

问：《行动计划》的定位是如何考虑的，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的关系是什么？ 

答：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大数据的积聚、理

论算法的革新、计算能力的提升及网络设施的演进，驱动人工智能发展进

入新阶段，人工智能正加快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带动技术进步、

推动产业升级、助力经济转型、促进社会进步。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重点对 2030

年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思路、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保障措施进行系

统的规划和部署，为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的长期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新

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近日已启动，聚焦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及

支撑平台建设等工作。 

加快产业化和应用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着力点。《行动计划》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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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角度出发，结合“中国制造 2025”，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相关任务进行了细化和落实，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

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与集成应用，发展高端智能产品，夯实

核心基础，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完善公共支撑体系。《行动计划》以三年为

期限明确了多项任务的具体指标，操作性和执行性很强，因此在产业界引

起了较大反响。 

问：《行动计划》将重点发展哪些方向和领域？为何选择这些方向和领

域？ 

答：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空间巨大。《行动计划》

按照“系统布局、重点突破、协同创新、开放有序”的原则，在深入调研

基础上研究提出四方面重点任务，共 17 个产品或领域： 

一是重点培育和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无人机、

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统、视频图像身份识别系统、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智

能翻译系统、智能家居产品等智能化产品，推动智能产品在经济社会的集

成应用。 

以上智能化产品已有较好的技术、产业基础，部分细分领域的产品已

经走在了国际前列，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有望实现规模化发展，形成由点到

面的突破，并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中的深入应用。 

二是重点发展智能传感器、神经网络芯片、开源开放平台等关键环节，

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软硬件基础。 

以上这些产品或平台市场竞争力不强，是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对产

业发展可能形成制约，亟待加快创新发展，夯实基础，补齐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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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深化发展智能制造，鼓励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领域各环节

的探索应用，提升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创新能力，培育推广智能制造新

模式。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最先落地的行业之一，“中国制造 2025”提出“以

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明确要求。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

重视下，我国制造业发展已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在加快发展智能制造，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改造方面开展大量工作。《行动计划》与“中国制造

2025”紧密对接，进一步突出了需要加快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改造升级

的具体任务，将为智能制造的深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构建行业训练资源库、标准测试及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智能化网

络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障等产业公共支撑体系，完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痛点问题之一就是缺少有效的行业资源训

练库等公共服务支撑体系，业界普遍反映已经影响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

在行业中的应用。《行动计划》注意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加大对产业公共服

务平台的支持，将形成有效引导，不断完善产业发展环境。 

问：《行动计划》重点发展产品的技术指标是如何确定的？ 

答：为更好引领产业发展，在《行动计划》编制过程中，分门别类征

集了 30 余家行业顶尖企业的产品系列、技术指标和开发计划，针对每类重

点发展产品，提出了有望于 2020 年取得突破的典型技术指标。我们邀请有

关专家、行业领先企业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反复论证，以确保指标的准确、

可靠和具有前瞻性。指标公布后，不少企业反映指标设置合理，对产业发

展具有较强引导作用，明确了发展目标，增强了产业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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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保障《行动计划》落到实处？ 

答：为保障各项重点任务的落实，《行动计划》提出五方面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实施。政府加强政策引导，企业、行业组织等协同推进；

加强部省合作，鼓励地方积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建立人工智能产业相应

统计体系。 

二是加大支持力度。充分发挥现有资金渠道的引导和支持作用，鼓励

地方财政对相关领域加大投入力度，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与金融机构加强对

接合作。 

三是鼓励创新创业。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领域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和重点

实验室，开展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和解决方案大赛，鼓励建设人工智能企业

创新交流平台。 

四是加快人才培养。吸引和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

支持一批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成长，支持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专业

建设，引导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五是优化发展环境。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推动行

业合理开放数据，鼓励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 

（《行动计划》全文链接：http://xxgk.miit.gov.cn/gdnps/wjfbContent.jsp?id=5960820）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2017 年版)发布 

2018年 1 月 26日，由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简称战略咨

询委)主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制造 2025》重点



   •    2018  1  

 - 6 - 

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2017年版)(以下简称“技术路线图”)发布会在北京

召开。发布会重点对两年多来《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领域产业、技术

取得的主要进展，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以及未来几年的重点创新方向等进

行分析和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

委员会主任路甬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辛国斌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路甬祥表示，技术路线图(2015 年版)发布两年多来，受到了国内外政

府、媒体和商会等有关机构的高度关注，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为保持

路线图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导性，按照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安排

和部署，战略咨询委于 2017 年初启动了新版技术路线图的修订编制工作。

本次修订沿用了 2015 年版技术路线图确定的重点领域及优先发展方向，并

在原有基础上根据各个发展方向的具体情况，补充了关键材料和关键专用

制造装备等内容。新版的技术路线图进一步提高了指导的科学性、前瞻性、

战略性，增强了指导的时效性和参考价值，将继续发挥引领和指导的作用，

引导广大企业和科研、教育等专业机构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和重点，引导市

场和社会资源向国家的战略重点有效聚集，是政府部门设计公共政策的有

力工具。 

辛国斌表示，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技术迭

代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日新月异。为及时反映制造业

发展的新动向、新情况、新问题，向各界提供与时俱进的参考和指引，2017

年战略咨询委再次组织相关领域的专业力量，对技术路线图进行滚动修订，

形成了 2017年版技术路线图，提出了新的努力方向。这是目前我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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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最具科学性、前瞻性、权威性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研究成果。我们

要努力提升技术路线图的影响力，充分发挥技术路线图对提高我国制造业

创新能力的引导作用。 

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战略咨询委委员屈贤明介

绍了技术路线图(2017 年版)的修订情况，并展望了 2025 年重点领域技术

创新趋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702研究所吴有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杜善义，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

王建民分别对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航天装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

件领域的新技术路线图进行分析和解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

长卢山分析了《中国制造 2025》实施以来十大重点领域产业发展变化情况。 

2017 年版技术路线图发布后，将向社会公开发行，并在战略咨询委、

中国工程院等网站上提供电子版，免费下载。同时，战略咨询委也将组织

相关专家对技术路线图进行深入解读和辅导，引导广大制造业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利用好技术路线图。                 （来源：中国电子报） 

 

 

 

纳米能源所研制出可拉伸扩展的多功能集成电子皮肤 

人体皮肤是活跃、敏感和高弹性的感觉器官，承担着保护身体、排汗、

温度调节、感知冷热和压力等功能。人体躯体感觉系统能够通过皮肤中的

触觉、温度、痛觉等感受器，将外界环境刺激转化为电脉冲信号，经过神

经通路传导至神经中枢，从而使皮肤获得触觉、痛觉等感觉功能。 

基于皮肤这种多功能生物模型，科学家们开展了一门新兴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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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感电子学（俗称“电子皮肤”，Electronic skin, E-skin），用来

模仿皮肤的感觉功能如触觉、温度感知等功能。目前，电子皮肤在柔性或

弹性基底上制作具备探测压力、温度或其他刺激的传感器及阵列，可感知

周围环境中的各种物理、化学、生物等信号，将有助于开发新型人机接口、

智能机器人、仿生假肢等智能化系统。此外，电子皮肤的重要发展趋势是

多功能化与多重刺激同步监测。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研究员潘曹峰、中科

院外籍院士王中林的指导下，潘曹峰课题组博士化麒麟、副研究员鲍容容

等提出了一种柔性可拉伸扩展的多功能集成传感器阵列，成功将电子皮肤

的探测能力扩展到 7 种，实现温度、湿度、紫外光、磁、应变、压力和接

近等多种外界刺激的实时同步监测。研究人员通过微纳加工技术，制备出

大倍率（8 倍及以上，可根据需要设计）的聚酰亚胺（PI）拉伸结构网络，

其中包括众多传感器节点和蜿蜒拉伸结构。基于这种拉伸结构网络，多种

传感器能够以二维分布式或三维叠层式结构进行多功能化集成，并且多种

传感单元可独立工作而不互相影响。利用基底的可拉伸性能，可实现电子

皮肤的探测面积扩张，为其进一步的功能扩展提供了便利。此外，研究人

员利用这种电子皮肤制造出一种具有定制化功能集成的智能假肢，既赋予

了假肢触觉功能，也使假肢具备了温度感知的能力。该研究将有助于开发

新型人机接口、智能机器人、仿生假肢等智能化系统，多功能集成电子皮

肤还可同步监测周边环境多种变量，用于人体健康监测等领域。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来源：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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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新型 MEMS 加速度计：灵敏度提升，功耗减半 

日立最新开发的 MEMS 加速度计的灵敏度比目前汽车和智能手机中采

用的商用 MEMS 加速度计的灵敏度要更高，并且功耗降低 50％。这款 MEMS

加速度计的噪声密度为 30 ng /√Hz，据说与应用于航天航空、地震和资

源勘探等高端领域的“大型”加速度传感器具有相同的噪声水平。 

日立新型MEMS加速度计的功耗为20mW，是传统MEMS加速度计的一半。 

如果将该 MEMS 加速度计应用于基础设施（如桥梁和建筑物）监测、煤气管

道和水管监测，以及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也可以降低传感器使用成本。 

减少空气阻力 

为了提高灵敏度，日立设计了该款新型传感器的结构。具体而言，一

般 MEMS 加速度计通过质量块的运动电极与固定电极之间的静电电容变化

来检测加速度。但是，质量块在空气中运动，以及运动电极在移动时撞击

到固定电极，都会产生噪声，从而影响传感器的性能。 

为此，日立通过在质量块上制作贯通孔来降低空气阻力，并且贯通孔

的直径在上层和下层之间是变化的。上层为电极部分，下层为重量较大的

运动层，据悉该方法可将空气阻力降低约 50%或更低。 

(来源：麦姆斯咨询) 

 

 

 

一种陶瓷电容压力传感器 

公开公告号：CN 206891622 U                  公开公告日：2018.01.16 

申  请  号：CN201720866736.6               申  请  日：201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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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合肥皖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发 明 人：陈锦荣;宋晓君;操小六等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陶瓷电容压力传感器，包括固定电极和可变

电极，固定电极和可变电极之间形成可变的电容容室，敏感膜片感受压力

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形变位移，可变电极随着敏感膜片的位移而产生变化，

进而电容容室的电容量发生改变，通过电容量的改变测得压力大小。本实

用新型的陶瓷电容压力传感器在固定电极上设置玻璃绝缘层，当测试压力

超过设计测量值时，敏感膜片上的可变电极和玻璃绝缘层紧贴在一起，防

止固定电极和可变电极短路，起到限位保护作用，防止传感器因过载造成

损坏。 

 

 

 

2016-2017 年度全球 MEMS 市场总结 

据调研机构 Yole Developpement 发布，2017年全球 MEMS 市场总额预

计为 129 亿美元，比 2016 年的 114 亿美元增长了 13%。全球 MEMS 市场增

长自从 2012年达到 37%的高峰后开始放缓，MEMS 产品应用越来越广，出货

量快速增长，据终端市场反馈，对于成熟产品，国际大厂主动放价，国内

厂商为了抢占市场，更是不计成本保证其价格优势。 

由智能手机带动的 MEMS 产业第二波发展潮已经进入尾声，2017 年不

管是全球领先厂商（Bosch sensortec, BROADCOM, TI, ST, Qorvo 等）还

是本土优秀企业（Goertek，MEMSIC，MEMSensing）都密切关注新兴产业

（AR/VR，自动驾驶，物联网等）的应用，期望能乘上第三波产业发展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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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扩大领先优势或者实现弯道超车。 

MEMS 产品种类繁多，不同产品间不仅参量不同，没有完全标准工艺，

不同应用下对产品的要求也各不相同。根据下图的 2016-2022 年 MEMS 各类

产品的市场及预测（详见 P5 图 1），现选取 2016 年市场总值超过 10 亿美

元的 MEMS 品类进行重点解读。 

1、RF MEMS：2016-2022年年复合增长率最高 

市场总值：2016 年 16 亿美元，到 2022年预计达到 102亿美元，年复

合增长 35%。 

主要应用：RF 开关，BAW 滤波器，双工器以及天线协调器等。 

主要供应商：Broadcom, Qorvo, Skyworks, TDK-EPCOS，Cavendish 

Kinetic，WiSpry (acquired by AAC Technologies)等。 

随着智能手机支持频段数更多，5G 变革呼之欲出，RF MEMS 的应用前

景不断看好。根据 Yole Développement 的数据，智能手机的 RF前端模块/

组件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16年的101亿美元跃升至2022年的 227亿美元。

而 RF MEMS 市场将从 2016 年的 16亿美元跃升到 2022 年的 102 亿美元，占

比显著提升。Broadcom（前 Avago）和 Qorvo（前 Triquint）拥有 RF-MEMS

市场份额的 55%和 36%。得益于 RF-MEMS市场的高速发展，Broadcom 在 2016

全球 MEMS 企业排名中成为仅次于 BOSCH 的第二名，而 Qorvo 则超越 HP 成

为第五，第三四名分别为 TI 和 ST。 

据专业人士反馈，RF MEMS 在技术上容易实现，但是很难绕开国外领

先厂商的专利保护/围堵。不过对于这块大家公认的香饽饽，相信已有国内

厂商在布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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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惯性器件（陀螺仪，加速度计，惯性组合）：增长停滞 

市场总值：所有惯性器件（陀螺仪，加速度计，地磁，惯性组合器件）

的市场总值 2016年为 38亿美元，2022年预计为 40亿美元（详见 P16图 2）。 

主要应用：可以用来检测姿态信息及位置信息的各种消费，汽车，工

业及医疗应用。 

主要供应商：BOSCH, ST, Murata, Honeywell, ADI, NXP(由 Qualcomm

收购), mCube, InvenSense, Panasonic, Epson Toyocom, AKM, Yamaha, 

Alps Electric, MEMSIC 等 

2010年的Iphone4将MEMS陀螺仪及惯性器件带入市场高速发展轨道。

经过几年的群雄逐鹿，格局大定。BOSCH 和 ST以产品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在

市场占据领先优势，InvenSense 的陀螺仪，AKM 的地磁，mCube 的加速度

计等也在市场上有很高的市占率和产品口碑。ADI 专注于工业市场。国内

厂商 MEMSIC（2017年被华灿光电收购）以双轴加计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占据

先发优势，其地磁产品也是 AKM 的最大国内竞争对手。 

惯性器件的最大应用领域为消费电子，2016 年为 16 亿美元，但是随

着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而且消费领域的 ASP 快速下降，其在汽车领域的

应用市场将会很快超越消费电子，成为最大的应用市场。 

3、MEMS麦克风：正当红 

市场总值：2016 年市场为 10 亿美金。 

主要供应商：Knowles，Goertek，AAC，ST，TDK，BSE，MEMSensing，

NeoMEMS等 

继 2015 年 MEMS 麦克风出货量首次超越驻极体电容麦克风（ECM）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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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球出货预计达到 55 亿颗。2017 年智能语音交互市场的火热带动

了麦克风市场的爆发，其中以 MEMS麦克风受益最为明显，微扬声器也蓄势

待发中（详见 P16图 3）。 

2016 年全球 MEMS 麦克风前三大厂分别为楼氏电子 (Knowles 

Electronics)、歌尔声学(GoerTek)、瑞声科技(AAC Technologies)，他们

主要由 Sony或英飞凌(Infineon)代工生产，合计占有 7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而 ST、BOSCH（收购 Akustica）、TDK(收购 Invensense)、Omron 等整合元

件制造商(IDM)同时生产 MEMS 裸晶与麦克风，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值得关

注的是中国企业 MEMSensing 进入 2016 年全球市场前十，排名第八，2016

年全年出货量超过 1 亿颗，出货量排名全球第六。 

最近 BOSCH 决定在 2018 年关停 Akustica 工厂，Infineon推出自有高

端麦克风（70db SNR）芯片，国内众多厂商产品得到验证，排兵布阵争夺

低端麦克风（59db SNR）市场。在智能语音及 IoT 应用爆发前夕，大有前

景的 MEMS 麦克风厂商们各有策略，市场格局最终如何，有待后续观察。 

4、压力传感器：2016 年市场最大的 MEMS 器件 

市场总值：2016 年压力传感器全球市场为 24 亿美元，占全球 MEMS 市

场的 21%。 

主要应用：汽车产业中的 MAP,BAP,侧面安全气囊，TPMS；消费电子中

的定高功能。 

主要供应商：BOSCH，Denso, Sensata, GE Sensing, Freescale(由

NXP 收购), Infineon 等。 

2016 年压力传感器的汽车产业市场 15 亿美金，占比 6 成以上。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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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压力传感器最大的应用市场。所以在汽车市场占据优势的 BOSCH, 

SENSATA, DENSO 占据前三市场份额，但是都在 15%左右，优势并不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在消费电子领域，由于无人飞行器及需要定位定高的可

穿戴应用，压力传感器在该领域的市值在 2016-2022 年复合增长率预计超

过 10%。BOSCH, ST, Freescale 等厂商都已推出了针对消费应用的产品并

积极开拓更多的 IoT 应用。                        （来源：SEMIChina） 

 

 

 

Wearable Sweat Rate Sensors for Human Thermal Comfort Monitoring 

 

Jai Kyoung Sim, Sunghyun Yoon & Young-Ho Cho. Journal of Nature. doi: 

10.1038/s41598-018-19239-8.Published online: 19 January 2018. 

 

We propose watch-type sweat rate sensors capable of automatic natural 

ventilation by integrating miniaturized thermo-pneumatic actuators, and 

experimentally verify their performances and applicability. Previous sensors 

using natural ventilation require manual ventilation process or high-power 

bulky thermo-pneumatic actuators to lift sweat rate detection chambers above 

skin for continuous measurement. The proposed watch-type sweat rate sensors 

reduce operation power by minimizing expansion fluid volume to 0.4 ml 

through heat circuit modeling. The proposed sensors reduce operation power to 

12.8% and weight to 47.6% compared to previous portable sensors, operating 

for 4 hours at 6 V batteries. Human experiment for thermal comfort monitoring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19239-8#auth-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19239-8#auth-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19239-8#aut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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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erformed by using the proposed sensors having sensitivity of 0.039 

(pF/s)/(g/m2h) and linearity of 97.9% in human sweat rate range. Average sweat 

rate difference for each thermal status measured in three subjects shows 

(32.06 ± 27.19) g/m2h in thermal statuses including ‘comfortable’, ‘slightly 

warm’, ‘warm’, and ‘hot’. The proposed sensors thereby can discriminate and 

compare four stages of thermal status. Sweat rate measurement error of the 

proposed sensors is less than 10% under air velocity of 1.5 m/s corresponding to 

human walking speed. The proposed sensors are applicable for wearable and 

portable use, having potentials for daily thermal comfort monitoring 

applications. 

 

图 1：2016-2022 年 MEMS全球市场细分（详见 P10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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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6-2022 年 MEMS惯性器件全球市场（详见 P11文字） 

 

 

 
图 3:2013-2016年 MEMS麦克风全球市场（详见 P12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