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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2017 年全球物联网大事：全球加快 5G 布局 

近日，iot.ru 对 2017 年全球物联网大事进行了盘点。2017 年，全球

物联网领域的大事记重点涵盖工业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5G、信息安全、

机器人五大领域。 

(一)物联网市场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Gartner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 IT开支超过 3.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了 1.4%。IDC 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物联网开支超过 7370 亿美元。企业

积极向物联网硬件设备、软件、服务和通信领域进行投资。全球应用物联

网服务器最多的企业主要来自美国和 EMEA 地区。ABI Research 公司表示，

2017 年提供移动和通信卫星服务的物联网应用提供商公司总收入将超过

1.38 亿美元。2017 年新接入物联网的有线和无线端口数量达到 6600 万，

2016 年为 1300 万。IoT Analytics公司在“全球物联网平台”报告中指出，

2017年全球物联网平台数量超过 450个，同比增长了 25%。有 40 多个国家

建设了物联网平台，半数平台由总部在美国的公司所建立。Berg Insight

分析师在编制“300 个大型物联网项目”清单时强调，300个大型物联网项

目的活跃用户超过 1.56 亿。沃达丰统计显示，使用超过 5万个物联网设备

的企业数量在近期翻了一番。IDC 公司表示，2018 年物联网技术开支将达

到 7.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以上。从 2017 年到 2021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将达到 14.4%。2018 年数字转型技术开支总额将超过 1.3 万亿美元。

Spiceworks公司认为，2018 年将有 69%的企业应用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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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人驾驶汽车蓄势待发 

2017年上半年，英特尔宣布以 160亿美元收购以色列以开发计算机视

觉技术和机器学习闻名的初创公司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英特尔估计，

2035年，道路上无人驾驶汽车数量将多于传统车辆。拥有自动驾驶仪的汽

车将创造 7 万亿美元的新市场。 

2018 年，DHL 公司将使用自动驾驶货车运送信件和货物，美国通用汽

车公司与 Lyft 打车应用公司正在美国道路上联合测试应用无人驾驶出租

车。据估计，无人驾驶汽车将为美国减少因可能发生的事故造成的损失达

3400亿美元。 

Berg Insight 公司预计，2030 年前全球将有大约 7100 万辆无人驾驶

汽车。Json&Partners 公司的预测相对保守，2035 年无人驾驶汽车数量将

达到 3000 万辆。 

(三)全球加快 5G 布局 

2017年，全球许多运营商加快了对 5G的部署，78%的提供商正在对 5G

进行测试。据爱立信公司调查显示，28%的受访者有计划将于 2018 年部署

5G 测试网络。欧盟签署了联合发展 5G 宣言，欧洲 5G 将使用 694-790 MHz

频段，这一频段资源将在 2020年前对运营商开放。接受调查的四分之三受

访者表示，他们所在的公司用于 5G 服务的开支将高于对 4G 服务的开支。

ABI Research 分析公司预估，通过无线技术，尤其是通过 5G 技术接入宽

带的家庭用户年均增速将达到 30%，2022 年前，家庭用户数量将超过 1.51

亿。 

瑞银分析师对 5G 快速全面覆盖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对于大部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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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来说，网络建设将会是一大笔投资。例如，纽约大都市地区运行的 4G 基

站数量约为 1200 个，为全区覆盖 5G，则基站数量将不得不提高到 63.56

万个。但日本 NTT Docomo、KDDI 和软银集团等提供商公司对 5G 部署持乐

观态度，他们计划于 2023 年前在全国启动 5G。目前，韩国 SK电讯、日本

NTT Docomo、韩国的 KT、中国移动、美国的 AT&T 公司已经进入 Juniper 

Research 编制的“最具前途 5G 运营商”名单之中。分析师预估，5G 服务

收入总额在 2025 年将达到 2700亿美元。 

(四)全球加大信息安全开支 

思科公司在对普通消费者进行调查时显示，90%的受访者不信任物联网

设备的安全性，96%的企业和 90%的个人希望加大对工业物联网的信息保护，

但调查结果显示，所有消费者并不会放弃使用智能设备。 

用户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经常会有一些病毒利用物联网设备漏洞感

染目标形成僵尸网络。例如，2016 年秋天的 Mirai 恶意软件袭击了多家全

球大型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和西欧地区的通信提供商公司。Hajime 病毒

造成 30 多万个物联网设备遭遇感染。据统计，2017 年上半年，物联网设

备网络攻击次数增长了 280%。为此，思科公司、Bosch Foxconn、Gemalto、

Consensus Systems、BitSE 和 Chronicled 公司联合成立了区块链联盟来

应对物联网安全问题。2021 年前，企业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开支将从当前的

835 亿美元增至 1199 亿美元。 

(五)工业机器人市场蛋糕变大 

麦肯锡公司报告指出，2030 年前，全球范围内机器人将取代 4 亿到 8

亿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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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st & Sullivan公司预计，乐观情况下，机器人销售市场将从 2017

年的 310亿美元达到 2022年的 2370亿美元。ABI Research公司数据显示，

2025年工业机器人收入将达到 450亿美元。       （来源：www.eepw.com.cn） 

 

2017-2018 中国物联网产业全景图谱 

2016 年 10 月，物联网智库在国内发布物联网产业生态图谱，本着继

续从产业关联的广度和深度观察，探索物联网如何对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带

来的影响的初衷，物联网智库联合阿里云 IoT 事业部，推出最新版的物联

网产业生态图谱。 

 

图 1 物联网产业生态图谱 

 

已有连接规模驱动物联网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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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运营商沃达丰在最新发布的《物联网市场晴雨表》中委托第

三方研究机构对全球 1200 多家各垂直行业企业进行调研，其中包括 100 多

家中国企业，结果显示越是拥有更多物联网设备的企业，其带来的收益越

高，比如那些拥有 5 万台以上物联网连接设备的企业中，有 67%的企业表

示已从物联网应用中获得非常可观的收益，物联网为其带来的平均收入增

幅超过 19%，这一数字对于大部分行业来说都是超高增幅。这些已经实现

的数字表明，当前规模的连接驱动物联网方案逐渐成熟，正在影响着国民

经济各行业的变革。 

低功耗广域网络的催化剂，快速拉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2017年物联网领域最大的一股推动力量必然是低功耗广域网络，中国

形成宇宙最大的 NB-IoT 和 LoRa产业阵营。在这些阵营中供给方的“狂奔”

拉动下，不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雏形开始形成。 

今年初，江西鹰潭建成全网覆盖的 NB-IoT 商用网络，在不到一年时间

里这个仅有 100 多万人口、科技产业薄弱的小城市成为物联网明星城市，

孵化出超过 30 类行业应用示范。从中国电信首次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NB-IoT 商用网络、发布全球首个 NB-IoT 套餐，到中国移动数百亿级 NB-IoT

招标、10 亿元巨资投入模组补贴，全球规模最大的 NB-IoT 市场在中国开

启。 

全球最大的 NB-IoT、LoRa产业生态的形成，在短期内对国内不少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起到强有力的拉动作用。低功耗广域网络从诞生开始，就不

是仅仅发展技术，而是紧密的和合适的行业应用结合起来，以应用导向带

动技术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行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开始改变，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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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联网进行产业变革的探讨不再是物联网本身圈子中的话题，各传统

行业将物联网带来的改变作为本行业中热门话题。这些使得 2017 年成为物

联网变革产业的元年，低功耗广域网络就是这个元年中最强的催化剂之一。 

规模化的物联网应用开始验证，“感同身受”正在成为现实 

在 2016 年的《物联网产业生态图谱》中，我们提出“谜一样的‘物联

网’概念，能够感同身受才是王道”，即当普通老百姓不会去纠结“物联网”

概念是什么，但自己每天都在用着它、该技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时候，

这一产业就开始真正成熟了。而从今年开始起，人们实际上已经开始无意

识地感受到了物联网给其生活带来的变化，但并不会去纠结物联网的概念，

共享单车、智慧零售等物联网行业应用正是在这方面开始了规模化验证。 

共享单车在中国火箭般的发展速度让大多数人始料不及，除了大量资

本的推动，物联网各项技术的完善给其带来了背后技术和运营的支撑，数

千万的智能车锁让其成为目前单一连接规模最大的物联网应用。试想一下，

通信芯片、MCU、定位技术、传输技术、连接管理平台、设备管理平台、计

费能力等各类物联网的主要技术有缺陷的话，共享单车也无法做到精细化

运营。一辆共享单车背后是大量物联网产业链企业的成果应用于自行车后

形成的，但用户并不了解实际上也无需知道物联网是什么，只要最终呈现

给用户的是一种便捷、高效的出行工具即可，但物联网却在很大程度上重

构了出行领域的新模式。 

今年热门的智慧零售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智慧零售中也有大量传感器、

长短距通信、物联网平台等技术的支撑，其中比较普及的智能零售柜，在

各大商场、地铁等公共场所比比皆是，人们在非常便捷地使用过程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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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已经在体验物联网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 

可以说，物联网不再是产业链内部企业自娱自乐，而是将这些技术、

能力以直观、场景和可体验的方式提供给最终用户，让他们“感同身受”。 

人工智能+物联网的起步开始 

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成为物联网变革各行各业的有利工具。过去

的一年中，人工智能的热度到达一个巅峰，不少观点认为其泡沫期到来，

未来与具体行业的融合有广阔市场。和物联网类似，它也属于一种赋能的

工具，给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提供新的方法、新视野和新玩法。当人工智能

与传统行业融合时，尤其是要对传统行业的核心生产经营流程进行优化、

革新、重构时，中间需要物联网深入到各行业核心生产经营流程中，获取

感知数据和行业知识，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的能力来变革行业。 

当物联网本身产业发展成熟度还不够时，与人工智能的配合并不一定

能给行业带来新的认知。而目前物联网对行业变革的规模效应初显时，AIoT

正当时。                                   （来源：物联网智库） 

 

 

 

传感器与物联网创新应用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8 年 3 月 15 日，由“超越摩尔”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主办，上海微

技术工研院和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战略研究室协办的第四届“传感器与物

联网创新应用研讨会”于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Electronica China 2018 同期

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邀请了 8 位业界专家，他们分享了 MEMS/传感器在

消费、汽车和工业领域的创新应用，探索物联网新兴产业圈，探讨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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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程。 

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作了《MEMS 传感器在物联网应用中的新趋势》

的主题报告，指出最近十年，MEMS传感器最大的需求来自于智能手机，MEMS

传感器与智能手机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建议提供有性价比的 MEMS 传感器产

品，更好的客户支持及产品质量，提高在智能手机市场的市占率；关注智

能手机应用在 5G、3D 识别、全面屏等新趋势下，新型传感器的需求及产品

的升级换代；关注新兴物联网应用（非手机应用）市场更多的 MEMS传感器

应用机会。此外，上海微技术工研院、杭州大立微电子有限公司、苏州纳

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罕王微电子（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作了《打造超

越摩尔产业生态链-8 吋中试线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国产红外热成像传

感器的大规模应用》、《面向物联网应用的新型传感器信号调理方案》及

《MEMS Sensors & Technology For The Next Decade》等报告。 

 
 

比利时研发出业界首个 3nm 测试芯片的流片 

近日，纳米电子和数字技术领域世界领先研究中心比利时微电子研究

中心（Imec）和系统设计公司美国 Cadence 公司合作研发出了业界首个 3nm

测试芯片的流片。该测试芯片研发项目旨在推进 3nm 芯片设计进程，采用

极紫外（EUV）、193浸入式（193i）光刻技术设计规则以及 Cadence®Innovus

™实施系统和 Genus™合成解决方案。Imec 利用常用的工业 64 位 CPU作为测

试芯片，采用定制的 3nm 标准单元库和 TRIM 金属流程，其中布线节距降至

21nm。Cadence 和 Imec 一起使 3nm设计流程成功验证此方案，为下一代设

计创新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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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us 实施系统 

Cadence公司的 Innovus实施系统是一个大规模并行物理实现系统，使

工程师能够在加快产品上市速度的同时提供具有最佳功率、性能和面积

（PPA）目标的高品质设计。Cadence 公司的 Genus Synthesis 解决方案是

下一代高容量 RTL综合和物理综合引擎，可满足最新的 FinFET 工艺节点要

求，将 RTL 设计人员的工作效率提高 10 倍。 

对于该项目，测试 EUV 和 193i 光刻规则以提供所需的分辨率，同时在

两种不同的图案化假设下提供 PPA比较。 

3nm 节点 

Imec半导体技术和系统执行副总裁 An Steegen表示：“随着工艺尺寸

缩小到 3nm 节点，互连变化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在测试芯片方面的工作使

互连变化得以测量和改进，3nm 制造工艺得以实现验证。Cadence 公司的数

字解决方案为 3nm 方案的实现提供了所需的一切，由于 Cadence 的集成度

良好，这些解决方案易于使用，这使得我们的工程团队在开发 3nm 规则集

时保持高效。” 

未来发展 

Cadence公司副总裁兼总经理 Chin-Chi Teng博士表示：“Imec 最先进

的基础设施能够在产业需求之前实现预生产创新，使其成为 EDA 行业重要

的合作伙伴。通过推广 2015年 Imec在业界第一个 5nm流片上所做的工作，

我们正在通过新的 3nm 流片实现新的里程碑，这可以改变先进节点的移动

设计的未来。”  （来源：www.imec-int.com/en/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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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传感器”可利用人工智能识别人物情感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 CAC公司从 2018年 2月 1日起开始提供一种视频

分析产品：“心传感器”（Ver.1.0），它利用基于人工智能（AI）的情感

识别技术分析人脸表情，并将读取的情感转换为数字信号。 

“心传感器”的情感识别功能可以分析出现在影片中的人物表情，并

能从影片中将人物的情感“读取”出来，以形成数字信号输出。因此，一

些商业公司可以利用自己拍摄的视频数据去解决各种社会调研（如客户满

意度调查）、产品开发中遇到的用户端问题。 

“心传感器”是由 CAC 公司利用 AffecTIva 公司提供的 Emo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平台进行情感识别。AffecTIva 公司于 2009 年

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独立出来，获得了多家风险

投资商的支持。 

“心传感器”特点 

- 根据影片/视频中人物的 34 个脸部关键点的动作，可以量化为 7 种

情感值、21种表情值、2 种特殊指标值。 

- 除了查看器之外，分析结果也能以 CSV 文件形式输出。 

- 因为可以在不需要外部网络连接的本地模式下运行处理，所以可以

安全地进行视频分析。 

如何使用“心传感器” 

- CAC 公司租用含有情感识别工具的软件和带有定期合同的认证软件

设备（USB 存储器类型认证设备）。 

- 用户可以在个人电脑（PC）上分析目标影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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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行各业对情感识别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用户对影片/视频分

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CAC公司决定开发一款易用的处理工具，让

用户只需准备影片/视频，就可以轻松分析其中的人物情绪。 

“心传感器”使得那些没有系统开发部门或情感识别人工智能（AI）

能力的公司和科研单位更容易使用和集成情感识别功能。对于希望更加深

入分析影片/视频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公司，可以购买 Affectiva公司的产品

SDK（软件开发工具包）。 

展望未来，CAC 公司计划发布新版本“心传感器”，可实现实时视频

分析（即时客户分析）、多人情感分析、人员识别等功能。 

- 2018 年 2月底：添加实时视频分析功能。 

- 2018 年 3月底：添加多人情感分析和人员识别功能。 

情感识别人工智能（AI）技术可以识别人类情绪，捕捉人脸图像，并

实时进行监测，从而实现自然情绪的高精度分类。因为它是基于深度学习

的技术，随着收集和分析海量人类表情数据的增长，其识别准确性将逐步

提高。                                       （来源：微迷） 

 

在 DARPA 项目支持下，美日中研究人员重新发明电感 

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的研究人员依托动态电感特性，采用工作在

10-50 GHz频率范围的夹层式多层石墨烯（MLG）设计了全球首个高性能电

感。新电感同时兼具小外形尺寸和高电感值（大约 1-2纳亨），表面积只有

传统器件的 2/3，但具有与传统器件相同的性能，适用于超紧凑无线通信

系统，满足在物联网、传感和能力存储/传输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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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等应用提出巨大需求 

物联网预计将在 2020 年前实现多达 500 亿物品的互联，到 2025 年前

潜在影响预计达到每年 2.7 到 6.2 万亿美元。该变革将需要数量庞大的由

射频集成电路（RF-IC）驱动的小型化、高性能和可微缩无线互联。另一个

重要领域，射频识别（RF-ID）也预计将在 2026 年前增长至 190 亿美元。

平面型片上金属传感器是 RF-IC 所用器件的主要类型，并且占据了芯片面

积多达一半的区域，也同样占据 RF-ID 体积的大部分。 

片上电感微缩难度大 

与已成功实现微缩的集成电路技术中的晶体管和内互联技术不同，片

上电感并不容易实现微缩。这是因为传统电感的设计是单独使用电磁场来

工作，因此需要一定数量的电感区域来捕获这些电场。而且，由于其低动

量弛豫时间，传统金属只有小动态电感。要微缩电感，就需要改进其的电

感密度。 

碳纳米材料提供解决方案 

研究发现，包括碳纳米管束和多层石墨烯在内的碳纳米材料具有高磁

电感和动态电感，是实现片上电感具有吸引力的材料，其动态电感等于或

甚至大于磁电感。因此能够使用这些材料来减少片上电感的尺寸，且不影

响电感值。在这些工作中，研究工作开始于将毫米尺寸多层石墨烯样品转

移到插入掺杂溴的隔离衬底上。 

层分离增加动态电感 

研究人员解释道：“夹层包括在多层结构中的两个其他‘主体’分子间

嵌入‘客体’分子，在本研究中分别是溴和 MLG。该夹层在 MLG 中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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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重要特性。首先，也可能是最关键的，它增加了相邻石墨烯层中的隔

离度。这增加了这些层‘去耦’的效果，并因此通过增加动量弛豫时间来

增加动态电感”。 

与其多层石墨烯相比，单层石墨烯因其线性电子能带结构，通常具有

明显更大的动量驰豫时间。而 MLG 中的层间耦合将单层的线性能带结构转

化为双曲线结构，带来了较低的动量驰豫时间，从而降低动态电感。 

电感的新工作机制 

其次，夹层能够对 MLG 进行掺杂，并增加其电感率，有助于改善其性

能（或 Q 因子）。此项研究工作可能会改变无线通信用模拟/射频集成电路

所用片上电感的实现方式，为这些器件提供出新的工作机制。“在不远的未

来，在持续监测重要健康指标和安全等应用中，当数十亿互联的物联网设

备互相之间发送和接收海量信息时，这些电感将变得很重要，并为实现更

智能生活提供前所未有的互联性。”              （来源：大国重器） 

 

清华航院在无创血糖测量上取得重大进展 

自我血糖监控是糖尿病管理的重要部分。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需要通过血糖仪进行手指采血来检测血糖。每天在采血部位进行针扎

取血，给患者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疼痛，更有心理上的紧张与焦虑。而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柔性电子技术研究中心冯雪课题组的新研究，可能

让全球四亿糖尿病患者摆脱“扎手指”血糖测量法，采用无创血糖测量以

进行血糖的长期监测。该研究成果于近日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

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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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力学—化学耦合原理的电化学双通道无创血糖测量方法，利

用可以与人体自然共型贴附的超薄柔性电子器件，对皮肤表面施加微弱的

电场，通过离子导入的方式改变组织液渗透压，调控血液与组织液渗透和

重吸收的平衡关系，驱使血管中的葡萄糖流出血管，并按照设计路径主动、

定向地渗流和扩散到皮肤表面，继而通过只有 3.8 微米厚的超薄柔性生物

传感器件进行实时、原位的高精度测量。 

为了实现皮肤表面的微量葡萄糖的精准测量，冯雪课题组在 1.2 微米

厚的薄膜上制备了具有四层功能层的类皮肤生物传感器。他们通过在器件

表面制备微结构，实现了纳米级厚度的电子介体的电化学沉积；同时利用

基于液体表面张力和蒸发毛细力的仿生液滴转印方法，利用自驱动的方式

将多层超薄生物传感器从制备基底上无损地剥离下来，实现整体厚度只有

3.8微米的类皮肤柔性生物传感器的制备。该传感器对葡萄糖测量灵敏度、

特异性很高，重复测量误差小于 1%。 

临床实验表明，无创血糖测量系统的测量结果与血糖仪测量结果的相

关系数达到 0.9 以上，达到了医疗级监测和诊断的标准，具有巨大应用潜

力。 （来源：清华大学） 

 

 

 

解密 Uber 自动驾驶系统：多重传感器保护为何撞死人？ 

当地时间 3 月 18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一辆优步自动驾驶汽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名女性死亡。这是首例自动驾驶汽车撞人致死事故，

关注度肯定会超过以往自动驾驶汽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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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表面上看，除了整体系统出现故障外，很难理解为何会发生

这样的致死事故，因为自动驾驶汽车在设计时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发

生。 

目前，Uber 已经在其所有正在进行路测的城市，包括匹兹堡、多伦多、

旧金山和凤凰城停止了所有的自动驾驶路测。同时，Uber 发表声明称，他

们将最大程度弥补受害者家属，并充分配合地方当局的调查。 

事故责任不在于 Uber？ 

就在外界纷纷指责 Uber 和自动驾驶技术之时，利桑那州坦佩警察局局

长却表示，根据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Uber 可能不存

在过错。 

从 Uber 自动驾驶汽车配备的摄像头拍摄的视频看，事故发生时，该妇

女横穿马路的方式，无论当时 Uber 的自动驾驶汽车是在有人驾驶还是自动

驾驶模式下，都很难避免该起事故的发生。 

Uber的自动驾驶测试车前排座位上的司机也表示，因为受害人突然的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根本反应不过来。他所收到的第一个交通事故警报，

就是二者相撞的声音。 

同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前主席马克·罗森克也称，公众不应

对 Uber 自动驾驶汽车致死事故反应过度。他提醒称，美国平均每年发生逾

600 万起交通事故，造成 6000 名行人和近 40000人死亡。“但这起事故仍

将是一个阻碍，我们必须设法应对来重获公众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信任，”

他说道。 

但值得强调的是，此次事故发生地区限速为每小时 35 英里（约 5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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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但 Uber 汽车当时速度为每小时 38 英里（约 61公里）。显然，超速可

能也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揭秘 Uber 自动驾驶系统 

一般来说自动驾驶汽车都会配备多套安全系统，就算一个系统失效，

另一个系统也应该能够发挥作用。除非所有系统都出现故障外，一般很难

会发生这样的致死事故（当然，除了那些无法预测的一些突发情况，比如

正常在人行道上行走的行人突然冲入到自动驾驶汽车前，无论是人类司机

驾驶的汽车还是自动驾驶汽车都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措施，从而避免

事故发生）。 

Uber 自动驾驶汽车配备了一整套传感器 

意外进入行驶路径的人或物几乎是自动驾驶汽车工程师首先考虑的突

发事件。这种情况有很多，例如突然停下来的汽车、一只鹿、过路的行人。

工程师在设计自动驾驶系统时会尽早发现他们，确认并采取适当措施，可

能会减速、停车、迂回等。 

Uber自动驾驶汽车配备了多个不同的成像系统，它们既可以执行普通

任务(监控附近汽车、标记和车道线)，也可以执行特殊任务，例如上述让

汽车减速等措施。在这起事故中，能够拯救受害者的图像系统应该不少于

四个。 

顶部激光雷达 

这个位于汽车顶部的桶状物体就是激光雷达系统，它能够以每秒多次

的速度生成汽车周围的 3D 成像。激光雷达使用了红外激光脉冲，遇到物体

后会反弹，返回到传感器，从而在白天或晚上相当细致地侦测静止和移动



信息参阅   •    2018年第 2-3 期 

 - 19 - 

的物体。 

大雪和浓雾会让激光雷达的激光器变得模糊，准确性会随着距离的变

长而降低，但是在几英尺到几百英尺内，顶部激光雷达依旧是非常重要的

成像工具，几乎存在于每辆自动驾驶汽车上。 

激光雷达生成的影像 

如果顶部激光雷达单元运行正常，在没有被完全遮挡的情况下，它应

该能够分辨出受害者。同时，汽车距离行人还有 100 多英尺远(30 多米)，

可以把行人成像传送给“大脑”进行核对。 

 

图 2 Uber 自动驾驶汽车的传感器配置 

前端雷达 

和激光雷达一样，雷达发出信号，等待它弹回，但使用的是无线电波，

而不是激光。这使得雷达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因为无线电可以穿透雪

和雾，但是也会降低分辨率，改变其距离像。 

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 Autopilot 主要依赖雷达 

根据 Uber 部署的雷达数量不同，它所提供的距离像可能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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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很可能在汽车前后部署了多个雷达，以实现 360 度无死角覆盖。如果

Uber是为了给激光雷达提供补充，那么雷达与激光雷达的成像可能会存在

大幅重叠，但是更多雷达可以用于侦测其他车辆和更大型障碍物。 

短焦和长焦光学相机 

激光雷达和雷达易于确定物体的形状，但并不擅长读取标记，理解物

体颜色等。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可见光相机，它内置了精密的计算机视觉算

法，能够对成像进行实时分析。 

Uber 自动驾驶汽车上的这些相机密切关注标志着汽车刹车(突然亮红

灯)、交通灯以及穿越十字路口行人的指示器标记。汽车前端尤其会使用多

角度、多种类型的相机，这样才能获取汽车前进道路的完整图像。 

侦测行人是工程师们试图解决的最常见问题之一，这种算法已经非常

成熟。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作“分割”图像，一般还会涉及标记、树木、人

行动等。 

光学相机拍摄的图像 

对于相机来说，夜间工作很困难，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不过，

这个问题交给前两个系统来解决，激光雷达和雷达能够在夜间工作。即便

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下，穿着全黑衣服的人也能够被激光雷达和雷达

识别。随后，这些雷达就会向汽车发出警告，应该减速或者通过汽车大灯

确认行人。这可能就是自动驾驶汽车通常没有夜间视觉系统的原因。 

安全司机 

人类很擅长发现障碍物，即便是人眼没有激光器。人类的反应时间不

是最好的，但是汽车不会做出反应或者做出错误反应，经过训练的安全司



信息参阅   •    2018年第 2-3 期 

 - 21 - 

机会做出正确反应。 

值得指出的是，自动驾驶汽车中还有一个中央计算单元，它能够收集

各个传感器提供的信息，然后生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汽车周围环境成像。 

小结： 

随着 Uber、当地执法部门、联邦机构对这起事故的调查，更多细节将

会披露出来。虽然目前这起事故仍处于调查当中，但不论最终结果如何，

都将会对自动驾驶测试的未来以及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上的使用产生巨大的

影响。或许，因为此次事故，全球各地的无人驾驶路测监管将进一步加强

力度。                                   （来源：网易、工控自动化） 

 

“优步自动驾驶”撞死人 专家:测试不应过早进入城市 

近日，美国一辆优步自动驾驶汽车在进行道路测试时将一名女性撞亡。

这或许是全球首例自动驾驶车辆撞死行人的事故。目前，优步已暂停北美

地区自动驾驶实地测试活动。 

专家称事故对无人驾驶敲响警钟 

事故发生后，引发国内外关注。美国前交通部长安东尼·福克斯在推

特上称：“该事故是对整个无人驾驶行业和政府的警示，应更加注重技术

的安全性。”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高级工程师林建也认为，这次事故对“无人驾驶”

开发企业是一个警示。目前自动驾驶技术还处于发展期，开发企业应投资

兴建自己的实验场地，不应过早进入城市道路进行测试，不能将风险转嫁

到社会公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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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 1：自动驾驶目前存在哪些缺陷？ 

传感器无法确保 100%的准确率，需与高精度地图融合。对于这次优步

自动驾驶车辆致路人死亡事件，自动驾驶车辆高精度地图产品专家姚灿认

为，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尚需在研发、测试环节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汽

车行业也应始终保有一颗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总体上来说，国外的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早于我们，也相对比较成熟，

当下我国企业正处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弯道超车阶段，从业者务必小心谨慎。”

姚灿表示，这次事故也暴露了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难题，就是在对周围物

体的识别上，需要收集大量图片信息对车辆进行“训练”，使其在绝大多

数情境下都能准确识别前方为何物，是人？是障碍物？还是仅是一个阴影。 

“因为光线原因，在一定场景下，摄像头的确存在无法识别前方物体

的情况，此时，自动驾驶车辆上的毫米波雷达、红外线传感器以及其他传

感器就应该起到各自作用。”姚灿说，但任何一个传感器都无法确保 100%

的准确率，因此就需要多种传感器与高精度地图的融合。 

姚灿介绍，从安全角度而言，通过一张辅助的高精度地图提前对道路

场景进行预设，有助于避免交通事故。普通导航地图主要供人进行参考，

而高精度地图是给机器看的，更像是一个传感器，它收集了大量道路信息，

准确的道路形状，车道之间的车道线，道路隔离带和材质，甚至道路上的

箭头、文字内容等都有相应描述。 

追问 2：如何减少自动驾驶路测风险？ 

企业应投资兴建实验场地，不应过早进入城市道路测试。就这次事故，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高级工程师林建认为，它对“无人驾驶”开发企业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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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警钟。目前自动驾驶技术还处于发展期，很不完善。传统汽车制造企

业都有自己的汽车实验场，会对车辆速度、可靠性、性能进行一系列先期

测试，以减少在路测实验的风险。“‘无人驾驶’开发企业应投资兴建自

己的实验场地，尽可能模拟道路测试环境，不应过早进入城市道路进行测

试，不能把风险转嫁到社会公众身上。”林建说。 

林建介绍，按照传统研发汽车的路测规则，路试主要测试车辆在不同

道路环境及极端情况下的应对能力，车辆在荷载状态下进行 8 万公里测试

都是一个比较低的要求。他认为，本次事故充分说明自动驾驶汽车面对的

情况更复杂，要求也应该更严格。 

同时，林建表示，部分国内企业提出近几年实现自动驾驶汽车量产的

目标还为时尚早，发展自动驾驶车辆切不可急功近利。“部分企业出于融

资等商业角度考量，过早对其自动驾驶技术进行宣传，有些急功近利。现

在谈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还有些为时尚早，应更加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

他认为，发展自动驾驶应着眼于其智能辅助性质，其根本目的是将由于驾

驶人经验不足、身体原因而带来的交通隐患降到最低，而不是把方向盘交

给电脑。对于自动驾驶的探索，应从智能辅助驾驶，到限定条件下的自动

驾驶，再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逐步进行。 

■ 监管：京沪出台办法规范自动驾驶 

在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全球范围内不少科技公司和汽

车制造商们都在研发、测试各自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允许自动驾驶车辆

进入社会道路测试，如何保障公众的人身安全成了摆在政府部门和相关企

业面前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 



信息参阅   •    2018年第 2-3 期 

 - 24 - 

据了解，北京、上海两地已先后发布自动驾驶车辆的道路测试规定，

从行业准入门槛、道路测试流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等多个维度来

规范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 

2017年 12 月 18 日，北京率先为自动驾驶车辆测试“立规矩”，制定

发布《加快推进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和《自动驾

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两个指导性文件。上海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发布《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行)》。 

京沪两地都明确要求，相关企业单位必须为测试车辆购买相应保险。

测试时，自动驾驶车辆应处于“有人驾驶”状态，每辆车都须配备有一定

驾龄、熟悉自动驾驶系统的测试驾驶员。一旦发生事故将按现行道路交通

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处理，由测试驾驶员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京沪两地还明确，自动驾驶测试车辆在进入社会道路测试前，

必须在封闭测试场内进行过不少于规定里程与规定测试环境的测试，测试

结果经专家评审认定，具备条件才允许上路测试。社会测试道路的选择须

避开繁忙地段，测试时间段须避开早晚高峰，减少对正常交通的影响。 

目前，北京首个自动驾驶试运营基地已落户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划定全长 7 公里的半开放实景测试道路。上海市则在嘉定区上海汽车博览

公园附近划定 5.6公里长的道路，作为自动驾驶的开放测试道路。 

（来源：新京报） 

 

北京开放 33 条自动驾驶测试道路，百度获首批牌照 

新华社记者 3 月 22 日从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联席工作小组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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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评审，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北京市首批自动驾驶

测试试验用临时号牌。同时，明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义区和海淀区

的 33条道路作为首批开放测试道路，总里程约 105 公里。 

百度自动驾驶技术总监陶吉介绍，北京自动驾驶测试分 T1 至 T5 五个

能力等级，百度此次领取到牌照的 5辆车是通过了 T3 能力等级评估，可在

相应能力等级的道路开展测试的车辆。目前自动驾驶车辆都配备了摄像头、

车载显示设备和 GPS 定位系统等，运用高精度地图，能实现 360 度全方位

监测，通过多种设备配置计算车辆的位置和状态。 

为保证交通安全，测试道路都选在五环以外，避开住宅区、办公区、

医院、学校等人流量车流量集中的区域。测试道路上均安装了明显的自动

驾驶测试路段指示标识，自动驾驶测试车辆上也统一张贴醒目的自动驾驶

测试车身标识，便于公众识别。同时，北京市还认定了首个封闭测试场

——“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京冀）示范区海淀基地”，测试场占地

约 200 亩，囊括了城市、乡村等多种道路类型。 

据了解，所有申请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自动驾驶汽车须通过 5000 公里

以上的封闭测试场日常训练和相应等级的能力评估，只有达到了一定能力

水平，并通过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才能够申请道路测试。测试驾驶员须通过

不少于 50 小时的培训和训练，能够随时接管自动驾驶车辆。（来源：新华网） 

 

 

 

2018 年传感器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 

传感器技术是一项当今世界令人瞩目的迅猛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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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和投入开发，传感器发展十分迅速。目前世界

上从事传感器研制生产单位已超过 6500 家。美国、欧洲、俄罗斯各自从事

传感器研究和生产厂家 1000 余家，日本有 800余家。 

新兴传感器拉动市场增长 

目前，部分传感器市场比如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

水平传感器已表现出成熟市场的特征。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

感器的市场规模最大，分别占到整个传感器市场的 21%、19%和 14%。传

感器市场的主要增长来自于可穿戴设备传感器、MEMS 传感器、生物传感

器等新兴传感器（详见 P30 图 3）。 

全球的传感器市场在不断变化的创新之中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传

感器领域的主要技术将在现有基础上予以延伸和提高，各国将竞相加速新

一代传感器的开发和产业化，竞争也将日益激烈。新技术的发展将重新定

义未来的传感器市场，比如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光纤传感器、智能传感器

和金属氧化传感器等新型传感器的出现与市场份额的扩大。 

2017 年全球传感器规模近 2000 亿，中国增长最快 

近年来，全球传感器市场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09 年和 2010 年增长

速度达 20%以上；2011 年受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传感器市场增速比 2010

年下滑 5%，市场规模为 828亿美元。随着全球市场的逐步复苏，2012 年全

球传感器市场规模已达到 952 亿美元，2013 年约为 1055 亿美元。随着经

济环境的持续好转，市场对传感器的需求将不断增多，2016 年市场规模突

破 1700 亿美元，增速达到 9.7%（详见 P30 图 4）。 

目前全球传感器市场主要由美国、日本、德国的几家龙头公司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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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美国、日本、德国占据近 70%的市场份额（详见 P31 图 5）。 

国内企业竞争力弱，传感器市场七成被外资企业垄断 

全球传感器市场的主要厂商有 GE 传感器、爱默生、西门子、博世、意

法半导体、霍尼韦尔、ABB、日本横河、欧姆龙、施耐德电气、E+H 等，中

国传感器市场中 70%左右的份额被这些外资企业占据。 

在全球消费类惯性传感器（加速度计+陀螺仪）市场，意法半导体处于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占据四成左右的市场份额，旭化成微电子、应美盛、

博世紧随其后，这四家惯性传感器厂商占据了 75%的市场份额。 

磁力计（3轴电子罗盘）与 6 轴电子罗盘（磁力计+加速度计）因为具

备较强的定位功能而广泛应用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类产品。其中日

本旭化成微电子长期稳居龙头位置，在智能手机领域的电子罗盘的市场份

额高达 80%。 

传感器应用集中在家电和汽车市场 

传感器市场以消费类产品为主，其中家电用占比最高，达到 23.15%；

其次是汽车用传感器，比重为 18.52%；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与设备用位居

第三，比重为 10.65%；医疗器械、飞机和船舶、机械工程、工业机器人及

环境保护应用比重均未超过 10%（详见 P31 图 6）。 

随着近几年全球汽车电子市场规模以每年 15%-20%的速度增长，车用

传感器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增长较快的是车身控制相关的部分，包

括空调、仪表和遥控装置。预计到 2025 年该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 88.4 亿

美元，复合年增长率将达 9.70%。 

目前，汽车传感器领域普遍受到市场关注。欧洲依然是汽车传感器的



信息参阅   •    2018年第 2-3 期 

 - 28 - 

最大市场，占全球汽车传感器市场份额的 22.50%；其次是中国，占比为

14.20%。亚太地区预计将引领全球汽车压力传感器市场，北美和欧洲市场

紧随其后（详见 P2图 7）。 

传感器作为物联网的心脏，发展空间巨大 

物联网的系统架构一般由感知层、传输层和应用层组成，其中，感知

层主要由传感器、微处理器和无线通信收发器等组成。根据麦肯锡报告的

预测，到 2025年物联网带来的经济效益将在 2.7 万亿到 6.2 万亿美元之间

（详见 P2 图 8）。其中，传感器作为数据采集的入口、物联网的“心脏”，

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A novel flexible pressure sensor array for depth information of radial artery 

 

SuLiu,ShaolongZhang,YitaoZhang,etc..Journal of Sensors and Actuators A: 

Physical. Volume 272, 1 April 2018, Pages 92-101 

 

Abstract: Pulse wave collection from multi-points of radial artery under 

different static pressures is an essential method to diagnose disease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ly-used measuring instruments. 

Single-type sensor has limitations to pulse wave acquisition. It is not enough to 

set three sampling points to detect variation trend of radial artery pulse wave.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wrist surfaces and mutual interference of sensors are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731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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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lected.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flexible compound pressure sensor array 

for measuring radial artery pulse wave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Our compound pressure sensor consists of a piezoelectric sensor and a 

piezoresistive sensor which are used to measure pulse wave and static pressure 

separately. A bending structure of the sensor could guarantee the signal intensity 

and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inverted waveform. In this study, poroelastic 

materials are used to achieve flexible connection and decrease interference 

among sensors. In addition, the amplitude characteristics of pulse wave in radial 

artery are described and the arrangement and size of the sensor array is designed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Anti-interference, repeatability and validation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nsor arra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exible compound pressure sensor array not only reflects 

depth information of radial artery pulse wave under a wide range of static 

pressures, but also has good repeatability and anti-interferenc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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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全球传感器细分产品竞争格局 (详见 P26文字) 

 

 

 

图 4：2010-2017 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增长情况 

（单位：亿美元）(详见 P26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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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全球传感器区域分布(详见 P27文字) 

 

 
图 6：全球传感器市场应用领域格局 (详见 P27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