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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事件解读 

2018 年 4 月 17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的制裁决定，禁止美国公司

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软件、技术与商品 7 年，有效期到 2025 年 3 月

13 日。随后 Intel、高通、AMD 等科技巨头将执行这一决定；因为不掌控

高端芯片和核心技术、依赖进口，中兴被卡住了短板，年收入 1088亿元的

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企业会进入“休克”状态，近 8 万中兴员工会面临失

业。 

冷静的说，摧毁中兴的表面看虽然是美国商务部一纸决定，且目前情

况出现转机，背后却是企业自身致命弱点，这一弱点在中国科技产业领域

非常普遍。中国信息通信业长期以来“缺芯少魂”问题浮出水面，从中兴

单一企业问题扩散到全行业危机反思，并在中美贸易争端、政府科技决策、

公众利益关注、资本转向等领域带来连锁反应。 

在物联网领域，中国的 NB-IoT经过 1年的准备，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业务发展大幅领先其他国家和竞争对手，是否也存在“芯病”隐患？ 

一、芯片对 NB-IoT的发展有多重要？ 

未来三年将是国内 NB-IoT 大发展年，预计在 2018 年全国将建成超 80

万 NB-IoT 基站，实现超 6000 万 NB-IoT 连接；决定 NB-IoT 规模普及的是

NB-IoT 模组性能与成本优势。 

目前看，NB-IoT “广域覆盖、低功耗、海量连接”的性能优势在商业

项目中已经得到很好验证，但低成本特性却体现不充分。为此中国电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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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 亿元模组补贴，并进行了 50万模组集采招标，将 NB-IoT 价格拉低 36

元上下，逐渐逼近 2G 模组价位水平。 

模组成本的 40-50%是芯片，模组成本下降意味着芯片补贴带动成本下

降，在模组成本下降的 2017 年第四季度，同期华为 NB-IoT boudica 芯片

出货量超千万。 

NB-IoT 芯片负责 NB-IoT 蜂窝物联信号的接收、处理和数据保存等功

能，可以说在 NB-IoT 产业中，芯片是 NB-IoT 发展的关键要素，谁掌握了

芯片，谁就掌握了产业话语权。 

二、中国 NB-IoT 是否存在“芯病”？ 

中兴董事长殷一民的 4月 20日新闻发布会说明中兴并不是没有自己的

芯片，真实情况是中兴核心零部件大量使用自己研发设计的专用芯片，被

卡脖子的是大量外购的通用器件，这些通用器件包括 CPU，DSP，FPGA，存

储器等。目前国际上通用芯片的代表企业有 Intel、AMD、IBM、Freescale、

德州仪器等。 

从目前已知的数据可知，通用芯片基本上被老牌的欧、美、日、韩等

科技巨头垄断。NB-IoT 基带芯片中的 CPU 处理器、信道编码器、DSP、调

制解调器、接口模块等也大多数使用上述科技巨头芯片。据业内统计，

NB-IoT 基带芯片 TOP 10 企业为高通、Intel、小米、中兴微电子、Nordic、

Sequans、RDA（紫光旗下锐迪科）、联发科、华为海思和 Riot Micro。 

据悉，全球 NB-IOT 芯片企业除了高通、intel 中兴微电子、小米等 4

家企业采用自主研发的 CPU 通用芯片技术之外，其他多数芯片企业均采用

通用 ARM芯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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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NB-IoT 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NB-IoT 芯片近 1 年才陆续面世，

由于不掌握充分信息，还很难判断我国 NB-IoT 是否真正存在“芯病”，但

从大量采用 ARM技术和芯片现状来看，这种隐忧是存在的。 

中兴事件出现后，建议国内 NB-IoT 芯片巨头，保持警惕性，在 5G 万

物互联时代到来之际，抓住弯道超车机遇，强化物联网底层芯片核心技术

研发，朝着芯片技术顶端迈进，即使近期不能掌控主导权，近期也不能在

技术冲突中太被动。 

三、结论与展望 

中兴事件对中国科技界的震动是巨大的，大量采用国际通用芯片是个

行业普遍现象，如果因为外国法律禁止中国企业集成国外通用芯片导致企

业经营崩溃，这不是中兴个案，而是涉及成千上万的科技企业，为什么科

技企业普遍的大量外购通用芯片？ 

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通用芯片研发生产特点决定的。芯片投入规

模比较大，系统复杂，周期长、风险大，不是一般企业可以承受的。投入

大，在 NB-IoT 领域，一款 NB-IoT 芯片的研发要花几个亿，如果芯片不能

销售数千万片，就会亏钱，产量大的研发分摊薄，产量小的研发分摊巨高，

芯片不卖上几千万颗就是亏钱。 

周期长也是问题之一，比如芯片从研发到销售，先后经历设计、系统

开发与原型验证、晶圆测试、封装等十余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分为数十个

细节，任何一个细节考虑不到或者出错，都有可能导致投片失败；一个成

熟芯片研发，可能需要多次的投片验证，工序多达 5000 个,周期一般在 3-5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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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经济上考虑，企业投身通用芯片研发经济上也不合算，从效益化

的理性分析看，能买到便宜实惠的，为什么要自己花大价钱从零起步？市

场上销售的通用芯片不仅成熟，并且在摩尔定律的驱使下，芯片的性价比

大幅提升，拿来就用很合算。 

新兴企业另起炉灶，挤进高门槛，垄断通用芯片领域，即使获得一定

生存空间，但很快感受到技术进步压力，在人家赛道上与 Intel、高通、

AMD、三星等巨头贴身肉搏，胜算极小。 

中国科技企业是不是没有出路？不见得。 

每一次科技浪潮出现均诞生新一批科技巨头，新一代物联网技术

NB-IoT、5G 车联网、边缘计算等的出现，给中国科技企业提供了弯道超车

的机会。国内 NB-IoT 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芯病”问题并不凸显，因此

沿着既有芯片发展轨道，惯性发展，没有突围期望。 

国内很多科技企业需要在新的 5G 万物互联浪潮中寻求新机遇，围绕核

心技术和芯片掌控力提升这一目标，或投入巨资自研，或开展投资并购，

长远布局，才能真正剔除“芯病”。           （来源：http://www.cctime.com） 

 

中兴事件给我们狠狠地上了一课 

美国封杀中兴的事件虽然已经结束，美国东部时间 5 月 25 日，美国商

务部已经就解除对中兴公司的销售禁令，通报了美国国会，但现实也给我

们狠狠地上了一课。 

中兴可以活过来，但必须接受这些条件：1、中兴管理层和董事会彻底

洗牌！2、更高安全保障，必须听美国的！3、中兴购买更多美国产品！4、

http://www.c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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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13 亿美元！ 

落后就要挨打？ 

2017 年，中国进口商业芯片共计花费 13640 亿人民币。而在过去十年，

中国进口芯片费用超过 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2017年中国 GDP的整整 1/8。 

实际上，美国在军用高端芯片上一直对中国实施禁运，当年波音公司

因为卖出的飞机上使用了军用级芯片，被美国政府罚了好几个亿！足见美

国提防中国有多紧！好在中国今天的军事装备上的芯片都已经完全国产化。

中国的部分军用级别的芯片在性能上部分已经达到国际顶尖水平，曾有欧

洲专家来我国考察后认为：中国的航天级电子元器件的水平和美国最先进

水平只有 1 到 2 年的差距。只是国产芯片仍有一些缺陷，中国企业的芯片

体积稍大、能耗高。 

相信很多人都清楚，中兴不过是在此次贸易战中被抓了典型而已，中

美间的对抗已经从最初的贸易之争、政治分歧等层面，上升到了一个全新

的高度——话语权之争，而这个话语权就是“芯片”！ 

在 2018 年 4 月 22 日，福州举行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阿里巴

巴董事长马云在开幕式上曾这样表示：真正的大企业不是看市值有多大，

而是担当有多大，不是看市场份额有多大，而是看是否掌握了核心和关键

的技术。今天中国只有 BAT 这样的大互联网公司是不够的，中国需要一大

批超越 BAT 的大公司和超级公司。 

在核心技术上需争高下，大企业需要当仁不让。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

就是在别人的基础上砌房子。相信只要团结一致，潜心研发，一定可以拥

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在核心技术上不再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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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阿里巴巴集团前几日宣布全资收购中国大陆唯一的自主嵌入式

CPU IP Core 公司--中天微。中天微是具有相当的芯片研发能力的，可见

马云的高瞻远瞩，核心技术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的华为，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占到企业年收入的 10%以上，这样

的投入是非常的大的，这也难怪华为能做到中国国产手机第一，进入世界

500 强。 

世界上的许多大互联网公司都是很注重核心技术的研发的，核心技术

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更新换

代频繁的互联网行业立于不败，才能走的更远。 

客观的说，中国的科技实力近年来正在快速提升。根据 2017 年在日内

瓦发布的《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 22，是

前 25 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在 2017 年总

投入达到 1.75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总量比上年增长 11.6%，是世界第

二大知识产出大国；中国拥有 8100 万科技工作者，1.7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

或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回国人才超过 110 万，是前 30 年回国人数的 3

倍…… 

“5G”时代即将来临，伴随着我国互联网科技力量不断的强大，我们

需要共同努力、坚持奋斗，坚持不懈打赢一场“核心科技之战”。 

 

 

 

国家级智能传感器创新联盟成立 

为促进协同创新、跨界融合、联合互补、合作共赢，面向我国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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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统筹我国传感器领域的

创新资源，在工信部、中国工程院的指导下，由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重庆大学、河南汉威科技集团、沈阳仪表研究院、歌

尔微电子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广泛联合智能传感器领域的生产制造企业、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用户等单位，2018 年 4 月 28 日“智能传感器创新

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召开。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巡视员毕开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

校长尤政，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蒋庄德，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常务副理事长吴幼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赵玉龙，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云春等参会并致辞。 

大会审议通过了理事单位及理事、理事长，联盟理事长为尤政、常务

副理事长为吴幼华，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蒋庄德，审

议通过了聘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彤为联盟秘书长。大会由

张彤主持。 

毕开春在大会上发言指出，传感器是发展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

网和工业大数据的关键器件，更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产品，实施《中国

制造 2025》，尤其是智能制造工程是紧密扣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智能传感器是信息感知和数据采集的源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智能

传感器产业技术创新对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具有强基固本的

作用，组建创新联盟十分必要。 

大会上，尤政做了“智能传感器与中国制造”的主旨报告。他表示，

要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强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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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整体布局，把智能传感器列为“国家目标”，成为“国家战略”项目。

传感器产业的技术进步不能一蹴而就，根本需要传感器在自身的产业链上

整体提升。各企业在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时，要注重企业优势，充分立足国

内的产业基础，在良好基础上实现创新和突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担任联盟的理事单位，所长助

理郭猛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               （来源：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美高校联合研究出借助量子力学概念的高灵敏度微型无线传感器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韦恩州立大学和密歇根理工大学组建的

高级科学研究中心（ASRC）的研究人员在《自然·电子》上发表了一篇新

文章，展示了借用量子力学的概念研制的具有远远超出常规能力的新传感

器。 

微型无线传感器能够帮助人们测量以前难以进入的空间，为环境监测

提供了新方法，例如有毒区域、车辆部件或人体内部难以到达区域等。这

些传感器设备所工作的环境要求其体积极小，但是研究人员一直无法有效

的提升这些设备的数据质量和灵敏度。 

由 ASRC 光子学研究部主任 Andrea Alu 领导的团队和韦恩州立大学教

授 Pai-Yen Chen 一起开发了一种设计微传感器的新技术，可以显著提高灵

敏度。 

Alu 说：“在推动传感器小型化以提高其分辨率并实现大规模网络传感

设备方面，提高微传感器的灵敏度至关重要。我们的方法通过引入广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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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性条件来满足这种需求，从而实现小型化设备的高质量读数。” 

高灵敏度数据传输的关键 

他们的方法涉及使用等谱奇偶时间倒数缩放或 PTX 对称来设计电子电

路。“阅读器”与符合 PTX 对称性的被动微传感器配对，这对器件实现了高

度敏感的射频读数。 

这项工作基于量子力学和光学领域的最新进展，这些最新研究表明，

在空间和时间反演，或奇偶校验时间（PT）对称下，系统是对称的。这些

理论为传感器设计带来了优势。 

研究人员能够在基于射频电子电路的遥测传感器系统中显示这种现象，

与传统传感器相比，该系统的分辨率和灵敏度显著提高。 

研究意义 

基于微机电（MEMS）的无线压力传感器利用了先前 PT 对称器件的灵敏

度优势，但关键的是广义对称条件允许器件小型化，并且使得在小型电子

电路内的低频率下有效实现。 

在物联网和大数据时代，这种网络对于无线健康、智能城市以及动态

收集和存储大量信息以进行最终分析的网络物理系统非常有用。 

Chen 说：“开发具有高灵敏度的无线微传感器是生物植入、可穿戴电

子、物联网和网络物理系统实际应用的主要挑战性问题之一，虽然微型微

机械传感器已经取得了进步，但自从遥测技术发明以来，遥测技术的基本

技术基本上没有改变。我们研究的这种新的遥测技术将使成功探测无触点

微传感器的微小物理或化学激励成为可能。”         （来源：大国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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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明一种可自然降解的应变及压力传感器 

在英国《自然·电子学》杂志 5月 14日在线发表的一篇动物研究论文

中，美国科学家介绍了一种可移植、可伸展的应变及压力传感器，可以在

有效使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该装置将用于实时监测受损软组织所受的微

弱应力和压力变化，有助于为患者设计个性化的康复方案。 

传感器技术早已“轻松”应用于多种不同的环境，它们能集成到小型

化的发射器或接收器系统中，也能与人体直接接触服务于医疗应用。这其

中，可降解传感器是一种新兴技术，它们在预定的使用期限结束后会自然

降解，因此不需要通过二次手术取出来。 

但是，生物相容性微传感器的生产目前还是一个非常耗时和昂贵的过

程，现有的这类传感器的感应性能十分有限，或是其生物相容性还未经证

明。 

此次，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研究人员佩吉·福克斯、斯坦福大学鲍哲

南及他们的同事，报告了一种由完全生物可相容材料构成的、可伸展、可

生物降解的应变及压力传感器。这一可移植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能够区

分小到 0.4%的应变和 12Pa 的压力(一粒盐产生的压力)变化。 

为了测试该传感器的生物相容性，研究团队将其移植进一只大鼠的背

部。在移植手术 8周后，未观察到负面炎症反应(除了第 1 周出现初期炎症

反应)。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能够控制传感器的降解，使其寿命与组织愈合所

需的时长一致。此外，经过一定的设计，在降解过程中，该传感器的灵敏

度也不会有明显下降。               （来源：http://sensor.of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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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及其制动片磨损传感器 

公开公告号：CN207374372U                公开公告日：2018.05.18 

申  请  号：CN201721142195.9            申  请  日：2017.09.07 

申请（专利权）人：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发明人：童柏超;M·舍尔;赵德升 

摘要：一种车辆及其制动片磨损传感器，其中制动片磨损传感器包括感应

单元和与感应单元固定连接的本体单元，感应单元还包括磨损感应件，本

体单元和感应单元的延伸方向相互成一定角度，该角度大于 0 度，小于 180

度。 

 

 

 

MEMS 压力传感器市场和技术-2018 版（节） 

据麦姆斯咨询介绍，汽车产业是 MEMS 压力传感器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大

的市场。其中，动力传动系统应用占比超过 50%，其次是安全应用，轮胎

压力管理系统（TPMS）则是最大的单一汽车应用。受二氧化碳减排和汽车

自动化推动，压力传感器在未来五年的应用将持续增长，尤其是在中国，

因为中国的法规要求在多个应用中使用压力传感器，包括：TPMS、柴油和

汽油颗粒过滤器（DPF、GPF）以及燃油蒸发控制系统（EVAP）。 

汽车和消费类应用将继续推动压力传感器市场增长 

得益于近些年压力传感器在高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中的快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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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类市场现已成为第二大压力传感器市场。并且，受室内导航和室外导

航等新用户案例的驱动，压力传感器将进一步向安卓（Android）中低端智

能手机普及。压力传感器成本的降低，以及更高的精度和改善的功耗，也

使新应用的发展成为可能，例如可穿戴设备、电子香烟、无人机和智能家

居等。 

航空电子和高端应用仍然是压力传感器的利基市场，但得益于活跃的

飞机市场和 MEMS 压力传感器对传统技术的取代，因此展现了最快的市场增

长率。 

由于医疗和工业市场在应用端没有显著的改变，因此这两块市场正以

平稳的速度增长。不过就应用而言有一例外，新型智能医疗吸入器介于医

疗和消费类市场之间，为未来多种医疗消费类物联网应用打开了大门。 

总体而言，MEMS 压力传感器市场的年增长率预计为 3.8%，到 2023 年

总体市场规模将增长至 20 亿美元。本报告了为每种压力传感器市场和应用，

分别提出了主要的驱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并提供了精确的市场规模预测和

出货量预测（详见 P16 图 1）。 

汽车类、消费类、医疗类等和高端市场的竞争格局各异 

在市场规模最大的汽车类和消费类市场，Bosch（博世）显然是占主导

地位的领导者。Bosch 成功地利用了其在汽车领域的经验和领先地位，逐

渐成为新兴消费类市场的领导者。 

Bosch 集合了两个市场的产能以降低成本，并进一步增强了其竞争优

势。Infineon（英飞凌）、Sensata（森萨塔）、Denso（电装）和 Melexis

（迈来芯）等其它厂商则专注于汽车类市场，而 ST Microelectronic（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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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半导体）和 Alps（阿尔卑斯）则主要服务于消费类市场。只有 TE 

Connectivity（泰科）和 NXP（恩智浦）在多个市场都有涉足。MEMS 压力

传感器主要厂商大多为活跃于多种 MEMS 传感器市场的大型集团，其中包括

惯性、压力和气体传感器器件。垂直集成多见于汽车行业的 Bosch、Denso

和 Sensata 等厂商，但消费类市场并不常见，因为消费类系统较小，因此

不需要一级组件供应商。 

中小规模的医疗类、工业类、航天电子和高端市场包括了许多相同的

主要厂商，包括 Honeywell（霍尼韦尔）、Amphenol（安费诺）、NXP、TE 

Connectivity、Omron（欧姆龙）、First Sensor、Merit、Elmos SMI 和 TDK。

这些厂商通过面向多个市场，提供附加值的模组，来促进业务增长。当然，

也有一些专门聚焦航天电子和高端市场的厂商，例如 Kulite 或 Memscap。 

Amphenol 和 GE（通用电气），Sensata、Schrader（施耐德）和 CST，

TDK 和 Invensense 以及 Qualcomm（高通）、NXP 和 Freescale（飞思卡尔）

之间的合并和并购（M&A）都涉及了压力传感器业务，因此相关业务变得更

加集中。该领域未来的并购预算可能会超过 1 亿美元。本报告列出了未来

可能的并购标的，并将其排名以帮助并购决策。 

技术趋势：汽车电气化将改变压力传感器市场 

MEMS压力传感器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基本可以分为压阻式和电容式

两类。这两种技术没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压阻式技术无疑是引领市场的

主流，并将继续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我们认为该领域不会出现较大的技

术突破，主要是渐进式的技术改进，像所有半导体产品一样，微型化变得

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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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系统级层面将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汽车领域，该领域

已经受到了汽车电气化和自动化所带来的影响。汽车电气化对于包含内燃

机引擎的 HEV（混合动力汽车），影响将是正面的，因为内燃机引擎需要使

用多个压力传感器。但是，对于 ZEV（零排放车型）（包括纯电池车辆 BEV

和燃料电池车辆 FCV），它们没有内燃机，因此也去除了对动力传动系统传

感器的需求。 

而汽车动力传动系统占据了汽车 MEMS压力传感器总需求量的 51%，因

此，领先的动力传动系统压力传感器制造商（如 Bosch、Infineon、Denso）

需要考虑它们未来的业务规划。不过，汽车电气化和自动化带来的市场变

化，或将超过 10 年（详见 P16 图 2）。             （来源：麦姆斯咨询） 

 

 

 

Flexible piezoelectric liquid volume sensor 

 

JeongjaeRyuaHanbertJeongaYugangChen, etc. Journal of Sensors and Actuators 

A: Physical. Volume 276, 15 June 2018, Pages 219-225. 

 

Abstract: We report a non-contact type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based 

liquid volume sensor. When a liquid container vibrates due to an applied impact, 

our sensor that is attached to the wall of the container detects the resonance 

frequency of vibration, which shifts as a result of change in liquid volume. The 

sensitivity of our sensor was enhanced by stacking multiple sensors in series. A 

PVDF bimorph actuator was also fabricated to demonstrate an integrated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0296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0296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0296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chemistry/flu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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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tor-sensor system. We believe that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work will 

pave the way for novel applications in volume sensing. 

 

 

图 1 2016～2023 年按市场细分的压力传感器市场预测（详见 P13文字） 

 

 

图 2 零排放车辆对汽车动力传动系统压力传感器业务的长期影响（详见 P15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