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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标准体系指南发布，自动驾驶发展迎来新机遇 

2018年 6 月 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国家车联

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信息通信)》和《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电子产品和服务)》，

全面推动车联网产业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大力建设融合创新生态体系，

促进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业务加快发展。 

近年来，我国车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关键技术创新不断加快，测试示

范区建设初具成效，融合创新生态体系初步形成，涉及汽车、信息通信等

多个行业发展以及交通运输、车辆管理等领域的数字化改造，为实现充分

合作、加强协同，迫切需要建立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业发

展需要的标准体系。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分为总体要求、智能网联汽车、

信息通信、电子产品与服务等若干部分，其中智能网联汽车部分已于 2017

年底印发。指南中提出，充分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建中的顶

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加快共性基础、关键技术、产业急需标准的研究

制定，加紧研制自动驾驶及辅助驾驶相关标准、车载电子产品关键技术标

准、无线通信关键技术标准、面向车联网产业应用的 LTE-V2X 和 5G eV2X

关键技术标准，逐步建设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

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满足研发、测试、示范、运行等产业发展需

求。到 2020年，基本建成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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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结构图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发挥好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 20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车联网产业发展专项

委员会作用，合力推动解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基础设施、管理制度等

方面的问题，加强对产业发展的规范和引导，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环境，

着力突破先进传感器、车载操作系统及中间件、车载智能处理平台、汽车

级芯片等关键技术，加强 LTE-V2X 无线通信技术的覆盖和应用，推动信号

灯、交通标识等道路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和接口改造，加快建立车联网产业

体系，促进自动驾驶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来源：http://www.miit.gov.cn） 

 

人工智能影响国际事务的三种模式 

2018年 6 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报告《人工智能与国际事

务》，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国际事务的三种模式，并给出了对策建议。报告

考察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可能引发的决策者面临的一些挑战，汇集了

人们对未来 10-15 年内，人工智能在特定国际事务领域（军事，安全和经

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该报告提出了一个框架，以界定和区分人工智能在国际事务中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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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的作用类型：这些作用被确定为分析性，预测性和执行性。 

在分析性作用中，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允许更少的人员做出更高层次的

决策，或者自动执行重复性任务，例如为确保条约合规性而设置的监视传

感器。在这些角色中，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改变人类决策者对世界的理解（在

某些方面它已经发生了变化）。 

预测性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尽管可能时间较长。可能会改变决

策者和国家如何理解具体行动方案的潜在结果。如果这样的系统变得足够

准确和可信，那么这可能会导致配备这种系统的那些参与者与没有这些系

统的参与者之间存在权力差，并且具有显著不可预知的结果。 

执行性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实现。尽管这方面的技术取得了

快速进展，但完全自动化的车辆、武器和机器人个人助理等其他物理世界

系统的监管、道德和技术障碍非常高。而从长远来看，此类系统不仅可以

彻底改变决策的执行方式，更可以改变决策方式。  

建议 

从中长期看，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不应只存在于少数国家。全球各国

政府必须投资发展和留住本土的人工智能人才和专业知识，如果他们的国

家要在当前主流的人工智能（大多集中于美国和中国）中保持独立，就应

该努力确保在广泛的基础上培养工程人才，以缓解人工智能固有的认识偏

见。 

企业、基金会和政府应该分配资金来开发和部署人道主义目标的人工

智能系统。人道主义部门可从这类系统中获得重大利益，这可能会减少紧

急情况下的响应时间。因为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人工智能不太可能立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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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赚钱，所以需要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在非营利的基础上推动它

们的发展。 

理解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和局限性，绝不能局限于技术专家。应该尽

可能广泛地提供更好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教育和培训，而关键的是，应该尽

可能广泛地提供人工智能，而对于开发这些技术的人来说，理解基本的道

德和政策目标应该更为重要。 

在公共和私人 AI 开发人员之间建立牢固的工作关系，特别是在国防部

门，因为许多创新正在商业机构进行。确保负责关键任务的智能系统能够

安全，合乎道德地执行这些系统需要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公开性。 

必须制定明确的业务守则，以确保人工智能的优势可以广泛分享，同

时对并发风险进行良好管理。在制定这些行为守则时，政策制定者和技术

人员应该理解调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式可能与规范军火或贸易流动有根本

的区别，同时也从这些模型中汲取相关经验教训。 

开发人员和监管人员必须特别关注人机交互。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基

本上是不同的，两者之间的接口必须仔细设计并不断审查，以避免在许多

应用中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误解。                     （来源：学术 Plus） 

 

 

 

“2018中国国际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暨全球传感器产业链发展论坛”圆满落幕 

2018年6月13-15日，“2018中国国际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展览会暨全球

传感器产业链发展论坛”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此次展会及论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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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

发展中心共同主办，国流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及东世展览服务（上

海）有限公司承办。 

  “2018中国国际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展览会”秉承“致力打造专业平台”

的办展宗旨，依托中国传感器产业的快速发展背景，为敏感元件及传感器

行业供需双方提供专业的交流平台。 

   6月13日下午的“全球传感器产业链发展论坛”，由中国电子元件行业

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秘书长郭猛主持。工信部电子元器件行业发

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九三中央科技委委员、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

副理事长郭源生；中科网联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及执行董事、中

国物联网产业联盟执委会负责人、上海顶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杨永刚；神念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冯华、欧姆龙公司传感器事业部长中村哲

也、艾普柯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徐岭、江苏多维科技有限公

司工程总监张小军、宁波优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卢建阳及上

海兴工微电子有限公司钟小军等出席会议并作了关于智慧城市、生物传感

器、汽车传感器、高性能磁传感器等内容的主题报告。在圆桌讨论环节，

邀请了上海微联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胡蓉、上海大学教授徐甲强、美

国Procusa Ventures总裁范羌等专家及企业家，专家们纷纷对当前行业形

势、国际贸易战等问题抒发精彩见解。 

上海是物联网、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迅猛的城市，各类电子元器件研发

组织总量为全国之首。此次在上海举办的展会及论坛力求对良好产业环境

的营造及传感器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来源：敏协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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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分子识别传感器系统诞生，破解红外光谱仪分析难题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PFL）研发的新型传感器系统无需红外光谱仪便

能高精度地探测和分析分子，再借助人工智能（AI），为基于成像的大规模

材料分析开辟了道路。 

据介绍，红外光谱学是检测和分析有机化合物的一种基准方法。但是

它需要复杂的操作过程和大型、昂贵的仪器设备，因此设备的微型化充满

挑战，阻碍了红外光谱技术的一些工业和医疗应用，以及户外现场的数据

收集，例如污染物浓度的测量等。此外，其相对较低的灵敏度要求较大的

样本量，因而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其广泛应用。 

为此，EPFL 和 ANU（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款紧凑型、高灵敏度纳米光子传感器系统，

无需使用传统的光谱学技术便能识别分子的特征吸收。他们已经将该系统

用于聚合物、农药和有机化合物的探测。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技术还与 CMOS

技术兼容。 

将分子的特征吸收转译为“条形码” 

有机物分子中的化学键都有其特定的方向和振动模式，这影响了分子

对光的吸收，使每个分子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指纹吸收”。红外光谱学通过

检测样本是否吸收分子的指纹特征频率，来探测样本中是否含有给定分子。

然而，这种分析需要尺寸庞大、价格昂贵的实验室仪器。 

EPFL科学家开发的系统包含一种工程化的表面，覆盖有数百个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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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ixels（超像素）的微型传感器系统，可以为表面接触的每个分子生

成不同的“条形码”。这些条形码可以使用先进的模式识别和分类技术（如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进行大规模分析和分类。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于今年

6 月出版的 Science杂志。 

EPFL开发的这款开创性传感器系统不仅灵敏度高，且能够实现微型化；

它采用了能够在纳米尺度捕捉光的纳米结构，因而对系统表面上的样品具

有极高的灵敏度。 

该系统表面的纳米结构被分为数百个超像素组，每个超像素都以不同

的频率共振。当一个分子与系统表面接触时，该分子对光的特征吸收，会

改变它接触的所有超像素的振动。 

非常重要的是，这些超像素的排列方式，可使不同的振动频率映射于

系统表面的不同区域，这便获得了一种像素化的光吸收图，可以转译为分

子条形码。整个过程都不需要使用光谱分析仪。 

这款新系统的潜在应用很广。例如，它可以用于制造便携式医疗测试

设备，为血液样本中的每种生物标记物都创建条形码。 

这项技术还可以和人工智能结合，为从蛋白质和 DNA 到农药和聚合物

的各种化合物，创建并处理分子条形码库，为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新的工具，

快速、精确地从复杂样本中发现微量的化合物。     （来源：麦姆斯咨询） 

 

 

 

载人潜水器非接触式补偿油量检测传感器装置 

公开公告号：CN207439342U                公开公告日：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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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CN201721638883.4            申  请  日：2017.11.30 

申请（专利权）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发明人：赵洋；卢广宇；霍良青等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载人潜水器非接触式补偿油量检测传感器装置，包括

传感器杆体和铁氧体磁滑环组件；铁氧体磁滑环组件，用于根据油量补偿

器油量的变化在传感器杆体上移动；在传感器杆体内设置测量电路，用于

根据铁氧体磁滑环组件的移动获取油量补偿器的油量位移量。采用非接触

测量方式，外部采用耐腐蚀的铁氧体磁滑环，线性触发磁敏干簧管开关，

实现补偿器液位的检测，具有高集成度、高可靠性和高准确度，可以进行

线性扩展，满足不同容量的补偿器液位测量需要。 

 

 

 

《MEMS 产业现状-2018 版》（节） 

重塑未来的宏观经济大势正在影响全球，将为我们带来更深入的社会

互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安全/低污染的交通运输。这些大趋势将依

赖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半导体器件需求。Yole总结列出了影响我

们当下及未来的九大趋势：（1）智能汽车（电气化、无人驾驶、智能网联

汽车等）；（2）手机（新颖、改善的社交体验、增强现实体验等）；（3）带

宽提升的 5G；（4）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以处理互联网日益增长的海量数据；

（5）AR/VR（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6）AI/ML（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带来更智能的人机交互；（7）更多智能语音处理的智能

家居、自动驾驶汽车等；（8）智慧医疗（更健康的生活）；（9）工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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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厂（利用各种传感器提高生产效率的互联工厂）。这些大趋势将为电

子产品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尤其是 MEMS 和传感器。我们预估受宏观经济

大势影响的 MEMS、传感器和执行器市场到 2023 年将增长至 820 亿美元。 

以手机行业大趋势为例，市场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带宽提升的 5G来临，

不断改善的显示技术（更高的分辨率、更好的视频质量、增强的对比度/

亮度等），新设计，增强现实，更小尺寸且具有更多传感功能。这些大趋势

将推动 MEMS和传感器的快速发展。在智能手机端，将出现大量新型传感器：

惯性传感器、3D光学传感器、IR（红外）传感器、环境传感器、指纹识别

传感器、光谱传感器以及光学 MEMS（例如自动对焦和/或微投影）。此外，

为了缩小器件尺寸，晶圆级封装（扇出型）的应用将进一步增长（详见 P15

图 2）。 

当 5G 真正到来时，RF（射频）滤波器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而 MEMS

领域增长速度最快的将会是 RF MEMS（BAW 滤波器）。除了 MEMS 和传感器，

5G 运行频率还需要新的材料，例如 GaN-on-SiC（碳化硅上氮化镓）、

GaN-on-Si（硅上氮化镓）、SiGe（锗硅，应用于低噪音放大器）以及 GaAs

（砷化镓，应用于功率放大器）。 

RF MEMS 正引爆全球 MEMS 市场 

Yole预测 MEMS市场规模将获得 17.5%的增长率，出货量将获得 26.7%

的增长率，其中，消费类市场将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市场规模占比超过

50%）。好消息是几乎所有的 MEMS器件都将推动此轮增长（详见 P16 图 3）。 

喷墨打印头市场将保持增长，其中，消费类市场将占据喷墨打印头市

场需求的 70%以上。该市场在 2017 年上半年首次展现市场复苏迹象，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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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下半年证实了复苏趋势。并且，一次性和固定式打印头市场都在复

苏。大部分消费类市场的厂商都展现了明显的增长：例如，HP（惠普）自

2016 年以来，消费类打印机营收获得了 2%的增长；Canon（佳能）已经确

认了喷墨打印机业务的营收增长，其中，亚洲市场的需求表现强劲。 

众多的压力传感器应用推动了市场的扩张。有趣的是，尽管压力传感

器是最“古老”的 MEMS 技术之一，但仍能保持市场增长。在汽车领域，压

力传感器应用最多，MEMS 压力传感器具有许多优势，例如无惧有害废气和

恶劣的行车环境，更高的精度，以及智能轮胎的发展，关于轮胎状态，提

供更丰富的信息（尤其对于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对于消费类市场，移动

设备和智能手机仍然占据着 90%的市场营收，并且，相对于尺寸缩小，降

低成本更为重要，因为其尺寸已经很小了。尽管在可预计的未来，还不会

出现有力的杀手级应用，但是，新应用正在兴起：智能家居、电子烟、无

人机以及可穿戴设备等。 

消费类市场仍是惯性 MEMS 器件最大的细分市场，但是价格压力巨大，

且竞争非常激烈。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与小尺寸、低功耗且多功

能的组合传感器竞争，对于分立加速度计来说仍很困难。分立加速度计主

要在低端智能手机中应用，也可以和组合传感器联合应用，用于管理某些

功能（例如，UI旋转/流畅运行）。自动驾驶汽车是陀螺仪航位推算功能的

新应用。尽管该领域需要高性能惯性器件，但 MEMS 技术仍能分得一杯羹。

而自动驾驶应用的 LiDAR（激光雷达）传感器，也将是 MEMS 微镜令人兴奋

的新兴应用。                                     （来源：麦姆斯咨询） 

 



   •    2018  6  

 - 12 - 

《指纹传感器市场-2018 版》（节） 

据报道，2018年全球指纹传感器市场预计将达到 42.5 亿美元，到 2023

年该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 88 亿美元，预测到 2023 年全球指纹传感器市

场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15.66%。智能手机和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中指纹

传感器的激增，政府对采用指纹传感器的支持，以及移动商务（移动支付）

中生物识别技术的采用，均是推动该市场增长的关键因素。 

指纹传感器是一种生物安全设备，通过将硬件与软件技术相结合，识

别某个人的指纹扫描，来达到识别和鉴定的目的，最终决定授予或拒绝这

个人对计算机系统或物理设备的访问权限。指纹传感器可捕捉到指纹图谱

的数字图像，称为实时扫描，该图像会被数字化处理并存储，以创建用于

匹配图谱的生物识别模板。 

按技术细分，指纹传感器市场可划分为电容式、光学式、热式及其他。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间，光学指纹传感器市场预计将以最高的复合年增长

率增长。光学传感器通过捕捉光线并将其转化为电信号来实现捕捉指纹图

像，这些电信号可用来创建指纹图像。智能手机的无边框屏幕日益增长，

这就促使智能手机制造商开发、创新型指纹传感器技术，以实现传感器更

小的空间占用。这同时也促进了显示屏内指纹传感器（ in-display 

fingerprint sensors）的发展，即指纹传感器被嵌入到设备的显示屏中，

用户必须触摸手机屏幕来验证和解锁手机。智能手机公司大规模采用的显

示屏内指纹传感器，预计将推动指纹传感器市场的发展。 

按地区细分，在预测期内，亚太地区的指纹传感器市场预计将以最高

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亚太地区是指纹传感器增长最快的市场。该地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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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导致了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需求及使用的增长，

而这反过来又会增加该地区指纹传感器市场的增长。指纹传感器渗透的增

加，全球企业的涌入以及本土企业的发展，都是推动该地区市场增长的主

要因素。因此，亚太地区在全球指纹传感器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详

见 P16 图 3）。 

用户对指纹传感器的信赖程度是制约该市场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对

用户来说，指纹识别系统的优势在于，无人能猜出指纹图谱，既不像手机

上的绘图模式或密码容易破解，也不像访问卡或密码一样容易被遗失或遗

忘。然而，这些系统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和安全的。由于我们接触到的所

有东西都会留下指纹，黑客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指纹来欺骗指纹机。同时，

手指的伤害可能会干扰扫描过程，使用户很难访问系统。此外，基于指纹

识别技术的设备非常敏感，在制造中使用廉价的元件可能会导致即使是灰

尘或汗水的阻碍，也会拒绝授权。                       （来源：微迷） 

 

 

 

Microscale ultrahigh-frequency resonant wireless powering for capacitive 

and resistive MEMS actuators 

 

YoshioMita，NaoyukiSakamoto，NaotoUsami, etc. Journal of Sensors and 

Actuators A: Physical. Volume 275, 1 June 2018, Pages 75-87.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versatile chip-level wireless driving method for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 actuators. A MEMS actuator i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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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as an electrical component of a coupled LCR resonant circuit, and it 

rectifies the energy sent through an ultrahigh-frequency (UHF) radio frequency 

(RF) wave. Two types of actuators were remotely driven using the proposed 

method: thermal (bimorph) actuators used as the R component and capacitive 

(comb-drive) actuators used as the C component of a resonant receiver circuit. 

We demonstrated the remote actuation of a 13 Ω thermal actuator transferring 

7.05 mW power with a power efficiency of 15.8%. This was achieved using 

coupled 500 μm diameter 5.5-turn planar coil antennas over a distance of 90 μm. 

When an impedance-matching configuration (Zo = 50 Ω) was used, the 

efficiency over a distance of 65 μm was measured to be 55.6%, which was 8.2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simple inductor coupling.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future deployment scenarios, where fragile MEMS are placed on 

top of a system and must directly interface with the environment (thus, being 

prone to break). The authors propose to fabricate MEMS and energy receiver 

circuits monolithically on a chip, and place them on another energy transmitter 

chip. Thereby, the MEMS chip can avoid electrical feedthrough so that (a) the 

MEMS chip is easily replaceable if it breaks, and (b) the MEMS chip can move 

beyond wiring cable limitations. Four features are underlined in the article: (1) 

MEMS itself can rectify the RF energy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ing 

equation of the MEMS actuator involves the square of the voltage and/or 

current, thereby, ensuring higher system-level efficiency than any other RF 

transceiver circuits using additional rectifying components (e.g., diodes). (2) 

Both the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use coils of the same design, whose sizes are 

equivalent to those of the MEMS actuators (hundreds of micrometers). 

Moreover, they can be operated at UHF, owing to the much higher self-resonant 

frequency (fs > GHz) when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transmitters (fs ≈ MHz).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chemistry/ind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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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by using LCR resonant circuits, it is possible to not only (3) 

increase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but also (4) multiply the driving voltage of 

the capacitive MEMS actuator, because of LC resonance. Voltage multiplication 

is quite useful for electrostatic MEMS operations because the movemen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square of the voltage across the MEMS capacitance. 

Comprehensive designs, implementations, and demonstrations of wireless 

operation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for both thermal (resistive) and 

electrostatic (capacitive) actuators. Remote operation includes on–off-keying 

for MEMS without mechanical resonance and amplitude modulation of 

sinusoidal signals to stimulate the mechanical resonant frequency of MEMS. 

 

 

 

图 2 2017～2023 年智能汽车产业传感器市场预测（详见 P10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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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7～2023 年全球传感器和执行器市场预测 

（单位：百万美元）（详见 P10文字） 

 

 
图 4 2023年按地区细分的全球指纹传感器市场预测 

（单位：十亿美元）（详见 P13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