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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签署《关于自动网联驾驶领域合作的联合意向声明》 

德国柏林当地时间 7 月 9 日中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总理府与

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磋商后，在两国领导人见

证下，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联邦交通和数

字基础设施部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自动网联驾驶领域合作的联合意向声

明》。 

根据《联合意向声明》，中德两国将建立高级别对话机制，加强政府部

门、行业组织、企业等在自动网联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多层次交流与

合作，具体包括：推动国际统一标准的制定及应用、促进相关技术要求统

一、促进两国企业在智能网联汽车及基础设施数据共享、健全智能网联汽

车法律法规、推动制定国际统一的无线电频率解决方案、通信技术统一及

互操作解决方案交换信息等，共同推动两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中德自动驾驶汽车展示活动 

德国柏林当地时间 7 月 10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与德国总

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中德自动驾驶汽车展示活动。 

两国总理首先来到静态展示区，参观中德 6 家企业及科研院校合作研

发的 3 辆自动驾驶汽车。旁边的电子屏上演示着通过激光、雷达等技术模

拟的复杂路况信号图。李克强和默克尔一边观看屏幕，一边听双方代表介

绍技术研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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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详细询问双方合作情况、企业各自所占股比以及汽车传感系统、

续航能力、交通大数据收集分析等技术细节。当得知德国汽车企业同中国

高等院校开展全面合作，不仅包括自动驾驶技术，还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大

数据研究和创新创业教育时，李克强高兴地鼓励双方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开展合作。李克强特别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发展水平和交通状况存

在差别，希望德方立足中国市场，结合中国国情，把技术和研究做扎实。 

在动态展示区，李克强和默克尔兴致勃勃地登上一辆中德合作研发的

自动驾驶汽车，在全自动驾驶状态下亲身感受了一段平稳的行程，吸引了

全场观众好奇赞叹的目光。顺利结束了试乘，李克强向默克尔发出邀请，

“下次请你到中国体验自动驾驶汽车!” 

两国总理一边参观，一边交谈，就自动驾驶如何优先兼顾交通弱势群

体的利益、该项前沿技术涉及的法律问题、自动驾驶与智慧城市发展配套

与相互促进、两国政府如何对企业提供支持与规范等交流看法。 

随后，两国总理发表讲话。李克强表示，这场活动是我此次访德的“压

轴戏”。40 年前，德国企业展现勇气和智慧，率先同中国进行汽车合资合

作，拉开了两国汽车合作的序幕，并收获了中国市场丰厚的回报。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自动驾驶汽车代表了汽车产业、技

术的制高点，发展前景广阔。中国正在推行新一轮对外开放，将进一步开

放汽车领域市场准入，欢迎德国企业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扩大对华投

资，拓展高技术领域合作，推动中德汽车合作从传统制造合作走向智能研

发合作，在未来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李克强指出，昨天中德双方就自动驾驶汽车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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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和市场运用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合作大于竞争，可以实现互利

双赢。我们欢迎德国领先的自动驾驶技术在中国落地，中国政府将继续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希望德国也同样秉持开放态度同中方开展经济、技

术合作。自动驾驶汽车毕竟还是新鲜事物，中方愿与德方共同研究相关标

准和法律法规，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将自动驾驶汽车合作打造成为中德务

实合作的新引擎，为两国关系发展增添新动力！      （来源：中国电子报） 

 

 

 

 

2018 全球智能化产业发展暨物联网高峰论坛召开 

2018年 7月 13-14日，“2018全球智能化产业发展暨物联网高峰论坛”

在绍兴柯桥举行，行业专家们齐聚一堂，共同把脉产业发展节奏，为助推

产业升级改造指点迷津。 

此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主办，中国电子元件行业

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作为协办单位之一，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

展中心理事长叶甜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

春生及当地政府领导分别致辞，行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

高层次人才代表等 1000 余人参加活动。 

7 月 13 日下午的分论坛——“集成电路传感器·装备制造研讨会”由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所长助理、敏协分会秘书长郭猛主

持，来自国内外的专家、企业家们作了精彩报告，并进行了圆桌讨论。此

次高峰论坛分设了八个分论坛：集成电路传感器·装备制造、大数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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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云存储、生物医药·医疗大健康、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未来通信·物联网 IoT、可穿戴·智

能家居·智能硬件及投融资分论坛。 

7 月 14 日，会议组织与会人员考察了浙江“千人计划”绍兴产业园、

相关科技企业、CBD 创新中心、智慧展示馆等地，实地感受绍兴柯桥相关

产业发展情况。 

本次论坛结合当前智能制造及物联网产业发展现状，以独特视角预测

发展大势，助谋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促成项目转化落地，并将为绍兴柯桥

的智能化产业和物联网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思路，推动产业实现更快

更优的提升。                                      （来源：敏协秘书处）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揭晓 2018 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揭晓 2018 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10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今年入选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生成

对抗网络（GAN）、人工胚胎，以及基于天然气的清洁能源技术等，这份全

球新兴科技领域的权威榜单至今已经有 17年的历史。 

给所有人的人工智能（AI for everyone） 

入选理由：将机器学习工具搬上云端，将有助于人工智能更广泛的传

播。 

技术突破：基于云端的人工智能正在降低这项技术的使用难度和价格。 

重大意义：目前，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受到少数几家公司统治的。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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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与云技术相结合，那它将可以对许多人变得触手可及，从而实现经济

的爆发式增长。 

主要研究者包括：亚马逊、谷歌、微软、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 

成熟期：现在 

基于云端的机器学习工具正在将人工智能带给更广泛的群体。如今，

亚马逊旗下的 AWS 子公司几乎统治了云 AI 市场。谷歌则试图通过 Tensor 

Flow 这款可以开发的机器学习系统的开源人工智能框架来挑战它的地位。

而谷歌近日刚公开的 Cloud AutoML 也是一套经过预先训练，可以让人工智

能成为更容易使用的系统。 

以 Azure 平台加入云服务大战的微软则选择与亚马逊合作，推出了一

款开源深度学习框架 Gluon。在理论上，Gluon 可以让创建神经网络（一款

试图复制人脑学习方式的重要人工智能技术）变得和开发手机 APP 一样简

单。 

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哪家公司将会成为人工智能云服务市场的领头羊，

但赢家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商业机会。 

如果人工智能革命会扩散至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那么机器学习工具

也将会随之成为必需品。 

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绝大多数仅用于科技行业，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效

率的提升以及多种新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其他行业一直难以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如果可以在医疗、制造以及能源等行业里更全面地推行人工

智能技术，将极大提高各产业的生产力。 

专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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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elligence 联合创始人兼 CEO沈亦晨曾介绍：计算硬件是人工智

能的核心之一，算力更高的计算硬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神经网络的

训练，而由于 AI 处理器（如 NVIDIA 的 GPU）更新换代很快，售价高，更

换硬件也比较麻烦，个人用户每年更换处理器并不划算，而云计算平台是

把有限的资源集约化后共享给大众。AI 算法共享也是云平台的一大优势，

目前有一些已经被广泛使用的 AI 算法，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

等，都是定义非常清晰的，公众也只需要一个结果最好的算法。 

传感城市（Sensing city） 

入选理由：Alphabet 旗下的 Sidewalk Labs计划创建一个高科技社区

来重新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建设和运营一座城市。 

技术突破：多伦多的一个街区有望成为全球首个成功将尖端城市设计

与前沿科技融合在一起的地方。 

重大意义：智慧城市会让都市地区变得价格合理、更加宜居、环保。 

主要研究者：Alphabet 旗下的 Sidewalk Labs、多伦多 Waterfront、

阿里巴巴等。 

成熟期：项目 2017年 10月对外公布，预计在 2019年开始施工建设 

如今，全球很多智慧城市计划都已搁浅，要么下调了曾经雄心勃勃的

目标，要么因为生活成本原因逼走了超级富豪之外的普通居民。而多伦多

的一个叫 Quayside的项目，却希望从头开始重新设计一个社区，用最新的

数字技术将其重建，打破现有的失败局面。 

Alphabet旗下位于纽约市的 Sidewalk Labs将和加拿大政府进行合作，

让这一高科技项目落地在多伦多 Waterfront 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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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一切关于设计、政策以及信息科技的决策都

以一个巨大的传感器网络为基础。这个网络将收集各种信息：空气质量、

噪声水平以及人们的行为等数据。 

在该规划中，一切车辆都是自动驾驶的共享车辆，地下也将跑着负责

送快递这种低级体力劳动的机器人。Sidewalk Labs 表示，他们计划让正

在设计的软件与系统开源，可以允许其他公司在其上创建服务，类似为手

机开发 APP 的做法。 

目前，北美已有多个城市正在争取成为 Sidewalk Labs的下一个标的。 

专业解读：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旭：到 2050 年，全球 70%的

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而且随着城市化快速扩张，传统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

和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压力将与之俱增。相比传统基础设施的发展和

存在模式，基于传感器建设的未来城市基础设施新范式，将会以更加集成、

更加智能的方法来建设和管理基础设施，而不是将城市的能源、交通和水

务等基础设施单元或环节单独割裂管理。 

但当前这种基础设施新范式，研究和应用热点更多关注城市交通和能

源系统，对于城市其他的重要基础设施系统，例如水与环境卫生等的投入

相对较少，另外，对城市基础设施不同单元环节的耦合性、抗干扰性、弹

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研究关注度仍有待提高。 

其它技术还包括：实用型 3D 金属打印机、完美的网络隐私、零碳排放

天然气发电、人造胚胎、对抗性神经网络、基因占卜、巴别鱼耳塞、材料

的量子飞跃。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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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牛陀螺：内置加速计 可连转超 27 小时  

日前，美国一家名为无畏玩具的公司，最新推出的一种机械金属陀螺，

其原型已连转 27 小时 9 分 24 秒，被载入最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款陀螺名为 LIMBO，外表看上去与普通陀螺无异，但却是个高技术

装置。它重 16克，内部空间不足 3立方厘米，内置有飞轮电机、运动传感

器、充电电池和单芯片系统。 

当它转起来以后，能自行修正旋转，保持旋转稳定性。内置的加速度

传感器，能够监测陀螺顶部的方向和转速，并使用一种算法相应调整电机

功率。当传感器监测到转速下降时，电机会加速。 

无畏玩具公司首席技术官汤姆·本-耶胡达称，LIMBO之所以如此神奇，

在于它具备学习和适应它旋转接触的不同表面的能力。 

（来源：传感器专家网） 

 

瑞士高校与 IBM 合作首次在半导体芯片上实现分子的电接触 

日前，来自瑞士巴塞尔大学和 IBM 苏黎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发出

一种技术，能够帮助在传统硅芯片上利用简单分子建立电接触。该技术有

望带来传感器技术和医学领域的进步。 

分子电接触实现方法 

为了进一步发展半导体技术，分子电子学领域正在寻求用单个分子而

不是硅来制造电路器件。由于其独特的电子特性，分子适用于使用传统硅

技术无法实现的应用领域。然而，这需要可靠且廉价的方法来在分子的两

端产生电接触。 

通过在分子上沉积纳米颗粒薄膜，可以同时生产数千种稳定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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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金属组分，而不会损害分子的性质。使用烷烃-二硫醇化合物证明了

这种方法，该化合物由碳、氢和硫组成。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夹层结构，其中分子夹层从上方和下方与金属电

极接触。下方电极由一层铂构成，其上涂有一层非导电材料。然后将微小

的孔蚀刻到该层中以产生不同尺寸的任意图案的单元格，在单元格内部与

铂电极进行电接触。 

自组装单层膜 

研究人员利用某些分子的自组装能力。使用含有烷二硫醇分子的溶液，

按照孔的图形自组装到孔中，形成致密堆积的单层膜。在该膜中，各个分

子呈现规则排列并与下方铂电极电连接。通过由金纳米颗粒制成的上方电

极建立与分子层的电接触。 

研究意义 

这项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先前妨碍分子电接触产生的问题，例

如高接触电阻或细丝穿透薄膜的短路等。通过该方法制造的元器件可以在

标准条件下操作并具有长期稳定性。此外，该方法可以应用于各种其他分

子系统，并开辟了将分子化合物整合到固态器件中的新途径。 

据巴塞尔大学的 Marcel Mayor 教授介绍，该方法将有助于加速化学制

造和可控电子和传感器组件的开发，其应用领域可能包括传感器技术和医

学领域的新型仪器。 

 

 

 

阵列磁导航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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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公告号：CN207439342U                  公开公告日：2018.07.06  

申  请  号：CN 201721808836.X             申  请  日：2017.12.21 

申请（专利权）人：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张雷；汪洵；魏星等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阵列磁导航传感器，包括：磁阻传感器阵列，

连接控制系统，采集磁场信号发送到控制系统；控制系统，连接 CAN 驱动

装置，用于将磁场信号转换成二维位置信息，并发送到 CAN 驱动装置；CAN

驱动装置通过 CAN 总线连接上位机，将二维位置信息发送到上位机；电源

系统连接 CAN 驱动装置对其供电，且通过线性电源调整器连接控制系统和

磁阻传感器阵列对其供电。本实用新型可以提高磁场的检测精度，不仅可

以检测左右方向的偏差还可以检测前后方向的偏差，提高了 AGV 的行走精

度，减少了外界电磁场对信号的干扰，布线结构也更加灵活方便。 

 

 

 

《3D 成像和传感-2018 版》（节） 

据报道，数字捕获和显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成像技术走入寻常百姓家

铺平了道路。3D 成像和传感技术被各种垂直行业用于不同途径，目的则是

为了更好的可视化和得到质量更佳的成像。目前，3D 成像被用于医疗保健

垂直行业，加强对患者的护理和诊断，进而激励了 3D成像供应商为医疗行

业提供满足其特殊要求的卓越成像解决方案。 

3D 成像技术提供了对深度信息进行感知的视觉效果，因此观看者可以

获得充分的 360 度观看体验。由于旧技术可视化质量低，被市场的采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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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缓慢。但改进的技术如 3D 显示、3D 图像传感器的出现，能够提供高分

辨率的视觉效果，刺激了 3D 成像和传感在不同垂直行业中的采用。新技术

已经在各种各样的产品中得到商业化应用，如动画、智能手机、计算机、

电视、游戏、照相机和摄像机。 

随着 2017 年 9 月 iPhone X 的发布，苹果（Apple）公司为消费类 3D

成像和传感应用设立了新标准。苹果公司基于结构光原理设计了一款复杂

的 3D 摄像头，涉及近红外（NIR）光源模组和图像传感器接收模组等，采

用了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创新的近红外全局快门 CMOS图像

传感器。2017 年 3 月专业人士曾对苹果公司即将采用的 3D 摄像头做了成

本预估，与实际结果对比来看，主要预估误差在于近红外光源的平均销售

价格（ASP）大于预期。单点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和泛光照明器

都产生了较高的成本，VCSEL供应商主要是 Lumentum、II-VI、Finisar 三

家，点光源的光学组件则来自艾迈斯半导体（ams）（详见 P15 图 1）。 

Yole预计全球3D成像和传感市场将从 2017年的 21亿美元增长至2023

年的 185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44%。由于消费类市场的带动（复合

年增长率为 82%），汽车电子（复合年增长率为 35%）、工业和商业应用（复

合年增长率为 12%）和其它高端市场也将进入快速增长通道（详见 P16图 2）。 

从成像到传感的变化正发生在我们眼前。人工智能（AI）使得设备和

机器人更好地了解周围环境，并开创了人机交互的新时代。3D 成像和传感

技术目前正在逐步渗透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苹果 iPhone X，微软

（Microsoft）Xbox的 Kinect 技术和 Leap-Motion 手势控制器的尝试都取

得了成功，促进 3D传感技术的应用普及。全局快门 CMOS图像传感器、VC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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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成型和光学玻璃透镜、光学衍射元器件（DOE）、半导体封装等技术提

供商都受益匪浅。 

在消费类市场中，智能手机厂商正在快速适应 3D 成像和传感引发的变

革，积极展开技术和产品布局。OPPO Find X采用中国奥比中光（Orbbec）

提供的 3D 结构光技术，可实现 0.1 秒极速 3D 人脸解锁；此外，3D 结构光

技术与 Find X 前置 2500 万摄像头配合，可实现 3D 个性美颜。小米 8 探

索版采用以色列 Mantis Vision 提供的基于掩膜的编码结构光技术，呈现

出规律性的几何编码图形，可快速匹配特征点，减少 3D信息计算量，降低

结构光算法功耗。我们预计华为将很快发布自己的 3D 摄像头方案，合作伙

伴可能是 ams、舜宇光学。但是由于 3D摄像头的整体成本高昂，短期市场

预测较为保守。 

事实上，类似奇景光电（Himax）这样的厂商目前正在为降低 3D 摄像

头成本付出努力，并计划为微软的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头戴式

设备提供相关产品设计。 

一旦安卓（Android）智能手机的 3D摄像头供应链成熟，那么 3D 成像

和传感市场营收将加速增长，渗透率将从 2018 年的 13.5%上升至 2023 年

的 55%。智能手机后置 3D摄像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 AR/VR尚未显示

出稳定的增长势头。然而，我们认为后置 3D 摄像头还是会与时俱进，只是

短期内渗透率有限。其它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3D成像和传感技术会逐

步扩展至更多的消费类产品（尤其是消费类机器人）、汽车、工业和医疗设

备（详见 P16 图 3）。 

在纷繁复杂的产业生态中，现梳理了 3D 成像和传感供应链，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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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晶圆和外延片：SOITEC 和 IQE； 

（2）传感器芯片公司：索尼（Sony）、三星（Samsung）、豪威科技

（Omnivision）、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安森美半导体（On 

Semiconductor）、松下（Panasonic）； 

（3）VCSEL供应商：Lumentum、Finisar、II-VI 等； 

（4）封装厂商：同欣电子（Tong Hsing）、精材科技（Xintec）； 

（5）光学模块公司：艾迈斯半导体（ams）、奇景光电（Himax）； 

（6）模组制造厂商：LG Innotek、舜宇光学（Sunny Optical）、三星

电机（Semco）、欧菲股份（O-Film）。               （来源：Yole、微迷） 

 

 

 

Piezoelectric MEMS acoustic emission sensors 

 

Minoo Kabir, Hanie Kazari, Didem Ozevin, etc. Journal of Sensors A: Physical. 

Volume 279, 15 August 2018, Pages 53-6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piezoelectric MEMS (piezo-MEMS) sensors are 

designed and characterized for detecting elastic waves released by active flaws, 

known as acoustic emission (AE). The designed sensors operate in plate flexural 

mode or rigid body mode driven by the vibration of silicon diaphragm where 

piezoelectric layer is deposited on. The designed device contains two different 

frequency sensors tuned to 40 kHz and 200 kHz. The microstructural layers 

consist of doped silicon, aluminum nitride (AlN) and metal layer, which 

function as the bottom electrode, sensing layer and top electrode, respectively.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033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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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licon layer also functions as a mass-spring system where a movable plate 

is connected with four partially clamped beams to the substrate. As the 

geometry sizes are restricted by the design rules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 additional mass is provided for the 40 kHz sensor through the substrate 

etching process. The sensors are numerically modeled using COMSOL 

Multiphysics software to obtain the frequency response and the dynamic 

response under excitation. Afterwards, the sensors are manufactured using 

Piezoelectric Multi-User MEMS Process (PiezoMUMPs) provided by 

MEMSCAP foundr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esigned sensors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electromechanical characterization experiments. A face-to-face 

response is obtained for each senso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esigned 

sensors i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piezoelectric AE sensors. The 

developed piezo-MEMS AE sensors have advantages of small foot-print, low 

cost and no need for bias voltage for operation. 

 

 

图 1 2011～2023 年 3D成像和传感市场预测（详见 P12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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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D 成像和传感市场规模按照应用领域细分（详见 P12文字） 

 

图 3 2013～2023 年 3D摄像头在智能手机中的渗透情况（详见 P13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