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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圩做客央视《部长之声》  

畅谈 5G 通信、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热点话题 

2018年两会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接受央视新闻新媒体栏目

《部长之声》专访，就 5G通信、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

者提问。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已经着手研究 6G 

问：5G被越来越多地谈起，国际上每个国家都在发展通信，把它当成

一个战略性的发展目标，为什么？ 

答：这个 G就是一代一代的意思，4G完了以后还有 5G。早些时候，我

们已经开始着手在研究 6G 的发展，也就是第六代移动通信。 

问：5G 还没有开始使用就研究 6G 为什么？ 

答：因为随着移动通讯使用领域的扩大，除了解决人和人之间的无线

通讯、无线上网的问题之外，还要解决物和物之间、物和人之间的这种联

系，也就是物联网这个概念。 

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需要 5G 网络 

问：物联网就不再简简单单是人与人了，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与物，甚至

物与物之间的联系。 

答：到 5G 的时代，这个时延的标准，已经从秒进入到毫秒级，也就是

时延低于 1 毫秒，这个是人根本就察觉不到的。比如说无人驾驶汽车，无

人机的操控。那时候可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个一毫秒的时延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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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车毁人亡，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这种高带宽、低时延、广覆盖的 5G 时

代的网络。 

问：作为普通的使用者，刚才您说到的物联网会带来什么？ 

答：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热议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汽车除了有传

感器来感受各方面的信息之外，它还要建立车和车之间、车和路之间的信

息联系。这个车如果卡顿一下，突然没有了信号，那它乱跑了，该刹车的时

候停不住，该转弯的时候它还直着走，那这个后果就是非常严重了。所以

这方面对网络的要求，高可靠、低时延、宽带宽、广覆盖，这些方面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无人驾驶汽车真正上路还有较长时间 

问：无人驾驶汽车什么时候能用上？ 

答：我认为这个还得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八到十年。首先，驾

驶的安全性是我们优先要考虑的方向，如果无人驾驶汽车频繁出事故，我

想这个技术根本就没办法推广，也没人敢用，所以安全性是第一位考虑的。

当然对人的取代，你别说无人驾驶了，比这个更迫切的是机器人对工人的

取代。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职工来

说，我们要适应这种转变。 

问：您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无人驾驶汽车？ 

答：首先说我是会开车的，开车也有一种驾驶的乐趣。如果在不忙的情

况下，如果在自己很想开车的情况下，我会选择自己开车。但是如果在很

疲乏的情况下，我会很愿意率先来使用无人驾驶的汽车。因为前面我讲到

了，我是相信这个车的安全性要高于人驾驶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作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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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局部走在世界前列 

问：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答：从技术上来说，我们跟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

距。但是在有些技术，比如像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刷脸这些方面，我们局

部上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对这个我们要保持一个冷静客观的评价，不是

说我们完全走在世界前列了。但是从应用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应用肯定

会走在发达国家之前。 

传统燃油车退出市场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问：过去的一年，欧洲有一些国家已经列出时间表：传统燃油车渐渐全

部退出市场，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答：关于我们国家取消燃油车的这个时间表，我们正在研究。但是我认

为，现阶段比这件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抓紧确定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在 2020

后的占比。我们确定了 2019 年要占到 8%，2020 年要占到 10%。那么现在也

只公布到 2020 年，所以我觉得比研究燃油汽车退出时间表更迫切的一项工

作，就是 2021 年占到多少，2022 年占到多少。这样也就是一个此涨彼消的

关系，新能源汽车发展更快，占比更高，传统汽车压缩越快，所以这是一个

此涨彼消的关系。把这个工作做好了，那个时间表也就自然而然了。 

问：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多人都在算，掐着指头算，说假如我今年

买了一辆燃油车的话还能用几年，这个问题是不是想得有点早？ 

答：这个想得有点早了，就是我们停售燃油车了，也不是到那一个时

刻把在用的燃油车统统都淘汰，肯定还要留一个过渡期，世界各国都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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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来源：http://www.miit.gov.cn） 

 

硅成本太高，塑料 MEMS 前景可期 

近日在法国印刷电子协会于巴黎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印刷电子研讨会”

上，来自波尔多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 Cedric Ayela 介绍了

他在聚合物 MEMS 传感器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聚合物 MEMS 研究，灵感主

要源自电子鼻中的微悬臂硅 MEMS——利用悬臂量上足够的功能性表面吸收

目标分子，从而改变其挠曲度（通过增加质量的静态模式）或其谐振频率

（动态传感模式）。 

作为采用聚合物的众多印刷电子应用的一种案例，Ayela 总结了聚合

物 MEMS 器件的优势：结合了低成本合成、有机材料良好的可加工性以及各

种光学、机械、电学和化学性质，可以通过精确调整获得特定的功能。不

过，在 MEMS 器件中采用聚合物材料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其较低的杨氏模量，

使器件具有极佳的弹性，即使在较低的激励下也能产生大幅度的形变。 

在 Ayela 的研究中，他利用了熟知的聚偏氟乙烯共三氟乙烯（P(VDF-

TrFE)）共聚物的压电性质，设计了一款压电有机场效应晶体管（OFET），并

将之整合进由弹性聚萘二甲酸乙二酯（PEN）制作的微悬臂中，他的这项研

究成果发表于 Nature 的科学报告。 

为了设计成一种机电换能器，这款三角形的压电 OFET 堆栈了底部铝栅

电极、P(VDF-TrFE)和聚（1-乙烯基-1-2-4-三唑）（PVT）栅极介电层，和顶

部有机半导体（并五苯结果最好）和金源漏（S/D）电极。首先，需要一个

极化步骤来诱导压电效应（在材料中产生偏振态），通过在栅极和源端的连

续高压扫描来完成。不过，随着悬臂的形变（通过源自目标分子的分子质

http://www.mem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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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机械应变改变了 P(VDF-TrFE)层中氢原子和氟原子的距离，导致

p 型半导体中正电荷耗尽。这直接影响了 OFET 器件的特性，由此实现了这

款高灵敏度的机电换能器。 

为了制造这款嵌入 OFET 的 MEMS 传感器，Ayela 和他的研究团队结合

了经典的沉积技术（掩模版）和静电印刷技术——一种高精度切绘机，能

够提供 5µm 的横向分辨率。这种简单的制造工艺无需复杂的刻蚀步骤和硅

加工所需要的光刻掩模，使这种 MEMS器件极具成本竞争力，同时器件良率

也可达到 95%。 

当被问及这种聚合物 MEMS 缺乏传统硅 MEMS 外壳封装的保护，是否会

太脆弱时，研究人员表示恰恰相反，由于这种聚合物 MEMS 弹性非常好且更

加牢靠，在受到影响后会很快恢复原始状态。不过，它们仍然需要具有倒

凹区的某种封装，这些可以在层压工艺中完成。 

而在学术层面，这款低成本的 OFET 嵌入式悬臂还可以用于精确表征有

机半导体的机电响应，并且，他们已经在做相关研究，采用 OFET 嵌入式

MEMS作为测试平台，尝试利用更灵敏的有机半导体提高其机电灵敏度。    

（来源：微迷） 

 

 

 

首届中国(淄博)MEMS 产业战略高峰论坛举办 

日前，以“感‘淄’未来，厚积‘博’发”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淄

博)MEMS 产业战略高峰论坛”在山东淄博举行。会议旨在突破技术和产业

发展瓶颈，探索构建淄博良好的 MEMS发展体系和营造产业氛围，共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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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产业发展路径。 

论坛由淄博市政府主办，淄博高新区管委会承办，来自工信部、教育

部、淄博市委市政府，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航天九院、兵器 212 所、

中航工业 212 厂等一批知名院校的 MEMS 研发领域的专家、工程院院士、行

业领军企业代表和部分海外人才等 300 余人出席论坛。 

论坛举行了清华大学 MEMS 工程硕士班签约仪式，山东信息通信技术研

究院淄博创新示范基地揭牌仪式，淄博高新区 MEMS研究院及平台公司硅微

机械陀螺、加速度计、继电器等产品的下线仪式。德尔森集团、汉威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与淄博高新区、

MEMS研究院就项目合作签约。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院士作了主题为《智能微系统

技术》的演讲，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教授作了题为《快速发展的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演讲。十几名国内 MEMS 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战略角度

分析国内外 MEMS 和集成电路的发展趋势，并就下一步 MEMS 产业发展方向

及如何助力淄博新旧动能转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来源：http://www. baijiahao.baidu.com） 

 

 

 

新型“海洋皮肤”传感器，可以追踪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环境 

对科学研究人员来说，想要追踪海洋生物的行踪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

务，虽然原因很多，但其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就是很难有电子设备和传感器

在经过长时间的水下浸泡后还能继续工作。目前科学家在观察鲸鱼或者其

它海洋生物的方法都非常笨重，不过很快就会出现一种非常方便的解决方

http://www.baidu.com/link?url=4EjNPKKV2O6t1ISYPbuqHeptJNmBQlYfWVc59gQiQp_mZSNSmJA4oYEurlgl7o1Mh9mpreZWnUbdCYGwXPiUn1fWWFsqA13IlaPBthKT7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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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了：一种柔韧、廉价的“海洋皮肤”。根据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研

究人员介绍，他们开发了一种超光传感器平台，可以对海洋生物进行更好

的追踪。 

这种海洋皮肤采用了弹性的硅胶树脂底板设计，可以承受扭曲和较大

的压力，能在中等海洋深度的环境下工作。它可以追踪水的盐度、温度以

及地表以下的距离。还可以用来追踪生物自身的习性偏好或者监测其活动

水域的环境状况。该团队表示，这种海洋皮肤使用了手表电池，使用时间

长达一年，但目前最大的限制是数据的传输距离。目前，它只能通过蓝牙

发送数据，而 10 米的有效距离在海洋生物监测的环境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值得庆幸的是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解决这种问题的新方法。 

据悉，这种海洋皮肤的成本不到 12 美元，非常便宜。一旦大规模量产

甚至还有可能更低。同时它主要的部署目标是像螃蟹这样经常大规模迁徙

的小型海洋生物而不是像鲸鱼这样的大家伙。目前这种海洋皮肤还处于原

型阶段，但开发团队已经开始对其进行测试，并且已经将这种最新的成果

刊发在了“Flexible Electronics”杂志上。                         

 （来源：麦姆斯咨询） 

 

Libelium 推出检测精确度高达 99%的智能泊车传感器 

西班牙物联网（IoT）开发商 Libelium在 2018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

交通展发布了一款全新的增强型智能泊车传感器节点（Smart Parking 

Sensor Node），作为其无线传感器平台质量持续改进的一部分。 

该产品具有两种不同的检测系统，包括双无线通信协议 Sig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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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WAN，可使用独特的模式安装在道路上或地面下。智能停车设备运行在

云软件系统支持的磁探测系统（magnetic detection system）上，云软件

系统可评估无线节点的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如果汽车停放在一个空

间内，系统通过磁场的变化和无线信号较弱的接收功率进行检测。这种双

感测系统（dual-sensing system）在最佳条件下可提供高达 99%的精确度。 

新型传感器系统配备 IP68 防水和坚固的外壳，可实现双重安装和部署。

在冬季扫雪作业或避免盗窃的项目中，这一功能尤其需要。同时，通过 CE

和 FCC 认证，该传感器系统与 LoWaWAN和 Sigfox 等 LPWAN无线电技术完全

兼容，可实现远程和低功耗。此外，还可通过欧洲 868MHz 频段和 900-930MHz

频段的无线电设备连接至美国和加拿大，近期还增加了澳大利亚 915MHz 频

段。 

Sigfox版本也可用于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的国家，工作频段为 915 MHz

至 923MHz。该系统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可同时使用两种无线电技术，或者可

以从云端切换至另一种。一旦安装了节点，远程设置系统允许用户保持控

制状态，并轻松地从云端重新配置所有参数。基于高容量电池和低功耗软

件算法，智能泊车节点的预期使用寿命可达 10 年。 

（来源：麦姆斯咨询） 

 

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发出一种能同步成像和太阳能能量收集的传感器 

近日，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同步成像和能量收

集传感器。该传感器的开发可能会为紧凑的自供电相机铺平道路。研究人

员 Devin Coldewey评论道：“该传感器本质上是一台永远不需要电池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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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源的相机。”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s杂

志上。 

该团队已经开发出了能够同时进行成像和能量采集的原型 CMOS 有源

像素，而无需引入额外的平面 p-n结。像素采用标准 CMOS 工艺中的可用结

构。 

研究团队 Euisik Yoon 解释说：“与传统的基于 CMOS 电子的成像像素

不同，传统的基于 CMOS 电子的成像像素中的 n 区域被用作图像捕获的感测

节点。我们采用基于孔洞的成像技术，同时利用 n 区域大于 94％高填充因

子的收集能量的优势。 

研究人员解释说：“我们已经成功证明了该传感器能够以 998 pW / 

klux /mm2的功率密度实现能量采集，同时以 74.67 pJ /像素捕获图像。制

造的原型设备已经实现了最先进的技术好最高的功率密度，并且能够以 15 

fps 的速度自行维持其图像捕捉操作，而无需使用超过 60 klux 照明的外

部电源。” 

根据研究团队的描述，每秒钟 15 张图像的速度将在“60 klux照明的

晴朗天气”上实现，而在正常的日光条件下（通常 20,000-30,000klux）可

以实现每秒 7.5 张图像的捕获速度。据报道，研究人员现阶段主要关注开

发概念验证芯片。在团队发表于 IEEE的论文报告指出，他们并没有优化传

感器本身的功耗。 

该论文得出结论：“我们提出了一种原型 CMOS 有源像素架构，该架构

能够通过在标准 CMOS 工艺中利用固有的嵌入式垂直 P+-N 阱-Sub 结实现成

像和能量采集，并使用空穴作为成像载荷子，达到 94％的高填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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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一可行性，我们制作了一个 CIS 芯片，并展示了功率密

度为 998 pW/klux/mm2的能量采集功能，同时生成了 74.67pJ/像素的 FOM

图像，该像素实现了最高的功率采集密度。”          （来源：大国重器） 

 

 

 

面向废墟监控和搜救机器人协同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 

公开公告号：CN207235128U                   公开公告日：2018.04.13 

申  请  号：CN201721314510.1               申  请  日：2017.10.12 

专利权人：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发 明 人：胡卫建；颜军利；高博伟等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面向废墟监控和搜救机器人协同的无线传感器

网络节点，具体为一种面向废墟环境监控和搜救机器人作业协同的无线传

感器网络节点，包括上筒、下筒、三脚架、wifi 通信装置以及太阳能电池

板；上筒和下筒之间通过立柱连接固定；上筒的筒内安装有工控主板、摄

像头、GPS 模块和 Zigbee 模块；下筒的筒内固定安装锂电池和太阳能控制

器。优点为：采用 wifi 通信装置上传监视现场环境状况，不需要线路架设，

节省人力物力；由于为无线通信，网络节点布设灵活，提高监测灵活性和

减少监测死角，可以协助机器人复杂环境中执行任务，发现安全隐患，对

保护人身财产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2018 年显示屏指纹技术发展与市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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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球关键信息、分析和解决方案领导者 IHS Markit 预计，智能手机

品牌将增加屏下指纹传感器的使用，使手机导入全面屏显示的同时，也能

在手机正面具有隐形的指纹识别功能。 

根据 IHS Markit 最新的《2018年显示屏指纹技术与市场报告》，预计

2018 年使用屏下指纹传感器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至少将达到 900 万台，到

2019年将会超过 1亿台。未来三年，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Vivo、华

为、小米，以及三星等领导智能手机品牌将率先导入、走在市场前沿。 

将指纹传感器集成到智能手机的显示屏下方后，手机就可以为 18：9 或

更高比例的全面屏提供正面、隐形的指纹识别功能。最先采用屏下指纹传

感器的智能手机（包括 Vivo X20和 X21 以及华为 Mate RS）已于 3月下旬

推出，预计 2018 年下半年将有更多的机种上市。 

苹果是首家引入指纹技术作为主要生物识别功能的公司；2013年苹果

在 iPhone 上推出 Touch ID。随后，Android系统于 2015 年正式从系统端

原生地支持指纹识别,这些因素造成了指纹识别应用在过去几年有了急剧

增长。同時，也由于指纹识别的便利性和直观的使用方式，广受消费者喜

爱。2017 年智能手机总出货量中，约有 60%以上的比重采用了指纹识别技

术（详见 P16 图 1）。 

因为使用者偏好更好的视觉体验，智能手机品牌青睐于能显示更多内

容的全面屏，但是，早期的机型很难将全面屏、指纹传感器并列于手机正

面，而背面的指纹传感器是为了克服全面屏智能手机局限所采用的折中方

案。现在，屏下指纹方案的解决，使传感器可以重新回到智能手机的正面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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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IHS Markit 的触摸屏和用户界面研究总监 Calvin Hsieh 介绍，随

着 Vivo 和华为近期推出了几款采用屏下指纹识别技术的机型，屏下指纹识

别技术无疑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积极态度将对三星

形成压力，但三星可能尚未最终决定是否在其 Galaxy Note 9中采用此解

决方案。 

IHS Markit预测，如果三星将屏下指纹技术应用于 Galaxy Note 9，

则 2018年采用此解决方案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从目前预测的 900万台增至

2000万台以上。 

几乎所有的指纹 IC制造商都对开发屏下指纹识别技术感兴趣，因为其

利润率目前远高于硅晶片的解决方案。领先的解决方案制造商包括

Synaptics、Goodix、Qualcomm 和 Egis等，在面板制造商中，拥有成熟的

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AMOLED）面板制造技术的三星显示器占据了主

导地位，其次是京东方（BOE）。 

（来源：IHS） 

 

2017 年光电子器件、传感器、分立器件销售额创新高 

据研究机构 IC Insights 发布的 2018 OSD 报告（光电子器件、传感

器、分立器件 Optoelectronics, Sensors 及 Discretes，合称“OSD”）。作

为半导体产业的三个细分市场，在 2017 年全球共计实现 753 亿美元销售

额，同比增长 11%，在过去 20 年里是平均年度增长率的 1.5 倍以上。尽管

报告预测 2018 年，OSD 三个细分市场的增长会有所放缓，但总体销售额增

速为 8%，达 81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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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光电子器件销售从 2016 年罕见的 4%下降率，恢复成 9%的增

长率，其销售额达 369 亿美元，同时，传感器市场连续两年以 16%的增长

率，销售额攀升至 138 亿美元。分立器件增长显著，以 12%的增长率达到

246 亿美元。OSD 报告预测，2018 年，光电子器件增长 8%，传感器增长 10%，

分立器件增长 5%。 

2017 年到 2022 年，预计光电子器件销售量以 7.3%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增长到 524 亿美元，传感器将以 8.9%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至 212

亿美元，分立器件将以平均每年 3.1%的速度上升至 287亿美元。未来五年，

受通信升级、图像识别、智能控制系统、物联网设备等强劲的需求拉动，

2022年 OSD总销售额将持续增长，功率分立器件（晶体管及其它设备）伴

随手机及电池的增长，也将稳步提升。 

在全球半导体 4447亿总销售额中，OSD产品将占 17%，相比 2007 年低

于 15%，1997 年不到 13%。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光电器件和传

感器强劲增长，整个 OSD 销售增长远超 IC市场。然而，这一趋势最近发生

了逆转，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DRAM销量达到 77%的飙升，NAND闪存增长 54%

（详见 P16 图 2）。 

据 IC Insights 报导，从 2009 年半导体经济衰退，到 2010 年达到 37%

的强劲复苏，2017 年是 OSD 销售额增速最高的一年。另外，2017 年是自

2011年 OSD 三个细分市场各自达到创纪录销售新高的第一年。报告还指出，

2017 年，应用于微电机系统（MEMS）技术的传感器产品销量增长了 18%，

创下 115亿美元的销售新高。             

（来源：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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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nted Organic Circuit System for Wearable 

Amperometric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Rei Shiwaku，Hiroyuki Matsui，Kuniaki Nagamine,etc. Journal of Nature. doi: 

10.1038/s41598-018-19239-8.Published online: 23 April 2018. 

 

Abstract ： Wearable sensor device technologies, which enable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biological information from the human body, are promising in the 

fields of sports, healthcare, and medical applications. Further thinness, light 

weight, flexibility and low-cost are significant requirements for making the 

devices attachable onto human tissues or clothes like a patch. Here we 

demonstrate a flexible and printed circuit system consisting of an enzyme-based 

amperometric sensor, feedback control and amplification circuits based on 

organic thin-film transistors. The feedback control and amplification circuits 

based on pseudo-CMOS inverters were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by printing 

methods on a plastic film. This simple system worked very well like a potentiostat 

for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s, and enabled the quantitative and real-time 

measurement of lactate concentration with high sensitivity of 1 V/mM and a short 

response time of a hundred second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24744-x#auth-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24744-x#auth-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24744-x#aut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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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显示屏指纹技术趋势（详见 P12文字） 

 

 

 
 

图 2 OSD市场趋势图（详见 P13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