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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项先进传感器项目列入 2018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8年 8 月 3 日，科技部发布《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

等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18]108号），包

含智能机器人、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可再生能源与

氢能技术、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网络协同制造和智能工厂、核安全

与先进核能技术、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 7个重点专项。其中，10 项先

进传感器课题被列入“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专项中。 

各个研究课题的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具体如下： 

1、高性能硅压力、加速度、角速度传感器前沿技术（基础前沿技术类） 

研究内容： 

研究新型谐振式硅传感器敏感原理和结构；研究传感器非线性效应、

耦合效应、温度效应及工艺误差影响；研究传感器优化设计、制造工艺精

确控制、低应力封装等关键技术；开发闭环信号检测与控制电路系统集成

技术；研制高精度硅压力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原型器件，

并在流程工业与机器人领域试用验证。 

考核指标： 

压力传感器量程 0~1MPa,精度优于 0.01%FS；加速度传感器量程±15g，

零偏稳定性优于 1μg；角速度传感器量程±200°/s，零偏稳定性优于 0.1°/h。 

2、基于量子效应的微纳传感器前沿技术（基础前沿技术类）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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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于量子效应的芯片式角速度传感器、磁场传感器设计方法；研

究传感器电子自旋-核自旋相互作用机理、温度效应；研究谐振频率控制、

微型腔室制备、真空封装等关键技术；开发激光器、探测器、处理电路系

统集成技术；研制高精度角速度传感器、磁场传感器原型器件，并在重大

技术装备中试用验证。 

考核指标： 

角速度传感器表头体积≤100cm3，量程±200°/s，零偏稳定性优于 0.1°

/h；磁场传感器表头体积≤10cm3，灵敏度优于 10fT/Hz1/2。 

3、无线无源微纳传感器前沿技术（基础前沿技术类） 

研究内容： 

研究微型化声表面波（SAW）、电感-电容（LC）无线传感器设计；研究

传感器多参数敏感的耦合效应；研究传感器结构优化设计、曲面衬底上传

感器制备工艺、封装、工业环境无线信号传输等关键技术；开发信号调制

解调技术及处理电路系统集成技术；研制 SAW 和 LC多参数检测传感器原型

器件，并在燃气轮机主轴、轴承健康状况监测中试用验证。 

考核指标： 

SAW 传感器：温度量程-40℃~+1000℃，误差±1%；应变量程±3000μ

ε，误差±1%；气压量程 0~4MPa，误差±1%。LC 传感器：温度量程-20℃

~+120℃，误差±1%；应变量程±1000με，误差±1%；振动量程±6g，误

差±1%。 

4、微纳传感器与电路协同设计技术及设计工具（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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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热/机械/电学多物理场耦合模型、硅表面加工与体加工工艺模型、

闭环控制传感器宏模型；研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包含器件级、工艺

级、系统级设计功能的微纳传感器综合设计工具；研究微纳传感器与电路

协同设计技术，并实现与集成电路（LC）设计工具的无缝连接；形成集成

传感器知识产权（IP），IP 经过生产线验证。 

考核指标： 

器件级耦合分析自由度≥1×107；工艺级仿真与实验偏差优于 5%；系

统级仿真与实验偏差优于 10%；闭环控制集成传感器 IP 不少于 3 种，软件

销售≥10 套。 

5、微纳传感器与电路单片集成工艺技术及平台（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 

研究在同一芯片上制造微纳传感器与 IC 的工艺技术；以互补-金属-

氧化物-硅（CMOS）工艺线为基础，研究与 CMOS 工艺兼容的微纳传感器表

面加工、体加工、硅直接键合加工等关键技术；建立可量产的微纳传感器

与电路单片集成制造技术并形成标准制程规范，实现单片集成微纳传感器

规模化生产。 

考核指标： 

圆片直径≥150mm，单片集成传感器成品率≥80%，成套制程规范或标

准≥3 项；服务用户数≥3 家，开发单片集成传感器不少于 3 种，生产能力

≥5000 片/年，销售单片集成传感器≥100 万只。 

6、圆片级真空封装及其测试技术及平台（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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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微机电系统（MEMS）圆片级真空封装设计技术；研究圆片级多层

布线、金属和绝缘薄膜平坦化技术、低温键合、吸气剂生长及激活、真空

测试等关键技术；研究可量产的圆片级真空封装技术并形成标准制程规范，

实现多种器件规模化圆片级真空封装。 

考核指标： 

圆片直径≥ 150mm，圆片级封装真空度≤ 0.1Pa，漏率≤ 5.0×

10-12Pa·m3/s，真空封装成品率≥90%，真空封装器件种类≥3 种；成套标

准制程规范≥3个，服务用户数≥3个，生产能力≥5000 片/年，销售量≥

1 万只。 

7、高温硅压力传感器关键技术及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高可靠性 MEMS高温硅压力传感器结构优化技术；研究

低应力无引线封装、温度补偿、高温专用电路（ASIC）芯片等关键技术；

开发测控接口电路；实现批量化生产并在重大技术装备中应用。 

考核指标：温度范围-55℃~+225℃，量程 0~200kPa、0~60MPa，精度

优于 0.25%FS，零点漂移优于 2%FS@100℃，长期稳定性优于 0.1%FS/年，

固频率≥200kHz，过载压力≥2 倍额定压力；形成传感器芯片制造、封装

到应用的产业化链，生产能力≥5000套/年，销售量≥1000 套。 

8、单片集成多轴传感器关键技术及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单芯片集成多轴传感器可复用的模块化设计技术；研

究传感器单面微机械加工工艺、芯片内薄膜真空封装等关键技术；开发多

轴传感器信号处理、融合与测试技术；形成单芯片集成多轴传感器制程规

范，实现批量化生产并在大型起重输运装备、电梯生产线等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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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晶圆直径≥150mm，成品率≥90%；单片三轴磁场传感器分

辨率优于 50nT，单片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分辨率优于 100μg，单片三轴角速

度传感器偏置稳定性优于 1°/h，单片三分量应力传感器分辨率优于 10kPa；

生产能力≥5000 片/年，销售量≥100 万只。 

9、无线红外高温微纳传感器关键技术及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硅基红外传感器设计优化、制造工艺、封装、可靠性、

测试等关键技术；研究工业现场环境下，高精度、非接触、红外高温温度

测量技术；开发无线能量收集及信号传输技术；实现无线红外高温微纳传

感器批量化生产，并在高温熔炼炉监测中应用。 

考核指标：传感器量程 600℃~1600℃，误差±0.5%，响应时间≤20ms，

生产能力≥5000 套/年，销售量≥1000套。 

10、运动部件壁面温度微纳传感器关键技术及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微纳温度传感器优化设计方案；研究运动部件曲面基

底上高温绝缘层、缓冲层、温度敏感层的原位制造和微加工技术；研究微

纳温度传感器在高温、高速、强振等恶劣环境下的可靠性；研究传感器标

定、信号无线引出及多传感器系统集成技术；实现微纳温度传感器批量化

生产，并在重大技术装备中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传感器量程 100℃~1300℃，误差±1.0%；响应时间≤10ms，

无线传递距离≥2mm；抗振动 1000Hz/20g，抗冲击 100g/8ms 半正弦波，生

产能力≥5000 套/年，销售量≥1000 套。 

按照指南要求，共性关键技术类项目及应用示范类项目均需由企业牵

头申报，所有专项实施周期为 5 年（2018-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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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传感器产业高峰论坛”圆满落幕 

2018年 8 月 23-24日，由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

分会（以下简称“敏协分会”）主办的“2018 传感器产业高峰论坛”在辽

宁省沈阳市隆重召开，同期召开敏协分会 2018 年会及八届二次理事会，此

次会议由辽宁省沈抚新区与罕王微电子（辽宁）有限公司共同承办，中国

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协办，来自海内外及

全国传感器领域 230 多家企业及上下游单位的约 30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8 月 22 日晚，敏协分会八届二次理事会如期召开。会议对协会一年来

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由敏协分会郭猛秘书长代郭宏伟理事长作了年度

工作报告，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古群秘书长及敏协分会理事长、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所长郭宏伟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内容

还包括审议“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团体标准的立项并进行投票

表决、传达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关于调整会费标准及授予“中国电子元

件行业协会突出贡献企业”等荣誉称号的文件、为新会员颁发证书等。会

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针对当前国际贸易战局势进行重大短板产品问题研讨。 

8 月 23 日，“2018 传感器产业高峰论坛暨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

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年会”隆重开幕。敏协分会郭宏伟理事长、罕王集团、

辽宁省沈抚新区和工信委领导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中国电

子元件行业协会古群秘书长，工信部电子元器件行业发展研究中心总工程

师郭源生，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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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陈大鹏，华为公司 5G 产业发展总监王健，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邹风山院长，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杨长

春研究员，台湾感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兴顺电子有限公司司

为昆副总，麦姆斯咨询公司 CEO 王懿，罕王微电子（辽宁）有限公司 CTO 

Douglas等分别作了精彩报告，内容涉及智能制造（传感器）、国内外行业

形势分析、传感器产业发展对策、前沿技术介绍及 MEMS技术未来发展趋势

展望等，报告内容信息量丰富，令与会代表们收获良多。 

   下午的主论坛之后是分论坛座谈，分为综合组和热敏组，代表们互相交

流信息、热烈讨论互动，寻求合作商机。 

    8 月 24日，会议组织代表们参观了罕王微电子（辽宁）有限公司、沈

抚新区及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随着填补国内空白、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的罕王微电子（辽宁）有限公司 8英寸 MEMS芯片规模化量产

线的投产运行，沈抚新区将以 MEMS 芯片产业为带动，进一步延伸完善人工

智能上下游产业链，旨在打造一个以 MEMS 传感器产业为核心的“中国微谷”。 

中电元协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自 1987 年成立至今，见证了我国敏

感元件及传感器行业跌宕起伏、坎坷发展的历程，一直致力于为企事业服

务、为行业交流合作搭建平台。此次敏感元件及传感器产业的盛会对加快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芯”产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

促进产业发展、提升我国传感器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来源：敏协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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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区企业打造国内首条 3D 传感器核心芯片完整产线 

如今，全球手机生产厂商推出的高端手机，纷纷将 3D人脸识别作为其

“标配”功能，而这个功能的实现离不开一款激光芯片。日前，苏州高新

区的一家企业就完成了这款芯片的全产线国产化。 

手机的人脸识别功能离不开 3D传感器，它是最重要的核心零部件。目

前，位于苏州高新区的长光华芯公司已经成功研发并进行了小批量的量产，

这条产线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条完整产线。 

据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王俊介绍，3D 传感最主

要是通过激光进行测距，激光首先需要光源，该企业所生产的 VCSEL 激光

芯片就能提供这样的光源，因此也是 3D 传感技术核心中的核心。 

此前，VCSEL 激光芯片的很多工艺需要在英国等地完成，价格昂贵，

此次全产线国产化后，完整的芯片在苏州就能制造出来。王俊表示，全产

线国产化后，企业的成本降低了 4倍，产能提升了 10 倍。 

（新华报业网） 

 

 

 

一种可充电式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 

公开公告号：CN 207869408U                  公开公告日：2018.09.14  

申  请  号：CN 201820279555.8              申  请  日：2018.02.28 

申请（专利权）人：华东交通大学 

发明人：邓芳明；何怡刚；李兵等 

摘要：一种可充电式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包含天线、调制器、解调器、

能量获取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可充电电源和控制器。该网络节点通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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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从空间获取能量，并提供给能量获取模块；能量获取模块为电源管理模

块提供直流电压；电源管理模块为控制器提供工作电压及为可充电电源提

供充电电压。本实用新型采用能量获取模块和可充电电池共同为无线传感

器网络节点提供能量，相比于现有的采用电池供电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

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相比于现有的无源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具有更长

的工作距离和更强的抗噪声性能。 

 

 

 

MEMS 器件将在 2018 年占据 73%的半导体传感器市场 

据美国 IC 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在预计总值为 93亿美元的半

导体传感器市场中，微机电系统（MEMS）器件将占 73%，并占据全球传感

器单元总出货量 241 亿个的 47%。 

销售额和出货量 

预计 MEMS 传感器（包括加速度计、陀螺仪器件、压力传感器和麦克风

芯片）的销售额将从 2016年和 2017年的 52亿美元和 61亿美元上涨到 2018

年的 68 亿美元，出货量预计为 111亿个。 

MEMS 执行器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 59 亿美元。这些执行器使用其微机

电系统转换器进行平移和启动操作，如在打印机中分配墨水或为医院患者

分发药物，在数字投影仪中倾斜微镜上反射光线，或通过芯片上的机构将

RF 转换为声波来实现对射频信号的过滤。 

MEMS 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总销售额在 2018 年将达到 127 亿美元，年增

长 10%，2017和 2016 年的年增长分别是近 18%和 15%（详见 P15 图 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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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22 年间总收入预计以 9.2%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增长，在 2022

年达到 178 亿美元。预计出货量将在 2018 年以近 12%的速率增长到 131 亿

个，2017 和 2016 年的年增长分别是 20%和 11%，2017 年至 2022 年出货量

将以 11.4%的 CAGR增长至 202 亿个。 

价格 

预测 2017 年至 2022 年的五年内，最大特征之一将是 MEMS器件的平均

售价（ASP）更稳定。2017-2022 年，预计 MEMS 器件的 ASP将以 CAGR-2.0%

的速度下降，而该数据在 2012-2017 年和 2007~2012 年间分别是-4.7%和

-13.6%。 

预计 2022 年 MEMS 器件的 ASP 为 0.88 美元，与此对应的是该数据在

2017年、2012 年和 2007年分别为 0.97美元、1.24美元和 2.57美元。 

应用 

基于 MEMS 的传感器和执行器扩展到更广泛的新“自主”和“智能”自

动化应用，如连接到物联网（IoT）和包含人工智能（AI）的应用，将有助

于防止 ASP 不再继续下降。许多基于 MEMS 的半导体器件正在更多的应用于

某些特定领域，这有助于抵抗市场定价压力的影响。 

（数据来源：美国 IC Insights公司 2018 OSD报告《光电器件、传感器/执行器和分立器件的

市场分析和预测》）                                         （来源：电子工程世界） 

 

《生物 MEMS 和非侵入式传感器-2018版》（节） 

为了应对全球医疗保健转型的挑战，一波传感器迎来了新的商机——

移动医疗和新兴的非侵入式医疗设备。MEMS技术正在巩固医疗保健市场的

渗透率，未来五年将保持 14.9%的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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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医疗保健领域。据报道，在过去

2-3 年中，谷歌（Google）、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等大公司都

公布了具有挑战性的医疗保健项目，例如通过智能手表测量用户血糖，持

续监控糖尿病情况。此外，传感器厂商正在研发新的感测技术与平台，以

满足医疗级产品的特殊需求。 

生物 MEMS 应用领域 

由于医疗设备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应用越来越广泛，对 MEMS 器件的

需求呈指数增长。同时，医疗市场也产生了对便携式和可穿戴设备的高要

求——准确、及时且按需实现患者监测。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很多 MEMS代

工厂都提供专用于医疗保健应用的制造服务。 

包括微流控芯片（硅基、聚合物基、玻璃基），应用于生命科学和医疗

保健领域的生物 MEMS 市场预计将增长一倍以上：从 2017 年的 30亿美元增

长到 2023 年的 69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14.9%（详见 P16 图 2）。这

使得生物 MEMS 成为当今传感器厂商的“垂涎之物”！ 

微流控应用仍然是生物 MEMS 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主要归功于即

时诊断和下一代测序的需求。此外，大型诊断公司对微流控技术公司的“收

购竞赛”还在继续中。压力传感器用于呼吸和血液监测设备，每年的出货

量达到上亿颗。尽管如此，这些成熟的传感器预计将受到新一波智能互联

应用激发出活力，如睡眠呼吸暂停监测系统和吸入器等。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医疗保健的转型驱使 MEMS 超声波换能器（CMUT

和 PMUT）和气体传感器进入新应用，从而让医疗设备产生新功能或新能力。

此外，MEMS传感器的创新促使神经技术的发展，神经植入物用于治疗应用



   •    2018  9  

 - 13 - 

（目前处于研究水平），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医疗保健转型：生物 MEMS 的机遇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医疗保健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经济、社会和技

术。首先，对于卫生组织和政府，医疗成本已经上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

平。预算达到了一个关键门槛，而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造成的慢性病正在

快速增长。据世界卫生组织（WTO）称，全球有 4.22 亿人口患有糖尿病，

15 亿人口具有心血管疾病风险。 

其次，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轻松地访问全球医疗保健信

息，并且超过 20亿部智能手机可以随时与医疗保健设备（如智能手表）连

接，以获取心跳、血压、血糖等生理指标。 

第三，MEMS技术现在已足够成熟，能够以比传统技术更低的价格提供

小型化和低功耗的医疗级传感器。 

生物 MEMS 是高集成度电子医疗设备的关键要素，有助于为用户或患者

开发新一代易于使用的产品，并降低住院率和避免不必要的医院看病。例

如，集成 MEMS麦克风和加速度计的哮喘监测设备可以在恰当的时候通过患

者的智能手机提醒患者，要求他们服用药物以避免哮喘发作。 

未来会如何：下一代传感器和新兴 MEMS 

随着传感器的小型化，以及 MEMS 麦克风逐步取代驻极体麦克风（如助

听器应用），新的 MEMS 器件正在迎接新一轮医疗设备机遇。经过多年的发

展，基于电容感测原理的微机械加工超声换能器（CMUT）和基于压电感测

原理的压电微机械加工超声换能器（PMUT）终于绽放光彩，Butterfly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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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发布了第一款手持式超声波成像诊断设备。微针，作为能够在皮肤间隙

层中捕获或输送微量流体的器件，也引起了业界兴趣！（详见 P16 图 3） 

同时，大型公司在非侵入式医疗设备上投入大量研发精力，以期获得

更好的患者舒适度和无痛治疗，让患者坚持治疗。例如，苹果（Apple）已

经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在智能手表中开发光学无创传感器，用于连续监测

佩戴者的血糖水平。 

超越“可穿戴”，下一代集成传感器的医疗设备应该让用户“忘记”其

存在，无感地监测人体状况。灵活性和可拉伸性是下一代传感器的待定参

数。传感器可能以身体“贴纸”形式监测汗液中的某些成分。同时，电化

学传感器正在利用印刷电子技术和新的生物相容性基质进行产品开发研究。 

（来源：麦姆斯咨询） 
 

 

 

Load monitoring of aircraft landing gears using fiber optic sensors 

 

A.Iele,M.Leone,M.Consales, etc. Journal of Sensors A: Physical. Volume 281, 1 

October 2018, Pages 31-41. 

 

Abstract:We report on the use of Fiber Bragg Grating (FBG) sensors integrated 

onto an aircraft landing gear for remote and real-time load monitoring. Several 

FBGs strain sensors, both in a linear and tri-axial configuration, have been 

integrated on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rue landing gears (both Main and Nose 

gears) based on their load condition derived from FEM numerical analysis and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1094X#!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1094X#!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109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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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ed to numerous qualification lab tests where the load applied to the gears 

was varied in the range 0–20 kN. To this aim, the gears were mounted on a 

25kN hydraulic press, that changed the shock absorber route from 0 mm up to 

200 mm (corresponding to the maximum take-off weight, ∼4600 kg). Obtained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ose provided by reference electrical strain 

gauges located very close to their optical counterparts, and demonstrate the 

great potentialities of FBG sensors technology to be employed for remote and 

real time load measurements on aircraft landing gears. 

 

 

 

 
图 1 MEMS 传感器和执行器增长趋势（详见 P10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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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2023 年生物 MEMS市场发展情况（详见 P12文字） 

 

 

 

 

图 3 非侵入式传感器路线图（2000-2020 年）（详见 P14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