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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物联网项目失败的五个误区 

从智能牙刷和宠物床到联网的汽车和城市，物联网几乎为每个人都提

供了智能产品——这足以证明连网技术在企业和消费者中的普及程度。鉴

于所有令人兴奋的各种连网技术，不难看出企业已经被物联网炒作所包围。 

围绕物联网的炒作，很多来自于对物联网应该如何应用、如何实施的

一些常见误解。所以，如果你想启动(或重启)物联网项目，你就需要对物

联网有一个清晰和基于事实的认识和理解。 

误区一:物联网是关于消费者设备和连网家庭的 

现实:到目前为止，物联网的价值和机会主要集中在商业和工业领域，

在物联网影响方面，它们实际上已经领先于消费者领域。 

连网冰箱、面包器和其他家用电器可以让我们生活更轻松，但也是物

联网中一些最夸张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物联网的真正影响已经在商

业世界中处处可见。事实上，分析人士预测，到 2020 年，物联网 B2B 细分

市场每年将产生超过 3000 亿美元的收益，而消费者应用在同一时间内将产

生 1500 亿美元的收益。随着消费者领域物联网的快速发展，1500 亿美元

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商业物联网显然是带来变革的最大机遇。 

从长远来看，预计最具颠覆性的物联网创新将发生在消费性物联网领

域。不过，家庭连网设备的商业模式也将继续侧重于用户数据货币化。 

误区二：物联网是适合所有人的单一市场 

现实:物联网包含许多市场，每个市场都有其独特的环境、技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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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系统。因此，将横向、纵向和区域能力整合到解决方案中尤为重要。 

互联网的“第一次浪潮”中，科技公司专注于开发 IT、服务提供商和

消费者的横向能力。但这种策略本身并不适用于物联网，物联网是一个市

场、子市场和生态系统的集合。物联网的购买需求是整个业务系统，而非

单个技术。 

要想在物联网领域取得成功，技术提供商必须发展具有高度针对性的

横向能力，并将这些能力与垂直区域生态系统紧密集成，或者将重点放在

特定市场的一两个用途上。前一种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 FogHorn 

Systems，它为工业物联网应用开发边缘智能软件。随着各行各业对智能软

件的需求，FogHorn 最近建立了一个端到端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以确保

提供超本地技术。该生态系统包含工业物联网顾问和系统集成商，他们提

供特定领域的数据分析、应用软件开发和现场实施服务。 

误区三 :物联网就是连接数十亿台设备——连接越多越好 

现实:物联网是关于生成可操作的数据，可以对其进行分析以推动更好

的业务决策。 

正如我们从一些引人注目的失败项目中看到，比如连接物联网的榨汁

机，简单地试图连接尽可能多的“东西”是导致物联网灾难的一个秘诀。

这些连接是物联网的基础，但真正价值来自这些连网设备生成的实时或接

近实时的数据流，这些数据流可以被分析并转化为可操作的业务洞察。例

如，矿业集团力拓( Rio Tinto )利用物联网传感器监测其车辆状况，使预

测性维护能够在问题成为大麻烦之前解决掉。该公司现在每天节省高达 200

万美元，而且每次都能避免故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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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四 :物联网本身就是一种变革 

现实:物联网必须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区块链和雾计算等其他热门

技术相结合，才能产生全面且持久影响。 

要释放物联网的变革力量，企业必须将其与其他突破性技术相结合。

特别是物联网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区块链和雾计算的融合，也将有助

于克服物联网在安全性、成本、复杂性和速度等方面的关键障碍。例如，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提供了对实时物联网数据流的更深入分析，以推动更

稳健的决策；而雾计算使物联网数据在网络边缘可用，以解决延迟、带宽

和可靠性的挑战。此外，区块链支持安全的审计级交易，而无需通信设备

之间的中央平台。 

这些技术共同创造了一些非常强大的组合。试想当无人机由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驱动时，自主无人机可以比他们飞行操纵者更有效地运行，安全

地避免恶劣天气、树木和其他障碍物。因此，野外工作人员可以使用这些

设备检查石油钻机，或者测量员可以轻松测量偏远、崎岖、复杂的地形结

构。 

误区五:物联网永远不会安全 

现实:物联网可以安全可靠。 

从利用密钥重装（KRACK）攻击 Wi—Fi系统到臭名昭着的 WannaCry勒

索软件，每天都有网络安全事件出现。企业和消费者对数百万物联网设备

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隐私性产生了担忧。毫无疑问，物联网驱动的技术进

步需要新的安全方法。好消息是，安全供应商、企业、初创企业甚至设备

制造商最终都将物联网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尤其是企业，越来越多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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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安全投资的风险和回报、容忍程度，许多企业现在把加强安全措施作为

增长优势。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从传统的“模糊安全”方法转向

端到端、全面、基于策略的物联网安全体系结构方法。与此同时，横向和

纵向的标准机构正在积极制定物联网安全框架、标准和方法，以确保连网

设备和物联网系统的安全。我们甚至看到政府在克服物联网安全方面发挥

的巨大作用，例如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关于制造商必须向客户通报设备安

全的监管指引。归根到底，物联网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从初创企业和服

务提供商到企业最终用户，行业和政府机构，每个人都会越来越多地遵循

和分享最佳实践，使物联网对所有人和所有机构更加安全。 

总结 

与其它被过度炒作的技术一样，破解物联网哪些方面是真实的和相关

的，以及哪些被神话和被误解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物联网对每一个行业

都有巨大的变革潜力，所以当你开始物联网之旅时，必须将事实与虚构分

开。因此，在深入实施之前，请先退后一步，真正了解物联网，以及它在

企业中的作用，并了解它在正确和安全部署后所能提供的价值。希望通过

消除最常见的物联网神话，可以使你公司的下一个物联网计划成为现实。 

（来源：物联网智库） 

 

七大科技巨头的最新人工智能布局 

近几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突飞猛进。例如，各大公司

的自主驾驶汽车测试如火如荼，虽然我们仍然需要等待一些真正令人兴奋

的突破，但谷歌、亚马逊、苹果、英特尔等七家科技巨头目前正在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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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平台项目，依然可以让我们初窥即将到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当然，另一方面，巨头的竞争也是平台的竞争。从这七家公司的布局，我

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态势。 

1.谷歌：让人工智能更易于访问且不那么危险 

前段时间，谷歌因参与人工智能武器开发而受到抨击。在该项目受到

公众强烈抗议后，谷歌决定重新评估他们的人工智能方法。今年 6 月，谷

歌发布了一套指导方针，阐述了他们对道德人工智能开发的承诺。公司推

出了基于云端的人工智能平台，该平台允许开发人员使用容器包装的软件

应用，并可以随时随地访问所需的工具。 

这一切都是谷歌强大的语音功能和人工智能交互的结果。一方面谷歌

正在与亚马逊、微软等公司进行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正在全力以赴开发

和交付各种 AI，以满足多种使用场景下的需求。 

2.亚马逊：扩大亚马逊网络服务的范围 

与谷歌一样，亚马逊正致力于开发基于云端的人工智能服务，并为开

发人员提供更多便利。 

2017 年，公司就推出了 Amazon SageMaker 服务，旨在建立一个开发

框架，让企业更快的把机器学习集成到自己的新应用中。在近日的 AWS 峰

会上，公司公布了其云平台上可用的新计算服务，以及他们最近在机器学

习方面的努力。公司宣布改进后的 SageMaker 服务可以让开发人员在云端

构建和测试应用程序。SageMaker 流算法的引入意味着开发人员将能够传

输大量数据并有效地训练自定义机器学习应用。 

3.苹果：改进 Siri，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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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苹果公司的产品广受欢迎，但在 AI 领域的发展一直落后于竞争对

手，Siri 和其它 AI 项目开发业还没有达到谷歌和亚马逊所宣传的数据水

平。然而，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7 月初，苹果公司的核心机器学习团

队迎来了 Google的前 AI 负责人 John Giannandrea 担任他们的机器学习和

人工智能战略主管，Giannandrea 将直接向苹果 CEO Tim Cook 汇报工作。 

这只是苹果公司为提升 AI 竞争力的众多措施之一。2017 年，苹果就

收购了几家 AI 初创公司，包括以色列的面部识别技术公司 RealFace 和德

国眼球追踪技术公司 SensoMotoric。这两项收购都表明苹果正在进军更先

进、更直观的 AI 平台，使公司能够赶上竞争对手。 

4.英特尔：推动 AI 在自动驾驶、医疗等领域应用 

近年来，英特尔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已经变得非常明朗。为推进其人工

智能战略，公司与中国科技巨头百度展开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

智能。7 月初，在百度 AI开发者大会上，英特尔宣布与百度达成深度合作，

参与百度 Apollo 自动驾驶汽车项目，并决定使用责任敏感安全（RSS）模

型。 

英特尔还与三星合作，探索在医疗保健应用中使用 AI 的可能性，以期

创建一种能够研究不同疾病甚至检测肿瘤的 AI。此外，英特尔还与《福布

斯》杂志联合创建了一个数字出版物，重点关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闻创作。 

5.IBM：使用 AI 治疗癌症，以及与人类进行辩论 

在过去两年中， IBM 凭借革命性的 AI——Watson，多次登上新闻头条。

目前，Watson 已被用于自动驾驶汽车和日常商业活动。作为 Watson Health

的一部分，IBM 与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合作，根据其特定的基因组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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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制定治疗计划。 

6 月份，IBM 最新推出的 AI 系统 Project Debater 在一场辩论赛中击

败了人类顶尖辩手。Project Debater 还没有明确的商业目标，但其令人

印象深刻的技术展示，也是 IBM 在人工智能领域布局的另一个很好的案例。 

6.福特：推动智慧城市与智能驾驶发展 

在传统汽车生产商中，福特公司是最早一批向“汽车与移动出行公司”

方向转型的品牌。  

今年年初，福特宣布将进一步通过各种不同的 AI和智能技术，推动智

慧城市的发展并探索新的自动驾驶应用，并与美国同城快递公司 Postmates、

高通及 Autonomic 达成合作。在该计划中，福特推出了一个交通出行云平

台，该人工智能平台由福特与 Autonomic 共同研发，可以实时追踪城市数

据，并有效协调所有车辆、市民和红绿灯。 

近日，福特公司宣布购买底特律废弃的密歇根中央火车站，并计划在

这里搭建自动驾驶和电动汽车创新平台。这一动作距福特的智慧城市设想

又近了一步。 

7.微软：通过 AI 拯救环境 

7 月份，微软宣布与国家地理合作，为全球环保研究提供资金支持，

并开展了一项总额为 100 万美元的“AI for Earth Innovation Grant”计

划，该计划允许数据科学家使用微软的云服务和 AI 工具。 

计划将挑选 5-15 个受资助者，资助项目范围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气

候变化、农业或水资源研究，每个项目资助额在 20 万美元以下。另外，所

有通过资助计划而获得资源建立的 AI模型，都需要进行开源分享，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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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可以借此继续研究。 

此外，微软新近发布了关于 Dynamics 365 AI 的信息。这是微软新一

代云端智能商业应用，通过对 CRM 和 ERP 软件的整合，帮助企业实现数字

化转型。尽管微软不像其他竞争对手那样专注于个人消费者，但微软最新

的人工智能行动无疑证明了该技术在不同行业和领域的迅速普及。 

（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中科院新疆理化所举办传感器（痕量检测）学术会议 

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及爆炸物

安全科学自治区重点实验室承办的“2018 年度危爆品痕量检测技术学术研

讨会”于 2018 年 7月 20日-21日在新疆理化所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110

余名危爆品痕量检测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痕量检测领域出

现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应用等科技成果。   

新疆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特警总队、科信总队、自治区科技厅相关

领导、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张莉副秘书长、新疆科协叶健副部长等领导和嘉

宾参加了本次会议。  

开幕式由崔旺诚书记主持。蒋同海所长代表承办方致欢迎辞，本次研

讨会上，由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带来了 43 个精彩的学术报告

（包括 7 个大会报告和 36 个分论坛报告）。专家们带来了各自在荧光传感

技术、离子迁移谱技术、气敏传感技术、比色传感技术、表面增强拉曼技

术、太赫兹光谱技术等多种爆炸物、毒品痕量检测技术领域的最近研究进

展。报告既有纳米发电机、DNA 水凝胶、微纳柔性传感器件、感知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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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研究，又有火工品科普、一线实际需求等公安实战应用介绍；报

告内容从石墨烯到 MOFs，从比色检测到荧光检测，从爆炸物检测到毒品检

测，从气体传感器到光学传感器，覆盖面广泛。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不仅激发了危爆品痕量检测领域的科技工作

者创新研究的热情，而且拓展了学术交流平台的广度和深度，促成学者和

公安专家面对面，使得学术研究和应用需求紧密对接。会议得到与会专家

学者的一致好评，并期望将会议持续举办下去，为学者们提供相互交流、

加强合作的优质平台。           （来源：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麻省理工学院开发出细胞大小的环境传感机器人 

在血液中注入数亿纳米机器以保持身体健康和强壮——这可能听起来

像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近期，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研究者成功开发出细胞大小的微型机器人。 

据报道，MIT 研究者已研发最小尺寸的机器人，可感知周围环境、储

存数据并执行计算任务。该微型机器人的大小与人类卵细胞相当，并且拥

有由 2D 材料制成的微型电子电路。研究者在 2D 材料上附着了许多被称为

“胶体”的微小颗粒。 

胶体是 1nm 至 1μm大小的不溶粒子或分子。这些颗粒非常微小，因此

可以无限期地悬浮在液体或空气中。这是由于重力对胶体的引力相比空气

或液体中胶体与其它粒子随机碰撞的引力弱，这就意味着它们永远不会沉

到表面上或沉淀在体液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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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微型机器人利用一颗光电二极管供电，并通过各种微型传感器读取

本地数据；只要保持供电，就能让机器人感知周围环境的信息并将数据存

储在板载闪存中，任务完成后，通过专用装置读取数据。该微型 2D 电子电

路由诸如石墨烯等新一代材料制成，但它们还无法独立完成工作，需要在

基板中增加电路功能，因此对在基板中集成更多电子元器件的研究仍在继

续进行中。 

虽然单个微型机器人能力非常有限，但它们会成为未来更大规模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MIT 具有将这些胶体粒子与复杂电路相结合的能力，为

应用在多用途场景中执行多种医疗或工业环境的诊断任务奠定了基础。 

这些微型机器人的作用不可小觑，它们可以穿过人类消化系统寻找病

灶，或穿过石油/天然气管道寻找堵塞点。MIT 研究者另辟蹊径，采用了与

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方法。相比于其他团队专注于让这些微型机器人使用鞭

毛、类似尾巴的附属物移动，即“期望微型机器更灵活、更易移动、收集

来自不同环境的数据”；MIT 研究者则专注于“期望微型机器人由环境资源

中的能量驱动，并实现各种感知、数据收集和传输”。 

从长远来看，MIT 的方法可能会促进在有机基板上创造出极其微小的

电子元器件，这些器件可以离散地收集和传输各种数据，甚至可以与这些

有机基板结合起来工作。虽然这些构想听起来像是电影中虚构的纳米机器

人，但是上述高级功能和流动性在当前技术中暂时无法实现。如果最终可

行，期间还需经历很长的研发之路。 

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来说，检查泄漏或问题耗时且花费巨大，因此

这些微型机器人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微型机器人可从管道的一端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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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另一端取出，由此获取它们在管道中测量的数据。MIT 研究者将继续

钻研这些微型机器人技术，以实现在无需物理接触的情况下提高数据传输

通信的能力。                                   （来源：麦姆斯咨询） 

 

国内首款 7nm 芯片横空出世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国家，华为，小米，

Vivo的手机销往全球各个国家，但是利润并不高，因为在手机核心的芯片

领域我们没有什么话语权，由于起步较晚，我们的芯片制造产业一直落后

于别人，国产芯片企业只能在低端的夹缝中生存。 

中兴禁售事件之后，国产自研芯片的热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

内多家芯片制造公司都相继表态要在未来的时间里发愤图强，要把中国芯

推上全新的高度，在芯片制造的长跑中，高通，三星，苹果等企业比中国

先起步，我们已落后了一大截，当我们多数芯片制造企业只能造出 14nm 制

程的芯片时，韩国三星已经开始计划接近物理学材料极限的 3nm 制程芯片。 

不过华为最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为我们的芯片制造注入了一剂强心

剂，华为副总裁何刚在前几日向媒体透露，华为自主研发的采用 7nm 制程

的麒麟 980 已经完成了最基本的研发设计，目前仅剩收尾阶段，据了解除

了常规性能和工艺升级外，麒麟 980 还是华为推出的搭载独立 NPU 神经单

元的第二代人工智能芯片，在人工智能方面有着令人惊喜的进步，如果不

出意外今年 9 月麒麟 980 就会与大家见面，也就是说华为将先人一步，比

高通更早推出 7nm制程的芯片！                    （来源：摩尔芯闻）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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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EMS 电容式微加速度计的传感器和航姿仪 

公开公告号：CN 207623364U                  公开公告日：2018.07.17  

申  请  号：CN 201721890659.4              申  请  日：2017.12.28 

申请（专利权）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 

发明人：肖咸盛；杨拥军；李博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 MEMS电容式微加速度计的传感器和航姿

仪，包括：基座、多个设置在基座上的 MEMS 电容式微加速度计，且各个

MEMS 电容式微加速度计的轴线之间具有预设夹角；为各个 MEMS 电容式微

加速度计供电的电源模块。上述基于 MEMS 电容式微加速度计的传感器，可

以应用到汽车定位、精细农用机械车辆导航、林区防火的无人机、精确制

导武器、卫星探测等方面，环境适应性好，随温度变化较小，能够较为精

确的实时获取当前加速度信息，提高测量精度，且可以连续测量冲击加速

度，而性能特性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未来 5 年内智能家居设备销量有望超过智能手机 

据国外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最新数据显示，在未来

五年内，智能家居设备的需求量将超过智能手机，这主要得益于价格的下

降、用户体验的改进、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越来越多引人注目的用户应

用和服务。 

Strategy Analytics 称，2017 年，全球消费者购买了超过 6.63 亿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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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设备，销售额达到 840 亿美元。这比 2016 年的 720 亿美元增长了

16%。预计 2023 年销售额将增至 1550 亿美元，智能家居设备销售量将达

19.4亿台（详见 P16 图 1）。北美将占总支出的 41%（400亿美元），其次是

亚太地区 260 亿美元，西欧 170 亿美元。 

与此同时，全球智能手机销量预计将在 2023 年达到 18.6 亿部。

Strategy Analytics 表示，今年增长最快的智能家居产品类别将是智能音

箱，其预计增长率为 109%，将达到 6900 万台。快速上升的细分市场包括

智能灯泡、联网烟雾探测器、智能门锁、网关和控制中心以及安全摄像头

等等。 

 2017 2018 增长率 

智能音箱 33 69 109% 

智能灯泡 20 29 47% 

联网烟雾探测器 35 45 29% 

智能门锁 9 11 27% 

网关和控制中心 20 25 25% 

安全摄像头 43 54 25% 

其它 504 599 19% 

表 1 全球智能家居设备年销售额（单位：百万） 

从上表可以看出，智能家居设备销量最高的分别是智能音箱、智能灯

泡、联网的烟雾探测器、智能门锁、智能网关和控制中心、安全摄像头等

等。而其它设备主要包括传感器和探测器、智能开关和插座，恒温器，控

制器，数字健康和其它设备。 

Strategy Analytics 智能家居战略总监 Bill Ablondi 表示，智能家

居作为近年来流行的概念出现，为供应商和技术商带来了大量新的设备机

会。智能家居设备市场仍处于成长阶段，大量的厂商正在努力开发建立自

己的业务。他还补充说，未来的需求规模表明，供应商有很多机会能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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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人们改善家庭生活的管理和组织方式。 

同时，他们还建议零售商要积极识别和消除消费者采用智能家居设备

的障碍，以及提供满足消费者预期的产品与服务。 

（来源：传感器专家网） 
 

 

 

Thin film piezoelectric acoustic transducer for fully  

implantable cochlear implants 

 

Bedirhanİlik, AzizKoyuncuoğlu, ÖzlemŞardan-Sukas, etc. Journal of Sensors A: 

Physical. Volume 280, 1 September 2018, Pages 38-46. 

 

Abstract：This paper re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gle cantilever thin film 

PLD-PZT transducer prototype. The device was experimentally characterized 

by attaching it on an acoustically vibrating membrane resembling the behavior 

of the eardrum. Accele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nsor attached on the 

membrane was obtained by using a Laser Doppler Vibrometer (LDV) as the 

output voltage was measured by an oscilloscope. A voltage output of 114 mV 

was obtained, when the device was excited at 110 dB Sound Pressure Level 

(SPL) at 1325 Hz. This is the highest value for a thin film piezoelectric 

transducer in the literature to our knowledge. Using the results of a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or this single-channel prototype, which are within 92%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 performed an optimization study to 

propose a multi-frequency acoustic sensor to be placed on the eardrum for 

fully-implantable cochlear implant (FICI) applications. The proposed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0082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0082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42471830082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chemistry/acoustic-impe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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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hannel transducer consists of eight cantilever beams. Each of these 

beams resonates at a specific frequency within the daily acoustic band 

(250–5000 Hz), senses the eardrum vibration and generates the required voltage 

output for the stimulation circuitry. The total volume and mass of the transducer 

are 5 × 5×0.2 mm3 and 12.2 mg, respectively. High sensitivity of the transducer 

(391.9 mV/Pa @900 Hz) enables transmission of strong signals to be the 

readout circuit, which can easily be processed. Expected to satisfy all the 

requirements (volume, mass, and stimulation signal at the hearing band) of FICI 

applica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in literature, the proposed concept has a 

groundbreaking nature and it can be referred to a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FICIs 

since it revolutionizes the operational principle of conventional CIs. 

 

 
图 1 全球智能家居设备系统趋势图 

（详见 P14 文字）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chemistry/cantilever-b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