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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的开通，离不开这些桥梁传感器！ 

2018年 10 月 24 日上午 9 时，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营运。这一世纪工程，因建设周期史上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

被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曾被外媒称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在 9 年的漫长施工建设过程中，大桥至少用到了上千种传

感器，它们构成了这一伟大工程的高精密感知系统。那么，港珠澳大桥都

用到了哪些关键的传感器监测技术呢？  

地震安全监测与评估系统（加速度传感器） 

  首先，地震安全监测与评估系统，可为港珠澳大桥通车后的安全运行

保驾护航。港珠澳大桥地处珠江口，台风频繁，其位于抗震设防烈度 7 度

的地震高风险区，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大桥配置地震安全监测与评估系统。 

  该系统主要由振动监测、事故预警、健康评估、地震风险评估四部分

构成。在该系统的仪器设备方面，在港珠澳大桥多个桥段的关键位置，布

设了加速度传感器，负责对桥梁振动信号进行精确测量，从而反映大跨度

桥梁的动力特性。 

  据了解，该系统现已成功用于广东虎门大桥、黄埔大桥、九江大桥等

多座特大型桥梁上。目前，其升级后的“重大建构筑物地震安全性在线监

测与评估系统”，安装在乐昌水利枢纽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等重大工程结构和

重大科学装置上。 

隔震橡胶支座健康监测桥梁受力情况（液压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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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港珠澳大桥运营的重要性和特殊工况需求，要求桥梁能抵抗 16 级

以上台风，这让该工程成为目前对抗台风最严苛要求的国内桥梁工程。对

此，港珠澳大桥采用的测力隔震橡胶支座，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隔震橡胶支座健康监测系统，由液压测力装置、变送器和测试仪表系

统组成。在支座内部安装有液压测力传感器，液压测力传感器的变送器及

接口布设在支座外围并接至测试仪表。 

当支座受力时，力通过挤压液压测力传感器，液压测力传感器就能准

确感知压应力，并通过压力变送器转换成电流信号输送到控制室，并在控

制室内的计算机系统准确显示出来。这样一来，控制室内的技术维护人员，

就可随时观测桥梁的受力情况，实时评估桥梁运营的健康状况了。 

沉管运动姿态实时监测管节运动姿态（高精 MEMS 陀螺仪、倾角传感器） 

  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在海平面以下最深 40 多米的地方，是世界上

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建设时，需把这些又长又重的巨大混凝土沉管，运

输到施工海域，安装到海底基槽中。 

  沉管就像海底的大钟摆，需精确测量其左右、上下以及倾角方向上的

摆幅。深水又导致了沉管运动的超低频特点，如果传感器没有极高的灵敏

度，压根不可能测到。另外，沉管在安装前，要进行几十个小时的准备工

作，测量仪器在水中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虚假波动，即“零漂”，影响测试

结果。这就需要选择灵敏度极高的传感器，才能实现精确测量。 

  在港珠澳大桥海底沉管隧道实现最后对接的合龙过程中，专为港珠澳

大桥量身定制的沉管运动姿态实时监测系统，通过采用监测管节运动姿态

的方法，对整个合龙过程进行了有效的监测。具体来说，采用国内目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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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灵敏度最高的 MEMS 陀螺仪和倾角传感器，以及航空航天导航制导专

用设备，在管节的前后端分别设置测试点，并在关键的前端设置 6 支备份

传感器，从而保证了测试信号的准确可靠。 

此外，在海底隧道遍布各处的传感器，可对隧道内的风速、温度、气

压差，以及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和微颗粒的浓度等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当

有相应指标超出预设范围时，通过控制隧道内的通风系统，从而保证在海

底隧道内提供舒适、安全、畅通的行车环境。 

实现曲直线的精准对接（高精度陀螺仪） 

陀螺仪是用高速回转体的动量矩敏感壳体相对惯性空间绕正交于自转

轴的一个或二个轴的角运动检测装置，陀螺仪分为压电陀螺仪、微机械陀

螺仪、光纤陀螺仪和激光陀螺仪，它们都是电子式的，并且它们可以和加

速度计，磁阻芯片，GPS，做成惯性导航控制系统。 

在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过程中，建设断面曲线管幕隧道遇到了很大的施

工难度，因为在进行大桥贯通时，如何实现对港珠澳大桥连接线的控制和

对接成为了当时的“特级难题”。据了解，受地理地形所限，拱北隧道采用

的是曲线管幕施工技术，因为隧道有一段不是直的，超大曲线管幕施工难

度很高。 

最后采用了陀螺仪技术实施曲直线的精准对接，这是港珠澳大桥珠海

连接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测量和定位沉管（激光传感器） 

激光传感器是利用激光技术进行测量的传感器，它由激光器、激光检

测器和测量电路组成。激光传感器是新型测量仪表，它的优点是能实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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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远距离测量，速度快，精度高，量程大，抗光、电干扰能力强等。由

于港珠澳大桥采用了很多的海底沉管，在对它们进行位置测量时，普通的

传感器无法实现。 

由激光传感器组成的三维可视化测量系统可对隧道的开挖断面测量、

船舶抛锚定位和多波束测量显示水下三维地形图等进行测量定位，这项技

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几千种传感器构成港珠澳大桥的高精密感知系统 

除了上述列举的几种技术难度颇高的传感器，在港珠澳大桥上还设置

了各式各样的传感器，用它们对隧道内的风速、温度、湿度、压力、气压

差，以及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和微颗粒的浓度等参数进行实时监测，据粗

略统计，港珠澳大桥至少用到了千种相关的传感器，气体传感器、温湿度

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激光传感器等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一起构成了港珠

澳大桥的高精密感知系统。           （来源：传感器专家网、电子发烧友）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参与主办 

2018 国际（徐州）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峰会 

2018 年 10 月 16 日，“2018 国际(徐州)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峰会”在

江苏徐州召开。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科技部原副部长吴忠泽等出席会

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建铨等专家发表了

主旨演讲。此次会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徐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徐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承办，中国电子元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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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简称敏协分会）参与协办主论坛并主办

传感器分论坛。敏协分会郭猛秘书长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颖共同主持上

午的主论坛，并主持下午的传感器分论坛。此次峰会是敏协继 2018 年 8 月

下旬在辽宁省沈阳市主办“2018 传感器产业高峰论坛”之后的又一项重要

活动。 

本次会议以“物联万象,感知未来”为主题,充分发挥“创新、融合、

协同、发展”的理念,邀请部委领导、院士专家、国内外行业组织、业内知

名企业家以及新闻媒体朋友共聚一堂,围绕国内外传感器产业发展趋势、产

业生态、产业集群建设等主题,建言献策,共谋发展。 

峰会举行了传感器产业园开园启动仪式和传感器产业基金运行启动仪

式,开启了徐州市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突出融合发展、完善发展环境、加快

产业集聚的新阶段。峰会期间举办了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技术、工业传感

器及应用、人工智能与工业大数据、3D 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创新及成果

转化五个分论坛,由六位院士牵头分别与行业专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进行传

感器与物联网产业的前沿技术深度交流。 

本次会议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高校及科研院所技术

人员,以及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共同探讨了促进深度融合发展、进行智能制

造技术提升、加强产业投资和促进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问题,有力的推动物联

网传感技术发展与进步,为徐州传感器科技产业园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

发展机遇,对促进徐州及国内传感器产业发展将具有深远意义。 

传感器作为自动化智能设备的关键部件及物联网采集信息的终端工具,

是发展智能制造的基础和核心。传感器产业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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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全球传感器市场有望达到万亿级别。为助力国内企业在传感器产

业发展的浪潮中抢占先机，加强国际竞争优势，吸引国内外先进项目、优

秀领域人才、高端行业企业和优质产业资本,中电元协敏协分会积极参与到

此次峰会的主办、协办工作中。在敏协主办的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论坛

中，歌尔股份、江苏多维、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杭州麦乐克、深圳

电通纬创、南京高华等代表分别作了精彩报告，使与会者对技术及产业发

展现状有了进一步了解，论坛收到良好成效。 

工信部、科技部、环保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有关部委领导,徐州

市相关领导,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产业联盟、金融机构代表,国内外传

感器、物联网、智能制造领域专家及企业家代表约 600 余名嘉宾参加了本

次活动。                                       （来源：敏协秘书处） 

 

 

 

MEMS 新突破！人工智能首次嵌入 MEMS  

据报道，加拿大魁北克 Universite de Sherbrooke（舍布鲁克大学）

的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在 MEMS（微机电系统）器件中设计了一种 AI（人工

智能）技术，这标志着 MEMS 器件中首次嵌入了某种类型的 AI 能力。其研

究成果是一种类似于人类大脑的神经计算，只不过是在微型器件中运行。

这项研究成果意味着可以在微型器件内进行 AI 数据处理，从而为边缘计算

创造了无限可能。 

据该研究论文的共同作者舍布鲁克大学教授 Julien Sylvestre 介绍，

他们去年已经写了一篇论文，从理论上展示了可以实现 MEMS 人工智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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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突破是展示了一种可以在实验室中实现这一目标的 MEMS 器件（详见

P15 图 1）。 

研究表明，在 MEMS 器件中使用非线性源来嵌入 AI 是完全可能的，

Sylvestre 介绍道，这是一种构建“人工智能”器件的新方向，它可以做

得非常小且高效。 

据 Sylvestre 介绍，这种 MEMS 器件的处理能力很难与台式计算机相比

较。计算机跟我们这款 MEMS 器件的工作方式截然不同，他解释道，计算机

很大并需要消耗大量功率（数十瓦），但我们的 MEMS 可以小到装在人类头

发尖端上，并以微瓦级的功率运行。并且，它们可以实现一些花式炫技的

功能，比如对口语进行分类，这项任务可能会占用台式计算机 10%的资源。 

据 Sylvestre 表示，这种配备 AI 的 MEMS 技术的一个可能的应用，比

如 MEMS 加速度计，加速度计收集的所有数据都可以在器件内部进行处理，

而不需要将数据再发送回计算机。 

研究人员尚未专注研究如何为这种嵌入 AI 的 MEMS 器件供电，但这些

器件极低的功耗可使它们仅依赖能量采集器便能支持运行，从而无需电池

供电。有基于此，研究人员正在寻求将他们的 AI MEMS 方案应用于传感和

机器人控制。                                   （来源：麦姆斯咨询） 

 

韩国科学家根据人类耳蜗中的基底膜，制造出压电式声学传感器 

由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 Keon Jae Lee教授领导的 KAIST（韩国科学技

术院）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用于扬声器识别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声学传感器

（该论文发表在《Nano Energy》,其题目为《基底膜启发式自供电声传感

器》和《用于语音识别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声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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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传感器作为人类和机器之间最直观的两方通信设备之一而受到关

注。然而，传统的声学传感器使用电容器型装置来测量两个导电层之间的

电容，导致灵敏度低，识别距离短以及扬声器识别率低。 

该小组通过模仿人类耳蜗中的基底膜，制造了一种柔性压电薄膜。谐

振频率振动梯形压电薄膜的相应区域，该区域通过高度灵敏的自供电声学

传感器将声音转换为电信号。 

这种可以从更远距离探测到微小声音的多声道压电声学传感器的灵敏

度是传统声学传感器的两倍多，它可以提供更多的语音信息。 

此外，该声学传感器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实现 97.5%的扬声器识别

率，比参考麦克风降低 75%的错误率。 

人工智能扬声器识别是未来个性化定制服务的下一个重点。然而，传

统技术试图通过使用软件升级来提高识别率，导致扬声器识别率受限。该

团队用创新的柔性压电声学传感器取代了现有的硬件进而改进了扬声器识

别系统。 

压电声传感器的进一步软件改进，将大大提高不同环境下的扬声器和

语音识别率。用于扬声器识别的高灵敏度的自供电声学传感器可用于个性

化语音服务，如智能家用电器、人工智能秘书、全天候物联网、生物认证

和金融科技。                        （来源：http://xincailiao.com） 

 

欧司朗发布新款环境光传感器，可提供高灵敏性和测量精度 

据报道，欧司朗光电半导体公司（Osram Opto Semiconductors）的

SFH 5701 A01 是一新款环境光传感器（ambient light sensor），其采用

集成电路设计，可适应车载显示屏的背光照明，便于用户在各种天气情况



   •    2018  10  

 - 10 - 

及亮度水平读取屏幕内的信息。 

SFH 5701 A01无需使用单独的电源引脚，因为其是由主动式集成电路

环境灯探查的信号电流（signal current）供电。因此，其芯片采用双针

脚设计，替代了三针脚或多针脚，便于连接和操控。SFH 5701 A01采用了

特殊的过滤器封装设计，便于绿光穿过，并有效过滤掉红外波长（infrared 

wavelengths）。 

该设计可确保安装于表面的部件及确保人眼对光谱敏感性的适应性，

使绿色成为最易被感知的色谱（colour spectrum）。总体而言，该传感器

可探查到 450-700 nm 的可见光谱。此外，还有一款模拟部件，其采用了线

性综合放大器，可在 100 lux 下提供 135 µA 的常见信号。 

在低光照度（0.01 lux）下，其动态感光范围及灵敏性高，在各类环

境光条件下，其光线测量值高，尽管其尺寸只有 1.25 mm×2.0 mm×0.8 mm，

但该款环境光传感器可在墨镜或塑料盖遮蔽的情况下实现高精度的测量。 

      （来源：盖世汽车） 
 

韩国科研人员开发出用于可穿戴设备的高性能柔性透明力触摸传感器 

近日，The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研究人员通过开发一种柔性、透明的超薄分

层纳米复合材料（HNC）薄膜，研究出了一种高性能的透明纳米触摸传感器。

该研究团队表示，他们的传感器同时具有工业级应用的所有必要特性：高

灵敏度、透明度、弯曲不敏感性和可制造性。 

识别外部刺激位置和压力的力触摸传感器，已经受到各种应用的极大

关注，例如可穿戴设备、柔性显示器和类人机器人等。数十年来，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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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致力于提高力触摸传感器的压力灵敏度，以实现工

业级传感。不过，当力触摸传感器弯曲时，器件传感性能会受到引入的机

械应力和形变影响而降低，因此，在柔性应用中应用力触摸传感器仍然存

在挑战。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KAIST 研究团队抛开了传统技术，专注于开发非

气隙传感器。在之前的传统技术中，力触摸传感器需要在电极之间留有气

隙，以实现高灵敏度和灵活性。 

 

图 2 透明、灵活的力触摸传感器（上图），通过利用应力集中增强灵敏度（下图） 

KAIST 研究团队提出的非气隙力触摸传感器基于一种包含金属纳米颗

粒的透明纳米复合绝缘体，可以根据压力使电介质中的电容变化最大化，

还包含一个纳米级基板，能够通过集中压力来提高透明度和灵敏度。由此，

该团队成功制造出了一种高灵敏度、透明、柔性力触摸传感器，在重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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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表现出了机械稳定性。 

此外，通过将传感电极放置在与中性面相同的面上，力触摸传感器即

使在弯曲到圆珠笔的半径时也可以运行，且不会改变器件性能。 

该团队所提出的力触摸传感器还满足了大规模生产时的商业化考量，

例如大面积均匀性、生产再现性以及温度影响和长期使用的可靠性。 

最后，研究团队将他们开发的传感器应用于具有脉冲监测功能的医疗

可穿戴设备，能够检测人体的实时脉搏。此外，该研究团队还和 HiDeep 公

司合作确认，7英寸的大尺寸力触摸传感器还可以集成到商用智能手机中。 

（来源：麦姆斯咨询） 

 

 

 

一种快速响应的汽车尾气温度传感器 

公开公告号：CN 207937086U                   公开公告日：2018.10.02 

申  请  号：CN 201820385264.7               申  请  日：2018.03.21 

申请（专利权）人：牧星航空传感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发明人：雷和朝；雷济民；陆妙莹等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快速响应的汽车尾气温度传感器，包括端头

套、轴杆、传感器，端头套的左端内部设置有通孔，轴杆的右端上方安装

有不锈钢保护套管，不锈钢保护套管的上端前面设置有固定槽，传感器的

右侧连接有信号传输导体，信号传输导体的上方设置有填充复合材料，定

位销套的上方设置有轴套，信号传输导体的右端连接有感应端头。该快速

响应的汽车尾气温度传感器，与现有的普通温度传感器相比，增加结构的

同时有效的提高了该装置的实用性，通过使用氮化铝复合材料替代氧化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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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灌封填充材料，以此来提高汽车尾气温度传感器的响应速度，可以及

时的收到反馈信号，并且提高了其工作效率。 

 

 

 

法国 Yole 预测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持续增长 

法国 YoleDéveloppement（Yole）公司图像技术与市场首席分析师

Pierre Cambou 最新评论表示：对于 CMOS 图像传感器（CIS）来说，2017

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除计算外，其他所有领域都有增长。在新应用的推动

下，该行业的未来依然稳固。 

根据 Yole 的《CMOS 图像传感器行业现状》报告，2017 年 CIS 市场达

到 139 亿美元，并预测 5 年后市场将超过 230 亿美元，2017 年至 2023 年

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9.4%，这主要得益于智能手机集成了额外的相机以支持

光学变焦、生物测量和 3D 交互等功能。几乎所有市场的图像传感器价值都

将有显着增长，但主要是移动领域，同比增长达到了 20%的峰值（详见 P16

图 3）。 

CIS 销售额主要来自手机，占 2017 年 CIS 总收入的 69%；安全应用领

域是第二大细分市场；汽车市场为第三大来源。 

CIS 生态系统目前由三个亚洲巨头主导：索尼、三星和豪威

（Omnivision）。欧洲正在卷土重来，与此同时，美国在高端领域仍保持着

一定地位（详见 P16 图 4）。 

市场的增长受益于 CIS 领导者索尼的运营复苏，索尼占据了 42%的市

场份额。Pierre Cambou解释道，Apple手机对半导体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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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成像方面。它为其主要供应商索尼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在其高端

数码摄影的早期进步基础上，在 CIS工艺中达到新高。 

（来源：https://www.i-micronews.com/reports.html、Yole公司） 

 

 

 

Improved magnetic sensor using laminated magnetic multilayer with 

coupled exciting and sensing micro planar coils 

 

YaoWang，YumeiWen，PingLi, etc. Journal of Sensors A: Physical. Volume 284, 

1 December 2018, Pages 112-119. 

 

Abstract：To improve the magnetic field sensitivity of giant magnetoimpedance 

(GMI) sensor at the low frequency, the authors reported a laminated magnetic 

multilayer with coupled exciting and sensing planar coils (i.e., 

FCseCexCseFCseCexCseF), which consists of two serially connected sandwich 

structures (i.e., FeNiCoSiB/sensing planar coil + exciting planar coil + sensing 

planar coil/FeNiCoSiB).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FCexFCexF (i.e., 

FeNiCoSiB/exciting planar coil/FeNiCoSiB/exciting planar coil/FeNiCoSiB) 

multilayer and FCexF (i.e., FeNiCoSiB/exciting planar coil/FeNiCoSiB) 

sandwich laminates with only exciting coils, the investigated magnetic sensor 

uses the strong electromagnetic coupling between sensing coil and exciting coil, 

and the mutual inductance induced output voltage gets rid of the small 

resistance variation effect (caused by weak skin effect) at low frequency and 

https://www.i-micronews.com/reports.html）、Yole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442471831281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442471831281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442471831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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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increases the ratio of additional inductance contributed by the magnetic 

ribbons to that by naked coils. The investigated magnetic sensor provides the 

magnetic field sensitivity of 188.6 mV/√𝑂𝑒 at 1 MHz frequency, which is about 

2.97 and 4.50 times as high as that for FCexFCexF and FCexF laminates, 

respectively. The investigated prototype also shows magnetic noise of 

82.2 pT/√𝐻𝑧 , which is 15% and 19% of noises for the FCexFCexF and 

conventional FCexF laminates at 1 MHz, respectively. 

 

 

 
图 1 单根硅横梁（红色）及其驱动（黄色）和读出（绿色和蓝色）电极， 

实现了能够进行神经计算的 MEMS 器件（详见 P8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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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IS 市场营收趋势预测（详见 P13文字） 

 

 
图 4 2016-2017年 CIS市场份额（详见 P13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