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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祥院士深谈物联网安全新趋势 

现在物联网产业的安全问题已经日益严峻，进一步加强安全建设的重

要性已经不言而喻。智能门锁、联网汽车、工厂设备……任何一类被攻破

了都将给企业带来不可预估的打击。 

2018 年 11 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就“以科学的网络安全观，筑牢

物联网安全防线”为题在中国国际物联网创新应用大会上带来演讲分享，

深度谈了安全产业的一些事。 

1.网络空间问题颇多，网络攻防将是永远的主题。  

2007年，一款名为“熊猫烧香”的电脑蠕虫病毒短时间内造成高达几

百万的个人及企业用户感染，此次事件也成为了中国警方破获的首例计算

机病毒大案。2017年，“蠕虫式”勒索病毒软件 WannaCry由不法分子进行

传播，造成至少 150个国家、30 万名用户中招，直接影响到了校园、金融、

能源、医疗等众多领域。 

物联网产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利润空间，无疑将成为不法人士的下一个

目标。他们的方式，就是通过攻击向企业勒索钱财。对此，沈昌祥院士补

充到，网络安全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网络空间包含的计算科学、体系结构、计算模式三大问题，都是要解决的

一级学科科学理论问题。 

当然，如同人有时候也会生病，安全只能是相对的。科学技术在进步，

攻击方式会改变，防护也要跟着改变，安全建设的目标就是尽全力保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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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工作的状态。 

2. “老三样”已过时，用可信计算 3.0 筑牢物联网安全防线 

安全界的“老三样”指的是防火墙、入侵检测、病毒查杀。但时代在

进步，找漏洞、打补丁的传统思路不利于整体安全，传统“老三样”也已

暴露很多缺陷，难以完全应对人为攻击。 

沈院士就此提到，要用主动免疫的可信计算来解决安全问题。在计算

运算的同时进行安全防护，通过实施身份识别、状态度量、保密存储等功

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与排斥进入机体的有害物质，

为网络信息系统培育免疫能力。 

在 1992 年，国家立项研制可信计算综合安全防护系统，1995 年 2 月

底，通过评测和鉴定，经过长期军民融合攻关应用，形成了自主创新安全

可信体系，开启了可信计算 3.0 时代。 

这个过程实现了公钥密码身份识别、对称密码加密存储、智能控制与

安全执行双重体系结构，同时也有了环境免疫抗病毒原理——不允许装杀

病毒程序，数字定义可信策略——不许改应用程序，对用户完全透明。 

沈院士表示，二代居民身份证、中央电视台制播系统、电网调度系统

已经全部使用了可信计算技术，做到了对已知代码掌握，重要代码能编写，

重要流程要重构的关键功能，保障了国产化的真正落地。 

3. 物联网的三重防御体系 

物联网由感知、通信、应用三大环境场景组成，物联网的安全必须保

证云管端每个节点都安全可信。 

就此情况，沈院士讲到，物联网安全应该按照等级保护来做。这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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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机制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可信：针对计算资源（软硬件）构建保护环境，保护计算资源； 

可控：针对信息资源（数据及应用）构建业务流程控制链，实行主体

（用户）按策略规则访问客体（信息资源）； 

可管：保证资源安全必须实行科学管理，强调最小权限管理。对于高

等级系统实行三权分离管理体制，不许设超级用户。 

实践证明，三重防御体系是必要的，可行的。 

4. 未来的物联网安全 

说起安全防护的效果，沈院士用简单的几个词进行了概括：进不去、

拿不到、看不懂、改不了、瘫不成、赖不掉。人们不禁会想，真的要做到

这样的地步，安全企业或机构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负所望？ 

首先，上到国家战略，下到群众意识，安全都被摆在了十分重要的地

位，正处于时机十分不错的阶段。 

其次，虽然 To C（to customer，产品面向消费者）类安全产品经过

多年发展已经呈现饱和，物联网 To B（to business，面向企业或者特定

用户群体的产品）类安全需求却随着产业的发展而水涨船高，行业内的机

会还有很多。 

沈院士提到的可信计算等问题现在已经吸引了众多厂商的目光，厂商

们纷纷积极推广安全产品，推动产业技术和标准的融合，共建国家物联网

安全保障体系。我们相信，将有更多的物联网安全人，一路坚守着，奋力

为安全而战。                                 （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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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传感器行业、模拟 IC 及 MEMS十大收购事件 

回顾 2018 年，电子和半导体行业的“洗牌”还在继续，以下按照大致

时间顺序，介绍了影响 2018 年传感器、模拟电路、MEMS 行业的十大收购

事件。 

1.Qualcomm（高通）收购 NXP（恩智浦）半导体计划破灭 

2.Cree（科锐）收购 Infineon（英飞凌）射频功率业务 

3.Microchip（微芯）收购 Microsemi（美高森美） 

4.InvenSense（应美盛）收购 Chirp 

5.闻泰科技斥巨资收购荷兰芯片制造商 Nexperia（安世半导体） 

6.ARM 计划出售其中国业务控股权 

7.Adesto 接连收购 S3 Semiconductors和 Echelon 两家公司 

8.导弹、晶圆制造商 Soitec SA 和导弹制造商 MBDA Missile Systems

收购濒临破产的法国 Dolphin 

9.Renesas Electronics（瑞萨电子）收购 IDT（Integrated Device 

Technology） 

10.苹果收购 Dialog 电源管理芯片（PMIC）资产 

 

 

 

2018 国际传感器·半导体产业链暨物联网高峰论坛召开 

2018 年 12 月 6 日，由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厦门火炬高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国际传感器·半导体产业链暨物联网高

峰论坛”在厦门举行。论坛以“感知、创新、融合、共享”为主题，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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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论坛+展览展示+投资洽谈+参观对接”的形式，重点探讨了全球传感器技

术、半导体产业链及物联网的发展趋势和创新应用。 

传感器作为物联网的硬件基础，广泛应用于新兴产业领域，正迎来发

展的黄金期。在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智慧工厂、智能交通以及被称为国

家工业的“明珠”——半导体领域，传感器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

了解，传感器设计、研发、代工、封装测试、软件等产业环节构成的生态

链正逐步全球化，我国的相关产业如何抓住机遇，规划布局，是本次高峰

论坛的主要议题。活动当天，六百多名学业界专家、学者及行业领军企业

代表齐聚，就传感器、半导体和物联网的现在和未来，挑战和机遇展开深

入交流和讨论。其中，当前形势下产业的发展、科研的方向成为论坛当天

的热点和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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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午的致辞中说，关于产业发展有三个关键点:1、

坚持自主创新，以我为主；2、顺应全球化趋势，寻求国际合作机会；3、

在合作中一定要找到共赢模式。SEMI 全球副总裁居龙也强调了自主创新、

国际合作与合作共赢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要以“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心态面对。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八大热点议题分论坛，来自全球各届的专家、企业、

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就“传感器技术与产业发展”、“集成电路设计工艺

材料装备及泛半导体产业”、“VR 和 AR·可穿戴·智能家居·智能硬件”、

“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车联网”、“前沿科技芯片·工业 4.0·人工

智能·机器人”、“物联网 IoT·通信技术”、“生物·医药·大健康·医

疗器械”和“投融资洽谈”几大主题进行热烈讨论和互动。分论坛旨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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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各领域技术人员、厂商代表和投资人的沟通交流，促进产、学、研相结

合，推动产业蓬勃发展。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作为大会的协办单位，

郭猛秘书长应邀出席会议，并主持了“传感器技术与产业发展”分论坛。 

                           （来源：新华网） 

 

 

 

小蜜蜂来帮忙，背上微型传感器“背包”农场忙 

如今农民们已经可以使用无人机巡视农场，从而监测温度、湿度或农

作物健康状况。但是要使这些机器长时间地飞行，需要非常大的电力，因

此如果中途不充电，它们就飞不了多远，这使得无人机巡视的范围和时间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近日，华盛顿大学的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小到能够“骑”在大黄蜂身

上的传感系统。因为此类昆虫可以自己飞行，所以该“背包”只需要一节

微型充电电池，就可以维持 7 小时的飞行时间。科学家们指出，当蜜蜂回

到蜂巢时，电池也相应地回到蜂巢中，他们就可以通过无线方式对电池进

行充电，6 小时内即可充满。他们还表示，太阳能电池可能有一天会取代

目前设计中所使用的电池。该研究小组于 2018 年 12 月 11日在新德里举行

的 MobiCom 会议上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研究结果。 

无人机飞行 10～20分钟就需要充电，而这种蜜蜂可以进行数小时的数

据收集，实验证明，用蜜蜂来完成其它无人机所做的计算和传感任务是可

行的。 

虽然用蜜蜂代替无人机解决了供电问题，但该技术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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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解决：首先，蜜蜂的体型较小，携带能力非常有限；第二，GPS 接收

器在定位方面具有优势，但对于该应用来说，会需要消耗不少电量。为了

开发适合蜜蜂携带同时还能感知其位置的传感器“背包”，团队必须解决这

两个问题。 

科学家们用三种大黄蜂做了实验，发现健康的工蜂可以携带大约 105

毫克的物体飞行和盘旋。研究人员最终决定使用大黄蜂，因为它们足够大，

有能力携带为我们系统供电的微型电池，而且它们每天晚上都会回到蜂巢，

在那里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无线方式给电池充电。 

之前，其他研究小组已经通过超粘小型追踪器，比如射频识别（RFID），

给大黄蜂配备了简单的“背包”，用来跟踪它们的活动。对于此类实验，研

究人员先将蜜蜂放置在冰箱里几分钟，以便在将“背包”粘在它们身上之

前降低它们的速度。实验完成后，团队再通过类似的过程移除“背包”。 

然而，这些先前的研究只是简单地追踪蜜蜂在近距离内（大约 25厘米）

位置的“背包”数据，却没有任何有关蜜蜂周边环境的数据。因此，Gollakota、

Iyer 以及他们的团队重新设计了一款传感器“背包”，它可以“骑”在蜜

蜂的背上，仅重 102毫克，大约是 7粒米的重量，尺寸仅为 6.1×6.4毫米。 

为“背包”供电的可充电池重量约为 70 毫克，所以还有 30 毫克多一

点的剩余重量给其它产品，比如传感器和追踪蜜蜂位置的定位系统。 

因为蜜蜂不会在飞行所到之处做标记，同时也因为 GPS接收器太耗电，

无法放置在一只小昆虫身上，该团队想出了一种无需电力即可定位蜜蜂的

方法。研究人员在农场内设置了多根天线组成的基站，通过特定区域发射

来自基站的信号。而蜜蜂“背包”中的接收器能识别这些信号的强度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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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通过三角定位法得出蜜蜂的位置信息并将其记录下来。 

观察蜜蜂是否更喜欢农场的某个区域，而不太经常去其它区域，这将

会很有趣。如果想知道某个特定区域发生了什么，也可以对“背包”进行

编程，并增加测量温度等程序。 

当蜜蜂完成了一天的觅食后，回到蜂巢，“背包”可以通过一种叫做反

向散射的方法上传收集到的数据，通过这种方法，设备可以通过反射从附

近天线发射过来的无线电信号来共享信息。 

目前，该“背包”只能存储大约 30 千字节的数据，所以它们只携带能

产生少量数据的传感器。此外，只有当蜜蜂回到蜂巢时，“背包”才能上传

数据。该团队希望最终能够开发出带有摄像头的“背包”，这样就可以将有

关植物健康的信息实时反馈给农民。               （来源：传感器网） 

 

美国西北大学开发出新型可穿戴、无电池片上传感器 

2018 年 12 月据报道，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出一种可

穿戴、无电池的传感器，可以测量和监控从紫外线到可见光到红外区域的

多种波长范围，可同时记录多达三个波长。 

该传感器采用片上系统设计，允许通过智能手机无线访问个人的传感

器读取太阳能曝光数据。光通过传感器中的窗口并撞击毫米级半导体光电

探测器，光电探测器产生的电流的大小与光的强度成正比，该电流传递到

电容器，捕获并存储相关的电荷。嵌入在传感器中的通信芯片读取电容器

两端的电压，并将结果以数字和无线方式传递给用户的智能手机。智能手

机获取到数据的同时，电容器放电，从而复位器件。 

多个探测器和电容器可分别测量 UVB 和 UVA 指数。通过将该设备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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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手机之间通信以访问天气和全球 UV 索引信息，手机还可以向用户发送

警报，传感器提供的信息组合可实现瞬时和累积光照的高精度跟踪。 

研究人员表示，由于该设备在“始终开启”模式下运行，因此其测量

结果比现有的任何其他光量计都更加精确和准确。电流剂量计仅在设定的

时间间隔短暂地采样光强度，并假设这些测量之间的光强度是恒定的。 

志愿者在四天的时间内佩戴了新的传感器。研究人员观察到，即使在

水中，这些装置仍能保持功能并可靠地记录 UVA 太阳辐射剂量。该装置还

用于监测临床光疗室中的治疗性紫外线，可用于治疗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中

患有黄疸的新生儿的牛皮癣和特应性皮炎和蓝光光疗等。 

据研究人员称，这种低成本设备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没有开关或接口

磨损，它完全密封在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中。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它使用

起来更容易，它始终在线，但从不需要充电。它的重量与雨滴相近，直径

小于 1mm，并且像信用卡一样薄。可以将它安装在帽子上或将其粘贴到太

阳镜或手表上。                                （来源：大国重器） 

 

Aernos 发布新一代物联网应用纳米气体传感器 

2018年 12 月，纳米气体传感器创新厂商 AerNos 宣布推出新一代纳米

气体传感器技术 AerN2S。AerN2S突破了核心技术，可用于构建微型、高精

度且经济型的气体传感器，并广泛应用于在物联网（IoT）互联设备的多种

气体探测，比如空气质量监测、危险气体探测以及其它电子鼻应用。 

AerNos的AerN2S技术标志着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它包括MEMS电路、

混合纳米结构、纳米电子学、机器学习、算法，并可实现气体传感器模块

大规模制造的纳米加工技术。这些先进技术，包括在原子层级操纵混合纳



   •    2018  12  

 - 11 - 

米结构的特殊技术和工艺，能够在环境温度下，显著提高 AerNos 传感器的

选择性和灵敏度。AerNos 纳米气体传感器针对特定气体，采用可掺杂和可

操纵的纳米材料，且它独特的传感器阵列设计，能够同时探测包含多种成

分只有 ppb 级（十亿分之一）的气体。 

AerN2S 展现了四种先进的学科技术：（1）混合纳米结构气体传感器阵

列；（2）纳米工程和电子学；（3）数据计算、机器学习、预测分析和传感

器算法；（4）可实现快速开发和大规模制造的纳米加工技术。 

据 AerNos 首席执行官 Sundip R. Doshi 介绍，科研人员正在广泛的

B2B 物联网（IoT）应用中部署 AerNos AerN2S 技术，包括智能家居、智能

城市、交通运输、工业/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健康产业，他很自豪可以利用纳

米技术的力量造福人类，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管理周围环境，改善他们的

健康状况。” 

AerNos 纳米气体传感器模块有多种形式和配置。主要功能包括： 

• 同时探测多种气体  • 敏感度达十亿分之一（ppb）级别 

• 低功耗   • 自我校准  • 经济实惠 

• 微型传感器阵列  • 完整的即插即用传感器模块 

AerNos 气体传感器模块支持多种标准通信协议，即插即用可轻松集成

到消费类和商用产品中，如独立的监控设备、非固定设备（无人机、工业

机器人、建筑设备等）、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

和物联网（IoT）。 

到 2020 年，全球物联网互联设备预计将超过 500 亿个，AerNos 纳米

气体传感器专为大规模生产而设计，可满足这些互联设备对可靠、精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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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用途的气体传感器的需求。AerNos 期待纳米气体传感器开辟的新兴市

场，超过 100 亿个互联设备将受益于他们的产品，这也会显著改变其全球

收入格局。 

 

 

 

一种电阻式应变传感器 

公开公告号：CN 208223387U                   公开公告日：2018.12.11 

申  请  号：CN 201820842431                 申  请  日：2018.06.01 

申请（专利权）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发明人：苏兴旺、李爽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能够精确测量较大量程范围的电阻式应变传

感器，包括：应变电阻和基底，应变电阻固定在所述基底上，基底由绝缘

材料制成，为曲线形结构，应变电阻的中轴线位于所述基底的中轴线的一

侧，实现电阻式应变传感器的量程的增大。相比常见的金属箔式电阻片，

本方案所提供的应变传感器的量程设计范围可以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千，

可以有效解决金属箔线由于拉伸率的限制而可信量程较小的问题。 

 

 

 

IoT 传感器年平均增长率 23.9%，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传感器是物联网的基础元器件，它可以将物理世界转变为数字世界，

目前，物联网传感器的种类主要包括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接近传感

器等种类，大量传感器需求量也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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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汽车行业就是物联网传感器的一个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当前，

汽车内部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其中就需要大量的传感器来完成相应的

功能，物联网传感器可以提升汽车的安全性，并且在自动泊车系统中也扮

演着关键的角色。当然，对于传感器需求量比较大的还有消费电子、工业、

智慧城市等应用领域，随着需求的日益旺盛，物联网传感器市场具有巨大

的增长潜力。 

近日，市场研究机构 Mordor Intelligence 做了一份关于物联网传感

器市场的研究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2017年物联网传感器市场总额

大约为 80.1 亿美元，并预计在 2018–2023 年，物联网传感器市场年平均

增长率为 23.9%，到 2023 年将达到 277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消费电子产品和家电需求的增长强劲 

通信、信息和娱乐的融合正在推动全球消费电子技术的发展。向用户

提供更多智能功能的智能家电的需求不断增长，也增加了消费电子行业对

物联网传感器的需求。根据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的数据，每 5 个美国家庭中

就有 1 个将在一年内购买至少一款智能家居设备。智能设备在中国的销量

从 2014 年的 2070 万部增长到 2016 年的 3590 万部，旺盛的需求推动了消

费电子企业加大对物联网传感器的投资。 

此外，距离、压力和温度传感器等是需求比较大的传感器种类，比如

智能电视、冰箱、厨房用具和空调等设备对这些传感器需求量比较大。当

然，物联网传感器的应用范围可以涵盖各种各样的应用领域，所以，可以

预计，全球物联网传感器市场将出现强劲增长（详见 P16 图 1）。 

亚太地区物联网传感器市场增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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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当前，全球物联网传感器市场最大的还是欧美

地区，尤其是北美地区，占据了全球 34.47%的市场份额，这主要是因为这

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与企业的智能化水平比较高（详见 P16 图 2）。 

除此之外，亚太地区有望成为物联网传感器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原

因是汽车、家电、智慧城市等行业的需求增长，并且，物联网平台将会是

管理这些设备的核心。比如中国、印度和韩国等国家正在积极努力加强物

联网平台的发展，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在大力扶持智能技术，以便在

工业生产、智慧城市等领域实现更为高效的管理。 

仅在中国，工业物联网市场预计将以每年 25%以上的速度增长。这将

会加速在该区域各行业的制造过程和供应链中使用物联网传感器，以提高

生产率。 

有市场就有企业，当前，物联网传感器市场的主要玩家有：德州仪器、

NXP、博通、博世、英飞凌、欧姆龙公司、IBM 公司、意法半导体等传统领

域的 IC 领域巨头，随着市场的深入发展，肯定会涌现新的玩家，尤其是针

对不同的垂直应用领域，对于新入局的企业而言，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突破

口。                                           （来源：麦姆斯咨询） 

 

 

 

IoT-based sensing system for phosphate detection using 

Graphite/PDMS sensors 

 

AnindyaNag,Md Eshrat EAlahi,ShilunFeng, etc. Journal of Sensors A: Physical.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442471831488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442471831488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442471831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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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286, 1 February 2019, Pages 43-50.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ovel IoT-based system for phosphate detection. 

The sensor patches in the system were developed using castings on 3D printed 

molds. Graphite and PDMS were used as electrodes and substrate respectively 

to fabricate the sensor patches. The testing of the prototypes was done in two 

phases, using an impedance analyzer and a microcontroller-based system. The 

electrodes of the sensor patches operated on a capacitive principle due to their 

interdigital structure. The reactance and impedance values from the sensor 

patches were analyzed during experimentation. The sensors showed a sensitivity 

of 0.0498 Ω/ppm, for the four different samples ranging between 0.03 ppm and 

30 ppm. The sensor patches were also tested with unknown samples spiked with 

phosphate concentrations equivalent to different water bodies. They displayed 

repeatable responses having less than 3% deviation for each concentration. The 

optimal frequency value obtained from the testing of the sensor patches with the 

impedance analyzer was used as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in the IoT-based 

system which consisted of an impedance analyzer AD 5933, Wi-Fi embedded 

Arduino Uno and 2:1 multiplexer ADG849.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IoT-based system were sent to the cloud server to represent the usage of the 

proposed system for real-time applications of phosphate detection in different 

water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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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2020全球可连接设备趋势图（详见 P13文字） 

 

 

 

图 2 2017全球物联网传感器市场占比 

（按地域划分）（详见 P14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