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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发布物联网技术十大战略和趋势 

据 Gartner 公司研究副总裁尼克•琼斯(Nick Jones)介绍，物联网将在

未来十年继续为数字化业务创新带来新的机遇，而许多新机遇有赖于新的

或经过改进的技术。洞察创新物联网趋势的 CIO（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们有机会领导本企业的数字化创新。 

此外，CIO 们应确保自己拥有必要的技能和合作伙伴，以支持关键的

新兴物联网趋势和技术，因为到 2023年，普通 CIO负责的端点数量比今年

要多三倍。 

Gartner列出了 10个最具战略意义的物联网技术和趋势，除了带来新

的体验和关系外，它们还将带来新的收入流和业务模式： 

第一个趋势：AI 

Gartner预测，2019 年使用的联网物件将多达 142 亿个，到 2021 年总

数将达到 250 亿个，它们会生成大量的数据。琼斯先生说：“数据可谓是

助推物联网的燃料，而企业解读数据的能力将决定其能否取得长期成功。

AI 将应用于一系列广泛的物联网信息，包括视频、静态图像、语音、网络

流量活动和传感器数据。” 

AI 的技术格局很复杂，这种情形会持续到 2023 年，许多 IT 供应商大

力投入于 AI，AI 的多种形式相互共存，新的基于 AI 的工具和服务不断涌

现。 

第二个趋势：兼顾社会、法律和道德问题的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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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不断成熟、得到更广泛的部署，众多社会、法律和道德问

题会越来越重要。这包括数据的所有权、算法偏差、隐私以及遵守《数据

保护通用条例》等法规的情况。 

琼斯先生介绍，成功部署物联网解决方案，要求该解决方案不仅技术

上有效，而且社会上也可以接受。因此，CIO 们必须在这方面教育自己和

员工，考虑成立小组(比如道德委员会)来审查公司战略。CIO 们还应该考

虑请外部咨询公司审查关键的算法和 AI 系统，找出潜在的偏差。 

第三个趋势：信息经济学和数据代理 

去年 Gartner 对物联网项目开展的调查显示，35%的调查对象在出售或

计划出售其产品和服务收集的数据。信息经济学理论让数据的这种变现更

进了一步：将这视为战略性的业务资产，记录在公司账目中。到 2023 年，

物联网数据的买卖将成为许多物联网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个趋势：从智能边缘向智能网格转变 

在物联网领域，从集中式和云计算向边缘架构的转变正在进行中，与

边缘架构有关的所有各层将演变成更加非结构化的架构，这个架构包括动

态网格连接起来的各种“物件”和服务。这种网格架构将支持更灵活、更

智能、更迅疾的物联网系统，不过其代价常常是更加复杂。CIO 们必须为

网格架构对 IT 基础设施、技能和采购方面带来的影响做好准备。 

第五个趋势：物联网治理 

随着物联网不断扩展，对于这种物联网框架的需要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确保创建、存储、使用和删除与物联网项目有关的信息方面有适当的行为。

治理范围广泛，从简单的技术任务(比如设备审计和固件更新)，到较为复



   •    2018  11  

 - 4 - 

杂的问题(比如设备控制和设备生成的信息的使用)，不一而足。CIO 们必

须扮演向本企业宣讲治理问题的角色，在一些情况下要投入员工和技术来

解决治理问题。 

第六个趋势：传感器创新 

传感器市场将持续发展至 2023年。新的传感器让企业能够检测种类更

广泛的情形和事件；目前的传感器会降价，变得更经济实惠，或者以新的

方式加以包装以支持新的应用；还会出现新的算法，从目前的传感器技术

中推断出更多信息。CIO 们应确保其团队在密切关注传感器创新，找出有

望带来新机遇和帮助业务创新的那些新技术。 

第七个趋势：可信赖的硬件和操作系统 

Gartner 调查表明，对于部署物联网系统的企业来说，安全是最重要

的技术问题。这是由于企业组织常常无法控制物联网项目中所用的软硬件

的来源和性质。琼斯先生介绍，到 2023 年，我们预计会看到结合部署硬软

件，共同打造更可靠而安全的物联网系统。 

第八个趋势：新颖的物联网用户体验 

物联网用户体验涵盖众多的技术和设计方法。它将取决于四个因素：

新的传感器、新的算法、新的体验架构及上下文以及社会感知体验。由于

与没有屏幕和键盘的设备进行越来越多的交互，需要企业的用户体验设计

师使用新的技术和拥有新的视角，那样才能打造这样的一流用户体验：减

少摩擦、锁定用户、鼓励使用、留住用户。 

第九个趋势：硅芯片创新 

目前，大多数物联网端点设备使用传统处理器芯片，低功耗 ARM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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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受欢迎。然而，传统的指令集和内存架构不是很适合端点需要执行的

所有任务。比如说，深度神经网络的性能常常受到内存带宽的限制，而不

是受到处理能力的限制。 

到 2023 年，预计新的专用芯片将降低运行深度神经网络所需要的功

耗，以便带来新的边缘架构、嵌入式深度神经网络功能应用于低功耗物联

网端点中。这将支持新的功能，比如与传感器整合的数据分析，以及内置

在低成本电池供电设备中的语音识别。建议 CIO 们要留意这个趋势，因为

支持嵌入式 AI 等功能的硅芯片反过来将让企业能够开发高度创新的产品

和服务。 

第十个趋势：面向物联网的新无线网络技术 

物联网网络需要兼顾一系列彼此冲突的需求，比如端点成本、功耗、

带宽、延迟、连接密度、运营成本、服务质量和传输距离。没有一种网络

技术可以优化所有这些方面，新的物联网网络技术将为 CIO 们提供额外的

选择和灵活性。尤其是，CIO 们应探究 5G、新一代低地球轨道卫星和反向

散射网络。 

Gartner 给战略性技术趋势所下的定义是：具有巨大颠覆性潜力的趋

势，正开始从一个新兴状态挣脱出来，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或者是迅速

发展且具有高度波动性的趋势，会在未来五年内达到引爆点。 

（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工信部：到 2020 年突破自动驾驶智能芯片等关键技术 

2018年 11 月 14 日，工信部官网发布通知，为加快推动我国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落实《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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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年)》，工信部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到 2020 年，突破自动驾驶智能芯片、

车辆智能算法、自动驾驶、车载通信等关键技术，实现智能网联汽车达到

有条件自动驾驶等级水平。 

工信部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从

基础支撑、核心技术到行业应用的产业链条正在形成，产业集群初步显现，

一批创新活跃、特色鲜明的创新企业加速成长，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整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产业发展也面临核心基础技术薄弱、

与实体经济融合不够深入等问题。 

该负责人介绍，通过开展人工智能揭榜工作，征集并遴选一批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创新主体，在人工智能主要细分领域，

选拔领头羊、先锋队，按照 “揭榜挂帅”的工作机制，突破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短板瓶颈，树立领域标杆企业，培育创新发展的主力军，加快我国人

工智能产业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创新发展。 

据悉，人工智能揭榜工作将围绕《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重点任务方

向，在 17 个方向及细分领域，开展集中攻关，重点突破一批创新性强、应

用效果好的人工智能标志性技术、产品和服务。 

在智能产品方面，选择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无人机、

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统、视频图像身份识别系统等产品作为攻关方向。在

这些领域，产业创新活跃，已聚集了大量企业，相关技术和产品具有较好

发展基础，通过“揭榜挂帅”，可进一步促进其深入应用落地。 

在核心基础方面，选择智能传感器、神经网络芯片、开源开放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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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攻关。这些核心基础技术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目前

发展相对薄弱，需加速突破，整合产业链资源开展协同攻关，加快实现技

术产业突破。 

在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方面，选择智能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装备、

智能检测装备、智能物流装备等进行揭榜攻关。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融合创

新主要领域之一，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产业升级、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等

方面的技术优势，有利于加快制造业关键技术装备智能化，促进中国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 

在支撑体系方面，选择高质量的行业训练资源库、标准测试、智能化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等作为揭榜攻关任务。这些资源体系是影响

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重要要素，需要加快完善基础环境、保障平台，加快

形成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支撑能力。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首届世界传感器大会在郑州举行 

2018年 11 月 12 日上午，2018首届世界传感器大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来自国内外 35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表等齐聚郑

州，就传感器技术研发、产业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大会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河南省发改委、河南省科技厅、郑州市政

府等单位主办，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郑州高新区管委会承办。 

本次大会以“感知世界、智赢未来”为主题，旨在交流全球传感器科

技、产业和应用的最新成果，促进政、产、学、研、用、金、媒等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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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打造全国传感器领域品牌生态盛会，塑造全球传感器产业的“郑州”

符号。 

据了解，世界传感器大会由世界传感器科技高峰论坛和 20场分论坛组

成。10余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多个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

以及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未来传感器发展的需求分析、国

内外传感器技术发展与应用等做精彩报告。会议期间举行了传感器产业博

览会，1.2 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区汇聚近 200 多家国内企业组织、80 余家

国外企业组织参展，很多智能传感器产业的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首次在

博览会上亮相。 

据悉，从今年开始，郑州将连续 3 年召开世界传感器大会，致力于打

造世界传感器大会品牌，构建全球化的交流平台，促进世界传感器技术和

产业的创新发展。郑州市政府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着力助推郑州高新区

中国传感谷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不断推进郑州智能传感器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郑州千亿级国家智能传感器产业基地建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副所长吴亚林，所长助理、中

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秘书长郭猛应邀出席了会

议。                                             （来源：中新网） 

 

 

 

迄今最小光学陀螺仪比米粒小，未来可应用于无人机和航天器 

据报道，美国科学家研制出了迄今全球最小的光学陀螺仪，其个头比

一粒米还小，仅为目前最尖端光学陀螺仪大小的 1/500，未来有望用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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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和航天器上。 

目前市场上最小的高性能光学陀螺仪比高尔夫球还大，不适合于许多

便携式应用。而且，随着光学陀螺仪越来越小，其捕获萨格纳克效应的信

号也越来越弱，检测运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而成为光学陀螺仪小型化之

路上的“拦路虎”。 

现在，加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和医学工程系教授阿里·哈吉米瑞领导

的科研团队，研制出了一种新的光学陀螺仪，其大小仅为目前同类最先进

设备的 1/500，但它们可以检测到比这些系统小 30倍的相位移动。 

新型陀螺仪采用了一种名为“相互灵敏度增强”的新技术来改进性能。

“相互”意味着对陀螺仪内两束光的影响一模一样。 

由于萨格纳克效应依赖于检测两束光在相反方向上行进时的差异，因

此它被认为是非互易的。在新陀螺仪内部，光线从微型光学波导（携带光

的小导管，功能与电线相同）中通过，光路中可能影响光束的缺陷（例如

热波动或光散射）和任何外部干扰都将对两束光产生相同的影响。团队找

到了一种方法来消除这种“相互”噪声，同时保留萨格纳克效应的信号。 

                                （来源：科学网） 

 

韩国教授开发下一代生物传感技术：夹层式生物传感器 

生物传感器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监测人体、病原体、食物和环境污染

物的方式。据麦姆斯咨询报道，来自韩国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

的 Man Bock Gu 教授为大家详细解释了他在该领域的创新。他发表于《生

物工程》期刊上的文章获得了生物工程研究所年度最佳论文奖的殊荣。 

基于适体-抗体的夹层式生物传感器和基于适体配对的夹层式生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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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其根本原理是利用生物传感器诊断疾病或检测病毒，以及对人类和

环境有害物质。生物传感器通常很小且方便操作。一款生物传感器应该具

有三大主要组件：生物受体（生物分子）、换能器（通过电或光产生信号）

和转换器（可以通过颜色或其它度量来读取）。 

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基于适体的生物传感器，尤其是能够筛选成对的适

体。适体是下一代生物受体，由 DNA 或 RNA 核酸组成，代替能够与特异性

靶标相结合的抗体。一般而言，使用单个适体的生物传感器在信号生成或

重现性方面是不稳定的。这就是大多数商业化生物传感器使用一对受体的

原因（适体或抗体）。因此，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开发一对适体，能够同时在

两个不同位点结合相同的靶标，使得三明治结构（适体 1-靶标-适体 2）成

为可能。事实上，该团队拥有自己的适体开发技术，能够成功开发一对适

体，把这种方法称为“Graphene-oxide SELEX（石墨烯氧化物 SELEX，

GO-SELEX）”。通过使用这种 GO-SELEX，已经能够为包括蛋白质生物标志物

和病毒在内的几种不同标靶开发出多对适体，并且非常成功，足以证明该

技术的优势。 

据研究人员介绍，与基于适体的单一生物传感器相比，基于适体的夹

层式生物传感器的优点是灵敏度和稳定性。由于基于适体的夹层式传感器

使用两种不同的适体，主要适体捕获靶标，第二适体与产生信号的靶标结

合，使用金纳米粒子、酶等可以独立扩增与靶标结合的信号。此外，由于

信号是从第二适体独立产生，因此信号非常稳定且重复性好。 

未来，这些基于适体的夹层式生物传感器可以应用于横向流动测定，

例如妊娠诊断试剂盒。基于适体的夹层式生物传感器还可以用于诊断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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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检测流行性病毒或食物和环境中的污染物。 

（来源：电子工程世界） 

 

 

 

一种悬空二硫化钼柔性离子传感器 

公开公告号：CN 207076440U                   公开公告日：2018.11.09 

申  请  号：CN 201820495830                 申  请  日：2018.04.09 

申请（专利权）人：清华大学 

发明人：李鹏 

摘要：一种悬空二硫化钼柔性离子传感器，包括从上到下连接在一起的氮

化硼、二硫化钼、氮化硼，金属电极，柔性基底；二硫化钼位于氮化硼下

方，位于氮化硼上方；二硫化钼和氮化硼、氮化硼组成复合梁结构，梁两

端分别与金属电极接触，中间部分悬空；柔性基底位于所述复合梁结构悬

空部分下方。氮化硼作为保护层，有效隔绝二硫化钼上下表面与空气，以

及空气中的水蒸气接触，防止二硫化钼在空气中退化，悬空结构可以防止

二硫化钼与柔性基底直接接触，从而可以避免基底对二硫化钼的散射影响；

这种结构可使二硫化钼离子传感器获得更好的检测下限、提高长期稳定性，

并且降低基底形变对器件的影响。 

 

 

 

智能音箱大火，国内市场三足鼎立 

近年来国内外智能音箱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据有关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智能音箱销售额有望达 41.2 亿美元，预计 2022 年将达到 87.1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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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详见 P15 图 1）。 

智能音箱市场的火热有目共睹。目前从整个智能音箱市场来看，国外

市场较为成熟，亚马逊、谷歌、微软、苹果等国外科技巨头都参与其中。

Strategy Analytics 的最新季度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

音箱出货量同比增长 197%，达到 2270万台，创历史新高。 

如今国内智能音箱市场虽然还处于发展初期，但竞争也异常激烈。今

年，中国智能音箱市场扩张迅速，成为除美国之外最大的智能音箱市场，

其中阿里、小米、百度成为国内智能音箱占有率前三的企业。 

此前，在 2018年第二季度中，阿里巴巴凭借 300 万台“天猫精灵”的

出货量稳居第一；“小米 AI 音箱”出货量为 200 万。这两者占据了中国智

能音箱第二季度出货量的 90%，在智能音箱市场形成了“双雄”垄断局面。 

但是，到了第三季度，百度凭借第二季度发布的新品“小度智能音箱”，

迅速打破阿里和小米的双寡头局面，异军突起，占据第三的位置，成为本

季度最大的黑马。随着在第三季度发售量的猛增，中国的智能音箱市场呈

现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详见 P16图 2）。 

中国智能音箱市场的竞争，远不止阿里巴巴的“天猫精灵”、小米的“小

米 AI 音箱”和百度的“小度智能音箱”，对智能音箱市场前景的看好同时

也吸引了其他一批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加入，如科大讯飞和京东合资成立灵

隆科技并发布的“叮咚音箱”、联想推出的“联想智能音箱”、华为推出的

“华为 AI 音箱”、有谷歌投资背景的出门问问发布的“问问音箱”、还有音

频平台喜马拉雅 FM也推出了其智能音箱产品“小雅”等，更有不少中小企

业的积极参与，直观地反映了该市场仍具有相当大的机会空间，促使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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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厂商不断涌入，争夺市场份额。 

智能音箱的实质是语音交互式产品，主要通过语音接口达成人机对话，

其核心技术主要有四个方面：软件层面的语音识别技术和语义理解技术，

以及硬件层面的芯片技术和麦克风阵列技术（语音识别的硬件支持）。 

麦克风是智能音箱不可或缺的声学传感器，智能音箱通过采用多个麦

克风组成阵列来实现人声采集。目前市面上智能音箱采用的麦克风有两种，

一种是传统的 ECM（Electret Capacitor Microphone，驻极体电容麦克风），

另一种则是新兴的 MEMS 麦克风，除具有简洁、小巧的外观之余，还具有高

信噪比（SNR）、低功耗和高灵敏度等优点，在接收声音信号时，其语音信

号拾取能力更稳定、可靠，这也是智能音箱实现精准语音识别的先决条件。

当智能音箱通过 WiFi/蓝牙等射频无线连接时，ECM 相对更容易受到射频电

磁信号干扰，但 MEMS 麦克风可以通过金属屏蔽罩屏蔽外界射频信号，进一

步提高抗干扰能力。因此，从中长期看，MEMS 麦克风比 ECM 更具有市场竞

争力，取代 ECM也是大势所趋。 

智能音箱市场的崛起引爆了 MEMS 麦克风市场。一台智能音箱产品至少

需要两颗麦克风，有时甚至 6～7 颗麦克风组成阵列，如阿里巴巴推出的智

能音箱“天猫精灵 X1”就内置 6 颗 MEMS 麦克风，亚马逊 Echo 配置了 7 颗

MEMS 麦克风，当 MEMS 麦克风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出货量似乎已触摸“天花

板”时，智能音箱瞬间让全球 MEMS 麦克风市场需求大增。 

广阔的 MEMS 麦克风市场也使得国内相关厂商热情高涨，纷纷推出新

品，研发出了具有自身优势和特色的 MEMS 麦克风。如从微型麦克风起家的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Goertek），在已有的 MEMS 麦克风、压力传感器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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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开发麦克风+气压、麦克风+温湿度等集成传感器，从而使成本更低、

尺寸更小，一种器件实现两种功能，同时宣布“智能音箱是公司重要的战

略产品方向”；全球领先的微型声学器件供应商瑞声科技（ACC）可提供包

括扬声器、受话器及 MEMS 麦克风等系列产品；共达电声（Gettop），全球

ECM 麦克风领导厂商之一，也在积极开拓声学业务产品线，包括受话器/扬

声器、MEMS麦克风等产品（详见 P16图 3）。           （来源：麦姆斯咨询） 

 

 

 

A wearable pH sensor with high sensitivity based on a flexible charge-coupled device 

 

Journal of Nature Electronics volume 1, pages596–603 (2018) .Published online: 

12 November 2018. 

 

Abstract : Flexible chemical sensors could be used to create wearable devices 

that continuously monitor a variety of health condi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person’s sweat. Current wearable pH sensors for sweat monitoring have a 

limited pH detection sensitivity at room temperature of about 59 millivolts per 

pH unit,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Nernst equation. Here we show that a 

sensitive pH sensor can be created using a flexible charge-coupled device (CCD) 

and integrated with a temperature sensor. Our CCD-based pH sensor can, 

through accumulation cycles of electron charge transfer, achieve a sensitivity of 

around 240 millivolts per pH unit, which is roughly four times larger th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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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nst theoretical limit. Furthermore, the integrated flexible temperature sensor 

can be simultaneously used to compensate for the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the pH detection and to monitor skin temperature. As a proof of concept, we 

demonstrate that our CCD-based chemical sensor can be used to monitor the 

sweat pH and skin temperature of a person in real time. 

 

 

 

 

图 1 2017-2022年全球智能音箱销售额及预测（详见 P12文字） 

（数据来源：Industry data and Kagan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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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 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音箱市场出货排名（详见 P12文字） 

（数据来源：Canalys 出货量数据，智能音箱分析服务，2018年 11月） 

 

 

 

图 3 2007-2017 年全球 MEMS 麦克风厂商出货情况 （详见 P14 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