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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创新技术论坛在嘉定举行，指出“嘉定有望成为智能传感器重镇”

感知时代已经到来

7 月 3 日，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同时在上海揭
牌。其中，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落户嘉定，为“科技嘉定”再添浓墨重彩的一
笔。
当天下午，中国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创新技术论坛在嘉定举行。业内嘉宾的
发言，
对嘉定推动集成电路和智能传感器两大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记者 陆晓峰 顾娴慧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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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有望成为智能传感器重镇
无论是遵循“摩尔定律”
的集成电
路产业，还是以“超越摩尔”为特征的
传感器、物联网芯片产业，
都是谁也不
肯让步的必争之地。
集成电路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一
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
体现。工信部电子司副司长吴胜武说：
“我们需要双管齐下，补足集成电路领
域短板的同时，抓住‘超越摩尔’产业
的大好机遇，发挥中国巨大的市场优
势。
”
在智能时代，传感器将遍布生活
和生产的各个角落。尤其在物联网风
起云涌的今天，各国都极其重视智能
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国家集成电路创
新中心、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同
时揭牌，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传感
器产业的一件大事。吴胜武对此充满
期待：
“我们希望通过这两个国家级产
业技术平台，带动前沿技术的研发和
产业化。
”

吴胜武表示，为进一步推进我国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工信部制定了
中国智能传感器三年行动计划，包含
四大方面：
一是补齐设计、制造等关键
环节短板，推进智能传感器向中高端
升级；二是面向消费电子、汽车电子、
工业控制等重点领域，开展智能传感
器的应用示范；三是建设国家智能传
感器创新中心，
提升技术研发、标准制
定等能力；
四是合理规划布局，
完善产
业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IDC 发 布 的 最 新 报 告 指 出 ，至
2020 年全球物联网市场市值将达 1.7
万亿美元。中国自然不甘落于人后。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明
确指出，到 2020 年缩小与国际先进水
平的差距，全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速
超过 20%；到 2030 年产业链主要环节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进入第
一梯队。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技术学部
委主任杨卫表示，物联网产业内涵不

断扩展，涵盖了人工智能、智能交通、
5G 通讯、智慧医疗等为代表的新兴产
业，
市场前景可期。
去年 9 月，国内首条、全球领先的
8 英寸“超越摩尔”研发中试线在嘉定
投入运营，加之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
中心的落户，以及嘉定芯天地嘉康产
业的开园，嘉定已逐步形成物联网领
域的生态圈。
吴胜武认为，
嘉定有望成
为我国智能传感器重镇。同样看好嘉
定的还有上海市国防科工办副主任娄
志强，他说，
上海正在加快制定集成电
路等领域的行动计划，这其中嘉定将
扮演重要角色。
中科院院士、上海微系统所所长
王曦介绍，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
将联合上下游产业链龙头企业，开展
共性技术研发，
建立联合开发、优势互
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机制，
引进全球专业人才，打造成为世界级
科创中心的重要支柱。

■ 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

更是催生出了一大批新型传感器。
”他
以特斯拉为例，
“一辆车里有 8 个摄像
头，
有 12 个超声波雷达传感器。
”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
中国的“芯
病”
依然存在，
“中兴事件”
就是一个例
证。
全球排名前三十的传感器企业中，
只有 2 家中国企业，核心芯片还是使
用国外的。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
的作用，就是整合分散的资源，
打破各
自为战的格局。
”杨潇道出了国家智能
传感器创新中心的四大目标：建立传
感器共性工艺等研发平台；研发新一
代传感器核心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建
立一个服务企业和产业的平台；培养
材料、工艺、器件等领域的世界级研发

猪圈里都有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变
化？
“连猪圈里都有人工智能的应
用。
”科大讯飞研究院院长胡国平笑着
说，
“我们在用语音识别技术判断猪有
没有咳嗽。
”作为国内语音识别领域的
引领者，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技术错
误率每年下降 30%，这是深度学习持
续进步的结果。
目前，科大讯飞已参与
开发 1000 多款智能产品，这些产品特
别之处在于都“听得懂人话”
。
在人工智能应用上，汽车和医疗
是两大重要领域。近年来国内出现了
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医疗装备企业，
联影医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久前，联影医疗发布人工智能
平台“uAI”，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

全线产品。以“智能体检读片”应用为
例，
在中国，
一家体检中心每天会产生
上千例 X 光胸片，但往往只有几十例
存在异常，医生却不得不耗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阅读 X 光胸片。
如今，只要在
X 光设备上安装“智能体检读片”，它
如同医生的助理，可快速从海量影像
中预筛出疑似有疾病特征的胸片交给
医生判断。
联影医疗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
官夏风华表示，在高端医疗器械中，芯
片和智能传感器是关键部分。
“联影医
疗尝试过使用国产芯片，但发现国产
芯片平均寿命只有 3—6 个月，而国外
芯 片 寿 命 都 在 2 年 以 上 ，差 距 很 明
显。”夏风华说，中国企业必须有所作
为，
才能迎头赶上。

互联网走入下半场

无处不在的传感器
手机、汽车、共享单车、可穿戴设
备……在我们周遭，
传感器无处不在，
感知时代已然来临。
“在遵循‘摩尔定律’的集成电路
产业我们机会不大，但是以‘超越摩
尔’为特征的传感器等细分领域，
我们
大有可为。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
董事长杨潇表示。
眼下，传感器最大的应用平台，
一
个是汽车，一个是手机，此外，智能制
造、智能医疗等领域也有不错的市场
前景。
“ 一个苹果手机里有 20 多种传
感器，汽车里的传感器更多，无人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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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华润微电子副董事长陈南翔认
为，国内智能传感器产业面临诸多挑
战，
“首先是硬伤，这个硬伤是指国内
MEMS 传感器的制造和代工能力严
重不足，很难找到有规模效应的突破
点；
其次是软肋，这个软肋是指无法贯
通全产业链，
尤其是在算法、软件等方
面的欠缺，很难真正实现商业化的成
功。
”
“欧洲、日本一些传感器企业之所
以成功，就是做到了高度一体化，设
计、制造、封装、测试、应用方案等无不
涉及。
”陈南翔说，
“我不知道国内何时
诞生这样的企业，
但一定会出现。
”

物联网被认为是互联网的下半
场。在可见的未来，道路、汽车、森林、
河流、厂房……甚至一个垃圾桶都会
被抽象到数字世界，
连接到互联网，
实
现物物交流、人物交互。
“阿里巴巴将全面进军物联网领
域，
物联网成为继电商、金融、物流、云
计算后，阿里又一主业务。”阿里巴巴
集团传感器首席科学家丁险峰表示，
未来，智能将成为城市的标配，
数据将
成为精细化管理的新工具。
丁险峰说，阿里巴巴物联网项目
的目标是成为数字中国基础设施的建
设者，计划未来 5 年内连接 100 亿台设
备。
眼下，
阿里云正在围绕城市场景全
面建设生态圈，招募的合作伙伴包含

城市综合治理、智能环保、智能旅游、
智能健康、智能社区等领域。阿里巴巴
更大的野心在于，要建立一个非常完
整的数据计算通道，争夺数字世界的
标准，包括数据标准、安全标准、测试
标准、智能制造标准、智能生活标准
等。
汉威电子企业负责人认为，随着
国人对生活品质的日渐重视，传感器
市场将越来越大。以气体传感器为例，
目前大部分国人不关心室内二氧化碳
的浓度，而欧美家庭几乎家家都会进
行二氧化碳监测。看到机遇的汉威电
子正在积极研发第三代 MEMS 气体
传感器，
与传统气体传感器不同，这款
传感器体积更小、能耗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