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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超15% 中国MEMS产业全面升温
——《2019年中国MEMS传感器潜力市场暨细分领域本土优秀企业》白皮书解读

物联网对促进我国经济物联网对促进我国经济
发展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
大的战略意义大的战略意义。。而在整个物而在整个物
联网生态中联网生态中，，MEMSMEMS传感器传感器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物联网时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物联网时
代中将起到核心作用代中将起到核心作用，，为新为新
科技产品提供更智能科技产品提供更智能、、更敏更敏
锐的感知能力锐的感知能力。。中国作为全中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
地地，，消耗了全球消耗了全球11//22的的MEMSMEMS
器件器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同时中国同时中国MEMSMEMS传感器产业传感器产业
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善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善，，目前目前
MEMSMEMS产业的机遇和挑战并产业的机遇和挑战并
存存。。那么那么，，如何抓住机遇攻如何抓住机遇攻
坚克难从而获得物联网时代坚克难从而获得物联网时代
的红利的红利，，MEMSMEMS产业发展又产业发展又
有哪些趋势呢有哪些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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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MEMS

产业发展建议

根据MEMS的产业特点，以及中国
MEMS 产业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
对我国 MEMS 产业发展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一是借鉴集成电路经验，强化政
府基金支持。产业投资基金的成立有
利于促进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
展。产业投资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
益共享的优势，是支持科技事业发
展，提高产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实现
经济集约化发展的有效途径。MEMS
产业可借鉴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
相关经验，强化政府引导，积极联合各
界社会资本，设立 MEMS 产业投资基
金，除了鼓励 MEMS 产业创新之外，
还应该在 MEMS 设计、工艺方面加大
投入。

二是打造产学研用服务平台，助力
产业创新发展。提升本土中试公共服务
平台承载能力，建设智能传感器创新中
心、测试中心等平台，支撑本土技术产
业创新发展。推动并联合企业、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支撑机构，
成立产业联盟；积极开展关键基础技术
联合研发、专利运营、标准制定、知识
产权保护等工作，建立标准化工艺库，
提升工艺通用性。

三是完善并优化产业生态，积极推
动产业链协同升级。一方面，积极提升
本土 MEMS 传感器产业配套能力，推
动新型敏感材料、设计分析软件、核心
装备、传感器数据融合等技术的研发和
产业化。另一方面，统筹产业链上下游
资源，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增强产
业协同发展能力；建立研发与终端消费
产品一体化的协同交互发展体系，形成
以技术开拓市场、市场促进技术能力提
升的循环发展模式。

四是加强高校人才培养建设，鼓励
企业与高校合作培养。搭建高校和企业
联 合 培 养 人 才 的 模 式 ， 支 持 建 立
MEMS 产学研用育人平台；在有条件
的高校建设跨学科的 MEMS 综合人
才培养基地，培养复合型人才；鼓励
和支持国内 MEMS 制造商设立研发激
励基金，逐步建立研发设计团队，建立
与科研院所人才交流与联合培养长效机
制，促进研发、工艺难题上行和科研成
果应用下行，打通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
化通道。

根据中国MEMS企业发展的现状、
特点，以及市场热点和技术趋势，对我
国MEMS企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技术合作，攻克关键核心
技术。充分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开辟
多元化合作渠道，精准选择合作领域，
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技交流
合作，强化创新伙伴关系。开展设计、
制造、封装工艺技术研发，从基础技术
层面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布
局面向未来的传感器前沿技术，逐步构
建高水准技术创新体系。

二是面向智慧产业，提升应用规模
与水平。面向物联网智慧产业的热门应
用领域，从核心技术、解决方案等层面
着力提升自身产品的竞争力，推广行业
应用。推进多功能传感器集成化、智能
化发展，提升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供给能
力，解决行业痛点。

三是推进产业合作，提升定制化水
平。为适应市场的多样化需求，MEMS
传感器的生产制造呈现定制化程度高、
制程控制精、材质特异性强等特点，对
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制造能力要求较
高。国内设计、中试、制造企业应建立
紧密合作关系，加速新设计、新工艺导
入，缩短产品转化周期。此外，下游大
型集成应用厂商通过商业合作、投资入
股、整合并购等方式积极参与 MEMS
传感器的研发与制造，提升产品的集成
化、智能化水平。

四是注重人才引进，营造良好的人
才环境。MEMS 属于人才密集型行
业，抓好人才培养、引进人才、留住人
才是关键；完善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
的制度体系，营造一个人尽其才、人才
辈出的良好企业文化环境；设立“人才
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和鼓励人才的引
进、培养和奖励。

全球MEMS产业

发展势头迅猛

近年来，受益于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医

疗电子、光通信、工业控制、仪表仪器等市场

的高速成长，MEMS 行业发展势头迅猛。

2018 年，全球 MEMS 市场规模约为 152 亿美

元，预计到2021年全球MEMS市场规模将超

过 220 亿美元，2016—2021 年年复合增长率

预计为9.6%。就MEMS的出货量而言，预计

到 2023 年全球 MEMS 的年复合增长率在

20%以上，增速超过半导体市场。

从全球应用领域来看，消费电子仍是

MEMS的第一大市场，占比41.8%，这主要得

益于在智能家居、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等

领域的机会日益增多。医疗电子位居第二，

占比 28.1%，归功于 MEMS 在临床监测中的

广泛应用。

从全球产品结构来看，份额最大的是压

力传感器，主要得益于在工业和消费品等领

域的广泛应用，市场占比达到21%；其次是射

频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MEMS麦克风，受

益于 5G手机、智能音箱、可穿戴设备等消费

类电子产品的带动，市场占比均超过10%；随

后是惯性传感器，市场占比 9%，其在汽车电

子当中的应用不断增加。

从全球产业布局来看，美国、日本等少数

经济发达国家占据了主要份额，发展中国家

所占份额相对较少。2017年，全球排名前30

位的MEMS厂商创造了92.4亿美元营收，占

全球的70%以上，而这30家公司多半来自日

本和美国，分别占据了44%和33%。

未来，随着全球电子制造产业链加速向

亚太地区转移，凭借成本等优势，MEMS 产

业重心也将不断东迁，亚太地区的MEMS产

业规模也将持续增长。

中国MEMS产业

保持稳定增长

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

电子产品生产基地，消耗了全球近 1/2 的

MEMS器件。近年来，中国MEMS消费电子

类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产量保持

稳定增长，带动加速传感器、陀螺仪等

MEMS行业需求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

球 MEMS 市场发展最快的地区。预计

2016—2021年中国的MEMS市场年复合增

长率将超过15%，远高于全球9.6%的增速。

相比全球，中国MEMS产业尚处于起

步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与相对薄弱的产

业形成反差，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出货量的

本土MEMS企业仍然屈指可数，逐鹿中国

市场的主要竞争者仍以跨国企业为主。未

来随着物联网市场在国内的不断发展，智

能化过程的不断加速，MEMS传感器逐渐

成为智能感知时代下最基础的硬件。

从应用结构来看，2018 年在 5G 通信

和物联网的带动下，MEMS陀螺仪、MEMS

加速度计等产品用量得到快速提高，因此

网络与通信成为中国 MEMS 市场的最大

应用领域，市场份额达到 31%。随着无人

驾驶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汽车电子领域

MEMS 快速增长，2018 年市场份额达到

29%，位居第二。因为平板电脑增长乏力，

计算机领域市场略有下降。

从产品结构来看，份额最大的是压力

传感器，市场占比达到 23.3%，汽车工业、

生物医学、工业控制、航空航天等多领域应

用广泛；其次是加速度传感器占比23.2%，

在消费电子和汽车中的广泛应用也保持着

稳步增长；MEMS 陀螺仪发展较快，在航

空、航天、航海、汽车、生物医学和环境监控

等领域得到了应用，占比达到10%。

从产业布局来看，中国MEMS产业迅

速向全国渗透，已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

建立完整的产学研布局。从企业数量和分

布来看，2018年我国MEMS传感器制造企

业约有200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并

逐渐形成以北京、上海、深圳和西安等中心

城市为主的区域空间布局。在地方政府支

持和企业的带动下，国内MEMS产业发展

已经开始全面升温。

从 产 品 使 用 领 域 结 构 来 看 ，国 内

MEMS 公司在营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

结构方面与国外有明显差距，60%至 70%

的设计产品集中在加速度计、压力传感器

等传统领域。

国内MEMS传感器

六大潜力市场

针对 MEMS传感器在自动驾驶、AR/

VR、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5G 等方面的

应用场景，从物联网的几大细分市场的规

模、增长潜力等维度分析，筛选出未来六大

潜力市场，分别是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

智慧家庭、车联网、智慧农业、智慧医疗。

智慧城市，建设体量巨大，市场空间广

阔。智慧城市的基本要求是城市当中物物

相连，每一个需要识别和管理的物体上，都

需要安装与之对应的传感器。2014年中国

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仅为 0.76万亿元，到了

2016 年市场规模突破 1 万亿元，截至 2018

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增长至 7.9万亿

元，预计2019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0.5万亿

元。2016—2021年年复合增长率约为60%，

预计2021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8.7万亿元。

工业互联网，助力智能制造，赋能转型

升级。工业物联网结合传感器、通信网络、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在各层次之间

交互传递信息，赋能工业互联网发展，实现

智能化生产。中国 2016 年市场规模为

4145.3 亿元，2018 年市场规模为 5358.9 亿

元，2016—2021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4%，

预计2021年市场将达近8000亿元的规模。

智慧家庭，助力智慧生活，市场增速最

快。在智能家庭市场，在设计中开始采用

传感器，以实现先进的传感和控制，其中传

感器网络通过嵌入式系统对信息进行处理

和随机自组织无线通信网络。2018 年中

国智慧家庭市场规模达到 3580.1亿元，预

计2020年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2016—

2021年年复合增长率在44%以上。

车联网，赋能智慧出行，智能网联空间

广阔。在车联网中，车用传感器技术是车联

网集成的关键技术。当前传感器已经涉及

汽车的方方面面，未来汽车里面所使用的

传感器数量与种类也将会增加得更多。

2018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为486亿元，随

着车联网技术向着智能化、网联化方向演

进，中国车辆网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预

计2020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将接近1000

亿元，2016—2021年年复合增长率为21%。

智慧农业，智能化管控，焕发产业活

力。通过传感器传输的数据，可以随时掌

握作物信息，对农作物进行远程管理。

2018年中国智慧农业市场规模突破1300亿

元，预计2021年市场规模将突接近2000亿

元，2016—2021年年复合增长率在12%。

智慧医疗，化解产业痛点，市场需求强

劲。智未来，慧医疗平台将大量使用各种物

理、化学、生物传感器，为传感器企业提供

了市场机会。2018年中国智慧医疗市场规

模 658.7 亿元，预计 2021 年智慧医疗市场

规模将突破1100亿元，2016—2021年年复

合增长率为16%。

中国MEMS产业发展的

机遇与挑战

目前中国 MEMS 传感器产业生态环境

已完善，产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

一是物联网市场对 MEMS 产品需求巨

大。中国是全球最为活跃的物联网应用市

场，MEMS 产品在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

域的应用日渐普及，未来各种新兴应用领域

将为MEMS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是消费电子更新加快推动 MEMS 行

业发展。4G和5G网络及相应产品的普及不

断拓展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及相关消费电

子产品的应用深度和广度。同时，智能音箱、

智能电视、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智能硬件新的

应用市场也不断被创造出来，将引领 MEMS

产业进入下一轮高速增长期。

三是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推动传感器市

场加速发展。为促进我国传感器产业发展，

迈向中高端水平，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系

列政策文件，传感器技术及传感器产业的重

要性将日益凸显。可以预见，未来，传感器技

术将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

四是计算机视觉、传感器融合等新技术，

为MEMS市场注入新活力。目前人工智能领

域的边缘计算、计算机视觉和传感器融合技术

正在各个行业落地应用，支撑创新服务发展。

通过对中国MEMS市场的分析，预测我

国MEMS产业将呈现以下四个发展趋势。

一是国内 MEMS 传感器的产业并购将

持续升温。物联网时代 MEMS 已经成为万

众瞩目的焦点，MEMS传感器产业的并购整

合也将随之增多。一些大厂通过收购的方式

进入到 MEMS 行业，由于竞争激烈，一些

MEMS 大厂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 MEMS 产

品来提升竞争力；国外大型传感器企业已经

形成了各自的技术优势，国内传感器企业需

要通过并购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

二是纯 MEMS 代工厂与 MEMS 设计公

司 合 作 开 发 将 成 为 主 流 。 虽 然 大 部 分

MEMS业务仍然掌握在IDM企业中，随着制

造工艺逐渐标准化，MEMS产业未来会沿着

传统集成电路行业发展趋势，逐步走向设计

与制造分离的模式。纯 MEMS 代工厂与

MEMS 设计公司合作开发的商业模式将成

为未来业务模式的主流。

三是新兴 MEMS 产品将成为资本关注

的焦点。随着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兴科

技终端应用技术持续演进及种类趋于多元

化，传感器需要模仿甚至增强人类感知的程

度 ，需 要 有 突 破 性 的 新 产 品 出 现 ，新 兴

MEMS传感器是产业投资的重点方向。

四是 MEMS 产品将向着微型化、集成

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MEMS产品将从离

散器件向传感与数据处理一体化集成的智能

传感器发展。MCU或板上系统将MEMS传

感器所需的模数转换接口电路、信号处理电

路、数据输出电路集成，系统级封装或片上系

统再与MEMS传感器一体化集成，形成智能

传感器节点。

2016—2021年全球MEMS市场规模（单位：亿美元）

2016—2021年中国MEMS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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